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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名詞定義 
 

1.高科技研發成果：係指高科技研究發展計畫所獲得之智

慧財產或成果（含知識、技術）。本手冊所管制之高科技

研發成果不含高科技貨品及國防科技研發成果。 

2.政府資助科技研究計畫：係指政府相關部門以補助、委

辦或出資等方式，供研究機構、企業或本機關員工（含

員工與其他機關之合作研究）執行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計畫。 

3.政府自行研究計畫：指政府機關員工接受任職機關資助

（含經費、設備、人力或公務資料等）所從事之科技研

究計畫，同時接受任職機關及其他機關合作資助之研究

計畫亦屬之，簡稱自行研究計畫，亦屬政府資助科技研

究計畫。 

4.政府資助科技研發成果：政府資助科技研究計畫所產生

之研發成果。 

5.敏感科技：某一高科技之研發成果或資料若流入國外地

區，將損害國家安全或損及我國經濟競爭優勢，則該項

科技稱為敏感科技。 

6.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政府資助之科技研究計畫

中，在敏感科技範圍者，簡稱敏感科技研究計畫。 

7.敏感科技資料：敏感科技研究計畫參與人員於執行該計

畫中所新創或加值產生之知識、理論、公式、模式、數

據、實驗記錄、製程、技術、設計圖、樣品、及儀器設

備等，均屬於敏感科技資料，應予保密。 

8.敏感科技研發成果：係指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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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央主管機關：研訂敏感科技項目，並對在其範圍內之

計畫加以管制之部會署，簡稱主管機關。 

10.政府資助機關：係指以補助、委辦或出資等方式，供公

、私立研究機關(構)、或企業執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

畫之政府部門，簡稱資助機關。 

11.計畫執行機關(構)：接受政府資助機關以補助、委辦或

出資等方式執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之公、私立研究

機關(構)或企業，簡稱執行機關(構)。 

12.政府自行研究機關：資助機關內員工從事自行研究計畫

之政府機關，簡稱自行研究機關。自行研究機關既是政

府資助機關，亦是計畫執行機關。 

13.計畫轉委託機關(構)：接受計畫執行機關(構)之委託，執

行全部或部分之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其他公、

私立研究機關(構)或企業，簡稱轉委託機關(構)。 

14.合作研究機關(構)：係指與計畫執行機關(構)或政府自行

研究機關從事科技研究合作之機關(構)。 

15.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

相關人員或機關(指中央主管機關、 政府資助機關、自

行研究機關、計畫執行機關(構)與計畫轉委託機關(構))

欲主動或被動從事書面或電子檔資料提供、發表學術論

文、公開演講或口頭報告、接受現場參觀、技術合作、

技術移轉或整廠輸出、國際學術交流、交換教授或技術

人員擬受聘於國外、申請專利等之活動。計畫執行機關(

構)與轉委託機關(構)之轉委託行為亦屬之。 

16.敏感等級：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

機關）參考「國家機密保護辦法」及「科技資料保密要

點」，將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敏感等級區分為「Ａ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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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級」。 

17.「Ａ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係指屬中央主管機關列管

層級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對於「Ａ級」敏感科技研究

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及計畫執行機關(

構)皆應予管制。 

18.「Ｂ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係指屬政府資助機關（含

自行研究機關）列管層級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對於「

Ｂ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政府資助機關及計畫執行機

關(構)皆應予管制。 

19.違常：係指從事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或其他故意或過

失行為，致發生違法或以合法掩護非法之情況。 

 
貳、前言 

為保護我國高科技研發成果及我國政府敏感科技資料

，防止外國（含中國大陸）非法取得。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邀集中央研究院、行政院部、會、署中與科技相關者，成

立科技小組，著手建立國家科技安全管制機制，並訂定本手

冊。 

 

參、科技小組組織與運作機制 
科技小組分為政策會議、業務協調會議及機動會議三

級運作，辦理國家科技安全之協調與管控事宜。 

政策會議由國科會主任委員邀集，議決科技小組之重

大政策提案，並研判屬危害國家安全之重大違常案件，以

為後續處理及追蹤之依據。 

業務協調會議由國科會副主任委員邀集，就高科技研

發成果之各項安全管制機制或違常案件之提案達成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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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識後，提報政策會議。或針對各成員機關一般性進行討

論。 

機動會議係為討論臨時性或特殊提案而召開。 

 

肆、敏感科技項目之認定 

依科技小組第一次政策會議決議，高科技貨品及國防

科技之輸出已另有法令管制，故不列入本手冊管制之敏感

科技範圍。 

為避免我國因高科技研發成果或資料之不當外流而

損害國家安全或損及我國經濟競爭優勢，本科技小組成員

機關應篩選其中較為敏感的科技項目，經所屬部會署核定

後，提報科技小組。敏感科技項目之增刪，由中央主管機

關具明理由提報科技小組決定。 

敏感科技項目如下： 

一、農業科技 (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 

(一) 種苗(含作物、魚苗及種禽畜)繁殖之關鍵技術

(agr01) 

(二) 食藥用菇液體培養之關鍵技術(agr02) 

(三) 新品種育種之關鍵技術(agr03) 

(四) 功能性基因體及其生物晶片(agr04) 

(五) 家畜幹細胞技術(agr05)  

     詳細內容與代碼可至農委會網站（

http://www.coa.gov.tw）之「技術與資材」項下查詢。 

 

二、製造業關鍵技術 (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 

經濟部「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業別項

目」中列為禁止類項目中製造業之關鍵技術、知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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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其詳細項目與代碼可至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網站（http://www.moeaic.gov.tw）查詢。 

 

三、航太及衛星科技 (中央主管機關：國科會) 

(一)航太技術(nsc01) 

1.使用飛行體至太陽系外探測所獲得之相關數

據(nsc0101) 

2.與國防相關的極音速載人航空器之飛航實測

資料(nsc0102) 

(二)遙測科技及資料(nsc02) 

1.遙測儀器研製技術--高解析度(2 公尺以下)光學

系統之設計與研製(nsc0201) 

2.可以處理高解析度(2 公尺以下)之遙測影像處

理技術，尤其是可能具軍事用途者(nsc0202) 

3.衛星遙測資料之加碼、解碼過程(nsc0203) 

4.政府資助機關所列入管制之遙測影像成品

(nsc0204) 

5.足以判讀出軍事要塞基地之遙測資料或影像成

品(nsc0205) 

(三)衛星相關技術(nsc03) 

