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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學位。研究計畫。評鑑升等。學術倫理。



學術倫理教學資源

線上課程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CITI program
Epigeum

專題演講
學術倫理工作坊 (科技部)
學術倫理系列講座 (教育部)
學術誠信系列講座 (成功大學)

課堂教材
學術倫理教學輔助教材



製造學術倫理環境 提供多元管道學習方式 重新複習相關資訊

課堂提醒
作業落實

線上課程
專題講座
課堂教材

確認目前規範
本土實例分享
保護自己



單元介紹
學術倫理教學輔助教材



(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USA)

R負責任的

研究行為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

9 項議題



1. 談談「學術倫理」這件事
2. 「學術倫理」規範，有跡可循

• 學術倫理介紹與教育時數規範

3. 是不是誰都能當「作者」，誰是作者?
4. 「抄襲」與「引用」，如何界定，
5. 造假與變造_以前輩們學倫事件借鏡觀形

• 實質貢獻、不當列名案例
• 學術寫作、抄襲案例 (民、刑事判決)
• 重大學倫案件、P 圖規範

6. 執行研究前，你需要注意的事
7. 同儕審查
8. 掠奪性期刊

教材章節



內容介紹
學術倫理教學輔助教材



掠奪性出版社

• 「掠奪性期刊 」(Predatory Journal)、
「掠奪性研討會」(Predatory Conference)

• 目的是甚麼?
• 營利!! 毫無學術交流可言!!

• 背後的利益是甚麼?
• 你繳的刊登費

• 掠奪甚麼?
• 只是要欺騙你繳費而已，根本不管研究成果如何!!

事件的起源是這樣發生的…



1. 期刊雜誌的國際標準期刊編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 pISSN (紙本版), eISSN (電子版) 
• 永久性、一個期刊只對應一組 ISSN
• 停刊後，原號碼也不再提供給其他刊物使用

2. 查詢資料庫及工具
• Web of Science，確認期刊品質 (查閱 JCR，確認 JIF)
• ULRICHSWEB (全球期刊出版目錄, LINK)，確認收錄狀況
• 宣稱屬 Open Access 期刊

• DOAJ (Direct Open Access Journals, LINK)，確認是否為營運資
訊透明的 Open Access 期刊

• OASPA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 LINK)，
確認是否為謹守開放取用學術倫理的期刊出版社

• Beall′s List (LINK)，掠奪性期刊嫌疑名單

確認是否為掠奪性期刊，需要先熟悉幾項查詢工具

http://ulrichsweb.serialssolutions.com/
https://doaj.org/
https://oaspa.org/membership/members/
https://beallslist.weebly.com/


• 雙方未約定而計畫主持人逕行以個人名義投稿
研究助理/學生變成 「幽靈作者」(ghost author)，涉及不當掛名原則

!

不當列名案例

實際案例：
T 大 C 副教授，投稿於 「國民教育期刊」四篇文章：
1) 其中一篇涉及抄襲剽竊明確，因抄襲確立違反學術倫理；
2) 其他 3 篇因擔任指導教授之研究生論文，卻掛名第一作者，

因涉及侵占和不實，違反學術規範和教師倫理。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該校教評會的審議結果並無任何不恰當，因此，駁回
該訴訟，維持原校教評會之決議： 5 年內不得申請教職升等
(106 年度訴字第 108 號，106.06.15；107 年判字第 4 號，107.01.10)



涉及兩位碩士論文抄襲，可能吃上官司，並且撤銷學位…

實際案例︰
2007 年，T 大 C 碩士生，因改寫、抄襲 M 大 T 生碩士論文內容，臺北
地方法院民庭法官認定侵害著作財產權判決 C 生應賠償 T 生新臺幣 20
萬元；刑事部分，高等法院判決減為罰金拾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
貳千元折算壹日。(96 年度智字第 60 號；96 年度易字第 806 號；96 年度上易字第 1489 號)

!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規範
國內各大專校院並無統一規定，僅由各校自行決定；唯有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
人員，需按下條規定取得執行計畫資格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26 條第 9 款 (106 年 12 月 01 日起適用)
1. 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

請機構函送科技部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
練。

2. 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
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

舉凡課程內容包含學術倫理議題，不論是線上課程、專題演講、
教師授課大綱，並能提出研習時數證明，皆可採認





輔英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實施要點

107 年 12 月 26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六、為培養本校研究參與人員學術研究倫理要素，以精進學術研究品質，研究參與人員均應修習學術研
究倫理教育課程，由主辦單位核發研習證明，並由研究暨產學發展處認證。
以「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發給之研習通過證明 (相關課程並有線上課程) 予以採認。

相關修課規定說明如下∶
(一) 新進教師∶新進教師於到職年度 10 月 15 日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至少 6 小時。
(二) 校內教師∶每 3 年累計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至少 6 小時。
(三) 研究參與人員∶依據補助機構規定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如補助機構未明確規定，比照校內

其他教師辦理。
(四) 研究生∶依據「輔英科技大學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要點」辦理。
如補助單位另行規定學術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時數，研究參與人員須依據補助單位規定完成之。



重點
特色

• 統整學術倫理規範及守則
• 融入各專業學者演講觀點
• 配合臺灣真實案件為實例

扎實內容 X 白話說明
打造課堂教學教材

學誠辦公室，
解決你對學倫的疑慮

談談「學術倫理」這件事

「學術倫理」規範，有跡可循

執行研究前，你需要注意的事
學會記錄、管理研究資料

學術界的照妖鏡：同儕審查
兼談掠奪性期刊

研究室的生存之道

跨領域合作

人類/體試驗、動物福祉
安全的實驗室行為規範

社會責任

是不是誰都能當「作者」
誰是作者?

「抄襲」與「引用」，如何界定
了解適當的學術寫作

造假與變造
以前輩們學倫事件借鏡觀形



臺灣創用 CC 授權

http://creativecommons.tw/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
 創用 CC ︰創意公用、創意公眾、創作共用、創作共享
 理念︰

現行著作權法保障「所有權保留」(All right reserved)，對於志在流通其創作，歡迎別人
複製、散布、甚或改作其作品的創作者卻是個困擾

 4 個授權要素排列組合，提供了 6 種便利使用的公眾授權條款。
創作者可以挑選出最合適自己作品的授權條款，透過簡易的方式自行標示於其

作品上，將作品釋出給大眾使用。



成大 學倫辦公室
問卷下方有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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