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旭離岸風電供應商輔導基金

主辦單位：沃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單位：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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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簡介(1/4)

為協助台灣離岸風電產業本土化，沃旭提出6,000萬元的產
業基金，協助供應商培訓GWO認證人才、銲接人才及輔導
技術能力較不足的次級供應商；並提前在2021年來台設立
機艙組裝廠。

沃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主辦單位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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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簡介(2/4)

沃旭

離岸

風電

供應

商輔

導基

金

人才培育認證

GWO人才培育認證

銲接人才培育認證

離岸風電相關技術本土化

風場建置相關產業

風場運維相關產業

(一)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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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簡介(3/4)
(二)全程計畫流程

11月10 月
109年

8月
110年

4月

審查計畫
說明會

期中查核開始執行 成果發表1年期計畫
期末查核

10月
111年

4月
111年

6月

1.5年期計畫
期末查核

9月

9/30
技術本土化類
收案截止

8/31
人才培育類
收件截止 5



一、計畫簡介(4/4)
(三)補助對象及內容

人才培育類 技術本土化類

計畫目標 培訓國內離岸風電相關人才並取得相關認證
協助潛力供應商跨越技術門檻，成功打入離
岸風電供應鏈，成為風場建造、運維產品或
服務供應商，強化本地風電產業供應鏈實力

申請對象 依法成立之公司(本國籍) 依法成立之公司(本國籍)，限單一廠商申請

補助內容

GWO：80名，每人補助5萬(含稅)為上限

銲接：80名，依取得認證類型給予補助，以每人補助
30萬(含稅)為上限

• 4G：10萬/人
• 5G、IWE、IWIP：20萬/人
• 6G/6GR：30萬/人
• 或其他符合ISO9606規範之檢測工程師

每案補助上限500萬(含稅)

計畫期程
GWO：依核定日起算6個月

銲接：依核定日起算10個月
最長執行時間18個月

其他
• 同一機關申請名額以10人為上限
• 申請單位及受訓機構皆須為本國籍

同類型案件以彰化地區廠商為優先
6



二、計畫申請

人才培育類 技術本土化類

申請資料

一、廠商聲明書

二、申請表

三、申請資格文件
1.公司登記證影本/工廠登記證影本等附件。
2.最近一年無退票紀錄證明。
3.最近一期「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

四、申請檢核表

一、廠商聲明書

二、計畫書

三、申請資格文件
1.公司登記證影本/工廠登記證影本等附件。
2.財務報表：
• 最近一期「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
• 最近一期「財務報表」(應包含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與現金流量表)。

• 該年度新創事業免附財務報表
3. 最近一年無退票紀錄證明。
4. 最近一期「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

四、申請檢核表

申請期間 109年8月31日截止收件 109年9月30日截止收件

收件單位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001號 (沃旭離岸風電供應商輔導基金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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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審查

人才培育 技術本土化

計畫申請

資格審查

書審 技術審查

核定小組

函文通知審查結果

技術審查重點

• 競爭力

• 是否具有產業效益

• 計畫執行架構完整性

• 團隊計畫執行能量

• 整體補助經費合理性

• 是否符合推動方向

補件/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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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執行(1/5)

(一)簽約作業

◆人才培育類以計畫辦公室核定通過函文為準即可啟動執行計畫，免額外簽約作業

技
術
本
土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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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執行(2/5)

(二)請款作業

人才培育類 技術本土化類

撥款期別 採一次性撥付 分三期款，以30%、40%、30%為上限

撥款依據

GWO：依實際取得證書人數及
受訓發票，採實報實支
銲接：依取得證書人數及類型
撥付款項。

依執行進度及動支情形，採實報實支

檢附資料
1. 結案報告(含證書影本)
2. 原始憑證影本(GWO類)
3. 請款發票

1. 第一期款：簽約資料、履約保證(30%)資
料、請款發票

2. 第二期款：期中報告、會計報表(動支率達
已撥款項75%)、請款發票

3. 第三期款：期末報告、會計報表、請款發
票(請款金額為：實際結報數-已撥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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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執行(3/5)