1.衛星操作(nsc0301) 

2.發射入軌(nsc0302) 

3.衛星酬載研製技術(nsc0303) 

4.衛星本體研製技術(nsc0304) 

四、海洋科技 (中央主管機關：國科會) 

(一)水下研究：水下聲學研究之「實海域聲場環境參

數」(ns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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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地質─細部地形資料（利用多頻道聲納收集

後未經船隻姿態、潮位及聲速等修正處理之原

始水深資料）(nsc05) 

(三)海洋物理--原始水文資料管制 3 年（由觀測儀器

下載後未經處理之原始資料）（nsc06） 

五、先進積體電路設計及製程技術 (中央主管機關：國科

會) 

(一)微影技術：包含電子束微影技術及深紫外光線技

術（5 年）(nsc07) 

(二)55 奈米以下 IC製程技術(3至 5 年）(nsc08) 

 

伍、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 

政府所資助之科技研究計畫如經認定屬於敏感科技研

究計畫，政府資助機關應於其資助合約中載明該計畫係屬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相關機關(構)應依規定對敏感科技研

究計畫之研發成果及資料加以管制。 

計畫之相關機關或人員欲主動或被動從事該計畫科

技研發成果及資料之公開活動，均應接受管制。前述相關

機關包括：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

關）與計畫執行機關(構)。 

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與

計畫執行機關(構)均應建立安全管制制度，並建立通報系

統，以防止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之不當外流

。 

政府對於所資助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安全管制措施

如下： 

一、訂定敏感等級之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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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參考「國家機密保護法」及

「科技資料保密要點」，依政策或業務需要訂定「

Ａ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認定標準，以作為審

查敏感等級之依據。難以訂定標準者，應對個別

計畫逐一詳加審查。 

(二)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應依機關

業務需要，參考「國家機密保護法」及「科技資

料保密要點」訂定「Ｂ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

認定標準，以作為審查敏感等級之依據。難以訂

定標準者，應對個別計畫逐一詳加審查。 

二、訂定科技研究計畫審查機制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應建立敏感科技

研究計畫審查機制，函送各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核定

結果應副知(含發文附件)科技小組。 

三、審查政府資助研究計畫之敏感等級 

(一)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於決定資助計

畫之前，應先審視該計畫是否屬於敏感科技研究

計畫（亦即初步篩選出敏感科技研究計畫）。 

(二)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就篩選出之敏

感科技研究計畫，依自訂之敏感等級認定標準，

進行初審，將計畫分為Ａ級及Ｂ級二類，並將審

查結果填列於「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敏感

等級提案表」(如表1)，函送中央主管機關。 

(三)中央主管機關於複審後，將審查結果函知政府資

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並函送科技小組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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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四)敏感等級審查會議應秘密進行；若有機關外之專

家學者參與，應告知其保密之義務，並請其簽訂

保密協議書（格式請自訂）。 

 

四、簽署保密協定 

政府資助機關及自行研究機關應分別與敏感科

技研究計畫執行機關(構)及自行研究計畫研究人員

簽署保密協定。 

保密協定內容應明列計畫所屬敏感等級，要求計

畫執行機關(構)及計畫主持人（及相關研究人員）履

行保密責任，並依本手冊及相關規定建立安全管制制

度，採取保密措施。另，非本國籍人士參與敏感科技

研究計畫，應經資助機關同意。保密協定之條款範例

如下： 

「本研究計畫屬「Ａ級」（或「Ｂ級」）敏感科

技研究計畫。執行本計畫時，應依「政府資助敏感

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及相關規定，建

立安全管制機制，履行保密責任，並採取必要之保

密措施等；另，非本國籍人士參與本計畫，應經本

院（部、會、署）同意，並應遵守相關法令與本院

（部、會、署）之相關保密要求，違者應負法律責

任，並將喪失申請本院（部、會、署）資助之權利

Ｘ年。」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應至國科會網

站下載本手冊，於簽約時交予計畫執行機關(構)（或

自行研究計畫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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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機關應視「Ａ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的敏

感程度，要求執行機關對可能接觸到該計畫之核心

科技、儀器設備或敏感資料之相關人員，個別進行

訪談、調查，填列「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人

員調查表」(如表2)。調查表先由受調查人親自填寫

後，向計畫主持人說明，計畫主持人在聽取說明及

訪問受調查人後，完成調查表之填寫。調查表事關

個人隱私，應秘密處理。 

計畫執行機關(構)應將表2 函送政府資助機關

審查。 

自行研究機關亦應依照上述方式，填列「政府

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人員調查表」(如表2)，自行

存檔。 

五、建立安全管制機制 

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計畫執行機關(

構)及自行研究機關，均應參考「國家機密保護法」

、「科技資料保密要點」、「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

安全管理要點」及相關規定建立安全管制機制。計畫

執行機關(構)並應於簽約後六個月內將安全管制機

制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六、查驗安全保密措施 
政府資助機關（或自行研究機關）應定期或不定

期查驗計畫執行機關(構)（或本機關）之安全保密措
施，必要時，得邀請中央主管機關、科技小組成員陪

同前往；科技小組並得不定期邀請中央主管機關與政

府資助機關，查驗計畫執行機關(構)之安全保密措施
。 

查驗重點包括：制度是否完備、實際作業是否

與制度符合、軟硬體保密措施是否完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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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之申請

及核定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之公開，應

依規定提出申請。 
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或自行研究機關

在徵得計畫執行機關(構)及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得以
等同身分申請從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

料公開活動。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之

審查重點，應包括：資料內容之影響程度、資料公

開之必要性、對於我國經濟發展或國防安全之影響

等。 
不涉及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國外投資及專利

申請之一般性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之

公開，依下列(一)、(二)項辦理，餘按(三)、(四)項
辦理。 
(一)一般性「Ｂ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
資料之公開 

由計畫執行人員提出公開活動之申請，經

計畫執行機關(構)首長(負責人)核准後即可公開
。惟應於活動開始日一週前，將「政府資助敏

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計畫執

行機關(構)適用】」(表 2-1)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
查。 
自行研究計畫研究人員應於活動前向任職

機關申請，經機關首長核准後即可公開。申請

時應檢具「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

動申請報備書【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

關）、中央主管機關適用】」(如表 2-2)。 
(二)一般性「A 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
資料公開 
由計畫執行機關(構)向政府資助機關提出

公開活動之申請。政府資助機關應會同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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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審核，並於收件後 15日內，由政府資助
機關函復。申請時，應檢送「政府資助敏感科

