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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無庸置疑的，創新與人類未來的繁衍及福祉是息息相關的！

澳大利亞政府結合了國內企業、高等教育及研究機構，積極

的與全球夥伴共同合作，並利用澳大利亞的創新能力，取得

創新突破的方法，解決當地乃至全世界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這份資料簡要敘述了澳大利亞在科學、研究與創新合作所進

行的各項投資計畫。最傑出的創新成果往往來自於合作，而

澳大利亞也正在實踐這個理念，聯合國際力量，努力實現打

造開放式、創造型經濟體的願景。

澳大利亞創新、科學和研究合作的最佳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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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優勢

• 完整的教育系統和研究組織

• 領先全球的公共研究機構

• 先進的基礎研究設施

• 俱有強大影響力的創新企業

• 完善的貿易和投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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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大利亞合作的優勢处

澳大利亞政府深刻體會到知識和創新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和社會進步的深遠影響，因

此在2016-17年度便投資了100億澳元於科學、研究和創新項目。

澳大利亞有能力向全球提供優質的自然資源、食品、教育、旅遊和金融及專業服務。一直

以來澳大利亞都是公認的創新大國，除了因為政府和私人企業研發投資的鼎力支持，先進

的通訊技術（ICT）基礎設施更為其提供了品質保證。

澳大利亞因高質量的研究而享譽全球。人口僅占全球0.3%的澳大利亞，在2016年的文獻

發表量卻占了全球近4%。由於研究質量高，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大學排名中

表現優異，科學與研究機構也廣受好評。

藉由國際合作，澳大利亞與夥伴們也提升了文獻引用率。澳大利亞為國際研究和創新人員

提供了絕佳的環境，包括優質的基礎設施和知識資本等。

澳大利亞具有高度的多元文化特性，成就了其無國界的研究環境，進而成為廣受歡迎的合

作夥伴。

澳大利亞科學家 Michelle Simmons  
教授率先建造出全球速度最快的量子計算

機，並與印度科學理工學院合作，共同解

決噪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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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的科學研發與創新成果改變
了世界：

• 矽水凝膠隱形眼鏡，占據全球隱
形眼鏡市場半面江山

• 人工電子耳

• 子宮頸癌疫苗

• 黑盒子飛行記錄器

• 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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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政府的政策方向

國家創新與科學議程

國家創新與科學議程（NISA）是澳大利亞政府最重要的創新與科學政策。經由產

業建言以及對國家未來經濟成長的藍圖規劃，澳大利亞政府針對以下四個方向投

資了11億澳幣：

企業文化與資本：協助企業

預防和應對風險，並鼓勵投

資新創產業

企業文化與資本

人才和技能

政府領軍

鼓勵合作

鼓勵合作： 促進企業、大學
和研究部門之間的合作，並

推廣創意商業化

人才和技能：為未來的就業

市場培養可用之才，吸引全

球創新人才到澳大利亞發展

政府領軍：澳大利亞政府大

量投資數位技術，運用數據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引領產

業共同投入

• 企業文化與資本

• 鼓勵合作

• 人才和技能

• 政府領軍

innovation.gov.au

 
科創澳大利亞亚

NISA的執行計畫之一是成立科創澳大利亞（ISA）。ISA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

構，針對科學、研究和創新發展為政府各部門提出建言。ISA的使命是透過科學

和創新確保澳大利亞的國家永續發展，並為解決全球所面臨的各項挑戰盡一份

心力。

ISA同時也制定了一項國家戰略計劃，定位澳大利亞在創新領域的重點，力求於

2030年之前完善和強化澳大利亞的創新、科學和研究體系。

industry.gov.au/Innovation-and-Science-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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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聲明

國家科學聲明（National Science Statement）制定了澳大利亞政府對國家科學的願景，以

及未來科學戰略的決策框架。

該聲明彰顯了澳大利亞政府對於建立穩定科學體系的承諾和長期策略，其中包括認同國際

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拓展澳大利亞的國際科學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等相關項目。

science.gov.au/NSS

Australia’s National Science  Statement
science.gov.au/N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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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創新戰略

