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學合作的利益衝突:
現行規範、科技政策漏洞與補遺

從利益衝突管制看台灣生技新聞事件與大專院校規定的各種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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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並填寫4題簡單問卷

https://forms.gle/oDtW8MGagrB5C1sPA

https://forms.gle/oDtW8MGagrB5C1sPA


今日重點

• 1.日常小活動與利益衝突：對生醫研究合作模式的看法＋學術場景故事
＋討論與結果

• 2. 一般人認識的科技研究學術倫理的看法概況作為反思台灣現況的基
礎

• 3.社會輿論對台灣學術案例的學術倫理看法

• 4.生醫界對於生技製藥產學合作的利益衝突有感嗎?組織的因應概況

• 5. 大學的規範

• 6.台灣學術案例的學術倫理跟國際有何異同(美國)
• 7.我們可以做點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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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翁裕峰 wongyfuk@gmail.com• 出生

• 小學

• 中學

• 大學(臨床心理)
• 研究所(職業災害)
• 博後(職業健康)
• 助理教授(風險治理、公眾參與)
• 助理研究員(社區發展)

2017/01/11 00:00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111/1032232/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70111/V7HMQLOTMESIMVTF25KUI6FBJE/


想了解大家對生醫研究合作模式的看法
(活01 問卷極短篇)

• 四個小小的研究問題自由作答

• 請各位朋友邊寫，我邊講以下這個
狀況，大家可以試想一下有無可議
之處

4

https://forms.gle/oDtW8MGagrB5C1sPA

https://forms.gle/oDtW8MGagrB5C1sPA


一個學術場景如下

• 一位研究生，一週前口頭與雙指導老師當中主要
的指導老師，約好今天上午10:00見面討論已經
寄給他的幾頁論文

• 早上一進系館大廳，見到老師與三位同班同學走
下樓

• 其中一位同學打招呼問：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 指導老師沒發一語，這位研究生當下就回應：好
啊

• 到了學校的酒吧，這個研究生問老師說：那今天
的meeting就在這裡嗎?

• 老師說：是啊

• 如果是你，你有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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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填答或舉手表達感受?



請問，剛才這個學術場景

個人認為 非常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能接受 非常能接受 不知道/其他

人數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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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Google, 2017/11/09

https://www.google.com.tw/maps/@52.3813038,-1.5632578,3a,75y,307.71h,111.32t/data=!3m6!1e1!3m4!1sNWpRo_fHVyww9BWjFOkwhA!2e0!7i13312!8i6656


開獎時間(按答案)

個人認為 非常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能接受 非常能接受 不知道/其他

嘉O人數 1 19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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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anQltqlCRfH_1_y1Cm-fQPoRDzB4EEMEbj8LdestR0/edit


另一個學術場景如下
• 有一個研究生申請獎學金，想請雙指導教授當中的主要指導老師幫他寫
推薦信

• 這個指導教授說，請他找另一位寫因為，他就要出國。所以，這個研究
生就找小老闆寫推薦信了

• 但是從商請寫推薦信起，一連兩週左右，他發現，這個主要指導教授並
沒有出國 … 請問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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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 非常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能接受 非常能接受 不知道/其他

人數 0 7 6 0 0

https://forms.gle/Fvg8bdGmtyz8KHwa6

請掃描填答或舉手表達感受?



另一個學術場景開獎(按答案)

個人認為 非常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能接受 非常能接受 不知道/其他

嘉O人數 3 5 2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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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D4syaLlMEzEm62Dsg54eUcotvMmnV1Os3WhkNXK3mU/edit


請問，剛才這兩個學術場景是否有雷同之處?
• 相同： • 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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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能接受或是可以接受或是不知道?
• Meeting • 獎學金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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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這個社會具有多元價

• 正因為不會完全相同，所以需要了解各自的成長過程（當中的社會影響
脈絡）相互認識、理解彼此的位置，建立相互尊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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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能接受，意味這就是：利益衝突

• 指導教授跟研究生(學生)之間存在著不對等的權力關係(34中:8020英)
• 成績過與不過

• 知識得或失

• 技術養成或未養成

• 經濟補助或沒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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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hl=zh-TW&lr=lang_zh-TW&as_sdt=0,5&q=%E8%80%81%E5%B8%AB+%E5%AD%B8%E7%94%9F+%22%E4%B8%8D%E5%B0%8D%E7%AD%89%E7%9A%84%E6%AC%8A%E5%8A%9B%E9%97%9C%E4%BF%82%22&btnG=
https://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lr=&q=Student+teacher+%22unequal+power+relationships%22&hl=zh-TW&as_sdt=0,5


我就是這個案例

• 因此，選擇轉學，從中英格蘭的U of Warwick西南英格蘭的
Bristol再威爾斯首府的Cardiff

• 從UK大約前十名的大學前20名的，再前40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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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略)五年註冊三個大學(轉學)拿一個博士學位

1997.10~1998.09 1998.10~1999.09 1999.09~2002.07 三校排名順位

註冊費 6700英鎊 6600英鎊 6400英鎊

註冊學校 U of Warwick U of Bristol Cardiff U

排名 2018 (S99) 8 (10) 17 (2) 37 (36) W10B20C40

2017 8 (13) 24 (21) 35 (25) Same as above (SAA)

2016 7 (7) 15 (10) 31 (32) SAA

2015 7 (6) 18 (8) 23 (28) SAA

2014 8 (3) 15 (13) 35 (25) SAA

2013 6 (6) 11 (9) 36 (22) SAA

2012 8 (4) 11 (16) 37 (22) SAA

2011 7 (2) 16 (8) 41 (25) SAA

2010 6 (3) 16 (5) 36 (23) SAA

2009 5 (4) 16 (2) 37 (26) SAA

2008 (S89) 8 (2) 7 (4) 27 (23) B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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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17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16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14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13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12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11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10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09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y=2008


利益衝突下的正義作為

• 我的新指導老師決定收我之後，我問他
要如何跟我的指導老師們講?

• 他問我：他們是誰？

• 我把名字唸出來以後，他告訴我2句話：
1 “tell them, I am the best to supervise you.”
2 “They are not child(ren).”

• 強勢權力者保護弱勢權力者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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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過程，Senior tutor給予
專業且對等的諮詢參考意見

• 先向系上要求換指導老師，不願意換，來找他，他會去找系任要求更換

• 要轉的話要快，第一年結束，已經升等(upgraded)博士學程，但研究
資料蒐集論文寫作都未正式開始，新指導老師好調整；晚了，就難了

• 未來的論文審查，可能有風險，如果你現在的老師在你的專業領域是有
影響力的人，可能會是你的論文口試委員

• 保護權力弱勢者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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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2017；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arwick, 2017)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ei=TGkEWtzuF4H00ASAk5zADw&q=%22university+of+warwick%22+%22senior+tutor%22&oq=%22university+of+warwick%22+%22senior+tutor%22&gs_l=psy-ab.3..0i30k1.1775.23949.0.24258.12.12.0.0.0.0.84.833.12.12.0....0...1.1.64.psy-ab..0.12.829...0j0i8i30k1.0.3TYm-iwY74A
https://www2.warwick.ac.uk/fac/arts/history/students/undergraduate/keycontacts/seniortutors/
https://www2.warwick.ac.uk/fac/arts/history/students/undergraduate/keycontacts/seniortutors/


我的決定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但是各位可能
不知道的事

• 2001/9/11，在U of Notingham，第一次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的場合，就在紐約、五角大廈遭恐攻後的下午，我跟我老闆坐在校園花
圃旁的椅子，曬著和煦的陽光，他問我要找誰當口試委員?

