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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

本計畫補助範圍係申請業者於「海外工程市場拓
點布局活動」為主，廠商須於計畫中提出有利於
取得標案之拓點營運作法。

補助範圍

計畫內容  計畫種類：單家或多家聯合
 計畫期程：3年為限，採分年審查分年核定

延續性計畫：106~108年度、107~109年度
新興計畫：108~110年度

 計畫經費：由補助款及自籌款組成，補助款比
率不逾當年度計畫經費49%

 補助款上限：
單一：108年度200萬元及3年總合500萬元
多家聯合：108年度400萬元及3年總合1000萬

 第2次申請截止日期：108年7月5日(五)前
郵寄或親自送達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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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階段

1.補助範圍：
補助業者於「海外工程市場拓點布局活動」為主，廠
商應於計畫中提出有利於取得標案之拓點營運作法。

2.申請方式：

1) 分為「單一廠商申請類」及「多家廠商聯合申請類
」，「多家廠商聯合申請類」其中至少有一家廠商
為技師事務所或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2) 多家廠商聯合申請，主導廠商應先與共同執行廠商
簽訂「合作意向書」。

計畫申請階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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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階段(2/9)

3.申請資格：(多家廠商聯合申請，各家皆須符合資格)

1) 技師事務所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其亦得邀請其他技師
事務所、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營造業、測繪業及建築師
事務所聯合提出申請。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符申請資格：

A.屬金融機構拒絕往來戶。

B. 申請時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C.經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且尚在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
項所定期限內。

D.最近3年內有執行政府機關補助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E. 計畫申請內容已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計畫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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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資料文件
自我檢查表

詳申請須知(附件一)。

2 計畫申請表 詳申請須知(附件二)。

3 申請廠商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

如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技師執業執照、
建築師開業證書或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測繪業
登記證書。

4 廠商納稅之證
明(如營業稅或
所得稅)

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
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

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
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計畫申請階段(3/9)

4. 申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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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5 非拒絕往來
戶信用證明

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申請日
之前30日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證明。

6 切結書 最近3年未曾有執行政府機關補助計畫之重
大違約紀錄及本計畫申請內容未獲其他政府
機關補助計畫隻切結書1份。

7 計畫書 1式8份，詳申請須知(附件二)，含電子檔。

8 合作意向書 多家廠商聯合申請須附。

計畫申請階段(4/9)

4. 申請應備文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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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計畫書內容：

1) 廠商概況
廠商基本資料、經營策略、經營團隊與執行能力、廠商經營理念
及策略

2)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背景說明、計畫目標、實施策略與整體內容、計畫執行時程及查
核點(例如說明部分分項工作須交由海外辦事處(辦公室)或海外子(
分)公司執行之必要性)、期中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3) 計畫分工及權利義務(「單一廠商申請」免填)
簡要條列聯合申請之共同執行廠商之共識性原則

4) 預期效益(量化與質化)

5) 風險評估與因應對策

6) 計畫團隊(計畫主持人、參與人員資歷)

7) 計畫經費需求等

計畫申請階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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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階段(6/9)

6.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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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階段(7/9)

7.申請階段收件程序：

1) 資格審查
就申請廠商所提計畫進行資格審查，針對有缺漏或錯誤之
部分，廠商應於通知補件期限內補正相關之書面文件，逾
期未完成補件者，視同放棄，將不予受理。

2) 書面審查
符合申請資格者，就申請廠商所提計畫資料書面審查，審
查通過後始可進入審查會議。惟若申請案件超過20案，原
則擇書審結果前10案進入審查會議。

3) 審議會議
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召開審查委員會，針對廠商計畫書進
行討論並決議，得通知廠商應出席會議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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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階段(8/9)

項目 細 項 權重

計畫目標策

略與效益

 預期取得工程顧問標案或工程標案目標(全期程目標及

分年目標)。

 預期效益之妥適性(全期程效益及分年效益)。

30%

布建拓點規

劃

 計畫策略及整體內容是否符合工程產業策略聯盟拓展

海外市場之政策目標。

 有無其他有助於海外拓點佈局而能帶動得標金額效益

之作法。

 計畫內容有無配合經濟部「我國政府開發協助(ODA)

