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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永續創新人才培育競賽及築夢計畫 

申請辦法 

主辧單位：日月光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日月光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 

承辦單位：銘傳大學 

 

壹、 緣起與目標 

日月光集團創辦人張姚宏影女士（以下稱「張媽媽」）一生憑藉

勇氣努力不懈，為日月光集團的發展奠定厚實的基礎。張媽媽為人處

事寬厚、氣度恢弘，其創業精神百折不撓、矢志不渝，一生傳奇深值

後人學習。  

日月光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秉持「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

精神，並為延續張媽媽不畏艱難，創新興業的精神，此次與日月光社

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女性永續創新人才培育競賽

及築夢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期望能夠激發女性創新思維，帶動

女性創業風潮，實現自我理念，建構充滿活力的多元創業環境。 

本計畫鼓勵女性發揮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創新創業家精神，展

現張媽媽堅韌、決斷、遠見、關懷、創新特質，計畫目標為： 

一、 遴選補助具科技前瞻性、環境永續性、社會共融性等專題計畫。 

二、 藉由表揚女性領導人，打造女性成功典範，讓致力於環境永續和

社會共融的女性充分發揮潛力，鼓舞更多女性投身創新築夢活

動。 

三、 提供必要且實際的財務資源，投入築夢計畫，發展並培養女性領

導能力，帶動台灣女性夢想及活力，創造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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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獎補助標的 

一、 獎補助計畫主題與議題 
計畫應以前瞻、科技、永續、共融為主軸，鼓勵女性發展或

應用前瞻科技，解決現有社會問題，推動環境永續，促進永續創

新人才具體策略和做法(如: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科技創業或就

業支持系統等)，涵蓋下列主題： 

1. 前瞻科技面：應用前瞻創新科技，並結合人文與服務等多元

面向，有助於培育高附加價值化永續創新人才培育領域及創

新研發規劃策略。 

2. 女性支持面：發揚張媽媽精神，打造對女性友善之社會、產

業、職場服務系統，支持女性員工/計畫人就業。 

3. 環境永續面：提供服務新思維，拓展創新營運模式，帶動產

業升級，有助於達成環境永續的實際方法。 

4. 社會共融面：運用創新思維與資源投入，解決社會問題，對

社會產生正面之影響力。 

計畫內容可參考以下指標訂定： 

(1)新創事業 
主要指標 應涵蓋內容 

創業規劃 
事業概述、經營內容、產品或服務、型態及特性、經

營方法…等 

(2)永續創新事業 
發展主軸 應涵蓋議題 

創新與科技服務 創新管理、科技化管理、永續製造…等 

綠色製造與低碳轉型 
乾淨能源、淨零碳排生產管理、廢棄物與循

環再利用…等 

其他可增進社會共融的

新創技術或商業方法 

降低城鄉差距、健康與福祉、優質教育、性

別平權、就業與經濟成長、永續城鄉、責任

消費及生產、生態保育、多元文化…等永續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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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補助方式 

1. 主辧單位組成審查委員會，由委員依據本計畫理念、評審辦

法與築夢計畫內容進行審查，總補助款 1 千萬元，依審查結

果擇優補助，獲補助計畫將頒發「日月光女性永續創新人才

培育獎」。 

2. 本計畫總補助款 1 千萬元，獲補助計畫總件數以 10 件為上

限，預計補助最高額度第一名 300 萬元、第二名 200 萬元、

第三名 100 萬元，以及佳作數名（金額由評審委員會決議）。 

3. 實際補助款金額、總補助件數依評審委員會決議分配。 

三、 計畫執行期程 

申請單位若獲本計畫補助，須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始執行，

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前需提交結案報告，並於 112 年 12 月參與

成果發表活動。執行期間需配合本計畫進行各項計畫檢核或進度

報告。 

四、 計畫補助經費 

本計畫補助經費包含經常門及資本門，得編列業務費及人事

費，必要時得敘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 

獲補助計畫須與日月光投控指定之單位簽定正式合約，補助

款分二次核撥，第一期款為補助款金額 70％，於完成簽約、提供

必要請款資料後，於 1 個月內核撥；第二期款為補助款金額 30
％，於完成期末審查後，1 個月內辦理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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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申請須知 

