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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則 

1.1 目的 

為促進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與企業界及學界之技術/學術

交流，並協助民間企業從事研究發展，特訂定本實施細則，以充分利用本所之儀器設

備與場地，發揮協助產業發展之績效。 

1.2 適用對象 

以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或於中華民國合法登記之法人為對象，且與本所當時進

行之研究或計畫有合作關係者優先考慮。國外機構申請進駐須符合本細則 3.3 所述特

定條件。 

1.3 開放原則 

在不影響本所執行研究計畫之情形下，以能提出合作研究計畫及限期使用為原則。開

放範圍包括實驗室、試驗工廠及輔助研發之相關設施或場地，使用實驗室等設施應負

擔必要之費用。 

1.4 運作方式 

1.4.1 合作研究 

本所執行經濟部科技專案計畫時，經公開程序甄選通過之業者，或由業者依其需求

研提計畫，經公開審議後，得進駐開放實驗室進行合作研究。 

1.4.2 創業育成  

因應業者跨入食品或生技領域，或自然人創業之需要，本所提供設施或服務，協助

其自行研究或進行合作研究。 

2.管理組織 

2.1 組織圖示 
 
 
 
 
 
 

 

 

2.2 為推動本所開放實驗室業務，由本所「產學研合作委員會」指導開放實驗室推動

政策。由本所「產學研合作委員會」下設「開放實驗室執行小組」，負責開放實驗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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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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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運作及營運管理。 

2.3「開放實驗室執行小組」採任務編組，組合本所企劃、行政、會計、技推等人力，

執行計畫審查及營運管理。「開放實驗室執行小組」並同時兼理以下之工作： 

a.企劃與評估：規劃、協調及彙整成果。 

b.庶務與服務：協助欲申請進駐開放實驗室之業者，準備必要的基本設施、庶務

設備及生活必需等相關事宜。 

c.技術與工程：提供可協助之相關工程技術給進駐開放實驗室之業者。 

3.實施內容 

3.1 公開方式 

3.1.1 刊登媒體廣告 

3.1.2 舉辦推廣說明會 

3.1.3 網路公告或宣傳 

3.1.4 印行「申請手冊」 

3.1.5 設置專線服務電話 

3.2 作業程序 

凡有意申請者，可先與本所商談合作之可行性，再書面提出申請表及使用計畫。

作業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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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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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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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申請 

具下列之條件者，皆可提出申請： 

3.3.1 法人機構 

國內： 

a. 依法登記之民營企業 

b.工業團體法人機構 

c. 大專以上學術機關 

d.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e. 政府或公營機構  

國外： 

a. 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有產業策略聯盟之機構 

b.與國內廠商聯合參與食品所共同研發之機構 

3.3.2 自然人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者，並具有可行之食品或生物技術相關之研究或生產計畫。 

3.3.3 凡符合下列之條件者，得優先進駐使用食品所開放實驗室：  

a. 與本所有合作、技術移轉或委託研究等關係之上述對象，且有使用場地設施

需求者。 

b.使用場地設施之目的及研究計畫內容，對本所執行經濟部科技專案計畫有正

面效益者。 

c. 對推動我國食品或生物技術產業有重大貢獻潛力者。 

3.4 審查 

3.4.1 審查單位： 

3.4.1.1 新進駐申請案 

a.初審：由本所「產學研合作委員會」之「開放實驗室執行小組」組成「審

查委員會」負責審查。 

b.複審：由所內 2 位專家，所外 1 位專家，負責計畫內容之審查，採書面審

查方式進行。 

3.4.1.2 續約申請案 

由本所「產學研合作委員會」之「開放實驗室執行小組」組成「審查委員

會」負責審查。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修訂日期  101.06.04 
開放實驗室實施細則 

編號 OL-101 

修訂單位 企劃室 版次 1.04 頁次 4 
 

 

7-4

 

3.4.2 應備文件： 

a. 申請表（附件一，續約時未變更者免附） 

b.足資證明符合申請資格之法律文件（續約時未變更者免附） 

c. 研究計畫說明書（創業育成者應備有公司營運計畫書） 

d.實驗室使用規畫圖說（續約時未變更者免附） 

3.4.3 審查原則： 

a. 目標達成之可行性或商業化構想之可行性 

b.食品所參與之必要性 

c. 使用相關設施之必要性 

d.研發時程 

e. 實施方法 

f. 人力專長 

g.經費來源及繳交使用費額度（經費自行負擔者，研究計畫不需說明經費來源） 

h.符合負載能量範圍與安全需求 

3.4.4 審查期限： 

a. 申請案需補件者於一週內一次通知申請人補齊 

b.一般申請案自提出申請日起，30 日內完成審查 

c. 特殊重大案件之審查，本所每 15 日主動告知審情況。 

3.4.5 審查手續： 

a. 申請案件受理後，由「審查委員會」召開計畫審查會議，依審查原則逕行審

查，或 

b.國外廠商參與開放實驗室計畫，逐案送經濟部核備。 

3.5 計價收費原則 

3.5.1 開放實驗室計畫之技術研發或產品開發等經費，依每一個案實際狀況進行

協商議價 

3.5.2 開放實驗室之使用計價為： 

a. 實驗室、辦公室，依實際使用面積估算費用（如附件二），並於簽約時收取

三個月履約保證金，結案後無息退還。 

b.會議室，依本所收費標準（按使用次數與面積計價）。 

c. 儀器設備，依設備耐用年限及使用頻率換算計價（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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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事務性設備，如影印機、傳真機、電話機等，依本所收費標準（按實際發生