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計畫執行機

關(構)適用】」(如表 2-1)。 
為加速會審時效，政府資助機關及中央主

管機關應由機關首長或由機關首長指派經授權

之人員參與會審，雙方得先個別草擬經機關首

長核准之「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

動核定書初審草案」(如表 3.1)；並於會審會議
中共同簽署雙方已有共識之「政府資助敏感科

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共識草案」(表 3-2)
，由政府資助機關據以函復。 

政府資助機關應檢具「政府資助敏感科技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如表 3-3)，函復計

畫執行機關(構)。核定結果可為同意全部或部分
公開活動；必要時，應強調不同意之部分。函

復時，應副知（含發文附件）中央主管機關及

科技小組。 
自行研究計畫人員向任職機關提出「A級」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之

申請，應填列表 2-2。自行研究計畫機關應參照

政府資助機關之核定作業程序，與中央主管機

關共同會審，並填列表 3-3。函復時，應副知（

含發文附件）中央主管機關及科技小組。 

(三)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國外
投資案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或國外投資案，應經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

究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核可。 
計畫執行機關(構)應對敏感科技研究計畫

之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國外投資申請案進行

初審，將初審結果及「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

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計畫執行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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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表 2-1)，向政府計畫資助機關提出申請
。 

政府資助機關應參照一般性「A級」敏感
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申請案

之審查作業程序，對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技術

合作、技術移轉或國外投資申請案進行審查。 
政府資助機關應於收件 30日內，將敏感科

技研究計畫之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國外投資

申請案審查結果及「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

果公開活動核定書」(如表 3-3)函送計畫執行機

關(構)，副知中央主管機關、科技小組。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或國外投資申請案經核可後，計畫執行機關(構)
應於合約或協定中訂明保密條款，並與參與技

術合作或技術移轉計畫人員簽訂保密協定，要

求相關人員不得洩漏與合約或協定相關之技術

資料。 
政府自行研究計畫之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或國外投資申請案，比照上述作業程序辦理。 
(四)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專利申請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如擬申請專利

，應經核准。除依前述檢具申請資料外，應另

檢附專利申請說明書送審。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申請專利前之

審查及核定作業，均比照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國外投資申請案作業程

序辦理。 
如係申請國內專利，請於申請文件中註明

該技術係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其管制

機關，並檢附核准文件。 

 (五)公開活動後之報備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

動後，活動當事人應填寫「政府資助敏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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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事後報備書

」(如表 4)，簽報任職機構核定後，函送政府資

助機關備查。 

政府資助機關應將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國外投資、專利申請、以及「Ａ級」敏感計畫

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之公開活動事後報備

書轉知中央主管機關。 

自行研究機關的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

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事後報備作業，比照計畫執

行機關(構)辦理。 

 (六)公開活動申請、核定及事後報備程序總表 

茲將上述敏感科技研究計畫資研發成果及

資料公開活動之申請、核定及事後報備總表作

業程序，彙整如表12。 

八、洩密事件之因應 
從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之公開

活動時，如發現有疑似洩密、或其他蓄意或無意洩漏

、遺失、遭竊等情形（以上通稱洩密），應立即採取

補救措施，並通知任職機關(構)，後者並應儘速轉知
政府資助機關、中央主管機關及科技小組。 

除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科技資料保密要

點」之相關規定辦理補救措施外，並應注意下列各點

： 
1.儘速聯繫有關單位採取適當補救措施，以減少因洩

密所產生之損害。 
2.確認外洩之敏感科技資料、洩密人員及疑似洩密人

員、敏感科技資料收受及疑似收受人員或機關。 
3.尋回外洩之敏感科技資料及其複製品，使損害降至

最低。並通知負有查處洩密責任之單位，調查洩密

原因與責任。 
4.研究改進敏感科技資料維護措施，以防止再發生類

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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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Ｂ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相關洩密案件，由政府資助
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依法處理；技術合作、技

術移轉、國外投資、專利申請、以及「Ａ級」敏感

科技研究計畫相關洩密事件，由政府資助機關（含

自行研究機關）邀請中央主管機關研商後依法處理

。 
6.對於洩密人員，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或民事責任
。若需提出訴訟，在訴訟期間應避免二度洩密或

洩漏更多敏感資料。 
7.計畫執行機關(構)及自行研究機關應將洩密事件之

處理情形填列於「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洩密

通報表」(如表 5），計畫執行機關(構)應將表 5函送
政府資助機關，政府資助機關及自行研究機關並應

函知中央主管機關及科技小組。 
九、違常事件之通報與處理 

對於洩密等違常事件，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

究機關）除依前述依法處理外，並應將全案處理結果

填列「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違常案件通報表」

（如表6），函送中央主管機關簽註意見後，送科技小

組討論。科技小組經研判如屬「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經

濟發展之虞且屬重大者」，應討論後續之安全處理程

序。 
「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經濟發展之虞且屬重大者

」，可從下述研判：  
1.對經濟發展之影響 

該科技研發成果若輸出，足以影響我國該核心

技術發展及核心產業之競爭力者。 
2.對國家安全之影響 

該科技研發成果雖非關軍事科技，但其足以影

響外交利益、兩岸互動、社會安定及其他國家安全

者。 

十、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之檢討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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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組、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含自

行研究機關）及計畫執行機關(構)均應定期檢討敏感
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之執行情形。 
檢討分析內容包括：（1）不同等級敏感科技研究

計畫之件數、受資助金額及研究人員人數，（2）申請
或報備公開活動之件數，（3）被核准研發成果公開活
動之件數，（4）發生違常事件之件數，（5）綜合檢討
分析及改進建議，（6）違常案件逐案檢討分析。 
(一)計畫執行機關(構) 

計畫執行機關(構)應每半年就本機關所執行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執行

情形進行檢討，並於每半年結束後 15日內（每年

1月 15日及 7月 15日前），將政府資助敏感科技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討報告書（計畫執行機關(
構)適用）」（如表 7）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二)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應每半年

就本機關所資助或自行從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

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執行情形進行檢討，並於

每半年結束後一個月內(每年 2月 1日及 8月 1日
前），將「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

討報告書【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適

用】」(如表 8)函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半年就所主管之「Ａ級」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彙總並檢討分析各政府資助

機關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

執行情形，並於每半年結束後一個半月內(每年 2
月 15日及 8月 15日前），將「表九、政府資助敏
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討報告書（中央主管