全球創新戰略是NISA議程當中的國際規劃，建構了澳大利亞國際產業、科學與創新合作的

總體框架。

該戰略推動並促進創業與創新領域的國際合作，尤其是研究人員和產業之間的合作，建立

科研與產業的密切連結。

industry.gov.au/Global-Innovation-Strategy

澳大利亞國際教育戰略2025

澳大利亞國際教育戰略2025致力於推動教育與研究領域的合作。

該戰略有三大主軸：

• 強化澳大利亞教育、訓練和研究基礎，加強監管、品管和消費者保護等措施

• 在海內外建立個人、組織與政府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 透過提供全球教育與技能訓練參與全球競爭  

nsie.education.gov.au 

National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5

GLOBAL 
INNOVATION 
STRATEGY
A strategy to advance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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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研究工作重點

澳大利亞確立了九個國家科學與研究的重點領域：食品、水土、交通、網路安全、能源、

資源、先進製造、環境變遷和健康。

此九類工作重點反映出產業、經濟及社區的需求，其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將推升澳大利亞在

國際的影響力。

science.gov.au/scienceGov/ScienceAndResearchPriorities

食品

能源

資源

先進製造

環境變遷

健康

水土

交通

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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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成長中心

澳大利亞設立了六個產業成長中心，提升產業創新能力、生產力和競爭力，幫助澳大利亞

朝著智能化、高價值和出口導向轉型。每個成長中心的核心價值皆為前進國際市場，利用

全球供應鏈創造國際合作機會。這六個成長中心的領域包括：

• 食品與農業

• 採礦設備、技術與服務务 

• 先進製造

• 醫療技術和製藥药

• 油氣與能源

• 網路安全

industry.gov.au/industry/Industry-Growth-Centres

食品與農業

油氣與能源

網路安全

採礦設備、技術與服務 

先進製造 

醫療技術和製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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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大利亞建立合作關係

國家級科研機構

澳大利亞擁有各類世界知名的政府研究組織。這些組織的存在，讓澳大利亞與他們的全

球夥伴能夠無後顧之憂的於關鍵領域進行長期研究，同時進行大規模的研究基礎建設和

科學成果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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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是澳大利亞的國家級科研機構，也是世界上最大、最

多元的研究機構之一。CSIRO專注於跨領域的科學研究與技術應用，對農業、健康、空間

科學和製造業等領域的影響極深。

CSIRO在全球擁有5000多名專家，分布於55個研究中心。CSIRO目前擁有澳大利亞最大的

專利銀行和150多家衍生公司，成功實現科學技術商業化，促進產業升級。

總體而言，CSIRO在80多個國家參與了500多項科研活動，其22個研究領域中有13個在全

球科學機構中排名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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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RO擁有許多澳大利亞國家級的研究設備和科學基礎設施。這些研究設備和專業實驗室

可供國際、國內產業與研究人員使用，包括：

• 澳大利亞海洋國家設施 ─ 其研究船 RV Investigator 擁有世界頂尖的海洋研究設備，協

助從北部熱帶地區到南極冰層邊緣的廣闊區域進行大氣、海洋、生物和地質科學研究；

• 澳大利亞動物健康實驗室 ─ 全球僅有的六個最高安全等級動物研究中心之一，可用於

應付最危險的傳染性病原體研究；

• 澳大利亞國立巨型望遠鏡 ─ 世界上最先進的電波天文設施之一，也是南半球唯一；

• 坎培拉太空通訊綜合設施（美國太空總署深空網路的一部分） ─ 國際天線網路，可支

援太空梭任務，和利用電波與雷達觀測探索太陽系乃至整個宇宙。

CSIRO與數千家公司、研究機構及大學合作，開發新技術並將其商品化，透過夥伴關係、

合資企業、聯合投資和特許經營等方式造福澳大利亞及全世界。

csiro.au

案例分析 - CSIRO

CSIRO在健康、製造業、礦冶和農業等廣泛領
域中取得多項科學突破和創新，造福幾十億

人。

在生物醫學健康領域，CSIRO幫助 Medical 
Developments International （MDI）降低加
工成本，同時增加急性止痛藥Penthrox（俗稱
「痛舒適」）的產量，讓MDI順利進入國際市
場。

