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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網址:

http://www.iaci.nkfust.edu.tw

 【教師】之預設帳號及密碼，本國教師帳號為
身分證字號，外國教師為護照號碼。

 若教師無產學合作資訊網使用帳號及密碼者，

請逕向各所屬學校申請。

 產業園區申請案自98年度起開放【線上審查】
功能，供審查委員使用。

http://www.iaci.nkf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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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審查委員可於線上查詢計畫主持人之歷年專利
申請情況及產學計畫成果。

 計畫主持人於資訊網填報之歷年專利申請情況
及產學計畫成果，已與校務基本資料庫97年度
資料整合。

 教師僅需將其所屬資料自產學合作資訊網系統
取回即可提供審察委員線上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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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與產學計畫成果資料取回

產學計畫成
果資料取回

專利成果
資料取回登入系統

為確保計畫主持人資料填報之完整性，教師
如欲申請99年產業園區補助案，登入系統後
需先取回教師個人歷年的專利及產學計畫成
果資料(95~97年度) ，方可進入計畫申請
畫面，以避免因資料不完整影響審查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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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

http://www.iaci.nkfust.edu.tw

 滑鼠移至首頁上方功能列

【系統登入】再選取【老師】

身份別，進入登入畫面。

http://www.iaci.nkf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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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輸入您的帳號密碼。

 按下【登入系統】

即可登入本系統。

※若教師無產學合作資訊網使
用帳號及密碼者，請逕向各

所屬學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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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進入系統歡迎畫面

 如老師您有未取回的資
料，會於登入後顯示提

醒您先取回。

 欲申請99年產業園區補助
案，必先取回歷年的資料

(95~97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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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成果資料取回

進入專利資料取回畫面

 於歡迎畫面中央文字點選

【可按此】進行取回動作。

 於左方功能選項點選【專利
管理】→【專利資料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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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成果資料取回

 於【學校填報年度】選擇

年度 : 如97年度，再點選

【查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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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成果資料取回

 查詢結果顯示於畫面下方，

帶出老師所有尚未取回的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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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成果資料取回

 於查詢結果勾選【取回資

料】最上方選項即可勾選

所有案件，按下【確認取

回】後，再於視窗小畫面

按下【確定】即可取回資料。

※若勾選【同意公開】即同

將該筆資料提供予資訊網

會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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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成果資料取回

 專利成果取回成功，可至
左方功能表【專利管理】
→【專利管理】查詢已取
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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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計畫成果資料取回

進入產學計畫成果資料取回畫面

 於歡迎畫面中央文字點選

【可按此】進行取回動作。
 於左方功能選項【產學計畫
成果管理】→【產學計畫成
果資料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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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計畫成果資料取回

 於【學校填報年度】選擇

年度，如:97年度，再點選

【查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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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計畫成果資料取回

 查詢結果顯示於畫面下方，

帶出老師所有尚未取回的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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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計畫成果資料取回

 於查詢結果勾選【取回
資料】最上方選項即可勾
選所有案件，按下【確認
取回】後再於視窗小畫面
按下【確定】即可取回資
料。

※若勾選【同意公開】即同
將該筆資料提供予資訊網
會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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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計畫成果資料取回

 產學計畫成果取回成功，可至左方

功能表【產學計畫成果管理】→

【產學計畫成果管理專利管理】

查詢已取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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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操作步驟

 請先將校務資料取回，方可進行申請。
 在填寫申請書之前，請先詳閱『填寫說明及申請規則』。
 請先確定合作廠商已在產學合作資訊網申請會員帳號。
 送出申請書後，如欲修改，需請校方做退回動作。

檢視/修改
申請書

新增申請書
修改/退回
申請書

登入系統 列印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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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如果老師您看到以下兩個畫

面，表示您尚有資料未取回，

請先將資料取回，方可進行

申請。



22

新增申請書

 登入系統後，點選左方權

限功能【產業園區計畫】

→【99年度計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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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若本年度未曾新增過申請

書，則會直接進入填寫新

增畫面。

 若已新增過則可直接看到

申請清單，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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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已申請清單畫面

 按下『新增申請書』按鈕，
可進入新增申請書畫面。

(最多僅可新增2筆申請書)

 點選『計劃名稱』可檢視/
修改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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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申請步驟一：填寫基本資料

本年度新增：

 計畫性質：技術商品化

 合作企業所屬園區：

請先選擇廠商所在縣市

填入園區名稱，

如不屬於任何園區則填無。

 計畫主持人過去經歷與實績

說明(建議字數2000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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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在填寫申請書之前，請先詳閱上方

『填寫說明及申請規則』內容，若未符合，即無法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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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合作企業必需為資訊網會員，教師方可成功輸入企業統
一編號。如合作企業尚未成為資訊網會員，請先於資訊
網首頁上方『產業單位加入會員』做申請帳號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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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填完基本資料後按下【確定】鈕，此筆申請書資料即暫時
儲存起來，即可前往步驟二：填寫申請補助經費總表。



29

新增申請書

步驟二：

填寫申請補助經費總表

 填寫前請先詳閱

『經費配合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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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資料填寫完畢後:

 按下【確認】，經費資料
即暫存，前往步驟三：上
傳申請書附檔。

 按下【返回編輯基本資料
表】即可回到基本資料表
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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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步驟三：上傳申請書附檔

 請自行將文件格式轉成PDF檔
後上傳，如需轉檔程式，可至
首頁『下載專區』下載。

 檔案大小請勿超過7MB 。
 檔案名稱請包含年度及申請人
姓名、學校、科系。

如：99年度申請書-測試者-測試
大學-測試系.pdf

 如欲修改補助經費總表，請按
下【返回編輯補助經費總表】
即可回到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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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步驟四：提出申請

 確認申請書內容皆填寫

無誤後，於此畫面按下

【提出申請】，即完成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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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如需再次修改請向校方

提出申請，請校方做退回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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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書

 若申請書填寫不完整

將無法提出申請，系

統會於畫面右方顯示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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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修改申請書

檢視/修改申請書畫面

按鈕說明：
【提出申請】：可於此提出申請。

【刪除申請書】：可刪除整份申請書，

包含附檔一併刪除。

【編輯基本資料】：檢視/修改申請書。

【編輯補助經費總表】：檢視/修改補助

經費總表。

【管理申請書附檔】：刪除/上傳申請書

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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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修改申請書

檢視/修改基本資料

 於『檢視/修改申請書』畫面

點選【編輯基本資料】進入，

可檢視資料，並於此修改資料。

 若不做任何變更，按下【取消】
即回到『檢視/修改申請書』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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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修改申請書

檢視/修改補助經費總表

 於『檢視/修改申請書』

畫面點選【編輯補助經

費總表】進入，可檢視

資料，並於此修改資料。

 若不做任何變更，按下

【取消】即回到『檢視/

修改申請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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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修改申請書
檢視/修改申請書檔案

 於『檢視/修改申請書』畫
面點選【管理申請書附檔】
進入，可刪除及上傳附檔。

 若要更換附檔，請先將舊檔
刪除後方可再上傳。

 點選『刪除檔案』連結，即
可將附檔刪除。

 若不做任何變更，按下【取
消】即回到『檢視/修改申
請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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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退回申請書

 提出申請後，若想再修改，

需向學校提出申請，請校方

做退回動作。

 由學校退回之申請書，於

申請清單畫面中，會從

【已提出申請】改為【校

方退回】

 如學校已送出此份申請書，

則校方申請狀況顯示為

【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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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操作步驟

如本年度有新進教師，則需校務代表為其新增帳號。

如遇他校教師轉入/本校教師轉出之情況，請與資訊網代

表聯絡。

校務代表將該校申請書全部送出後即無法退回。如有教師

要求退回修改，需請校務代表與資訊網聯絡。

退回申請書
檢視產業園區
計畫申請書

送出申請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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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

http://www.iaci.nkfust.edu.tw

滑鼠移至首頁上方功能列

【系統登入】再選取【學校】

身份別，進入登入畫面。

http://www.iaci.nkf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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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輸入您的帳號密碼

 按下【登入系統】

即可登入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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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產業園區計畫申請書

 登入系統後，點選畫面左側

權限功能下的

【產業園區計畫】 >>

【本年度(99年度)計畫申請】



45

檢視產業園區計畫申請書

 頁面會顯示出所有老師
已提出的申請書，可在
計畫名稱上點選進入查
看申請書內文。



46

檢視產業園區計畫申請書

申請書詳細內文

 可於上方針對此申請
書做【提出申請】或
【退回】，

或【回上頁】至申請

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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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書搜尋

 進入本年度計畫申請
清單畫面，可於左上
角【計畫申請書搜尋】

展開查詢畫面。

 可利用『計畫名稱』、
『主持人姓名』、
『申請系所(單位)』

等條件搜尋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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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申請書

 如有老師須再修改申請
書內容，學校可直接按
下該筆計畫案右方【退
回】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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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申請

 一間學校最多可申請10件計
畫案。

 送出之計畫案如需再更改，
請洽資訊網維運小組。

 可於計畫名稱前的勾選方塊
做單筆選取動作。

 如勾選【選取】文字上的勾
選方塊，則表同時勾選同頁
中的所有申請書勾選完畢按
下【提出申請】。

 按下【確定】鈕，即送出所
勾選的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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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申請名單

 於計畫申請書清單

畫面之右上方，點

選【列印申請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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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操作步驟

校務代表可視需求點選畫面左方功能列表【產業園區計畫】
→【本年度(99年度)產業園區數據查詢】可查詢相關數據。

校務代表亦可點選【歷年計畫報告上傳情況】可查詢相關
數據。

送出
申請

退回申
請書

檢視產業
園區計畫
申請書

本年度產
業園區數
據查詢

歷年計畫
報告上傳
情況查詢

登入
系統
登入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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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處理

 於計畫申請書清單

畫面之右上方，點

選【列印申請名冊】

按鈕後無法列印時，
請開啟Internet 
Explore 瀏覽器，

點選工具→網際網路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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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處理

 於隱私權頁面下方選
項，取消「開啟快顯
封鎖程式」的勾選，
即可列印。



55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