機關適用）」（如表 9）送科技小組備查。 
(四)科技小組 

科技小組應每半年一次開會檢討敏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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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執行情形，並

將討論結果函送有關機關備查。 

十一、敏感科技項目解密、計畫敏感等級之變更或解密 
(一)敏感科技項目解密 

中央主管機關擬解密敏感科技項目，應填具

「敏感科技項目解密提報表（中央主管機關適用

）」(如表10），提報科技小組討論。解密後，中

央主管機關應將解密情形函知相關政府資助機

關（含自行研究機關）。 
(二)計畫敏感等級變更及解密 

敏感科技項目解密後，政府資助機關（含

自行研究機關）應隨之檢討所列管計畫是否應

予解密或變更敏感等級。敏感科技計畫於「政

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敏感等級提案表」（

表1）中訂有自動解密期限者，屆期則自動解密
。 

Ｂ級敏感計畫敏感等級之變更或解密，在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核定後，將「敏感科技研究計畫解密（變

更密等）提報表（政府資助機關適用）」(如表11)
函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同時通知各該計畫

之執行機關（含自行研究計畫研究人員）。 
Ａ級敏感計畫敏感等級之變更或解密，應由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將「敏感科

技研究計畫解密（變更密等）提報表（政府資

助機關適用）」(如表11)函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核定結果函知政府資助機

關（含自行研究機關），副知科技小組；政府資

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接獲通知後，應轉

知各該計畫之執行機關（含自行研究計畫研究

人員）。 

十二、計畫轉委託機關(構)之安全管制機制 
計畫轉委託機關(構)應依本手冊中與計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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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相關規定，建立安全管制制度。 
計畫執行機關(構)在將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

計畫之全部或屬敏感科技之部分計畫轉委託給計畫

轉委託機構執行之前，應先取得政府資助機關同意

。計畫執行機關(構)應與計畫轉委託機構簽訂安全保
密協定，要求計畫轉委託機關(構)依本「政府資助敏
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中對計畫執行

機關(構)之規定，建立安全管制制度，並邀請政府資

助機關共同查驗。 
轉委託機關(構)欲從事任何與轉委託計畫有關

之敏感科技科技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之公開活動，

應向計畫執行機關(構)提出申請。其申請案視同計畫
執行機關(構)敏感科技科技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

開活動申請案，由計畫執行機關(構)、政府資助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至於報准或報備之期限，由計畫執行機關(構)

考量政府資助機關所訂之期限於轉委託合約中訂定

。 

十三、合作研究機關(構)之安全管制機制 
合作研究機關應依本手冊中對計畫執行機關(構)

之規定建立安全管制制度。 
若計畫執行機關(構)（或政府自行研究機關）與

合作研究機關所從事的合作計畫係屬敏感科技研究

計畫，且合作機關將執行屬於敏感科技之內容者，

則合作機關之安全管制依下列方式處理： 
1.若計畫執行機關(構)或政府自行研究機關不提供

政府經費、設備或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

料予合作研究機關(構)，則該機關(構)所產生的研
發成果依雙方約定處理。 

2.若計畫執行機關(構)提供政府經費、設備或敏感科
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予合作研究機關(構)
，則該合作研究機關(構)視同計畫轉委託機關，依
上述九之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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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自行研究機關提供政府經費、設備或敏感科技研

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供合作機關(構)執行研究

計畫用，則此兩機關(構)視同政府資助機關與計畫

執行機關(構)之關係。合作研究機關(構)應依本手

冊有關規定，辦理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相關事宜。 

 
陸、科技研發成果保護相關規定 

與高科技研發成果管制相關法規如下： 

一、法律：「國家安全法」、「貿易法」、「台灣地區

及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科學技術基本法」、

「營業秘密法」、「國家機密保護法」。 

二、法規命令：「經濟部所屬各機關科學技術委託或補

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戰

略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理辦法」、「大陸地區專

業人士來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三、行政規則：「接待大陸人士來台交流注意事項」、

「台灣地區科研機構與大陸地區科研機構進行科

技交流注意事項」、「科技資料保密要點」 
 



 19

表 1、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敏感等級提案表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應於審查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敏感等級（A級或 B級）後，填寫本表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政府資助機關名稱：                                       提報日期：     年     月     日 
計畫敏感資料 敏感等級審查日期(註 4) 

本次資助經費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執行期限 
敏感科技項目

核心技術或 
研發成果名稱 

敏感等級

(註 1) 
解密期限

（註 2）

計畫執行機關

(構) 
（註 3） 審查會議主持人 

    

 

     

 

    

 
     

 
    

 

     

 

    

 

     

 

(註 1)請填寫本計畫所適用之敏感等級：Ａ級或 B級。 

(註 2)請填寫本計畫所適用之解密期限：管制至 X 年 X月 X日後自動解密（解密期限以二十年為上限，期滿另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相關規定辦理 

必要之延期）。 

(註 3)若屬機關內員工自行研究計畫，請填「本機關」。  

(註 4)中央主管機關在審查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後，請將Ａ級敏感計畫資料部分更改為本機關審查會日期及及會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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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人員調查表 
 

一、本表限下列人員參閱： 
1、計畫執行機關(構)：計畫主持人、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管制單位主管及承辦
人、機構負責人（或其授權人） 

2、政府資助機關：敏感科技研究計畫承辦單位主管及承辦人、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 

3、科技小組：各成員機關之代表 
 

二、本調查表應於該研究計畫解密時由經手機關銷毀。 
---------------------------------------------------------------------------- 

 
計畫執行機關(構)應政府資助機關之要求，對可能接觸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之核

心技術、設備或敏感資料的計畫參與人員施予個人安全調查，並填寫本表函送政府

資助機關備查。自行研究機關應視計畫的敏感程度決定是否實施個人安全調查。政

府資助機關或自行研究機關於接獲填具之本表後應影送、中央主管機關及科技小組

備查。 
本表之貳及參由受調查人親自填寫後，並向計畫主持人逐項說明。再由計畫主

持人填寫本表之「參」、「計畫主持人訪談情況」之欄位及「伍」。 

壹、計畫基本資料（由計畫主持人填寫）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計畫執行機關(構)名稱 計畫執行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計畫主持人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及地址 職稱 聯絡電話 

  

    市      區鄉     里 

縣      鎮(市)        村 

□□□     鄰          路   巷   

弄   號之   樓 

 （公） 

（住） 

（行動電話） 

 

計畫主持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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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受調查人資料（以下由受調查人親自填寫，不得有空白未填之處） 