費用計價）。 

e. 水費、電費，併入共管費計算，特殊情況者另計。 

f. 其他本所提供之支援服務，依本所相關規定辦理計價。 

g.房屋稅，按實際使用面積計算，由進駐廠商負擔，依稅捐稽徵處理規定辦理。 

上述 a - g 項費用應按月或每次使用後繳付。其中與經濟部科技專案相關之實驗

室、辦公室，及儀器設備等之使用費，本所於收到後，再繳交經濟部。 

3.5.3 參與開放實驗室計畫之駐所人員，所需之食宿費用，依食品所收費標準。 

3.5.4 計價費率得每年檢討一次。 

3.6 使用管理 

3.6.1 場地設施及設備之管理： 

a. 開放實驗室內不得進行危害公共安全，或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之實驗或行為。 

b.使用開放實驗室，應遵守本所既有之管理規章。 

c. 於合約內訂定損害賠償條款，若發生損害情形時，本所得依據合約求償。 

d.自備儀器或設備之遷入或遷出，須事先徵求本所之同意，並遵守本所既有管

理規章。 

e. 如開放實驗室發生緊急狀況，現場人員除立即採取應變外，應儘速通知本所

緊急處理。 

3.6.2 使用期限： 

a. 研究計畫所需時間，以不超過二年為原則，如需延長或續約，應於期滿前三

個月以書面向本所申請。續約以與本所有合作計畫者優先考慮，每次續約以

不超過二年為限。 

b.進駐廠商於使用期限屆滿前，應完全遷出並恢復原狀，若有必要得申請延

長，以 30 日為限，並負擔必要費用。 

c. 進駐廠商如未依約定期限遷出，亦未申請延長或辦理續約時，視同進駐廠商

放棄遺留物品之所有權，並無條件同意本所任意處分，其衍生之處理費用，

本所得由履約保證金中扣抵。 

3.6.3 派駐本所之研究人員（以下簡稱進駐人員）管理： 

a. 於「開放實驗室計畫」下之進駐人員，應為派駐機構之員工，與本所無雇傭、

委任或其他直接之法律關係。派駐機構應為其進駐人員處理相關之社會保險

及各種人事管理事項。參與「開放實驗室計畫」之自然人，視同進駐人員。 

b.於「開放實驗室計畫」下之進駐人員，在派駐期間除進出本所時應遵守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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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外，其他各種人事管理事項，悉由其派駐機構負責管理。 

c. 進駐人員，可使用本所圖書、餐飲、住宿、育樂等設施，並繳納餐飲與住宿

費用。使用期間應遵守本所各該項規章規定。 

d.進駐人員作息，原則上依本所規定，有特殊需求者，可經本所同意後行之。 

3.6.4 違規處置： 

a.進駐人員之工作行為違反原訂計畫時，本所得要求違規者限期改善，未如期

改善者，視同違約處理。 

b.進駐人員違反本所管理規章之情況時，本所管理單位得具體告知所屬機構之

代表人，除要求自行約束外，並得請求損害之賠償。再度違反規定或情節嚴

重者，本所得行文要求所屬機構，不得列為進駐人員。 

3.7 支援服務 

3.7.1 本所可依進駐人員之需求，在使用者付費原則下，提供膳食、住宿、事務

設備使用等支援服務。 

3.7.2 為加強開放實驗室計畫之效益，本所可依需求在使用者付費原則下，提供

下列技術支援服務： 

a. 技術資訊 

b.產業資訊 

a. 智權諮詢服務 

3.7.3 為了解進駐廠商進駐後使用之狀況，並加強進駐廠商與本所之合作關係，

本所應每年與進駐廠商至少舉行一次廠商座談會。 

4.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原則 

4.1 各參與「開放實驗室計畫」者，須尊重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絕不抄襲、重製

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行為。若發生侵害本所之智慧

財產權情事，本所除可請求賠償外，並得立即終止合約。 

4.2 於「開放實驗室計畫」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悉受中華民國智慧財產權法令

之保護，並依中華民國智慧財產權法令及本所相關之規定辦理。 

4.3 各參與「開放實驗室計畫」者，倘因違反智慧財產權法令，在司法程序被起

訴時，得暫時無條件中止「開放實驗室計畫」之進行。 

 

5.成果歸屬 

5.1「開放實驗室計畫」由申請人獨自出資者，其成果歸申請人所有。 

5.2「開放實驗室計畫」由出資機關或本所與申請人共同出資者，其成果之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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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方以合約定之。 

5.3「開放實驗室計畫」若涉及政府科技專案計畫經費或成果者，則依相關規定

辦理。  

6.保密措施 

6.1 本所對「開放實驗室計畫」相關文件均列為「機密」處理。 

6.2 合約簽訂各方得視個案特性，增列必要之保密條款。 

6.3 各方應以書面方式，明確告知參與計畫之人員，其應遵守之保密義務與責任。 

6.4 各參與「開放實驗室計畫」之人員，得知對方各項業務與研究內容者，應負

保密責任。 

7.附則 

本實施細則經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