• 我毫無頭緒，他問我，Peter好不好? 蛤，就是我的舊老闆?!是的
，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內部委員(internal)是我的舊老闆

• 他在我註冊第三個學校的第三年從W轉任到我們人文社會科學院

• 我只問:他會不會以非學術的觀點看我的論文?
• 我老闆說不會，我就說:好
• 事實證明真的不會:今天，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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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例是個充滿利益衝突的學位取得過程

19資料來源：Google, 2017/11/09 18:46 22:27 22:3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52.3813038,-1.5632578,3a,75y,299.44h,107.65t/data=!3m6!1e1!3m4!1sNWpRo_fHVyww9BWjFOkwh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tw/maps/@51.4594444,-2.6064045,3a,67.2y,332.23h,96.95t/data=!3m7!1e1!3m5!1ss-j_kWd4Olk4YhHuyr4c9A!2e0!6s/geo0.ggpht.com/cbk?panoid=s-j_kWd4Olk4YhHuyr4c9A&output=thumbnail&cb_client=search.TACTILE.gps&thumb=2&w=96&h=64&yaw=355.47815&pitch=0&thumbfov=10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tw/maps/@51.4860495,-3.1810422,3a,75y,269.89h,100.98t/data=!3m7!1e1!3m5!1sJuXhuh0bLmQGkNctwiY4sQ!2e0!6s/geo3.ggpht.com/cbk?panoid=JuXhuh0bLmQGkNctwiY4sQ&output=thumbnail&cb_client=search.TACTILE.gps&thumb=2&w=96&h=64&yaw=326.49872&pitch=0&thumbfov=100!7i13312!8i6656


後記：插曲

• 2001/9/11，在U of Notingham，第一次參加學術研討會，三天

• 我的指導老師在第一天知道我為了省錢住青年旅館之後

• 把手中另一位只參加一天就先回去的朋友交付的房間鑰匙拿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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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菜結束了
即將進入研究型的利益衝突

進入掃描填寫的4題簡單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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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就各位的經驗、知識、研究或直覺反應
台灣學術圈關於問卷中的利益衝突反應有何一

致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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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科大開獎
(2021/05/12)

待填 很信任 信任 普通 不信任 很不信任 不知道/
其他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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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SvuzZLtPrZEImxQv2_Bnsf03CNEMhfvr6H6pCCOdcY/edit


嘉藥的結果
(2019/3/30)

待填 很信任 信任 普通 不信任 很不信任 不知道/
其他

第一題 2 21 14 0 0 0

第二題 0 3 17 7 2 0

第三題 0 22 12 0 0 0

第四題 0 6 21 8 0 0

24



輔英的結果
(2017/12/18)

待填 很信任 信任 普通 不信任 很不信任 不知道/
其他

第一題 0 18 23 1 0 0

第二題 0 1 32 10 0 2

第三題 0 21 17 4 0 1

第四題 0 7 23 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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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的結果
(2017/12/18)

待填 很信任 信任 普通 不信任 很不信任 不知道/
其他

第一題 2 15 3 0 00

第二題 0 9 11 0 0 0

第三題 4 13 2 0 0 0

第四題 1 4 12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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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應大結果
(2017/11/06)

待填 很信任 信任 普通 不信任 很不信任 不知道/其他

第一題 0 0 33 19 4 3

第二題 0 32 33 1 0 1

第三題 3 51 9 3 0 0

第四題 2 26 34 1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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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科場結果
(2017/10/13)

待填 很信任 信任 普通 不信任 很不信任 不知道/
其他

第一題 7 10 9 2 1

第二題 1 10 15 4 0 1

第三題 3 8 17 2 0 0

第四題 1 11 14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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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南華場/2017/09/27)

待填 很信任 信任 普通 不信任 很不信任 不知道/
其他

第一題 0 2 27 22 0 0

第二題 0 15 29 3 1 0

第三題 3 37 10 2 0 0

第四題 0 11 27 1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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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有些人太不信任私部門的生醫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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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填寫回覆問卷極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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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技轉組合利益衝突：
自我練習二選一問答或模擬遊戲

問答題：p.34-35  模擬遊戲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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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研究與技轉過程
(2021/05/11)

在技轉公司 很可接
受

可接受 普通 不可 很不可 不知道/其他

創作人或家屬有股票49%以下 1330

創作人或家屬有收入100萬以下 2

擔任有給職董事 3

承辦員或家屬有股票X%以下 1 5

承辦員或家屬有收入X萬以下 5% 3

有?職務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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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開獎吧，今天的技轉組合圖(嘉O)
(2019/03/30)

？年內在技轉公司 很可接
受

可接受 普通 不可 很不可 不知道/其他

創作人或家屬有股票49%以下 5 4 8 6 0 0

創作人或家屬有收入100萬以下 3 3 11 6 0 1

有副總裁 2 8 5 5 1 0

承辦員或家屬有股票X%以下

承辦員或家屬有收入X萬以下

有?職務
34



技轉組合圖(行政院版的上限立場1/2)
(2018/12/05)

一年內在技轉公司 很可接受 可接受 普通 不可 很不可 不知道/其他

創作人或家屬有股票 5%以下

創作人或家屬有收入 15萬以下

有職務 4種

承辦員或家屬有股票 5%以下

承辦員或家屬有收入 15萬以下

有職務 4種

35
4種：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行政院版的上限立場2/2在最後一張投影片)敬請提醒我報告



活動三：自我進階練習表

主持人* 配偶 一親等 二親等 團隊成員*
1. 持股
比例
獲利

1. 任職有給/
無給

負責人
董事
監察人 v
經理人
顧問

1. 採購
1. 合作研究 v
1. 技術移轉 v 36

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團隊成員與企業的關係組合表：有利益衝突嗎？



技轉組合遊戲卡簡介：
自我進階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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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真實的故事：韋立得

• 真實的故事
B肝新藥TAF韋立得韋立得健保價一顆130台幣，等於一個月約4000
台幣(台灣肝炎暨新藥資訊網，2019/5/7)

• 假定的故事
你們是與發明此藥及上市有關的人：創作者、技轉承辦員、創作者家屬
、技轉承辦員家屬、技轉企業

38

https://www.facebook.com/twhepline/posts/2347360255510741/


技轉組合遊戲卡

• 分組：每組5人或以上為原則

• 各組成員分別自選一個以下的角色(每個角色都要有人選)
• 1.3創作者、1.5技轉承辦員、2.1創作者家屬、2.2技轉承辦員家屬、1.6技轉企

業

• 遊戲開始各個角色請相互討論交換意見

• 取得技轉的企業1.6與創作者1.3有後續研究，技轉承辦人1.5、其家屬2.2、以及
創作者家屬2.1可以因此而從1.6獲得多少佔總股數多少比例的股票或多少金額的
收入?或是你可以在這家技轉公司擔任什麼職務?