一、受調查人個人基本資料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Last Name First & Middle Name

生日 性別 出生地 國籍 

   19  年    月   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無身分證者可免填) 

在台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 

 

護照號碼 
(無護照者可免填) 

 

        市        區鄉          里 

縣        鎮(市)        村    鄰 

□□□            路     段     巷     弄   

號之      樓 

（公） 

（住） 

（行動電話） 

二、婚姻狀況及配偶基本資料 

□未婚（下表可免填）  □已婚  □離婚 □分居  □喪偶 

配偶之基本資料 

姓名 生日 出生地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國籍 

 19  年  月  日    

居住地址 任職機關 任職部門及職稱 聯絡電話 

    

三、學歷 

請詳填大專以上之學歷（由年代較近者填起） 

期間 學校名稱 所在國家與城市 學位 主 修 

19  年  月至 19  年  月     

19  年  月至 19  年  月     

19  年  月至 19  年  月     

19  年  月至 19  年  月     

四、工作經歷 

請詳填最近七年之工作經歷（包含全職、兼職、服役、創業、待業或其他領薪之工作），此七年期間不

可中斷。 

期間 任職機關名稱 任職部門與職稱 所在國家 

19  年  月至 19  年  月    

19  年  月至 19  年  月    

19  年  月至 19  年  月    

19  年  月至 19  年  月    

計畫主持人簽名：                日期： 

受調查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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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請受調查人詳填下列表格，並請計畫主持人針對每項問題詳細詢問受調查人並註明 

訪談之情況。 
訪談事項 受調查人請逐條詳實填寫 計畫主持人訪談情況

1、請詳列您及配偶之二親等內血親

或繼父母中，曾居住或任職於中華民

國以外地區者。（請詳列其姓名、與

受調查人之關係、曾居住之國家及地

區或曾任職之國家及機關名稱） 

  

2、若您有下列三種情況之一者，請

詳填發生之期間、政府或公司名稱及

情況說明，若無下列情況請填「無左

列情形」： 
(1)有中華民國以外之財產、商業往

來或財務利益。 
(2)目前或曾經受聘於中華民國以外
之政府或公司。(含大陸地區) 

(3)曾經與中華民國以外之政府、大
使館或代表處有所往來。 

  

3、若最近七年您因業務需要或接受

教育曾進出中華民國以外地區，請詳

列期間、地點、國家名稱及出國事由

(含廠商贊助安排之國外參訪行程，

但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指派之公出除

外)。若無上述情形請填寫「無此情

形」 

  

4、若您有下列離職情形之一者，請

詳列離職原因代號、發生之期間、任

職機關及離職原因之說明，若無下列

情況請填寫「無左列情形」： 
(1)被公司開除 (2)被告知開除後辭
職 (3)因行為不當而離職 (4)因為績
效未達預期而離職 (5)其他非自願
離職的原因 

  

5、若您最近七年有因酗酒、藥物成

癮或其他心理疾病而滋事者，請詳列

事件發生之期間及說明。若無此情形

請填寫「無此情形」。 

  

6、若您最近七年有刑事犯罪或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紀錄者，請詳列發

生期間、地點、罪名、犯罪行為及執

法單位。若無此情形請填「無此情形

」。 

  

受調查人簽名：                 日期：

計畫主持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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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事項 受調查人請逐條詳實填寫 計畫主持人訪談情況

7、若您最近七年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請詳列發生期間、事由、金額及

事件經過之說明。若無下列情形請

填寫「無此情形」： 
(1)曾經法院宣告破產或自為破產聲
請者 

(2)曾有法院或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

屬行政執行處為強制執行者 

  

 
誠實聲明：我已完全了解本表之限閱規定及相關說明，並完整且誠實地回答本問

卷之問題。 
 
 
（以下由計畫主持人填寫） 
肆、受調查人在本計畫之工作及可能接觸到之科技、儀器設備及敏感資料 
 
 
 
 
 
伍、經過談話後，您覺得受調查人是否仍可參與本計畫並接觸本表「肆」所述之

科技、儀器設備及敏感資料？ 

 

計畫主持人簽名：                       日期： 

受調查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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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 

【計畫執行機關(構)適用】 
計畫執行機關(構)（或計畫相關人員）欲主動或被動對外進行敏感科技研發成

果公開活動時，應填寫本申請書，依敏感等級備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審查或備查。 

一、本計畫之敏感種類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1、敏感等級計分為 A級及 B級，請勾選本計畫適用之敏感種類。 

2、申請審查作業流程請參閱作業手冊之「伍、敏感科技資料管制」。 

計畫敏感種

類勾選處 
A級 B級 計畫審查機關 

  ● 

1.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利申請以外之計畫，其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需經計畫執行機關(構)首長(

負責人)核准，並於活動一週前函送政府資助機

關備查。 

2.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利申請之計畫，其研

發成果公開活動需經政府資助機關核准。 

 ●  

1.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利申請以外之計畫，其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需經政府資助機關核准。 

2.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利申請之計畫，其研發

成果公開活動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二、計畫基本資料 

(一)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二)計畫主持人：                 職稱：                   

    服務單位：         聯絡電話：               

(三)計畫執行機關(構)：                              

(四)計畫資助機關：                                     

(五)計畫執行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三、本申請案聯絡人：        聯絡電話：        

四、活動申請基本資料： 

(一)活動方式（請勾選” ”並填空） 

1、□擬提供書面或電子檔資料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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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需求機關、單位名稱或人員） 

2、□擬發表學術論文於                          （請填學術

期刊名稱） 

3、□擬於                        公開演講、口頭報告或討論

（請填主辦單位名稱與會議名稱） 

4、□                          擬至計畫現場參觀（請填參觀

機關或團體名稱） 

5、□擬與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或整廠輸出（請填合作或輸出之國家與單位名稱） 

6、□擬與.                                             從

事國際學術交流（請填國家與單位名稱及主要人員） 

7、□本計畫研究成員                                    擬

與                            交換教授（請填交換對方

之學校與教授名稱） 

8、□本計畫技術人員                     擬受聘於國外（請填

受聘人員與聘請機構之名稱） 

9、□擬將研究計畫成果儲存於                                  

電子計算機內供大眾公開查詢（請填單位名稱與網址） 

10、□擬以                     （技術、方法、、、、）向 

         （國家）申請專利。（請檢附專利申請說明書） 

11、□其他方式                                          

（二）本活動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三）活動地點：                                          

（四）請條列本活動將（可能）公開之內容摘要（屬 A一級與 B一

級之活動請檢附活動內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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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條列本活動將絕不公開之內容摘要： 