機制」並協助ODA案源開發之規劃。

 延續性計畫需說明過去各年度(106或107年度)之計畫

布建拓點情形。

30%

8. 審查項目權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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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階段(9/9)

項目 細 項 權重

計畫執行能

力及可行性

評估

 廠商所提計畫之可行性及實施方法、進度合理性、風

險管理。

 多家廠商聯合申請則需審查合作契合度、合作模式及

分工之合理性。

 延續性計畫需說明過去各年度(106或107年度)之計

畫執行情形。

30%

資源分配與

財務規劃

 整體財務、人力與經費資源規劃之合理性。

 **說明期中報告時可支用之經費情形
10%

配合「ODA

機制」

 量化效益包含如協助完成ODA案源開發之件數，拜

會政府機關數量等。

加分項目

(至多十分)

推動雙語化  簡報內容以英文呈現或以英文報告。
加分項目

(至多五分)

8. 審查項目權重比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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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人數
 計畫團隊成員已具亞太、國際工程師或目標市場執業

資格人數。1名：1分；2~4名：2分；5~8名：3分；9~15名：4分；16名以上：5分

加分項目

(至多五分)



一. 執行階段：

1.核定及公告：
由工程會核定審查結果及公告補助名單，函知申請廠商審查
結果。

2.簽約：
1) 經審查通過之計畫，廠商應與工程會簽訂補助契約；未能

完成簽約者，取消其補助資格，可歸責於廠商者，三年內
不得再提出申請計畫。

2) 屬「多家廠商聯合申請類」者，由主導廠商依前項規定辦
理。主導廠商應另與共同執行廠商簽訂「合作契約書」，
並於該契約書中詳細載明工作分配與權利義務。

計畫執行及結案階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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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執行期間：
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

4. 稽核作業：
1) 工程會或專案辦公室得針對個案進行稽核審視作業。

2) 廠商應配合提送相關報告，由廠商負責彙整後提送。

3) 經發現不符合規定或有須待改進強化之處，限期改善。

4) 審查結果將作為期中、期末審查之參考。

5.期初核銷作業：申請計畫經審查通過，並完成簽約後，受補

助廠商得檢具108年度第1季支出憑證及相關書件，請領第1期
補助款，撥付額度不超過年度補助款20%。

計畫執行及結案階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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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中審查：
1) 於108年7月5日前，繳交「申請撥款公文、期中報告、

拓點相關活動照片或資訊、經費收支明細表及支出憑證
、領據、原核定補助函影本、其他相關審查文件等」。

2) 所有廠商皆應出席期中審查會議簡報說明計畫進度。

3) 審查重點：上半年計畫各項工作執行情形、計畫預期與
實際進度(25%)、執行成果(25%)、經費運用(20%)及下
半年預期工作重點(20%)、下半年經費運用概估(10%) 、
簡報內容以中英版本呈現或以中英文報告(加分項目)。

4) 審查會議審核決議通過後，依實際發生費用之核定補助
範圍及比率撥付第2期款，第一期款加總第二期款原則上
撥付額度不超過年度補助款50% ，但經審查會議決議撥
付額度超過50%者不在此限。

計畫執行及結案階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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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畫變更與終止：

計畫執行及結案階段(4/5)

計畫
變更

無法變更之項目：
1. 多家廠商聯合申請之共同執行廠商，經計畫核定後不得變

更(如有退出者，辦理計畫終止)。
2. 經核定後之計畫實質內容，除經審查會議通過變更外，不

得變更。

其他項目變更：
因業務需要，變更人事及其他行政程序等項目者，應函送計
畫變更表敘明變更理由及內容，經書面審查核定後始得變更。

計畫
終止

1. 因外在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完成或繼續執行不利整體效益
時，應提出計畫終止申請，經同意後終止，並核實申請已
發生之費用。

2. 經認定為惡意終止時，不得申請已發生之費用，且應繳回
已撥付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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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案階段：