• 各自填報收入X與(或)職務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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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研究與技轉過程分組協商結果
(2021/05/11)

在技轉公司 1組 2組 3組 4組 5組 6組

創作人或家屬有股票X%以下

創作人或家屬有收入Y萬以下

擔任有給職董事

承辦員或家屬有股票X%以下

承辦員或家屬有收入Y萬以下

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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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組合圖(行政院版的上限立場)
(2018/12/05)

一年內在技轉公司 可以

創作人或家屬有股票 5%以下

創作人或家屬有收入 15萬以下

有職務 4種

承辦員或家屬有股票 5%以下

承辦員或家屬有收入 15萬以下

有職務 4種

41
4種：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1.1資助單位：資助單位(01~N)

1.2執行單位：執行研發單位 (01~N)

1.4成果：執行研發單位(01~N)創作
者(01~N) 的成果 (01~N)

1.6接受技轉企業：接受創
作者(01~N) 成果(01~N)

的技轉企業 (01~N)

1.5技轉承辦員：執行研發
單位(01~N) 創作者(01~N)
成果(01~N)技轉的承辦員

(01~N)

技轉組合遊戲卡角色：請注意五個有藍色框的
說明

2.1創作者或其家屬：執行
研發單位(01~N)創作者(0
1~N)或其家屬(01~N)親等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執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
者(01~N)成果(01~N)之技
轉承辦員 (01~N)或其家屬

(01~N)親等

1.3創作者：執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者 (01~N)

2020-11-11 20:36中央社 台北11日電

2019-10-03 19:21聯合報 記者楊雅棠

工商時報 名家廣場

https://www.sigure.tw/learn-
japanese/vocabulary/n5/02-
noun-family.php

收入X或職務Y

文/ Ray Jhang
企劃執行/ Natasha Liu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5007600
http://www.ntpcbio.org.tw/2019/10/04/%E5%8F%B0%E6%97%A5%E9%86%AB%E8%97%A5%E4%BA%A4%E6%B5%81%E9%87%8D%E5%A4%A7%E6%88%90%E6%9E%9C-%E9%A3%9F%E8%97%A5%E7%BD%B2%E5%AE%8C%E6%88%90%E5%85%B1%E5%90%8C%E6%96%B0%E8%97%A5%E5%AF%A9%E6%9F%A5%E5%90%88/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wNDc=
https://view.ctee.com.tw/author/famous-group
https://www.sigure.tw/learn-japanese/vocabulary/n5/02-noun-family.php
https://geneonline.news/index.php/2020/07/22/global-trends-in-biotech-industry/


技轉組合遊戲卡行為：每個人選角色
填報收入X與(或)職務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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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創作者或其家屬的收入：執
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者

(01~N)或其家屬(01~N)親等1
年內獲得來自該創作者成果

(01~N)所技轉的企業(01~N)的
收入或股票(X萬或%)

2.1.2創作者或其家屬的職務：執
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者

(01~N)或其家屬(01~N)親等在
該創作者成果(01~N)所技轉的企

業(01~N)擔任職務Y

2.2.1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的收入：
執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者(01~N)
成果(01~N)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01~N)親等1年內獲得來自該創作者
成果(01~N)所技轉的企業(01~N)的

收入或股票(X萬或%)

2.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的職務：
執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者(01~N)

成果01~N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01~N)親等在該創作者成果(01~N)
所技轉的企業(01~N)擔任職務Y



技轉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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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資助單位：資助
單位(01~N)

1.2執行單位：執行研
發單位 (01~N)

1.3創作者：執行
研發單位 (01~N)
創作者 (01~N)

1.4成果：執行研發單位(01~N)
創作者(01~N) 的成果 (01~N)

1.6接受技轉企業：接受創作者(01~N) 
成果(01~N)的技轉企業 (01~N)

1.5技轉承辦員：
執行研發單位

(01~N) 創作者
(01~N)成果

(01~N)技轉的承
辦員 (01~N)

2.1創作者或其家
屬：執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者
(01~N)或其家屬

(01~N)親等

2.1.1創作者或其
家屬的收入：執
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者
(01~N)或其家屬
(01~N)親等1年
內獲得來自該創
作者成果(01~N)
所技轉的企業

(01~N)的收入或
股票(X萬或%)

2.2.1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的收
入：執行研發單位 (01~N)創
作者(01~N)成果(01~N)技轉
承辦員或其家屬(01~N)親等1
年內獲得來自該創作者成果

(01~N)所技轉的企業(01~N)
的收入或股票(X萬或%)

2.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的職務：執行研發單位

(01~N)創作者(01~N)成
果01~N技轉承辦員或其家
屬(01~N)親等在該創作者
成果(01~N)所技轉的企業

(01~N)擔任職務X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執行研
發單位 (01~N)創
作者(01~N)或其家
屬(01~N)親等在該
創作者成果(01~N)

所技轉的企業
(01~N)擔任職務X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執行研發單位 (01~N)創
作者(01~N)成果(01~N)
之技轉承辦員 (01~N)或

其家屬(01~N)親等



以上活動顯示的是
• 在場各位對技術移轉與利益衝突的價值立場選擇

• 要仔細研判對照自己認為可以的價值立場跟現行法規允許的價值立場有
何具體差異

• 也是今天這場的效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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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人認識的科技研究學術
倫理的看法概況作為反思台灣

現況的基礎
子題一：(含調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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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第二題的結果與全國調查結果比對

36%

47

7.4%
信任者的移動:將近一半 資料來源:劉宏恩，2013: 4

第一題

第二題



各位的看法與全國調查的看法一致性&
這些數字變化的意義

• 全國調查

• 不信任藥廠研究結論的：36%

• 不信任大學/政府研究機構研究
結論的：7.6%

• 信任位移往政府機構移動

• 今日調查

• 不信任藥廠研究結論的：Yy%

• 不信任大學/政府研究機構研究結論
的：XX%

• 信任位移預期如此

• 南台兩個班+成大一個班+中華醫事社
群+南華~澎科大今日倫理社群皆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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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認為或擔心與今天的調查相似

• 特定藥廠的科學研究客觀性會因為研究機構與該藥廠的投資股份關係而
改變（變壞）

• 而根據前面的現場調查顯示，各位似乎也有這樣的擔心吧？

49



有一群做癌症相關醣類用於癌症檢測及疫苗
設計的國家級研究人員(Globo H)

• 請問您信不信任他們的研究結果？

• 很信任

• 信任

• 普通

• 不信任

• 很不信任

• 不知道／其他

(註：請計算比例)

50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wu-chung-yi-


有一群做癌症相關醣類用於癌症檢測及疫苗設計
的國家級研究人員，他們的技術已經移轉給Ａ生
技公司，同時也與此公司進行後續的臨床研究

• 請問您信不信任他們的研究結果？

• 很信任

• 信任

• 普通

• 不信任

• 很不信任

• 不知道／其他

(註：請計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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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輿論對台灣學術案
例的學術倫理看法

子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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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極短篇的結果
台灣社會關注那些研究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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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極短篇的結果
台灣社會關注那些研究倫理議題?