MDI的市場價值從2010年3月不到1000萬澳幣
成長至2017年的2.9億澳幣。Penthrox現已獲
准在英國、愛爾蘭、法國和比利時銷售，預計

未來兩年會進入包括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在

內的37個新市場。

左圖：潛水員捉到一隻大螯蝦，CSIRO海洋
研究。© CSIRO Science Image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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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核能科技組織

澳大利亞核能科技組織（ANSTO）是澳大利亞的國家級核能研發組織，也是全國核能技術

知識的中心。為醫藥、科學、工業、商貿和農業研製放射性同位素，應用同位素技術和核

輻射。

ANSTO之下有幾個功能特殊的研究設施，其中包括：

• 澳大利亞開池式輕水型反應爐（OPAL）─ 全球最有效的多用途研究反應爐之一。OPAL

具備了領先全球的核能醫藥製造能力，並提供多功能產業和研究的專業放射務。OPAL

所產生的中子放射線被廣泛用於解決複雜性高的研究計畫和產業難題，常見的使用範圍

包括化學、物理、材料科學、工程、地球科學、生命科學和文化遺產等。

• 澳大利亞同步加速器 ─ 世界一流的研究設施，可製造出比太陽亮度高出許多倍的光 

（同步加速器輻射），用於觀察物質的結構和構成（其精細度、速度和準確度是傳統實

驗室遠遠不及），廣泛應用於各類科學和產業領域。

• 澳大利亞加速器科學中心─ 擁有四台運行中的加速器，用於分析物質、確定其元素組成

和時期，為水資源管理、探索生態系統和氣候科學等領域提供強而有力的硬體支援。

ansto.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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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海洋科學研究所

澳大利亞海洋科學研究所（AIMS）是熱帶海洋科學的領導者，利用其全球的合作網絡進行

大規模的長期海洋研究。AIMS的科學家與來自64個國際組織的同儕共同參與26個國家級

的合作項目。

AIMS的國家海洋模擬水族館（SeaSim）是世界級的熱帶海洋生物研究水族館。澳大利亞

和國際科學家利用SeaSim研究複雜的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深入了解澳大利亞獨特海洋

生態系統以及所面臨的挑戰。

AIMS的研究艦隊可進入澳大利亞所有的熱帶海洋環境。兩艘大型特製船 ──  RV Cape 

Ferguson 和 RV Solander ── 以及許多小型船隻帶領研究人員前進澳大利亞熱帶海洋生物

特有的棲息地。

aim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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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地球科學局（GEOSCIENCE AUSTRALIA）

澳大利亞地球科學局（GA）是具有國際公信力的政府地球科學組織，也是當地頂尖

的國家地質地理顧問。GA專責地球科學研究、維護和開發，以及收集與應用地球科

學和地理空間資訊。

GA的成立目標是為了支援各類地質活動，包括資源開發，海嘯、地震等自然災害，

以及氣候變化影響、地下水研究、海洋和海岸研究、碳捕捉與封存、植被監測等環境

問題。GA的責任範圍不僅是澳大利亞的陸地，還包括廣大的海域。

澳大利亞在南半球的地理位置特殊，讓它成為觀測地球覆蓋和收集數據的最佳地點之

一。

ga.gov.au

數據立方

澳大利亞率先將「大數據」技術應用在衛星資訊

的管理，所以能更有效的監控和探測環境變化。

澳大利亞地球科學局、CSIRO和澳大利亞國家電
腦中心（National Computational 
Infrastructure）共同開發了澳大利亞地球科學局
的數據立方。

數據立方提供了一系列的結構工具以利資訊進行

校準和標準化，有助於迅速開發太空水文觀測

（Water Observations from Space）等量化資訊
內容，幫助政府和民間企業在環境永續管理、資

源開發和農業優化等問題上做出正確的決策。

datacube.org.au/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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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科技組 

國防科技組（DST）是澳大利亞政府中負責將科技應用於國防和維護國家利益與安全

的主導單位。

DST與產業、大學及科學界密切合作，為澳大利亞的國防和國家安全提供技術支

援。DST所成立的7.3億澳元一世代技術基金（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ies Fund），