 

 

 

 

 

 

 

 

 

活動當事人（＊）簽章：1、      日期：      2、       日期：      

    3、      日期：      4、       日期：      

    5、      日期：      6、       日期：      

計畫主持人簽章：                 日期：      

計畫執行機關(構)科技研究相關部門主管人員簽章：             日期：      

計畫執行機關(構)首長或負責人簽章：               日期：      

＊活動當事人：係指擬透過本表四之（一）所申請之活動方式，將四之（四）所申請之資料公開

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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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中央主管機關適用】 
申請從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之公開活動，應填寫本申請書，並依規定備

函送請審查或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在申請從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

活動之前，應先徵得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同意。 

一、本計畫之敏感種類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1、敏感等級計分為 A級及 B級，請勾選本計畫適用之敏感種類。 

2、申請審查作業流程請參閱作業手冊之「伍、敏感科技資料管制」。 

計畫敏感種

類勾選處 
A級 B級 計畫審查機關 

  ● 

1.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利申請以外之計畫，其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需經計畫執行機關(構)首長(

負責人)核准，並於活動一週前函送政府資助機

關備查。 

2.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利申請之計畫，其研

發成果公開活動需經政府資助機關核准。 

 ●  

1.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利申請以外之計畫，其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需經政府資助機關核准。 

2.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利申請之計畫，其研發

成果公開活動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二、計畫基本資料 

(一)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二)計畫主持人：                 職稱：                 

    服務單位：         聯絡電話：              

(三)計畫執行機關(構)：                           
（若屬自行研究計畫，本欄免填） 

(四)計畫資助機關（或自行研究機關）：                                 

(五)計畫執行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三、本申請案聯絡人：        聯絡電話：       

四、活動申請基本資料： 



 28

(一)活動方式（請勾選” ”並填空） 

1、□擬提供書面或電子檔資料給                           

（請填需求機關、單位名稱或人員） 

2、□擬發表論著於                             （請填學術

期刊名稱） 

3、□擬於                          公開演講、口頭報告或討

論（請填主辦單位名稱與會議名稱） 

4、□                            擬至本機關參觀本計畫相關

資料與設施（請填參觀機關或團體名稱） 

5、□擬與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或整廠輸出（請填合作或輸出之國家與單位名稱） 

6、□擬與                                              從

事國際學術交流（請填國家與單位名稱及主要人員） 

7、□本機關參與本計畫人員                                    

擬與                            交換教授（請填交換對

方之學校與教授名稱） 

8、□本機關參與本計畫人員                    擬受聘於國外             

（請填受聘人員與聘請機構之名稱） 

9、□擬將研究計畫成果儲存於                               

電子計算機內供大眾公開查詢（請填單位名稱與網址） 

10、□擬以                     （技術、方法、、、、）向 

         （國家）申請專利。（請檢附專利申請說明書） 

11、□其他方式                                          

 

（二）本活動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三）活動地點：                                          

（四）請條列本活動將（可能）公開之內容摘要（屬 A一級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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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之活動請檢附活動內容全文）： 

 

 

 

 

 

 

 

 

（五）請條列本活動將絕不公開之內容摘要： 

 

 

 

 

 

 

 

活動當事人（＊）簽章：1、      日期：      2、       日期：      

     3、      日期：      4、       日期：       

     5、      日期：      6、       日期：        

機關科技研究相關部門主管人員簽章：                        日期：         

機關首長簽章：                         日期：      

＊活動當事人：係指擬透過本表四之（一）所申請之活動方式，將四之（四）所申請之資料公開

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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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初審草案 

（初審機關：                         ） 
 
中央主管機關及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於會審科技敏感計畫研發成果公

開活動申請案之前，應先填寫本初審草案，並經機關首長核准後提會審會議討論。 

一、計畫名稱：                          

二、來文日期及字號：                       

三、申請之公開活動方式，經審查核定如下：（請勾選” ”並填空） 

    □ 1、全部照准 

  □ 2、全部不准（請述明理由）：                             

                                  

                                                            

    □ 3、只准下列之公開活動方式：                            

                                                        

                                 

四、申請公開之內容，經審查核定如下：（請勾選” ”並填空） 

    □ 1、全部照准 

  □ 2、全部不准（請述明理由）：                             

                                  

                                                            

    □ 3、只准公開下列內容：                                  

                                                        

                                 

五、其他應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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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共識草案 
 
中央主管機關及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於會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

果及資料公開活動並達成共識後，填寫本表。以供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據
以填寫「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如表三－３)。 

 

一、計畫名稱：                          

二、來文日期及字號：                       

三、申請之公開活動方式，經審查核定如下：（請勾選” ”並填空） 

    □ 1、全部照准 

  □ 2、全部不准（請述明理由）：                             

                                  

                                                            

    □ 3、只准下列之公開活動方式：                            

                                                        

                                 

四、申請公開之內容，經審查核定如下：（請勾選” ”並填空） 

    □ 1、全部照准 

  □ 2、全部不准（請述明理由）：                             

                                  

                                                            

    □ 3、只准公開下列內容：                                  

                                                        

                                                              

五、其他應配合事項： 

 

 

 

 

六、會審機關代表簽名（本欄供會審後簽名）： 

    政府資助機關（自行研究機關）代表：           日期：        

中央主管機關代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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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 
 
政府資助機關應依據會審所撰寫之「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共

識草案」(如表三－２)，填寫本核定書。 
 

一、計畫名稱：                            

二、來文日期及字號（自行研究計畫得免填）：                   

三、申請之公開活動方式，經審查核定如下：（請勾選” ”並填空） 

    □ 1、全部照准 

  □ 2、全部不准（請述明理由）：                             

                                  

                                                            

    □ 3、只准下列之公開活動方式：                            

                                                        

                                                            

四、申請公開之內容，經審查核定如下：（請勾選” ”並填空） 

    □ 1、全部照准 

  □ 2、全部不准（請述明理由）：                             

                                  

                                                            

    □ 3、只准公開下列內容：                                  

                                                        

                                                              

五、其他應配合事項： 

     

 

 

 

 

 

六、審核機關：1、                  （政府資助機關或自行研究機關） 

              2、                  （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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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事後報備書 
 
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及資料公開活動結束後，活動當事人應填寫本表，簽報任職機關