• 學術上的造假?
• 科學研究的客觀公正?
• 商業等利益影響科學研究的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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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事件簿:倫理相關議題
2010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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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1/4)

• 商業等利益影響科
學研究的客觀公正?
約有 66 項結果
354項(210301)
222項(210511)

2010/06被偵訊
2011/03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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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9%99%B3%E5%9E%A3%E5%B4%87+%E4%B8%96%E5%9F%BA&source=lnms&tbm=nws&sa=X&ved=0ahUKEwjL55iziY7WAhVGoZQKHY9oC0gQ_AUICygC&biw=1366&bih=662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biw=1366&bih=569&tbm=nws&sxsrf=ALeKk01-rM4MO2wDNlV-02Lv79Zo-Lxd0g:1614569279976&ei=P188YK2ZO72Rr7wPj7uWoAs&q=%E9%99%B3%E5%9E%A3%E5%B4%87+%E4%B8%96%E5%9F%BA&oq=%E9%99%B3%E5%9E%A3%E5%B4%87+%E4%B8%96%E5%9F%BA&gs_l=psy-ab.3...0.0.0.42599.0.0.0.0.0.0.0.0..0.0....0...1c..64.psy-ab..0.0.0....0.bGDTfN5gOEE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biw=1366&bih=569&tbm=nws&sxsrf=ALeKk01-rM4MO2wDNlV-02Lv79Zo-Lxd0g:1614569279976&ei=P188YK2ZO72Rr7wPj7uWoAs&q=%E9%99%B3%E5%9E%A3%E5%B4%87+%E4%B8%96%E5%9F%BA&oq=%E9%99%B3%E5%9E%A3%E5%B4%87+%E4%B8%96%E5%9F%BA&gs_l=psy-ab.3...0.0.0.42599.0.0.0.0.0.0.0.0..0.0....0...1c..64.psy-ab..0.0.0....0.bGDTfN5gOEE


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2/4)

• 商業等利益影響科學研究的客觀公正?
約有 7,390 項結果
 3,330 項(210301)
 3,820 項(210511)

2016/02被爆持股
2017/01被起訴
2019/01/21無罪確定(檢方不上訴)
2019/04/03監察院送公懲會申誡
2019/07/18不服提再審被駁回
2021/01/14再提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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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366&bih=662&tbm=nws&q=%E7%BF%81%E5%95%9F%E6%83%A0++%E6%B5%A9%E9%BC%8E&oq=%E7%BF%81%E5%95%9F%E6%83%A0++%E6%B5%A9%E9%BC%8E&gs_l=psy-ab.3...913915.921096.0.922247.4.4.0.0.0.0.65.217.4.4.0....0...1.1.64.psy-ab..0.0.0.qPFzu2U-Bco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22%E7%BF%81%E5%95%9F%E6%83%A0%22++%22%E6%B5%A9%E9%BC%8E%22&safe=off&sxsrf=ALeKk030ZCnjWOkq144-c1tS__Kf8t2qUQ:1614569172999&source=lnms&tbm=nws&sa=X&ved=2ahUKEwjshZbwko7vAhUdK6YKHaExC_YQ_AUoAXoECAMQAw&biw=1366&bih=569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22%E7%BF%81%E5%95%9F%E6%83%A0%22++%22%E6%B5%A9%E9%BC%8E%22&safe=off&sxsrf=ALeKk030ZCnjWOkq144-c1tS__Kf8t2qUQ:1614569172999&source=lnms&tbm=nws&sa=X&ved=2ahUKEwjshZbwko7vAhUdK6YKHaExC_YQ_AUoAXoECAMQAw&biw=1366&bih=569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1215004.aspx


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3/4)

• 學術造假的新聞報導
約有 2,510 項結果
 841項(210301)

2016/11 PubPeer
踢爆
2017/03停權追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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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8%AB%96%E6%96%87%E9%80%A0%E5%81%87+%E9%83%AD%E6%98%8E%E8%89%AF&source=lnms&tbm=nws&sa=X&ved=0ahUKEwjG_Kvwjo7WAhXFfrwKHUKTDHAQ_AUICigB&biw=1366&bih=662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8%AB%96%E6%96%87%E9%80%A0%E5%81%87+%E9%83%AD%E6%98%8E%E8%89%AF&source=lnms&tbm=nws&sa=X&ved=0ahUKEwjG_Kvwjo7WAhXFfrwKHUKTDHAQ_AUICigB&biw=1366&bih=662


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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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造假的新聞報導
跳升至 11,600 項
227項(210301)

2018/04美國俄亥俄
州立大學學生報「明
燈」（Lantern）報
導

• 2017/12 左右辭職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biw=1517&bih=653&tbm=nws&ei=HWrZWrirLIas0ATk5p2oCA&q=%22%E9%99%B3%E6%85%B6%E5%A3%AB%22+%22%E9%80%A0%E5%81%87%22&oq=%22%E9%99%B3%E6%85%B6%E5%A3%AB%22+%22%E9%80%A0%E5%81%87%22&gs_l=psy-ab.3...3787.8425.0.8884.4.4.0.0.0.0.125.312.2j2.4.0....0...1c.1.64.psy-ab..0.3.270...0.0.dWvFyc-_tEc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biw=1517&bih=653&tbm=nws&ei=HWrZWrirLIas0ATk5p2oCA&q=%22%E9%99%B3%E6%85%B6%E5%A3%AB%22+%22%E9%80%A0%E5%81%87%22&oq=%22%E9%99%B3%E6%85%B6%E5%A3%AB%22+%22%E9%80%A0%E5%81%87%22&gs_l=psy-ab.3...3787.8425.0.8884.4.4.0.0.0.0.125.312.2j2.4.0....0...1c.1.64.psy-ab..0.3.270...0.0.dWvFyc-_tEc


GOOGLE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的意義：
社會與司法高度關注商業與學術間的利益衝突

學術倫理 類型 媒體關注度 司法結果 問卷關注程度

陳垣崇/世基案 商業利益(入股/採購) 66354(低) 不起訴 高V(講者事前預測)

翁啟惠/浩鼎案 商業利益(股票) 7,3903330
(極高)

起訴無罪、不上訴 高V(講者事前預測)

郭明良/造假案 學術利益(論文出版) 2,510(高)
841

無(停權10年追回154萬) 未知

陳慶士/造假案 商業?學術? 11,600
227 (破錶)

公開爆發前已辭職 未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google 新聞，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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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新聞，2018/11/26約有 193 項結果 (搜尋時間：0.29 秒)；

約有 5,530 項結果 (搜尋時間：0.45 秒)；
約有 1,350 項結果 (搜尋時間：0.26 秒) ；
約有 460 項結果 (搜尋時間：0.20 秒)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rlz=1C2CHZL_zh-TWTW721TW722&biw=1366&bih=608&tbm=nws&ei=JNv7W-CSEY6O8gXZs5SoBg&q=%E9%99%B3%E5%9E%A3%E5%B4%87+%E4%B8%96%E5%9F%BA&oq=%E9%99%B3%E5%9E%A3%E5%B4%87+%E4%B8%96%E5%9F%BA&gs_l=psy-ab.3...2985.9583.0.10322.0.0.0.0.0.0.0.0..0.0....0...1c.1j2j4.64.psy-ab..0.0.0....0.99PjSFSJkjE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rlz=1C2CHZL_zh-TWTW721TW722&biw=1366&bih=608&tbm=nws&ei=utv7W6afNs7M8wWx9qXQCQ&q=%E7%BF%81%E5%95%9F%E6%83%A0+%E6%B5%A9%E9%BC%8E&oq=%E7%BF%81%E5%95%9F%E6%83%A0+%E6%B5%A9%E9%BC%8E&gs_l=psy-ab.12...0.0.0.54601.0.0.0.0.0.0.0.0..0.0....0...1c..64.psy-ab..0.0.0....0.YvhlMT3L3Ps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rlz=1C2CHZL_zh-TWTW721TW722&tbm=nws&q=%E9%83%AD%E6%98%8E%E8%89%AF+%E9%80%A0%E5%81%87&spell=1&sa=X&ved=0ahUKEwjNrqy1_fHeAhUDurwKHTUwBbsQBQgkKAA&biw=1366&bih=608&dpr=1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rlz=1C1CHZL_zh-TWTW721TW722&biw=1366&bih=608&tbm=nws&ei=3N37W8KzJMf58QWB3Y2ACQ&q=%E9%99%B3%E6%85%B6%E5%A3%AB+%E9%80%A0%E5%81%87&oq=%E9%99%B3%E6%85%B6%E5%A3%AB+%E9%80%A0%E5%81%87&gs_l=psy-ab.3...3210.9077.0.9918.0.0.0.0.0.0.0.0..0.0....0...1c.1.64.psy-ab..0.0.0....0.f2aP82dNx2I


面對上述事件，要如何處理較合理恰當?

