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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學術倫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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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管道學習方式
線上課程
專題講座
課堂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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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目前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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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介紹
學術倫理教材



(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USA)

R負責任的

研究行為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

9 項議題



1. NCKU OAI
2. 成大 學倫
3. 學術誠信

請輸入檢索詞



• 實際學術倫理案件
• 法院判決書解析
• 學術期刊導讀
• 推薦科普書籍或雜誌
Power Point

教材特色

造假、變造

人類/體研究倫理審查

掠奪性期刊

同儕審查

基礎學術倫理

基礎學術倫理

資料蒐集、紀錄

作者列名

抄襲

1. 成大首頁>>相關連結>>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
2. Google搜尋【NCKU OAI】或

【成大學倫】或
【學術誠信】



內容介紹
學術倫理教材



歹路母湯行∶不當研究行為
(research misconduct)



研究人員的責任，是將科學研究的成果，如實的呈現。有一些研究成果的實驗設計
欠佳、證據不足以支持假說，卻仍被出版社發表 (例如，20世紀初的科學研究
、現代的掠奪性出版社)。這些論述、聲明、證據單薄的研究成果，如果「幸運的」
被媒體相中，恣意地炒作，深深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造成恐慌與不安。比方說……

Created by Noura Mbarki, Berkah Icon from Noun Project (LINK)

研究人責任

https://thenounproject.com/


Created by Gan Khoon Lay from Noun Project (LINK)

【快訊】台灣研究新發現∶飛蚊症病患救星
…… 吃鳳梨也可以顧眼睛! 一項研究歷時 3 年的最新研究發現，飛蚊症
患者每天吃 100-300克的鳳梨，3 個月後平均可減少約 70 % 飛蚊症症
狀。……全球首次發表，相關研究成果已刊登在 4 月的《美國科學期刊》。

https://thenounproject.com/


鳳梨可溶解飛蚊症是鬧劇一場

• 鳳梨酵素功效不可能到達眼睛
1. 鳳梨含鳳梨酵素，胃酸及消化酶是可以分解之，跑到眼

睛的機率高嗎?
2. 臺灣食藥署表示∶「正規的鳳梨酵素藥片也要有腸溶衣

保護，才能避免胃酸。」那直接吃鳳梨，真的可以通過
胃，直到腸道被吸收嗎?

• 餐桌上的偽科學 2/The Bad Science of Medical Myths & Nutrition Rumors 2，引用頁 92~97，林慶順著。
• 一心文化有限公司，2019.08



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 經世濟民的「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 
相較於傳統透過發表期刊來衡量學術貢獻 (影響因子，Impact Fact)，自然科學與應用工程透過「產學
合作」打破學術與實務的隔閡，而人文社會領域透過社會影響力 (由教師帶領學生參與實務議題與解
決問題) 作為回饋社會的方式。

(資料改寫於楊正誠、行政院新聞處，2019；侯勝宗，2017；連結 1，連結 2，連結 3)

Created by Gan Khoon Lay from Noun Project (LINK)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9/05/01/7142.aspx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9fd14ac8-4814-4b69-90e3-726e2641be39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94/article/5658
https://thenoun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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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107年 12 月 12 日 107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 107學年度 (含) 起入學之研究生，應至「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習研究生指定課程。已修
過相關課程者，應檢附修課證明，經各系 (院、所、學位學程)同意得免修習。

三. 實施方式
1. 教務處 (進修推廣處) 每學年將學生資料上傳至「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台，以協

助建置帳號。
2. 學生應於提出學位考試前，至「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台修習指定課程，共 18單

元，時數 6 小時，並通過課程總測驗，即可取得修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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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的強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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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CKU OAI
2. 成大 學倫
3. 學術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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