1. 期末審查期限及資料：
本計畫期末報告分兩批辦理，拓點計畫若提前完成年度
績效指標，受補助廠商得於108年10月4日繳交期末報告
。其餘拓點計畫，受補助廠商應於108年11月15日前，
繳交期末報告，將分批辦理期末審查會議進行簡報。

2. 期末報告繳交：申請結案公文、期末報告、拓點相關

活動照片或資訊、經費收支明細表及支出憑證、領據、
原核定補助函影本、其他相關審查文件等。

3. 期末審查重點：計畫原規劃進度執行情形(30%)、計

畫經費運用合理性 (20%)、計畫原訂預期效益或績效指
標(KPI)達成情況(40%)、可供其他廠商學習之經驗(10%)
、簡報內容以中英版本呈現或以中英文報告(加分項目)。

計畫執行及結案階段(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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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原則(1/5)

一. 補助經費說明：

1. 補助案件計畫期程以3年為限，採分年審查分年核定
辦理。計畫經費明細表應填具各年度計畫經費需求。

2. 計畫經費包含政府補助款及廠商自籌款2項。

政府補助款

 108年度補助款上限低於新臺幣200萬元(單一廠商)；新臺幣400
萬元(多家廠商)

 108年度補助款比率低於108年度計畫經費49%
 單一廠商申請類，3年總補助款以500萬元為上限
 多家廠商聯合申請類，3年總補助款以1,000萬元為上限
 廠商申請計畫經審查通過，並與工程會簽約後，得視需要依作業

要點第13點之一規定，指派員工借調亞洲開發銀行工作，藉以建
立人脈網絡並蒐集資訊，指派前應先獲得亞洲開發銀行的同意，
再向工程會提出補助申請，工程會將採書面審查方式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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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原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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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補助案件之計畫經費支付科目範圍應以經常門之
業務費、國外差旅費及日支生活費為限，並均列入查
核範圍。 (續)



經費編列原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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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目標市場設立海外子(分)公司、辦事處、辦公室
本國籍員工

註：參採「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及「中央政府各
機關派赴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編列日支生活費之金額，不得大於年度總補助金額之半數
住宿費部分需核實報支



經費編列原則(4/5)

4. 撥款：本計畫補助金費每年分三期核撥

1) 第1期款，申請計畫經審查通過，受補助廠商應於計畫完
成簽約後，檢具當年度第一季支出憑證及相關書件請領
，撥付額度不超過年度補助款20% 。

2) 第2期款，經期中審查會議審核決議通過後，依計畫實際
發生費用之核定補助範圍及比率撥付，第一期款加第二
期款原則上撥付額度不超過年度補助款50%。

3) 第3期款，於年度計畫執行完畢，經審查會確認成果通過
後，依計畫實際發生費用之核定補助範圍及比率撥付。

5. 如有不符合相關會計規定之支用項目，有權要求廠商
將該項目已補助費用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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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原則(5/5)

6. 申請補助案件或受補助案件之補助款如因預算遭立法
院刪除或刪減，計畫將終止補助或減少補助款，廠商
不得異議。

7. 執行本計畫各項費用之支出應依內部核准程序取具經
費報支表，並具備本計畫相關負責人員之簽署。

8. 本計畫經費支出由補助款支付部分，需附原始支出憑
證正本；由自籌款支付則僅需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原始
支出憑證影本；由補助款及自籌款共同支付，以提供
原始支出憑證正本為原則，另需檢附支出經費分攤表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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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說明

補助款 檢附原始支出憑證正本。

自籌款 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原始支出憑證影本及經手人
簽章。

補助款及
自籌款共
同支付

以提供原始支出憑證正本為原則，國外憑證有
困難者，應於請領補助款時敘明困難原因及理
由及經手人簽名(得以蓋章代之)，廠商得以支
出憑證影本(並註明與正本相符)辦理核銷。



收件地點及截止收件時間：
申請廠商應於108年7月5日(五)下午5時前，將申請
文件一併裝入信封套，並於封套上載明「申請補助國內
工程產業策略聯盟赴海外拓點計畫」送達工程產業全球
化專案辦公室(10658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62-20號
5樓)。

收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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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
電話:(02)2701-3181#709 葉先生

Engineering Industry Globalization Office, EI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