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3頁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函

地址：31040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4段195號

承辦人：盧雯菁

電　話：(02)2701-6565#335

電子信箱：lift@itri.org.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0月30日

發文字號：工研學字第10600193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LIFT方案第二梯次辦法(1060019345A00_ATTACH1.docx)

主旨：為推動科技部「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惠請轉知　貴校系所(碩博士班)

、校友聯絡單位及國際事務相關單位宣傳，以促進海外學

人返國貢獻所學，隨文檢附甄選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為回應國內各界對前瞻科研人才之渴求及海外人才歸國期

待，科技部推動本方案號召臺灣赴海外留學人才返國，將

國際新知帶回國內並與產學研各界交流擴散，以達激勵產

業創新及科研發展之效。

二、旨揭方案業已核定實施，凡持有中華民國國籍，年齡在45

歲以下，具國外大學博、碩士學位，且符合特定資格、條

件及領域之海外工作人士，均為本方案適用鼓勵之對象。

三、本方案每年預計甄選100名海外博士級人才返國服務，除

協助返國人才在臺從事交流與知識擴散活動，亦設有交流

經費補助、園區宿舍租用優惠及子女就學協助等措施。詳

細內容公告於本方案專屬網頁(https://lift.stpi.narl.o

rg.tw)，敬請協助公告宣傳，並轉知海外優秀校友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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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盛舉，貢獻所長。

四、如有相關問題，或貴校希望與返國學人進行各類型交流，

歡迎洽詢「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計畫辦公室，電話:

(02)2701-6565#335，E-mail: lift@itri.org.tw。

正本：大漢技術學院、中華大學、中華科技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光宇學校財

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元智大學、文藻外語大學、世新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長庚大學、南華大學、建國

科技大學、真理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雄市立空中

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興

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空中

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清華

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體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華夏學

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大葉大學、華梵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

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義守大學、實踐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輔

英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

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崇右技術學

院、崑山科技大學、淡江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蘭陽技術學院

、景文科技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僑光科

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

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黎

明技術學院、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德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

融管理學院、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靜宜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

人環球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佛光大學、逢甲大學、中原大學、台北海洋技

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中州

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康寧大學、亞東

技術學院、南亞技術學院、中國醫藥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中

臺科技大學、長榮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明新科技大學、玄奘大學、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東吳大學、致理科技大學、和春技術

學院、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南榮學校財團法人

南榮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東海大學

、大同大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

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南臺科技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

學院、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

科技大學、臺灣觀光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弘光科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苑科技大學、聖

約翰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亞洲大學、聖母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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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國立聯合大學、開南大學、南開科技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臺北基督學院、法鼓文理學院

副本： 2017-10-30
11:11:15



科技部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 

第二梯次甄選辦法  
一、方案簡介  

為配合政府「前瞻基礎建設」及「產業創新領域」等政策推動，回應臺灣產

學研各界對前瞻科研領域人才需求及海外人才歸國期待，科技部推動本方案，號

召臺灣赴海外留學人才返國，將其國際新知帶回國內並與產學研各界進行交流擴

散。期望協助海外高階人才回流，亦激勵產業創新及科研發展。  

本方案為協助安置返國學人，鼓勵返國學人於方案期間與各界建立連結，將

規劃辦理各式交流活動，並提供返國學人交流補助金、科學園區宿舍租用優惠及

子女就學協助等配套措施。  

二、甄選期程  

本方案第一梯次甄選已於 106 年 8 月辦理完成，第二梯次甄選時程如下。  

作業 時程 

開放申請 
2017/10/02(一)~2017/11/30(四 ) 

臺北時間 23:59（GMT+08:00）  

審查 2017/12/01(五)~2017/12/29(五) 

入選名單公告 2018/01/02(二) 

入選學人簽約 2018/01/02(二)~2018/01/15(一) 

入選學人報到 2018/01/02(二)~ 2018/03/01(四 ) 

入選學人參與交流活動 2018/01/02(二)~ 2018/08/31(五 ) 

*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時程調動之權利  

三、申請人資格：  

1.持有中華民國國籍。  

2.年齡在 45 歲以下 (1972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 )。  

3.最後一份專職全時有薪工作不在台灣。  

4 學經歷資格 (二擇一 ): 

(1) 具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所列院校之國外大學博士學位：以十

大產業創新相關領域者優先（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智

慧機械、國防航太、新農業、循環經濟、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文化科

技、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 ) 



