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術倫理辦公室

任務：推展學術倫理教育，建立負責任的研究環境。

年度工作：

1. 第三屆亞太地區研究誠信網絡會議 2018.02.26-02.28
(Asia Pacific Research Integrity Network Meeting, APRI Network 
Meeting)

2. 學術倫理案件審理工作坊 2018.08.17



2018.8.17

現行學術倫理法規的整理

引言人 周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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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學術倫理是所有研究的基石，是學術機構與社群對研究行

為之自律規範。

•目的：

•保護他人、減少傷害、增進人類整體效益

•確保學術研究人員之間的互信與社會的信任

•提升研究的誠信與品質

•符合組織與專業要求

•處理新興研究挑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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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教育部由上而下全面制訂學術倫理政策，要求

強化機構內學術倫理自律：

• 通盤考量如何修正或重新制訂相關規範

• 整合機構內既有學倫資源

• 規劃學術倫理教育實施方式

• 檢視整體制度適用範圍與對象

• 學術領域（如：學會）由下而上訂定學術倫理準則，要

求研究者具備基本知能，並在研究活動中實踐。

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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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自律規範

學術倫理校內權責分工

學術倫理教育制度

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要點

註：上述各校資料皆來自網路搜尋，未盡完善之處，敬請見諒。

學術倫理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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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

篡改

捏造

Plagiarism Fabrication

Falsification

美國

Research 
Misconduct

FFP

 造假
 由他人代寫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
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抄襲
 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
開發行

 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
著作，未適當引註

 以翻譯代替論著，未適
當引註

 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
表之成果或著作

 變造

 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
事，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行為。

 教育部違反學術倫理10項（黑字／■）：

 科技部違反學術倫理8項（黑字／ V）：

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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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人員學術誠信規範》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自律規範》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學術倫理管理與自律要點》

於自律規範中，對成果發表及列名作者有進一步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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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議辦法中，對濫行檢舉有進一步的敘述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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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事件審議辦法》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計畫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作業要點》



於審議辦法中，對濫行檢舉有進一步的敘述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辦法》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學術誠信委員會設置及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辦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中央研究院

(三) 檢舉案件經調查結果證實係誣告者，得對檢舉人提出適當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中央研究院各級倫理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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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校內權責單位

校內依權責分工單一統籌窗口

辦公室 委員會 工作小組 校內處室／單位（人事、研發、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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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10間）
1.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誠信辦公室
2.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3.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4.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專案辦公室
5. 國立中正大學學術倫理與誠信研究辦公室
6. 國立成功大學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
7. 國立臺北大學學術倫理辦公室
8.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術倫理與誠信辦公室
9. 高雄醫學大學學術倫理辦公室
10. 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業務職掌

學術倫理校內權責單位

 統籌學術誠信相關政策與規範
 研議學術誠信制度建立
 定期召開業務協調會議

 提供學術誠信諮詢
 受理學術誠信檢舉案件
 審議學術誠信案件
 規劃教育訓練課程、研討會

委員會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倫理與誠信委員會
3. 國立陽明大學學術誠信委員會
4. 國立中央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
5. 中央研究院各級倫理委員會

工作小組

1. 長庚大學學術誠信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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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臺教高(五)字第1060059470號，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原則」第六條「學校應訂定學術倫理相關規定，包括學術倫理規範、權責單位、
修習辦法、違反態樣、處理程序、處分條款及監管機制等規定，並依學校章則訂
定程序辦理後，公告周知。」

監管機制

建議一：訂立研究資料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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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課程納入大學/專科部必修
20間大專校院

建議二：架設學術倫理時數管理系統（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網址：http://ethics.ord.ncku.edu.tw/網址：http://goo.gl/fzrxNN



2018.8.17

面對及處理網路、媒體對
學術倫理案件的爆料

引言人 周 倩



大綱

•部落格 – Retraction Watch (RW)

•後同儕審查網站 – PubPeer

•臺灣用於「討論」學術倫理案件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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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思考問題

 網路的發展讓學術研究的成果流傳廣大、永久保存，

不只同領域學者可以看到，多方檢視成為必然。

 我們該如何面對及處理網路、媒體對學術倫理案件的

討論∕批評∕指教∕報導∕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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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7

學術倫理案件審理經驗與討論

引言人 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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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學術研究環境變化

導致部分研究者輕忽了學術倫理的準則，產生：

• 有問題的研究行為 (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 
QRP)

• 研究不當行為 (Research Misconduct,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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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isconduct (RM)
美國公共衛生福利部(PHS)的42 C.F.R. Part 93 - Public 
Health Service Policies on Research Misconduct定義：

在提出、執行或審核研究計畫，或報告研究結果時，
涉及造假(Fabrication)、變造(Falsification)，或抄襲
(Plagiarism)的作為

不包括：發表研究成果時之作者定義
不包括：honest error, differences of opinion

F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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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isconduct (RM)：
有明確的證據顯示，研究者明知不當、卻仍故意
進行明顯偏離普世所能接受之研究作為。

• intentional, knowing, reckless
•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 significant departure from accepted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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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

篡改

捏造

Plagiarism Fabrication

Falsification

美國

Research 
Misconduct

FFP

 造假
 由他人代寫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
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抄襲
 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
開發行

 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
著作，未適當引註

 以翻譯代替論著，未適
當引註

 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
表之成果或著作

 變造

 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
事，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行為。

 教育部違反學術倫理10項（黑字／■）：

 科技部違反學術倫理8項（黑字／ V）：

其他項目：



2018.8.17

綜合討論
國家政策及機關學校
學術倫理推動之建議

引言人 周倩



學術倫理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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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訂規
範、善盡管理
監督之責

教育：受過良好訓
練的研究者

處置：調查與
懲處不當研究
行為

學術
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