審查結果

➢ 由計畫辦公室發函通知
查核結果

➢ 若查核不通過者將以書
面補正或擇日進行複查

期中期末查核作業

➢ 計畫執行成果達成情形
➢ 計畫變更、人力經費運用情形
➢ 技術引進或合作研究執行情形
➢ 計畫管理情形
➢ 計畫後續投資情形
➢ 其他(計畫核定附帶決議、改進

事項執行情形…等)
➢ 視情況辦理實地查核作業

籌組查核小組

委員小組人數約5-7人

(技審委員3位、沃旭公
司1-2位、計畫辦公室
1-2位)

◆ 針對技術本土化案件將視情況進行期中/期末查核作業，若必要時查核小組
得辦理實地查核作業。

◆ 執行單位需依照查核結果進行改善或補充，若複查仍無法通過者將依照委
員意見進行減價驗收。

(三)期中期末暨實地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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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執行(4/5)

(四)計畫變更作業
項目 說明 處理方式

一般變更

1.人事變更：計畫主持人異動。
由執行機構檢附變更申請函、變更申請
表及相關佐證文件函送計畫辦公室辦理。

2.經費變更：
(1)本計畫所核定之補助科目如因計畫需要，須與其他
項目互相流用時。

(2)經費項目新增、支出用途變更。

經費流用如累計流出或流入超過計畫全
程該項目原核定金額50%者，應檢附變
更申請函、變更申請表及相關佐證文件
函送計畫辦公室進行審查辦理。

重大變更

3.計畫內容變更:
(1)技術移轉及轉委託研究項目變更
(2)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變更
(3)產品功能及規格修改變更 應檢附變更申請函、變更申請表及相關

佐證文件函送計畫辦公室進行審查辦理。
4.計畫時程變更：計畫時程展延，執行機構最多得申請
展延三個月。

5.計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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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執行(5/5)

(五)結案作業

人才培育類 技術本土化類

檢附資料

發文檢具以下資料辦理結案併請款：

1. 結案報告(含證書影本)8份

2. 原始憑證影本1份

3. 請款發票1紙

4. 若受訓人員為外籍員工，請檢附
勞保投保資料

發文檢具以下資料辦理結案併請款：

1. 期末報告(含佐證資料)8份

2. 期末報告電子檔1份

3. 驗收查核檢核表1份

4. 會計報表3份

5. 請款發票1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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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相關規範

(一)經費編列原則(技術本土化類)

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

人事費-員工

• 原則以占計畫總經費之 50%為上限，超過則需說明其理由。
• 人員請檢附勞保卡或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以茲證明；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已符

合年資或退休)，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職業災害保險等)。
• 非經變更同意，所編列投入總人月數之列報以計畫原編列數為上限。

人事費-顧問

• 於計畫核准執行期間內所發生之酬勞費。
• 所聘顧問應為審查核准列入執行計畫者(顧問清單)，並需提供聘任顧問聘書，若有變更應

經變更程序核准
• 聘用顧問之服務單位若與技術引進或委託研究為同一單位者，則顧問與委外之費用應擇一

編列

國內差旅費
• 國內差旅費僅適用於有委託國內機構合作研究與技術(智財)引進情形者，或因計畫開發所

需至服務場域者
• 出差人員限為參與本計畫之人員

消耗性器材及原
材料費

• 本會計科目以占計畫總經費之 30%為上限。

• 應依計畫所需之項目、數量、金額編列，金額大或數量多者應逐項編列，較細微者可合併

編列為其他項並予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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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相關規範

(一)經費編列原則(技術本土化類)