不擔心的／信任的那一群 擔心的／不信任的那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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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屬於

不擔心的／信任的那一群

• 恭喜你，可以高枕無憂，對這些技
術移轉後，仍繼續與這類公司從事
後續相關研究的科學家，毋須煩惱
要怎麼設計或進行任何必要的利益
衝突管制(在下預期可能已有完善
制度；也可能是經驗上不認為需要
管制；也可能是沒遇過或想過等)

擔心的／不信任的那一群

• 哦！那你要煩惱怎麼對這群人進
行必要的利益衝突管制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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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四個案例都是倫理議題:
是商業與學術利益衝突，也是科學客觀公正議題

學術倫理 利益衝突類型 影響

陳垣崇/世基案 學術與商業利益 科學知識公正客觀

翁啟惠/浩鼎案 學術與商業利益 同上

郭明良/作假案 學術利益 同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google 新聞，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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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關注的是



問題交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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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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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利益衝突?也就是的定義是?

• 我們來大學(任職)的第一優先任務是甚麼?方便的話，可以想想或交換
意見或直接說

66



利益衝突

• 當各位在大學(任職)的第一優先任務與其他任務的優先性有衝突時(含以
前、現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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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利益衝突?也就是定義?

• 有人認為利益衝突是：「組織理事會成員個人或專業的關注
，影響他/她將組織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的能力」[1]
[1] Michael Davis, Conflict of interest?,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Journal,1(4): 17-27 (1982).

• 簡言之: 把個人利益放在組織利益之前就是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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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的定義

• 也有人認為利益衝突是：「對他人具有責任（包括專業責任
）者，可能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受涉及自身利益的財務或個
人因素影響的處境。」有這種處境的科學家，其科學工作變
不公正的機會增加[1]
[1] Kenneth J. Rothman,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New 
McCarthyism in Science, 269: 21 JAMA. 2782, 2782-2784 
(1993).

• 簡言之:專業責任因其他利益而故意或非故意地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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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的定義

• 有的人將利益衝突定義為：「對於主要利益的專業判斷(例如
病人的福祉或研究的有效性)傾向受次要利益(例如個人的財務
收入)影響的一組條件」，其中次要利益不必然全部來自與職
務無關的個人利益，相反地，通常是源自執行職務本身相伴
而來，被期待與可求的必要利益，例如薪資、休假等[1]
[1] Dennis F. Thompson,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329 N Engl J Med. 573, 573-576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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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想一下前面涉及商業利益的兩案例
正是利益衝突

學術倫理 類型 問卷關注程度

陳垣崇/世基案 商業利益(入股/採購) 高V
翁啟惠/浩鼎案 商業利益(股票) 高V
郭明良/作假案 學術利益(論文出版) 未知

(資料來源：google 新聞，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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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醫界有感嗎?
第一個案例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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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因科技的前景有關，前景是



基因科技的前景之一是

「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2009「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發展」2015

http://www.biopharm.org.tw/information_content.php?li=5
http://www.slideshare.net/releaseey/ss-52028853


為此所鋪設的法制到道路是

•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2007/6/15)一週完成三讀(0608~0614)
• 重點條文

• 第十條 (鼓勵政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技術移轉)
機構同意，得持有公司創立時10%以上之股權…任創辦人、董事或科
技諮詢委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 第十一條 (加強產官學研合作)
機構同意下，得擔任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諮詢委員或顧問。

http://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476AEAEC39000000000000000001E000000005FFFFFD%5e02814096061500%5e00048001001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尚未通過之際，其家人
即投資世基，他個人亦擔任技術顧

(資料來源：採訪整理 記者黃文奇／製表，2015)

資利來源：蘋果日報，201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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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6677/993548-%E4%B8%96%E5%9F%BA%E6%8B%9A%E8%BD%89%E5%9E%8B-%E8%BF%8E%E5%9F%BA%E5%9B%A0%E6%AA%A2%E6%B8%AC%E6%99%82%E4%BB%A3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00623/32607029/


台灣政府的最終反應是？

• 司法面？ • 立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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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的最終反應是：協商通過
• 司法面

• 立法面2011/11/25修法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６條第３項

•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
用，應依公平及效益原
則．．．就其目的、要件、期
限、範圍．．．登記、管理、
收益分配、迴避及其相關資訊
之揭露

• ．．．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由行政院統籌規劃訂定；各主
管機關並得訂定相關法規命令
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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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s.ly.gov.tw/lgcgi/lypdftxt?10008102;0223;0223&10008102;0225;0226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bb9202800202100000000010D000000%5e113003c6f7063c61336262272532129c2f6f7e34e666338e366776d377624e66633%5e-300020000A00000000DBD60ad4f


台灣有個犀利的科學家最中肯的反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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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innamon.com.tw/ckchou/?p=647


問題交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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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醫界有感嗎?
組織的因應概況:中研院對兩案例的後續反應？
• 不動如山?

• 制定規範？

81



約9個月後，中研院制定規範了：
2012/08/14重要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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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之前關於二親等揭露的設計問題：
中研院已有法律根據的內部看法

• 2006年，原始的《中研
院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草案》有提到關於［關係
人］的定義

83

http://www.sinica.edu.tw/as/statute/doc/diptt/diptt-6.pdf


2012之前關於二親等揭露的設計問題：
中研院內部已有的具體法律依據與看法

• 中研院人事室對這個法律概念的理解

84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5%85%AC%E8%81%B7%E4%BA%BA%E5%93%A1%EF%A7%9D%EF%A8%97%E8%A1%9D%E7%AA%81%E8%BF%B4%E9%81%BF%E6%B3%95+%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8%A6%AA%E7%AD%89&oq=%E5%85%AC%E8%81%B7%E4%BA%BA%E5%93%A1%EF%A7%9D%EF%A8%97%E8%A1%9D%E7%AA%81%E8%BF%B4%E9%81%BF%E6%B3%95+%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8%A6%AA%E7%AD%89&gs_l=serp.3...13210.25379.0.26379.20.13.7.0.0.0.158.634.11j1.12.0....0...1c.1.64.serp..1.0.0.ykP9Ldhyfi0
http://hro.sinica.edu.tw/acoi/4657.pdf


以上的規範有何效果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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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之一：有證據地開啟社會逼近與凝視中
研院產學合作關係的利益衝突規範的適當性

• 2016年浩鼎案(極高的媒體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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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鼎案對台灣社會的啟示之一就是如何以適
當的利益衝突管制機制維持研究的客觀性

• 參與的研究人
員是否需要正
式公開他與這
家技轉公司的
關係？
財務／投資
／聘用等

87

2010年

2011年



浩鼎案對台灣社會的啟示之一就是如何以適
當的利益衝突管制機制維持研究的客觀性

• 其他參與的研
究人員，是否
也需要正式公
開與這家技轉
公司的關係？
財務／投資／
聘用

88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wu-chung-yi-


技轉後，持續從事相關合作研究或在技轉公
司兼職的狀況不只發生在浩鼎，還有…

• 吳宗益案例技術諮議委員(2016)副總經理(2019)+中研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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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chopharma.com/company.php?CompanyNo=5

https://www.chopharma.com/company.php?CompanyNo=5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wu-chung-yi-
https://www.gbimonthly.com/2019/03/41461/
https://www.chopharma.com/company.php?CompanyNo=5