(2) 具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所列院校之國外大學碩士學位：須具

備人工智慧相關軟體研發之海外實務經驗，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a. 5 年以上海外工作資歷。  

b.擁有相關研發技術能力及具體成果。  

c.曾擔任海外相關知名或新創企業中高階主管者。  

四、申請方式  

1. 申請人請至計畫網站線上申請，網址：https://lift.stpi.narl.org.tw/index 

2. 請依線上申請登錄格式項目，詳實完整填寫並上傳下列文件：  

(1) 國外學歷證明或指導教授證明文件  

(2) 推薦函 (至少 2 封 ) 

(3) 返國服務申請書，內容如下  

A.個人近五年內參與研究或工作之經驗及成果  

B.所具備專長對臺灣科技發展之必要性及可能貢獻  

C.返國服務規劃（含專業交流活動規劃）  

D.返臺交流期間之常駐人才交流基地 (本計畫保留調整變更駐在基地之

權利 )，希望聯繫或互動合作之對象範疇 (產業/法人/學校 )及領域  

     (4) 近 5 年出入境證明  

3. 申請截止日後，申請人無法修改已送出的報名資料。  

4. 申請文件不全、不符合規定或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五、甄選方式：  

1. 本期程方案至 107 年 8 月 31 日止，預計以甄選 100 名學人為原則，若符合

資格條件之申請者未達 100 名，亦可不足額錄取。本方案執行期間，若遇

多位返國學人短期「畢業出場」，科技部可視經費結餘情形，另開招募名額，

不受員額限制。  

2. 學人甄選採初審與複審二階段辦理。初審為書面資格審查。複審為召集相關

領域產學界專家進行書面及會議實質審查，並視需要透過電話或視訊訪談。  

六、補助方式及安置配套：  

1. 返國學人於交流期間參加本方案所辦理或同意之交流活動，本方案每日將補

助新臺幣 6,250 元 (註 )，每月給付 20 日為上限，補助期間至 107 年 8 月 31

日止，不另支付其他費用。  

https://lift.stpi.narl.org.tw/index


2. 本方案於三個科學園區設立「人才交流基地站」，辦理學人相關管理與協助

事宜，並統合返國學人之專長與返國服務規劃，辦理專業交流活動。  

3. 專業交流活動依功能區分為三類型：  

(1) 發現創新臺灣：讓返國學人透過參訪及與產官學研人士交流，了解臺灣

科技與產業發展現狀，進而發掘機會。  

 (2) 國際新知擴散：讓返國學人透過演講、座談、諮詢顧問或發表，擴散其

知識技術。  

(3) 學人交流激盪：辦理各式交流活動促使返國學人間形成互助網絡，並激

發新的合作可能。  

另視需求安排客製化活動，例如推薦返國學人至企業或學研機構進行演講或

短期合作，或應返國學人需求辦理參訪行程等。  

4. 返國學人返臺後可依相關規定向科學工業園區自費租用有眷宿舍或單身宿

舍，並獲租金優惠。  

5. 返國學人子女可依「科學工業園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學生

入學辦法」申請入學科學園區實驗中學雙語部，或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

學招生辦法」以及該年度就近入學區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申請入

學各高中。申請入學國中、國小、幼兒園，則依各縣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七、權利義務：  

1. 返國學人需於公告獲選名單後，依規定時間內簽定橋接計畫同意書並至核定

之人才交流站基地站報到，未按時完成簽約報到者，視同放棄本方案所有權

利。  

2. 返國交流期間，返國學人應每月至少參加 8 場次本方案所辦理或同意之交流

活動，未參與者需依相關程序請假並不得支領當日活動費用。  

3. 返國學人若於在臺交流期間獲產學研界以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延聘，應通

報主辦單位，並終止本方案所有權利。  

4. 返國學人在臺交流期間，若有違反我國法令、獲得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

或其他不配合之情事，將保留解約權利，並自解約日起停止申請人獲得交流

補助經費之權利。  

八、其他注意事項：  

1.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告。  

2. 計畫辦公室聯絡方式 :02-27016565、 lift@itri.org.tw 



 

註：每日補助新臺幣 6,250 元為稅前金額，主辦單位得依我國所得稅及全民健康

保險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就源扣取並代行繳納所得稅及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等相

關費用。  

更多申請資訊詳連結: http://lift.stpi.narl.org.tw/index 

 

 

http://lift.stpi.narl.org.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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