透過與學術界、公共研究機構、產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及澳大利亞的盟友共同開發

互惠的研究項目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眾多的合作案當中，也曾有單一計畫獲得2500萬澳幣的美澳國際多領域大學研究

（AUSMURI），允許澳大利亞和美國學術研究人員在強化未來國防力量的重點項目

上齊力合作。

dst.defence.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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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

氣象局致力於參與世界一流的研究計畫，支援並提升其產品和服務的品質、範圍、時效性

及利用率。

結合國內外的合作夥伴，氣象局致力於將科學轉化為日常的實務應用，範圍包括航空、海

洋、國防、天災管理與農業部門。

氣象局也極積參與國內外的專業研討，針對各項環境範疇相關的議題提出建議與指導。

bom.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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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南極分部

澳大利亞南極分部位於塔斯馬尼亞州霍巴特市，透過保護、管理和研究南極地區，增

加澳大利亞在南極地區的戰略、科學、環境與經濟利益。

澳大利亞南極分部負責規劃、協調和整合澳大利亞在南極的各項活動，從事符合國家

重點發展方針和全球利益的科學研究。

澳大利亞的南極計畫利用海陸空綜合交通，進行大範圍的海洋、冰層和航空研究活

動，並與其他同樣擁有南極工作項目的國家合作，共享專業知識和物流資源，解決全

球目前共同面臨的科學難題。

antarctic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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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天文台

澳大利亞天文台（AAO）是澳大利亞的國家級光學和紅外線天文台，在國際間擁有極高的

專業地位。

AAO的使命是為澳大利亞天文學家提供最尖端的觀測設備，協助他們順利進行各項科學研

究。AAO管理的設備包括了3.9米的英澳望遠鏡和1.2米的英國施密特望遠鏡，同時也為天

文學界管理多架大型國際望遠鏡的使用。

AAO除了積極推動創新型技術開發，國際合作也是AAO不可或缺的業務項目之一，

內容包括：

• 國際主要望遠鏡設施的儀器開發

• 具天文航空相關的科學研究

• 提升高性能計算能力

• 開發能夠處理與輸出大量資訊的軟體

aao.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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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測量研究所

國家測量研究所（NMI）是澳大利亞「一站式商店」的頂級測量機構。做為國內和國際系

統的窗口，NMI確保澳大利亞測量基礎設施的國際信譽，進而減少貿易壁壘、推動創新，

並支持重點投資活動。

NMI積極的與國際測量機構進行研究合作，培育先進製造業，協助解決21世紀能源、健康

和食品安全等產業所面臨的測量難題。藉由國際合作，NMI也同時強化其科學和技術能

力，並為國內各經濟部門提供相關專業知識和服務。

measurement.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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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澳大利亞一共有40所大學，另外還有兩所海外大學於當地設立的分校。澳大利亞政府設立

不同領域的研究補助案鼓勵各大學提出申請，而大學也會依照各校所設定的發展方向提出

對應的申請，領域方向廣泛。也因為如此，這些大學主動的向外建立研究合作關係，甚至

是到他國設立校區，強化國際合作的具體作為。

澳洲大學聯盟（UA）是代表澳大利亞國內及國際大學的最高機構，目前擁有39所大學成

員。UA成立的目的之一便是與國家政策制定者之間建立一個暢通的對話管道，確保澳大利

亞成為一個創新能力強、教育程度高、面向國際的國家。而UA的另一重要目的便是代表其

成員爭取全球研究和創新合作機會。

UA出版的《澳大利亞大學領先世界之研究》一書簡要介紹了澳大利亞各大學正在進行的創

新研究，並強調重點合作機會。

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

為了進一步提升外國機構與澳大利亞大學研究合作的效率，UA建置了一個名為「Keep it 

Clever」的搜尋平台網站，裡面列出了各大學的研究項目，讓國際研究合作更方便即時。

澳大利亞有一半以上的大學也分別自組了同質團體：

• 八校聯盟 – go8.edu.au

• 澳大利亞科技大學聯盟 – atn.edu.au

• 創新研究大學聯盟  – iru.edu.au

• 澳大利亞偏遠地區大學聯盟 – run.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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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所管理的澳大利亞傑出研究計畫（ERA）定期對澳大利亞