核定後，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一、計畫名稱：                                               

二、原核定本公開活動之 

    1.核定機關：                                             

2.核定公文之發文文號：                                   

3.核定公文之發文日期：                                   

三、請檢附本公開活動之申請書影本以及核定書影本。 

四、本活動所公開之資料或口頭說明內容是否與申請核准可公開之敏感

內容相符（請勾選””並填空，並檢附活動實際公開之資料）： 

□實際公開之資料或口頭說明之敏感內容沒有超出原核准敏感內容

之範圍 

□實際公開之資料或口頭說明之敏感內容超出原核准敏感內容之範

圍。請詳述超出之理由及超出之範圍： 

１、 超出之理由： 

 

 

 

２、 超出範圍之內容 

 

 

 

填表機關：                  

填表人簽章：              電話：                 填表日期：           

活動當事人（＊）簽章：1、          日期：        2、            日期：         

3、            日期：        4、            日期：         

5、            日期：        6、            日期：         

＊ 活動當事人：係指將本案資料公開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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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洩密通報表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於洩密情形處理後，計畫執行機關(構)及含自行研究機關應填寫本通報表。計畫
執行機關(構)並應函送政府資助機關。 

一、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二、通報基本資料（若有”□可能或□確定”之選項，請勾選” ”其一） 

（一）填表人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聯絡電話：                                         

（二）敏感資料洩漏之時間（□可能或□確定）為：           

                                                   

      發現敏感資料洩漏之時間：                           

      填表人得知敏感資料洩漏之時間：                     

（三）敏感資料洩漏之場合（□可能或□確定）為：           

                                                   

                                                   

（四）發現敏感資料已洩漏之人員：                

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聯絡電話：                                         

（五）敏感資料洩漏之可能地點：                           

      發現敏感資料洩漏之地點：                           

（六）敏感資料（□可能或□確定）洩漏予何人（單位）： 

                                                   

（七）洩漏之敏感資料敏感等級：（請勾選” ”，可複選） 

□ A級   □B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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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詳述為何會洩漏敏感資料： 

 

 

 

四、請詳述洩漏之敏感資料內容： 

 

 

 

 

五、請詳述本洩密事件之嚴重性（對經濟發展、對科技實力及對其他國

家安全事項等之影響）： 

 

 

 

 

 
六、請詳述洩密事件發生後本機構之處理過程： 

 

 

 

 

七、請詳述洩密事件發生後之保密改進措施： 

 

 

 

 

填表者姓名：              (簽章)  職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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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違常案件通報表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於違常案件處理後，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應填寫本通報表，函送中
央主管機關。 

一、違常案件基本資料： 

1.計畫名稱：                                               

2.計畫編號：                                               

3.洩漏之敏感資料敏感等級：（請勾選” ”，可複選） 

□A級 、□B級 

4.資助機關：                                               

5.中央主管機關：                                           

6.填表人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聯絡電話：                                               

二、洩密發生經過（相關機關、人、事、時、地） 

 

 

 

 

 

 

 

三、請詳述洩漏之敏感資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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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詳述本洩密事件之嚴重性（對經濟發展、對科技實力及對其他國

家安全事項等之影響）： 

 

 

 

 

 

 

 
五、請分別詳述洩密機構與政府資助機關於洩密事件發生後之處理過程： 

 

 

 

 

 

六、請分別詳述洩密機構與政府資助機關於洩密事件發生後之保密改進

措施： 

 

 

 

 

 

 

 

 

 

填表者姓名：              (簽章)  職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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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討報告書 

（計畫執行機關(構)適用） 

計畫執行機關(構)應每半年填寫本報告書一次，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一、填報機構名稱：                                              
 
二、報告期間：（請勾選” ”並填空） 

□ 民國    年上半年（請填 1~6月資料，7/15前送達政府資助機關） 

□ 民國    年全年度（請填 1~12 月資料，次年 1/15 前送達政府資

助機關） 

三、本期公開活動總體說明： 

【請計畫執行機關(構)彙總政府資助之所有敏感科技研究計畫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資料。內容包括：（1）A級、B級敏感科技研究

計畫件數、政府資助金額及計畫研究人員人數，（2）申請或報備公

開活動之件數，（3）被核准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之件數，（4）發生違

常事件之件數，（5）綜合檢討分析及改進建議。另請檢附表七-A】 

 

 

 

 

 

 

 

 

 

 

 

四、違常案件逐案檢討分析（含有意或無意洩密。請逐案檢討分析，包括違常事

件發生之背景說明、處理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等項目。每案之

內容以 1頁之篇幅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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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XXXXXXXXXXXXXXXXXXX 

（1）背景說明 

 

 

 

 

（2）處理經過 

 

 

 

 

 

（3）改進措施 

 

 

 

 

 

 

（4）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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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A、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清冊 

（計畫執行機關(構)適用） 
 執行機構名稱                             （xx 年 xx月-- xx 年 xx月）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敏感等級 
計畫名稱/編號 政府資助機關 

A級 B級 

受資助 
金額(千元) 

研究

人員

人數

申請

次數

被核

准 
次數 

報備

次數

核准之公開活動

方式（註 1） 

是否發生違常

事件（請勾選

""）（註 2）

備註 
（註 3）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註 1）：活動方式之分類如下，請註明所核准之活動方式代號以及次數，如：“A/3”表示“發生 A活動 3次”。 

A：提供書面資料或電子檔案資料，B：發表學術論文，C：公開演講、口頭報告或討論，D：公開活動現場參觀，E：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或整廠輸出，F：國際學術交流，G：交換教授，H：受聘於國外機構，I：計畫成果儲存於電子計算機供大眾公開查詢，J：其他（請說明為

何種方式） 

（註 2）：若發生違常事件請逐案詳述發生之背景說明、處理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全之影響。 

(註 3)：如研發成果公開方式為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專利申請，請於本欄位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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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討報告書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適用】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應每半年填寫本報告書一次，函送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一、填報機構：                                              
 
二、報告期間：（請勾選” ”並填空） 

□ 民國    年上半年（請填 1~6月資料，8/1前送達政府資助機關） 
□ 民國    年全年度（請填 1~12月資料，次年 2/1前送達政府資
助機關） 

三、本期公開活動總體說明： 

【請計畫執行機關(構)彙總政府資助之所有敏感科技研究計
畫研發成果公開活動資料。內容包括：（1）A級、B級敏感科技
研究計畫件數、資助金額及研究人員人數，（2）申請或報備公開
活動之件數，（3）核准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之件數，（4）發生違常
事件之件數，（5）綜合檢討分析及改進建議。另請檢附表八－Ａ
】 