所以，浩鼎案中，誰是必須要自我揭露的人？

90

被判申誡提再審翁啟惠：名譽是我的第二生命| 政治| 新頭殼 ...
• 創作發明人(翁啟惠或其他參與研究者)？

• 技術移轉承辦人（包含決行人）？

資料來源：新頭殼newtalk | 王婕 綜合報導，2019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7-04/268458 

http://www.sinica.edu.tw/as/statute/doc/diptt/diptt-6.pdf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7-04/268458


公懲會的依據是司法判決
無罪認定的理由(4)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6年度矚重訴字第1號被告翁啟惠等違反貪污治罪條
例案件判決結果，本院說明如下：

• 三、判決理由說明：…（4）被告翁啟惠案發時身為中研院院長，未如
實揭露以女兒翁郁琇名義持有3000張浩鼎公司股票之事實，

並發布新聞稿強調或形塑自己從未持有任何上市、上櫃及未上市生技

公司股票之形象，此舉雖已嚴重影響民眾對其個人及政府施政作為之信
賴，然其未誠實申報其依法應申報之財產內容之行為，僅屬違反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自應由該管行政主管機關依其權責處理，尚不得
僅因股票買賣係以借名登記方式為之，即遽認此借名登記在他人名下之
股票為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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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400573


台灣浩鼎案中，誰是要揭露的人？

• 2012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 技術轉移，Global H的酵素才有要做利益衝突的揭露

• 翁院長的判斷．．．他的創作代表人是另外一位技術人員，委辦是技轉處、決
行是管理委員會、簽約是副院長，所以他完全沒有參與執行技術轉移的業務
(馮紹恩，2016/4/20)
• 只限制在技術移轉這件事

• 創作人還可以由另一個人代表

• 而且不包含執行後續相關的研究計畫
92

http://www.sinica.edu.tw/as/statute/doc/diptt/diptt-6.pdf
https://kairos.news/author/editorfeng
https://kairos.news/34158


顯然，中研院的規定

• 透過制定《中研院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縮小創作人範圍，

還可以指定代理，相互矛盾：意思是有機會由非主要創作者擔任技轉申
請的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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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ica.edu.tw/as/statute/doc/diptt/diptt-6.pdf


【揭露二等親都要】．．．但事實是．．．

94

監察院，2017，【中央研究院前院長…監察委員…要求…強化內控機制】

．．．怎麼可能？問題在2012~2013年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213&s=8101


2013/01/04二親等的問題:子女不是二親等，
真不必揭露？

95
[PDF]研院科技移轉利益揭露表 - 中央研究院 往事只能回味

已被下架找不到了

http://proj1.sinica.edu.tw/%7Eip/pubfile/disclosure1.pdf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zgezuqJDWAhUMzLwKHWV0C6oQFggpMAE&url=http://proj1.sinica.edu.tw/%7Eip/pubfile/disclosure1.pdf&usg=AFQjCNEtffvI9fKyH9RxtGVSDMrUPetDPw


關於二親等揭露的設計問題：
不符中研院內部討論的歷史脈絡

• 2006年，原始的《中研
院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草案》有提到關於［關係
人］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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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ica.edu.tw/as/statute/doc/diptt/diptt-6.pdf


關於二親等揭露的設計問題：不符中研院內
部討論的歷史脈絡

• 在2013年制訂的利益衝突迴避申請表，違背原草案立法的目的；也違
背中研院人事室對這個法律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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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5%85%AC%E8%81%B7%E4%BA%BA%E5%93%A1%EF%A7%9D%EF%A8%97%E8%A1%9D%E7%AA%81%E8%BF%B4%E9%81%BF%E6%B3%95+%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8%A6%AA%E7%AD%89&oq=%E5%85%AC%E8%81%B7%E4%BA%BA%E5%93%A1%EF%A7%9D%EF%A8%97%E8%A1%9D%E7%AA%81%E8%BF%B4%E9%81%BF%E6%B3%95+%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8%A6%AA%E7%AD%89&gs_l=serp.3...13210.25379.0.26379.20.13.7.0.0.0.158.634.11j1.12.0....0...1c.1.64.serp..1.0.0.ykP9Ldhyfi0
http://hro.sinica.edu.tw/acoi/4657.pdf


2016-04-15中研院研究員連署聲明：
與前述歷史脈絡一致

• 三、本院「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中訂有「二等
親以內」之揭露規定，但在．．．揭露表」卻．．．遺漏含子女婿媳在
內的一等親．．．顯然不符母法．．．亦違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此揭露表．．．恐已為部分學術機構所共同採用，有嚴重之法律
後果。本院應從速查明致誤緣由，更正錯誤例示，核定之主管亦應承擔
責任。（風傳媒報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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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orm.mg/article/103734


最新的揭露表(2018~2020版)
重大改變(草案)：2年後 子女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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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inica.edu.tw/downloadFile_m.php?file=0001k8.pdf&_downloadName=ds-18.pdf
https://www.sinica.edu.tw/downloadFile_m.php?file=0001fg.pdf&_downloadName=report_1061030.pdf


關於新的揭露表似乎再次呈現：
事實在先跑(副總經理2019)、規範在後追(2020)

100

(中央研究院，2020a，利益衝突管理揭露表；2020b)

https://www.gbimonthly.com/2019/03/41461/
https://iptt.sinica.edu.tw/pdf?file=/uploads/website/16/data_file/file/5251/1090130-%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5%88%A9%E7%9B%8A%E6%8F%AD%E9%9C%B2%E8%A1%A8-1.pdf#page=1&zoom=auto,-107,848
https://dla.sinica.edu.tw/uploads/website/13/data_file/file/7551/%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5%88%A9%E7%9B%8A%E8%A1%9D%E7%AA%81%E7%AE%A1%E7%90%86%E6%8F%AD%E9%9C%B2%E8%A1%A8_%E8%88%87%E7%A7%81%E9%83%A8%E9%96%80%E7%9B%B8%E9%97%9C%E6%A1%88%E4%BB%B6__1090722.docx
https://iptt.sinica.edu.tw/pdf?file=/uploads/website/16/data_file/file/5251/1090130-%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5%88%A9%E7%9B%8A%E6%8F%AD%E9%9C%B2%E8%A1%A8-1.pdf#page=1&zoom=auto,-107,848
https://dla.sinica.edu.tw/uploads/website/13/data_file/file/7551/%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5%88%A9%E7%9B%8A%E8%A1%9D%E7%AA%81%E7%AE%A1%E7%90%86%E6%8F%AD%E9%9C%B2%E8%A1%A8_%E8%88%87%E7%A7%81%E9%83%A8%E9%96%80%E7%9B%B8%E9%97%9C%E6%A1%88%E4%BB%B6__1090722.docx


關於新的揭露表再次呈現：
事實在先跑(副總經理2019)、規範在後追

• 1.人員變動別（請輸入發言人、代理發言人、重要營運主管、財務
主管、會計主管、研發主管或內部稽核主管）:研發主管

• 2.發生變動日期:108/03/07
• 3.舊任者姓名、級職及簡歷:無
• 4.新任者姓名、級職及簡歷:吳宗益/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究