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

委託勞務費

• 本會計科目以總經費30%為上限。
• 轉委託項目(「委託研究費」、「委託勞務費」、「委託設計費」、「委託加工費」)視計

畫需要可編列人事費、旅費、材料費、維護費、設備使用費、研究設備租金、業務費及管
理費(但不包括設備與軟體之採購)。

• 轉委託項目(「委託研究費」、「委託勞務費」、「委託設計費、「委託加工費」」)所編
列之單位應以我國管轄區域內優先考量。

• 如編列委託勞務或技術委託研究費用，應詳列委託單位、工作項目及經費等資料，並檢附
相關合約及合作備忘錄資料

技術移轉費

• 本會計科目需編列50%自籌款。

• 廠商提供相關憑證需在計畫合約有效期間內，並於財務審查結案報告出具前完成付款。

•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購買費」編列應述明技術提供者、技術內容、經費及技術來源者背景

資料，並需提供合約、草約或備忘錄。

營業稅 • 本計畫經費皆內含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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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項

公司淨值為負值或最近一年曾有退票紀錄者，不得申請1

執行機構應自行確認並負責所開發之產品或技術並無侵犯他

人智慧財產權
2

各項經費之編列請參考計畫辦公室所訂會計編列原則及查核

準則作業手冊，若非要點內所列舉之會計科目，將從嚴審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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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Q&A-整體性

Q1 : 不是沃旭的供應商是否可以申請?

A1 : 可以，本計畫是由沃旭成立達新台幣 6,000 萬元的供應商輔導基金，輔
導台灣廠商投入風電產業國產化，希望透過這個補助來協助台灣產業提
升離岸風電相關技術與人才培訓，讓有更多業者進入離岸風電這個產業。

Q2 : 不是彰化的廠商是否可以申請補助?

A2 :  可以，但同類型案件以彰化地區廠商優先補助。

Q3 : 所謂補助對象為本國籍的範疇為何 ? (國外公司在台成立的分公司是否可以申請?)

A3：本計畫申請廠商皆需為依中華民國公司法所設立之公司，只要是依中華
民國公司法所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皆可以申請補
助。若為外資在台成立之子公司或轉投資企業，其外資持股比例原則不
得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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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培訓機構員工是否可以申請補助?

A1:否，本計畫以輔導具有進入離岸風電供應鏈的台灣企業為主。

Q2:銲接證照，是指勞動部的證照還是以通過銲接程序規範書去檢定的證照？

A2: 通過以銲接程序規範書去檢定的證照。(如：4G、5G、6G、IWE、IWIP)

Q3:銲接人才培訓是否有要求符合歐規或日規系統之認證?

A3:依國際標準規範辦理，ISO 9606。
•Manual arc welding(Steel) ISO 9606-1
•Manual arc welding(ALU) ISO 9606-2
•Welding operators ISO-14732

七、Q&A-人才培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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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請問技術本土化也會有相關技術人才培訓嗎？

A2:本計畫人才培育部分僅針對GWO人才培育、銲接人才培育，若申請技術本土化廠商有

相關技術人才培訓需求可於計畫內編列及規劃，申請廠商可自行尋找台灣符合資格之
培訓單位。

Q2:可以買國外技術或設備嗎?

A2:本計畫不得編列設備購置費，但得以編列技術移轉費，若編列技術移轉費則需編列

50%自籌款。

Q3:可以報支公司外國員工的人事費嗎? 可以報支國外差旅費嗎?

A3:若公司外國員工有在台投保勞健保，得以編列人事費。人事費核銷辦法請參見會計核

銷手冊。

Q4:與國外共同合作開發的技術是否可以申請?

A4:可以，請於計畫書內容明確撰寫技術合作內容及重要性。

七、Q&A-技術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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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聯絡資訊

總諮詢窗口
蔡念慈專案經理

07-3517161#6436
np7449@mail.mirdc.org.tw

人才培育類窗口
鄭至芳專案經理

07-3517161#6434 
jennifer@mail.mirdc.org.tw

技術本土化類窗口
陳貞勳專案經理

07-3517161#6431 
chenshin67@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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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料下載

計畫作業手冊、說明會簡報、Q&A資料下載

路徑：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官網

(www.mirdc.org.tw)→最新消息→公告訊息

→沃旭離岸風電供應商輔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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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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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填寫範例-申請檢核表

人才培育類
免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