一、 申請資格 

1. 本計畫不限個人（自然人）或單位名義（法人）提出申請。 

2. 若以個人（自然人）名義提出申請者，需組織執行本計畫所

需之執行團隊。獲補助計畫由計畫主持人與日月光投控指定

之單位簽訂正式合約，通過補助後不得改以單位（法人）名

義簽約或執行計畫。補助款由計畫主持人個人名義支領、核

銷，補助款列入個人所得，依我國稅法規定由主辦單位代為

扣繳 10%所得稅。 

3. 若以單位名義提出申請者，需為我國已立案之法人單位（如：

公司、學校、公協會、基金會等法人組織），營利單位（如：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等）資本額限定為 500 萬

元以下。計畫主持人需為該單位內正式員工（需提供佐證資

料），獲補助計畫需由日月光投控指定之單位與該法人單位簽

訂正式合約，補助款列入單位收入，需開立發票／憑證請領。 

4. 參與計畫之女性至少為總計畫人數（含計畫主持人）百分之

50，每一分項計畫至少有一位女性參與。  

二、計畫主持人資格 

計畫主持人限 20 歲至 65 歲本國籍女性，應具備下述資格之

一，並提供證明： 

1. 曾 參 與 或 執 行 STEM 計 畫 （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and Mathematics，結合科學、技術、工程、以及

數學的跨領域科學習實踐方式）。 

2. 現職為日月光投控所屬子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員工。 

3. 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 

4. 111 學年度在國內大專以上學校註冊完成之在校生，並經所

屬所長或系主任推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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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15 日止受理申請。 

四、申請方式 

申 請 人 應 於 截 止 時 間 內 於 官 方 網 站

(https://asefemalepower.com )上傳「申請基本資格表」（須簽名及

用印）與「計畫構想書」電子檔（PDF 檔），逾時不予受理。報名

者提供申請資料前，需詳閱及同意主辦單位之隱私權政策。主辦

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進行申請人資料保護。所繳交申請資料

不論獲獎與否，恕不返還。 

 

肆、 評審作業 

一、評審階段 

1. 資格審查：申請資料上傳後，不得更換。主辦單位工作小組

進行基本資料審查，如有缺件者應於通知後 5 個工作日內完

成補件（以承辦單位 email 發出時間為依據），未於時限內完

成補件者，視為未通過資格審查，不予進行後續評審。 

2. 初選：由審查委員會進行申請書審查，依審查結果推薦入圍

決選名單，並經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公告。 

3. 決選：計畫簡報審查，並經評審委員會審議決定補助案及金

額。 

二、評審要點 

計畫內容應以前瞻、科技、永續、共融為主軸，鼓勵女性發

展或應用前瞻科技，解決現有社會問題，推動環境永續，促進永

續創新人才具體策略和做法。計畫審查要點包含： 

 

 

http://www.asefemale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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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涵 佔比 

計畫前瞻性 
發展或應用前瞻性科技應用於趨勢、社會

/產業需求，解決現有社會問題，促成環境

永續。 
20% 

團隊執行力 
團隊需以女性為主，具有面對挑戰、解決

問題、堅毅不拔的態度，以及執行計畫所

需之經驗、經歷、資源及相關佐證。 
20% 

計畫可行性 
具體說明計畫內容工作項目、明確的分

工、時程規劃，以及可達成的量化成果。 20% 

計畫成效性 
以服務新思維，建構創新營運模式，提出

具體、可量化的計畫成果。 20% 

社會影響力 

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目標 8 促進持久、包容和

永續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

人人獲得適當工作。計畫具可持續性、關

懷社會、促進向善的力量，對於社會關懷、

產業轉型或環境永續的影響或價值。 

20% 

 