 

 

 

 

 

 

 

 

 

 

 

四、違常案件逐案檢討分析（含有意或無意洩密，請逐案檢討分析，包括違

常事件發生之背景說明、處理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等項目。

每案之內容以 1頁之篇幅為原則） 

案一：XXXXXXXXXXXXXXXXXXX 

（1）背景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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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處理經過 

 

 

 

 

 

（3）改進措施 

 

 

 

 

 

 

（4）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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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A、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清冊 
【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適用】 

  政府資助機關名稱：                      （xx 年 xx月-- xx 年 xx月）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敏感等級 

是否發生違常

事件（請勾選

""）（註 2）

備註 

（註 3） 計畫名稱/編號 
中央主

管機關 
A級 B級 

敏感項

目代碼

資助金額 

(千元) 

研究

人員

人數

申請

次數 

核准

次數

報備

次數

核准之公開

活動方式（註

1）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註 1）：活動方式之分類如下，請註明所核准之活動方式代號以及次數，如：“A/3”表示“發生 A活動 3次”。 

A：提供書面資料或電子檔案資料，B：發表學術論文，C：公開演講、口頭報告或討論，D：公開活動現場參觀，E：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或整廠輸出，F：國際學術交流，G：交換教授，H：受聘於國外機構，I：計畫成果儲存於電子計算機供大眾公開查詢，J：其他（請說明為

何種方式） 

（註 2）：若發生違常事件請逐案詳述發生之背景說明、處理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全之影響。 

(註 3)：如研發成果公開方式為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專利申請，請於本欄位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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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討報告書 

（中央主管機關適用） 

中央主管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應每半年填寫本報告書一次，函送科技小組備查。 
 
一、填報機構：                                              
 
二、報告期間：（請勾選” ”並填空） 

□ 民國    年上半年（請填 1~6月資料，8/15前送達政府資助機關） 
□ 民國    年全年度（請填 1~12月資料，次年 2/15前送達政府資助機
關） 

三、本期公開活動總體說明： 

【請計畫執行機關(構)彙總政府資助之所有敏感科技研究計畫研發

成果公開活動資料。內容包括：（1）A級、B級敏感科技研究計畫件數

、資助金額及研究人員人數，（2）申請或報備公開活動之件數，（3）核

准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之件數，（4）發生違常事件之件數，（5）綜合檢討

分析及改進建議。另請檢附表九－Ａ】 

 

 

 

 

 

 

 

 

 

 

 

四、違常案件逐案檢討分析（含有意或無意洩密。請逐案檢討分析，包括違常事件

發生之背景說明、處理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等項目。每案之內容以

1頁之篇幅為原則） 

案一：XXXXXXXXXXXXXXXXXXX 

（1）背景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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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處理經過 

 

 

 

 

 

（3）改進措施 

 

 

 

 

 

 

（4）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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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A、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清冊 
（中央主管機關適用） 

  中央主管機關名稱：                      （xx 年 xx月-- xx 年 xx月）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敏感等級 

計畫名稱/編號 

政府資助機

關（含自行

研究機關） 
A級 B級 

敏感項目

代碼 

資助金額

(千元) 

研究

人員

人數

申請

次數

核准

次數

報備

次數

核准之公

開活動方

式（註 1）

是否發生違

常事件（請勾

選""） 
（註 2） 

備註 

（註 3）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註 1）：活動方式之分類如下，請註明所核准之活動方式代號以及次數，如：“A/3”表示“發生 A活動 3次”。 

A：提供書面資料或電子檔案資料，B：發表學術論文，C：公開演講、口頭報告或討論，D：公開活動現場參觀，E：技術合作、技術移轉

或整廠輸出，F：國際學術交流，G：交換教授，H：受聘於國外機構，I：計畫成果儲存於電子計算機供大眾公開查詢，J：其他（請說明為

何種方式） 

（註 2）：若發生違常事件請逐案詳述發生之背景說明、處理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全之影響。 

(註 3)：如研發成果公開方式為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專利申請，請於本欄位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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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敏感科技項目解密提報表（中央主管機關適用） 
中央主管機關如擬解除所管制之敏感科技項目，請填寫本提報表，函送科技小組。 

中央主管機關名稱：                                      

A. 擬解除列管之敏感科技主項目 B.所屬敏感科技細項目 C. 解除列管之理由 

   

   

   

   

   

   

 



 48

表 11、敏感科技研究計畫解密（變更敏感等級）提報表【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適用】 
配合敏感科技項目解密，政府資助機關（含自行研究機關）擬解除或變更計畫之敏感等級，應於填寫本提報表後，送中央主管機關討論。 
 

政府資助機關（或自行研究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E.原屬之敏感等級 F.擬變更之敏感等級 A. 擬解除或變更

之計畫名稱及編

號 

B. 解密之敏感

科技主項目 
C. 敏感科技細項目

D.計畫解密會議日

期及名稱（註 1） Ａ級 B級 Ａ級 B級 完全 

解密 

不解

密 

          

          

          

          

          

          

註 1：係指政府資助機關或自行研究機關召開之解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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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公開活動申請、核定報備作業簡表 

類別 申 請 核 定 事後報備 

一般性Ｂ級

敏感科技

研究計畫之

公開活動 

(1)計畫人員向計畫執行機

關(構)提出書面申請；
(2)自行研究計畫研究人員

向任職機關提出書面申

請 

(1)由計畫執行機關(構)首長(負責人)核定，
並於活動一週前，將資料函送政府資助機

關備查。 
(2)由政府自行研究計畫機關首長核定。 

計畫執行機關(構)函
報政府資助機關 

一般性Ａ級

敏感科技

研究計畫之

公開活動 

仝上 

(1)政府資助機關應會商中央主管機關，並
於收件後15日內審核及函復，並副知中央

主管機關及科技小組 
(2)自行研究機關應會商中央主管機關，並

於收件後15日內審核，並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及科技小組 

(1)計畫執行機關(構)
函報政府資助機關 

(2)政府資助機關函報
中央主管資助機關 

屬技術合作

、技術移轉、

國外投資及

專利申請案

相關之公開

活動 

仝上 

(1)政府資助機關應會商中央主管機關，於
收件後30日內審核及函復，並副知中央主

管機關及科技小組 
(2)自行研究機關應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並於30日內審核及函復，並函知中央主

管機關及科技小組 

計畫執行機關(構)函
報政府資助機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