大學的研究品質進行詳細評估。根據各校於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ERA做出了分級評比，

顯示各個大學在各研究學科內的表現，方便國際研究人員與企業精確的聚焦研究領域。

企業

企業在澳大利亞研究支出中的占比最高。澳大利亞擁有世界領先的創新企業，含括生物技

術和製藥、乾淨能源、金融、採礦技術和農業等諸多領域。

澳大利亞的本土科技產業發達，提供了當地許多的就業機會。

澳大利亞政府通過研究開發稅務激勵政策支持企業創新，也適用於到澳大利亞投資的外國

企業。

國際企業可以尋求不同的模式投資澳大利亞，例如：將現有的產品和服務納入原有品項

中，或入股合資，將澳大利亞的技術推廣到全球市場。

從原物料採購、加工到新材料開發和生產，澳大利亞在全球價值鏈的每個環節都擁有設

計、測試和製造所需的專業知識技能。

連絡澳大利亞貿易投資委員會是國際企業尋求與澳大利亞合作或投資的最佳起點。

澳大利亞貿易投資委員會發表的《澳大利亞：創新之地》(Australia: Destination 

Innovation）說明了澳大利亞眾多的優勢和機會。

austrade.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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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作伙伴

澳大利亞還有眾多參與國際合作的科學、研究和創新組織。這些組織與他們的國際夥伴所

從事的共同研究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大類：

• 醫學研究機構 ─ 實驗室研究和臨床實驗 ─ aamri.org.au/

• 合作研究中心 ─ 企業、公共研究人員和社區合作開發產業型研究 ─ business.gov. au/

assistance/cooperative-research-centres-programme/cooperative-research-centres-

crcs-grants/crcs-information

• 農產業研究與開發公司 ─ 產業部門和政府共同合作，研究範圍含蓋農業、漁業和林業的

各方面  ─ ruralrdc.com.au/

• 澳大利亞研究卓越中心 ─ 專業知識的聚集地，形成群聚效應，處理最具挑戰和影響力的

研究難題 ─ arc.gov.au/arc-centres-excellence

• 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委員會（NHMRC）卓越研究中心 ─ 開發臨床研究、公共健康和健

康服務的研究團隊 ─ nhmrc.gov.au/grants-funding/apply-funding/centres-research-

excellence-cre

為增進智財權方面的合作和商業化，澳大利亞智財局（IPAustralia）開發了SourceIP - 一個

允許企業和研究人員快速聯繫的平台，協助企業利用公共部門所授權的發明成果和技術，

找出潛在的合作機會。

用戶可透過SourceIP搜索澳大利亞公共研究機構已經在進行的研究項目，並聯繫相關的研究

人員。SourceIP目前提供來自60多個研究機構的研究項目，包括國家級科學與研究單位、

大學、醫學研究機構和合作研究中心。

sourceip.ipaustrali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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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礎設施

澳大利亞對研究基礎設施的戰略投資合作建立了一個平台，讓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齊聚一

堂，共同應對澳大利亞乃至全世界所面臨的挑戰。

澳大利亞國家合作研究基礎設施戰略（NCRIS）為大學、研究機構、政府和產業之間的研

究與合作提供軟硬體所需，例如：高性能計算、數據、環境、地球監測、特性描述、先進

製造和儀器、生物學、治療技術發展和天文學等設備，皆有NCRIS在背後大力的支持。

欲了解NCRIS網絡及合作情況，請至：education.gov.au/funded-research-infrastructure-

projects

澳大利亞政府研究組織的國家設備全球知名，上文已在「與澳大利亞建立合作關係」一節

做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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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是澳大利亞研究基礎設施布局中的重要一環。