員

• 5.異動情形（請輸入「辭職」、「職務調整」、「資遣」、「退休
」、「死亡」或「新任」）:新任

• 6.異動原因:因應本公司研發專業分工，借調技轉技術主要發明人之
一吳宗益研究員擔任研發部執行副總。

• 7.生效日期:108/03/07
• 8.新任者聯絡電話:02-2655-8059

• 9.其他應敘明事項:
• (1)本公司民國102年由中研院技轉以翁啟惠特聘研

究員及吳宗益研究員為主要發明人之17項有關醣蛋
白、醣疫苗、醣晶片、醣探針等系列產品專利後，即
致力於將創新醣類平台技術，應用於新藥開發及與醣
類相關疾病的治療和檢測。嗣後與中研院進行技轉後
續的銜接與研發，累積至今已從中研院技轉超過30
項醣分子相關技術專利。

• (2)本公司願景是成為國際領先的醣分子生技製藥公
司，並藉由創新研發與專業技術的精進，開發高療效
低副作用的新藥以及精確的疾病早期檢測產品。為加
速技轉技術之開發與發揚光大，借調中研院醣分子領
域資深專家吳宗益研究員來帶領研發，將這些技轉技
術持續發展。

101環球生技月刊，2019，公司異動 › 醣基(6586)董事會任命研發部執行副總經理吳宗益(中研院研究員)

https://www.gbimonthly.com/2019/03/41461/
https://www.gbimonthly.com/2019/03/41461/


為何如此發生？

• 主因之一：與母法空泛的授權立法設計有關

• 主因之二：濫用法律授權的概念、學術倫理的價值與自由的觀念

102



台灣規範利益衝突管制機制的機制有回應維
持技轉與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嗎？

似有(2006-2012)
•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６條第３項

•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應依公平
及效益原則．．．就其目的、要件、期限、
範圍．．．登記、管理、收益分配、迴避及
其相關資訊之揭露

• ．．．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統
籌規劃訂定；各主管機關並得訂定相關法規
命令施行之。

若無(2013)
• 只針對成果移轉的登記、管理、收益分配要

進行迴避揭露，也就是財物部分

• 揭露時機並不是針對科學研究的公正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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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鼎案前《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的法規設計
：授權立法的利益衝突關係揭露迴避機制(虛避)

104

技轉組合圖

1.1資助單位：

1.2執行單位：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

1.5技轉
承辦員：
沒規定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沒規定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沒規定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沒規定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沒規定

2.1.2創作者或其家屬
的職務：沒規定

2.2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

沒規定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沒規定

2012/06《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沒具體規定浩鼎案前

2012/08中研院制定利益衝突迴避原則(自訂)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105

公開示警新政府: 法制未爆彈(2016/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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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示警新政府: 法制未爆彈

利益衝突揭露管制制度，史丹福大學甚至在2011年，對違反規定的5位醫學院學者採取制裁行動。



7.5年間：兩大案例、輿論以及學術研究提醒揭露

2018/01/05 正式出現國家級的基本實體規範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107

5.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五日行政院院臺科字第 1060040507 號令修正
發布全文 2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4.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一日行政院院臺科字第 1010131156 號令修
正發布第 1、3、5、10 條條文

3.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二日行政院院臺科字第 0950080312 號令修正
發布全文 1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1
2 3

5
6

7

4

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6003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H0160037


中研院新修訂版本雖可接受，但不滿意：
未顯現修改版本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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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是修訂版
卻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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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5 國家級的基本實體規範
運作圖解



浩鼎案後2018《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利益衝突關係揭露迴避機制：主動管理

110

技轉組合圖

1.1資助單位：

1.2執行單位：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

A訂約

B建置研發成果
管理機制

具體化圖示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利益衝突關係揭
露迴避之機制(含主動管理細部)

111

技轉組合關係圖

1.2執行單位：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

B建置研發成果管
理機制：專責單位

a受理資訊申報、b審議利益衝突迴避、c公告揭露資訊等程序。利益衝突迴避、
資訊揭露管理：

一、指定管理單位；二、維護管理；三、運用管理；
五、文件保管；六、會計處理；七、股權處分管理

二、應向受理單位主動揭露或自行迴避之態樣及要
件；三、審議會議(組成、基準及程序)；四、違反
事項之處置；五、資訊公告方式與範圍(含內、外
部通報)；六、教育訓練；七、其他管理措施。

具體化圖示0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創作者與承辦人主動啟動揭露或迴避機制

112

技轉組合關係圖

1.2執行單位：
a受理資訊申報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
含審議案件

B建置研發成果管
理機制：專責單位

1.1
資助
單位：
處分

三、審議會議(組成、
基準及程序)： b審議
利益衝突迴避

五、資訊公告方式與範圍
c公告揭露資訊等程序

二、主動揭露或自行迴避態樣或條件
四、違反事項
之處置(含內、
外部通報) 

具體化圖示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2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外部啟動(被動)揭露或迴避機制

113

技轉組合關係圖

1.2執行單位：
a受理資訊申報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
含審議案件

B建置研發成果管
理機制：專責單位

二、被動揭露或迴
避態樣或條件明確

1.1
資助
單位：
處分

五、資訊公告方式與範圍
c公告揭露資訊等程序

四、違反事項
之處置(含內、
外部通報) 

三、審議會議(組成、
基準及程序)： b審議
利益衝突迴避

具體化圖示0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2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有疑義時被動揭露或迴避機制

114

技轉組合關係圖

1.2執行單位：
a受理資訊申報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
含審議案件

B建置研發成果管
理機制：專責單位

二、主、被動
揭露或迴避態
樣或條件疑義

1.1
資助
單位：
處分

五、資訊公告方式與範圍
c公告揭露資訊等程序

四、違反事項
之處置(含內、
外部通報) 

三、審議會議(組成、
基準及程序)： b審議
利益衝突迴避

具體化圖示0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2


兩大案例、輿論以及學術研究的貢獻

2018/01/05 正式出現國家級的基本實體規範

具體文字摘要表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四次修正(全部22條)

1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60037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利益的定義
2018/05 2011/07 科技部 2011/12

修基本法的年代
2012/06
行政院

2018/01
行政院

利益的定義
新增4 X 第二條第五項 X 新增［4種財產利益］

有架構與部分內容 利益揭露迴避機制 有架構無內容 有架構補內容
同右 第4條第1款

專任主管；餘同行政院2018/01
第 5 條第三項(舊)

第 5 條第三項(新)

專責單位管理 指定管理單位專兼任或
任務編組或委託代管(未
提專任主管)

同右 第2款同2018/01 維護管理 維護及其終止+定期盤點
同右 第3款同2018/01 運用管理 授權、讓與等之作業流

程
同右 第4款設專責單位 迴避、資訊揭露，包括目的、適

用對象、適用範圍、應申報或揭
露事項、審議程序及通報機制

受理資訊申報、審議利
益衝突迴避、公告揭露
資訊等程序

同右 第5款同2018/01 會計處理 單獨列帳
第5款 於第4款 Ｘ 文件保管保密措施
第7款 Ｘ Ｘ 股權處分管理：建立處

分相關評估程序

116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行政院制訂

《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科技部制定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3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OldVer.aspx?Pcode=H0160037&LNNDATE=20120611&LSER=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迴避揭露機制細緻化1
2018/05 2011/07