伍、 獲獎補助者需配合事項 

獲獎補助計畫單位及主持人應配合主辦單位與計畫時程，落實以

下重要工作： 

配合事項 說明 

完成簽約 
日月光投控指定之單位與獲補助計畫簽訂正

式合約。 

出席頒獎典禮 配合頒獎典禮規劃，出席頒獎典禮受獎。 

推動計畫執行 依計畫內容，達成重要指標與計畫成效。 

配合計畫追蹤 
配合本計畫執行單位電話訪談、專家輔導、填

寫問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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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事項 說明 

定期繳交查核

報告 

分為期中報告、期末報告，繳交經費使用內容、

經費單據影本與重要計畫指標達成進度等資

料。 

出席參與成果

展 
配合成果展活動規劃，繳交必要資料，並出席

活動所需之成果發表、解說、展覽等工作。 

配合進行相關

媒體廣宣 

配合本計畫之媒體宣傳規劃，如媒體專訪、廣

編報導、Facebook 粉絲專頁等相關社群媒體宣

傳。 

授權計畫內容

資料使用 

凡通過本計畫補助者，即視為同意授權主辦單

位(及其附屬單位)使用計畫內容資料（不包含

計畫內個人資料之使用） 

 

陸、 獲補助計畫追蹤輔導 

獲補助單位應向主辦單位提出本年度工作進度、各季成果檢核

點。主辦單位安排專家學者針對已獲得補助團隊，進行實際追蹤輔導，

了解申請人如何應用所獲得補助突破瓶頸以達成效益，同時瞭解該過

程中，申請人還需要那些幫助，以協助順利結案。追蹤重點包含： 

一、 了解團隊分工與經費運用進度。 

二、 了解計畫各分項工作執行進度與成果。 

三、 針對計畫執行過程所遭遇困難提供輔導建議。 

四、 媒合對接計畫執行過程中所需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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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重要時程 

項目 預計時程 

計畫申請 111/9/15 截止 

計畫評審 111/9-111/11 

評審結果公告與簽約 111/11 

頒獎典禮 111/12 

計畫執行與追蹤 112/1-112/12 

繳交計畫結案報告 112/11/30 前 

參與成果展 112/12 

 

捌、 注意事項 

一、 申請案如獲補助，將由日月光投控指定之單位與受補助計畫簽訂

正式契約，規範補助款撥付及相關配合事項，以維護雙方之權益。

若無法配合或因故取消計畫，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補助金額或取消

獲獎資格。 

二、 申請計畫如有參考先前作品或他人開發之軟硬體、技術、服務等，

或與他人開發之軟硬體、技術、服務相似，應於計畫書中說明其

差異性；若有使用(如:合作、外包、授權…等)他人原始碼或技術

等，應於申請計畫中主動說明並註明出處。 

三、 申請計畫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不得有冒用、拷貝、仿冒、

抄襲、數據造假等情事，如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爭議，相關法律

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如經主辦單位發現或

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將取消或追回得獎資格及補助款。 

四、 已獲得政府或民間計畫相關資金補助或參加競賽獲補助之計畫

或作品（以本計畫「申請截止時間」為認定基準），不得以相同

內容參與本計畫。如經主辦單位發現或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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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或追回得獎資格及補助款。 

五、 計畫補助款不得折合任何等值商品或物品，其獲獎與受補助資格

亦不得轉讓第三者。 

六、 獲獎補助計畫執行過程應符合法律規定，如有因違反法律規定所

造成之訴訟或損失，計畫執行單位應自行負責，與主辧單位無關。 

七、 獲獎補助計畫團隊於執行計畫過程，應考量自身安全，承擔於執

行計畫過程中可能引發危險、意外傷害和相關風險。如因執行計

畫發生上述狀況，計畫團隊本人、親屬或繼承人或相關之第三人

不得對本計畫相關個人、單位或團體提出任何告訴或民事求償。 

八、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暫停或取消本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疑義或

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擁有最終解釋權，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玖、 聯絡方式 
承辦單位服務窗口：銘傳大學 
官方網站：https://asefemalepower.com 
電子郵件：mcumba@eta.mcu.edu.tw 
聯絡電話：02-28809022 
聯絡人：銘傳大學管理學院趙香雅秘書 
 
 
拾、附錄 
計畫申請基本資格表 
計畫申請構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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