澳大利亞長久以來都是國際活動的合作夥伴和領導者。澳大利亞許多的研究基礎設施都看

得到國際合作的項目在進行，其中包括全球海洋觀測系統、巨型麥哲倫望遠鏡、全球生物

影像和研究資訊聯盟。

同時，澳大利亞是平方公里陣列（SKA）電波望遠鏡項目的兩處選址地之一。SKA擁有來

自20多個國家的研究機構參與，是一個全球新一代電波望遠鏡項目，也將成為史上規模最

大、能力最強的電波望遠鏡。在其50多年的使用壽命期間，SKA將幫助我們更了解宇宙，

並大力推動全球經濟、科學和技術發展。

從2018年1月1日開始，澳大利亞將開啟與歐洲南方天文台（ESO）為期10年的戰略夥伴關

係。ESO被公認為是世界最重要的天文學組織，在智利以及全球多個適合光學觀測的地點

都設置了世界級的光學與紅外線望遠鏡。

與ESO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將為澳大利亞及其他ESO成員國之間的科學和產業合作開闢一

條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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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支持

澳大利亞政府為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科學、研究和創新活動（包括國際合作）提供強

大的支援，因此許多澳大利亞機構在進行國際合作時都有能力自籌資金。此外，許多國際

組織也為應對全球挑戰的各項國際合作提供了大力支持。

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

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是澳大利亞審核研究經費的主要機構，通過不同形式為各領

域的國際研究合作提供支援（除了臨床和醫學相關的研究，這些項目主要是由國家健康與

醫學研究委員會補助）。所有ARC的補助項目也開放讓國際研究人員透過合作的澳方機構

提出申請。

ARC的補助內容包括基礎研究、產業合作計畫，以及獎學金等。

arc.gov.au/information-international-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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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委員會

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委員會（NHMRC）是澳大利亞支持健康和醫療研究的最高機

構。NHMRC針對健康和醫療的研究提供充沛的資金補助，包括基礎科學到臨床、公共健

康和健康服務研究等。

NHMRC主要通過以下幾項機制支持國際合作：

• 參與雙邊或多邊融資計畫

• 允許海外研究人員申請研究經費

• 允許初級研究人員在海外研究機構接受進階訓練

• 參與國際組織和論壇，影響全球研究政策

• 支持澳大利亞研究人員參與國際活動

nhmrc.gov.au/research/international-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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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研究未來基金

醫學研究未來基金（MRFF）針對健康與醫學研究和創新提供資金補助，旨在改善澳大利

亞人民的健康與福祉。透過在2022-23期間設立的200億澳幣永久基金，MRFF於每年撥款

10億澳元，投資澳大利亞健康與醫學相關研究。

除了藉由更完善的健康政策、技術與醫學提升澳大利亞人民的健康，MRFF還將通過提高

勞動參與及生產力來推動經濟成果。由於認知到國際合作的價值，MRFF也與國內外的公

共及私人基金組織合作，共同投資。

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mrff

澳大利亞是國際公認的高水準、安全臨床試驗的首選場所。透過MRFF，澳大利亞持續增

加對臨床試驗活動及研究能力的公共投資，確保澳大利亞走在新型治療方法、藥物與設備

測試、轉化和商業化的最前端，並保持澳大利亞在臨床試驗的國際競爭力。

australianclinicaltrial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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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中心

合作研究中心（CRC）補助的研究合作分為行業主導和結果導向兩類，並設有兩個資金項

目：CRC和CRC計畫（CRC-P）。CRC是長達10年的長期合作項目，補助金額無上

限；CRC-P針對3年以內的短期合作項目，其補助金額在300萬澳幣以內。

CRC通常有幾十個組織同時參與，例如：大學、研究機構、跨國公司、中小企業、各級政

府、非盈利組織，和社區協會。多數CRC擁有強大的國際合作關係，有眾多國際人士參

與。

business.gov.au/assistance/cooperative-research-centres-programme

農產業研究與開發公司

農產業研究與開發公司（以下簡稱「開發公司」）是澳大利亞政府為農村創新提供融資的

主要工具。開發公司是政府和產業創立的合作夥伴模式，共同設定戰略方向，資金主要用

於產業的研發投資和成果應用。這些公司的產品類型通常是穀類、園藝、葡萄酒、糖、棉

花、紅肉、豬肉、雞蛋、奶製品、羊毛、漁業和林業，另外也還包含了農村產業研究。

agriculture.gov.au/ag-farm-food/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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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創新戰略措施

全球創新連結計畫

全球創新連結計畫鼓勵澳大利亞企業和研究人員攜手國際合作夥伴，共同開發具有戰略性

的研發項目，內容可以是產品、服務或流程。補助金每筆不超過100萬澳元，最多提供四

年。 

business.gov.au/assistance/global-innovation-linkages-programme 

全球聯通基金
此基金提供兩個補助項目：

• 搭橋補助資金 —— 一筆五萬澳幣的種子資金，用於實踐可行性計畫，拓展其業務範圍

或擴張原營運規模。

• 啟動補助資金—— 一筆七仟澳幣的補助金，資助澳大利亞中小企業和研究人員與國際合

作夥伴進行合作發想和會議交流。

globalconnectionsfund.org.au 

區域合作計畫

區域合作計畫主要目的在於促進科學、研究和創新的多方合作，尋求區域共同挑戰的創新

解決方案，從而加強與亞太區域的聯繫。

一年或多年的合作項目以及合作研討會均可獲得資金贊助。

science.org.au/regional-collaborations-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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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科研基金

澳中科研基金（ACSRF）鼓勵澳大利亞和中國互利互惠的戰略科學、技術和創新合

作。ACSRF在戰略重點領域形成群聚效應，支持澳大利亞和中國研究人員維持長久合作夥

伴關係。

ACSRF積極推動對兩國均有益的研究成果之應用與商業化，並為初級研究人員提供中澳研

究合作的機會。

science.gov.au/acsrf

澳大利亞-印度戰略研究基金 

澳大利亞-印度戰略研究基金（AISRF）幫助澳大利亞公共和私人部門的研究人員與印度科

學家一起進行前瞻性的研究項目和研討會。AISRF促進澳大利亞和印度研究人員之間的合

作，並有助於兩國研究機構建立長期聯盟關係。

AISRF也提供初級和中級研究員獎學金機會。

science.gov.au/ais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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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澳大利亞的新創與企業

依照NISA設置的目的，澳大利亞政府協助澳大利亞企業、新創公司和企業家向世界推廣其

新創意，吸引國際合作夥伴到澳大利亞投資。澳大利亞產業成長中心在這方面發揮著重大

作用，幫助國內企業銜接全球供應鏈，增加海外對澳大利亞新技術和新業務模式的投資。

澳大利亞也有完整的簽證和稅務安排吸引全球頂級企業家、新創者和投資人。

創客登陸計畫（LANDING PADS）

作為澳大利亞全球創新戰略的一部分，澳大利亞貿易投資委員會在柏林、舊金山、上海、

新加坡和特拉維夫設立了創客登陸計畫的營運基地。

創客登陸計畫為準備前進海外市場的澳大利亞新創企業，提供加入全球最知名的創新和創

業生態系統的機會。籍此計畫，新創企業得以迅速微調定位、實現產品商業化、獲得合作

夥伴、客戶和投資者青睞，並參與全球市場。

創客登陸計畫為計劃投資澳大利亞創意和技術的國際夥伴提供一個便利的切入點。

australiaunlimited.com/landing-p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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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支援計畫

孵化器為新創企業提供創業指導、資金、資源、知識和人脈網絡，支持它們迅速的將創

意轉化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商機。孵化器協助澳大利亞新創事業拓展業務，完善創新生

態系統，在市場潛力大的地區或是針對特定行業別開發新的孵化器。

透過國內外專家和顧問的參與，順利引進頂尖的研究、管理和技術人才，進而增加澳大

利亞新創事業在國際市場取得成功的機會。

business.gov.au/assistance/incubator-support

加速商業化計畫

加速商業化計畫提供專家指導、人脈和財務融資，協助中小企業、企業家和研究人員為

其新產品、流程或服務找到適合的商業解決方案。

對國際投資者而言，加速商業化計畫有一個重要特徵：成立一個澳大利亞團體負責規畫

商業化初期活動。該團體將協助其企業成員找尋適合的投資者、領域專家、供應鏈廠商

和戰略公司。

business.gov.au/assistance/accelerating-commerci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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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創新與投資項目

澳大利亞的企業創新與投資項目旨在增加澳大利亞的創業人才，為此，澳大利亞政府針對

不同屬性的參與者設立了多個簽證類別：

• 企業家類別：針對已經取得第三方資金，且準備開始創業的族群。該類創業活動應是以

產品或服務商業化，或業務拓展為主要業務

• 商業創新類別：針對計劃在澳大利亞成立、發展與管理一項新事業或現有事業的族群

• 投資者、重大與頂級投資者類別：針對計劃在澳大利亞參與政府的指定投資項目，且願

意持續進行商業和投資活動的族群

border.gov.au/about/corporate/information/fact-sheets/27business 

生物醫學技轉基金

生物醫學技轉基金（BTF）是一項價值5億澳幣的股份共有創投計畫，投資對象是正在進行

或已開始商品化生物醫學發明的初創公司。該基金由政府出資2.5億澳元，而另一半則是由

私營企業出資贊助。

BTF的宗旨在於協助生物醫學技轉為實質性產品、服務或成果。僅管BTF的基金管理人或是

申請人只限籍人士，但國際資金仍然有機會透過投資基金管理人參與此項計畫。

business.gov.au/b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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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創投計畫

資金對於創意商品化或投入新創是極為重要的。澳大利亞陸續推出不同的獎勵機制，鼓勵

對新創企業的投資。

澳大利亞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創投計畫，包括

• 初創資本有限合夥模式（ESVCLP）– business.gov.au/assistance/early-stage-venture-

capital-limited-partnership

• 創投有限合夥模式（VCLP）– business.gov.au/assistance/venture-capital-limited-

partnerships

這些計畫為投資者提供一個全球認可的投資管道，使他們享有過境稅優惠（即合夥免稅）

，且投資者的資金收入也可享有稅務減免（在VCLP項目中，稅務減免僅限於非居民）。

如果是以個人身份投資初創事業，也可享有稅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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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網絡

人際關係是合作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值得信賴、影響長遠的國際合

作夥伴關係便無從開始。澳大利亞透過許多計畫建立起這些關係，其中不少已在前文當中

做過說明。 

澳大利亞政府獎學金

澳大利亞政府獎學金是一項由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和教育暨培訓部所管理的獎學金計

畫，為新一代全球領袖人才提供在澳大利亞學習、研究和就業的機會，也為優秀的澳大利

亞人才提供在海外學習、研究和就業的機會。

australiaawards.gov.au

澳大利亞Endeavour獎學金

澳大利亞Endeavour獎學金鼓勵澳大利亞和世界各地進行雙向交流，為澳大利亞和國際學

生，以及專業人士提供在全球學習和研究的難得機會。Endeavour獎學金的項目多元，從

高職生、研究生到專業人士都有適合的選項。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Endeavour

Aerial view of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 Adi Cho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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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可倫坡計畫

新可倫坡計畫是澳大利亞政府的指標性計畫，鼓勵澳大利亞學生到印度太平洋地區學習和

實習，增加他們對該地區的了解。

學生實習是新可倫坡計畫的特色之一，不僅對學習經驗有所助益，也能讓他們得以在實際

的職場環境測試自己的技能，一窺職場的真實樣貌，並建立專業的人脈關係。

dfat.gov.au/people-to-people/new-colombo-plan

澳大利亞全球校友戰略 2016-2020

澳大利亞全球校友戰略透過舉辦各類校友活動，鼓勵校友自然形成一個社交網路，進而提

升就業發展，甚至創造商業合作的機會。

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Pages/australia-global-alumni-engagement-

strategy-2016-2020.aspx 

澳大利亞學術研究院

澳大利亞學術研究院在推廣國際合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國內的研究與創新人員創造

國際合作的機會：

• 澳大利亞科學院 – science.org.au 

• 澳大利亞技術科學與工程院 – atse.org.au 

• 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 – assa.edu.au 

•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 humanities.org.au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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