科技部
2011/12
修基本法的年代

2012/06
行政院

2018/01
行政院

同政院 迴避揭露機制細緻化1
第5條 Ｘ 第 6 條 (全新增) Ｘ 受理單位
第2款 Ｘ 第2款 Ｘ 主動揭露或自行迴避之態樣

及要件
第3款 Ｘ 第3款 Ｘ 審議會議之組成、審議基準

及作業程序
第4款 Ｘ 第4款 Ｘ 違反應行之處置
第5款 Ｘ 第5款 Ｘ 相關資訊之公告
第6款 Ｘ 第6款 Ｘ 教育訓練
第7款 Ｘ 第7款 Ｘ 其他管理措施

1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6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迴避機制細緻化2

2018/05 2011/07
科技部

2011/12
修基本法的年代

2012/06
行政院

2018/01
行政院

同政院 揭露機制細緻化2： 利益關係樣態或要件最低範圍＋主動揭露

第7條 Ｘ 第 8 條創作人與擬授權或讓與研發
成果之營利事業間：

Ｘ 財物利益：
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15萬元以上之
財產上利益，或持5%以上之股權

第2款 Ｘ 第2款 Ｘ 非財物利益：
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
女或兄弟姊妹：擔任該營利事業負責人、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1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迴避機制細緻化3

2018/05 2011/07
科技部

2011/12
修基本法的年代

2012/06
行政院

2018/01
行政院

同政院 迴避機制機制細緻化3：條件、範圍與催告
第8條 Ｘ 第 9 條迴避承辦(簽辦、審議或核決研發成

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人員)
Ｘ 同第8條規定

第9條 Ｘ 第 10 條 Ｘ 研發單位知悉並命第7條或
第9條成員迴避

2項 Ｘ 第2項 Ｘ 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其迴避

1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0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迴避、揭露機制細緻化4

2018/05 2011/07
科技部

2011/12
修基本法的年代

2012/06
行政院

2018/01
行政院

同政院 迴避、揭露機制細緻化4 爭議程序

第10條 Ｘ 第 11 條 Ｘ 召開審議會議之義務；聽取當事人陳述
之義務

第2項 Ｘ 第2項 Ｘ 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法定懲處：禁予補助
第3項 Ｘ 第3項 Ｘ 適用公職人員財報者回歸該法程序

1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1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揭露機制細緻化5
2018/05 2011/07

科技部
2011/12
修基本法的年代

2012/06
行政院

2018/01
行政院

同政院 揭露機制細緻化5： 內外部稽核
第15條 第10條同

2018/01之義務
第 12 條 Ｘ 提報管理運用狀況之

義務；激勵
同2018/01 第2項 Ｘ 未切實辦理之懲處：

限期改善、禁予補助

1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2


各校的後續反應是什麼？

• 不動如山?

• 制定規範？

122



大學、研究單位或組織的因應概況：
地主隊有規定嗎？內容如何？
誰知道?

還想知道那些學校或機構?

子題三:主要大學

123

有規定 沒規定 不知道 總計



澎科大規定：想先看1還是2
客隨主便

法規名稱 最新版年代 法源

*1《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術倫理管理及自律規範》(第1條、第 3條、第4條) (2017年制定，未見更早獲新修訂版) V+X

*2《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管理要點》(第1條法源) (2008制定，未見更早或修訂版) V

*3《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
理要點》

(2002制定，2017修訂第3版) V

http://www.tad.stu.edu.tw/files/news/195_8b91019f.pdf
https://www.npu.edu.tw/df_ufiles/259/1.%E5%9C%8B%E7%AB%8B%E6%BE%8E%E6%B9%96%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8%A1%93%E5%80%AB%E7%90%86%E7%AE%A1%E7%90%86%E5%8F%8A%E8%87%AA%E5%BE%8B%E8%A6%8F%E7%AF%84(%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9%80%9A%E9%81%8E).pdf
https://www.npu.edu.tw/df_ufiles/266/%E5%9C%8B%E7%AB%8B%E6%BE%8E%E6%B9%96%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7%A0%94%E7%99%BC%E6%88%90%E6%9E%9C%E6%8A%80%E8%A1%93%E7%A7%BB%E8%BD%89%E7%AE%A1%E7%90%86%E8%A6%81%E9%BB%9E.pdf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
(第1、 3、4~6條)

• 第3條第11項【利益迴避與揭露】
研究人員應揭露有可能損及其計畫或評審可信性之相關資訊，以落實利
益迴避原則。

• 第4條【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的處理】：本校主管單位為研究發展處及人
事室，對於發現研究人員有違反本規範，或受理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舉
報時，應予主動、及時、公正、專業、保密的方法處理，並對善意舉報
人注意保密與保護責任。研究人員有違反本規範時，悉依本校「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辦理。

• 第5條 【本校的責任】：本校須加強對．．．規範之宣導，以．．．。

• 第6條 【教育訓練的責任】：．．．三年內完成至少6小時．．．課程
；新進教師須於一年內完成．．．研習。 125



如何用最新的《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框架
來理解貴校的《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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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針對學術過程
利益衝突關係揭露迴避機制：主動揭露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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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過程圖
技轉組合圖

1.1資助單位：

1.2執行單位
#3.11 #4：研
究發展處、人

事室

1.3創作者#2：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或其他利害關係人#2：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未明確規範利益的定義與內容

A訂約

B建置研發過程
與成果管理機制

具體化圖示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利益衝突關係揭
露迴避之機制(主動管理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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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過程技轉組
合關係圖

1.2執行單位：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或其他利害關係人#2 ：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
未明確規範利益的定義與內容

B建置研發過程與成果
管理機制：專責單位

a受理資訊申報、b審議利益衝突迴避、c公告揭露資訊等程序。利益衝突迴避、
資訊揭露管理：

一、指定管理單位；二、維護管理；三、運用管理；
五、文件保管；六、會計處理；七、股權處分管理

二、應向受理單位主動揭露或自行迴避之態樣及要件；
三、審議會議(組成、基準及程序)；四、違反事項之
處置；五、資訊公告方式與範圍(含內、外部通報)；
六、教育訓練#5 #6；七、其他管理措施。

具體化圖示02與03合併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外部啟動(被動)
揭露或迴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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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過程技轉組
合關係圖

1.2執行單位：
a受理資訊申報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
含審議案件

B建置研發過程與
成果管理機制：專

責單位

二、被動揭露或迴
避態樣或條件明確

1.1
資助
單位：
教育
部處
分

五、資訊公告方式與範圍
c公告揭露資訊等程序

四、違反事項之
處置(含內、外
部通報) #4 悉
依本校「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及學術成果
舞弊案件處理要
點」辦理

三、審議會議(組成、
基準及程序)： b審議
利益衝突迴避無明確
組成成員與審議方式

具體化圖示0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2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有疑義時被動揭露或迴避機制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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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組合關係圖

1.2執行單位：
a受理資訊申報

1.3創作者： 1.4成果：

1.6接受技轉企業：

1.5技轉承辦員：

2.1創作者或其家屬：

2.1.1創作
者或其家屬
的收入：

2.2.1技轉承辦員
或其家屬的收入：

2.2.2技轉
承辦員或
其家屬的
職務：

2.1.2創作者或其家
屬的職務：

2.2技轉承辦員或其家屬：

4種財產利益或 職務等非財物利益的關係
含審議案件

B建置研發成果管
理機制：專責單位

二、主、被動揭
露或迴避態樣或
條件疑義時

1.1
資助
單位：
處分

五、資訊公告方式與範圍
c公告揭露資訊等程序

四、違反事項
之處置(含內、
外部通報) 

三、審議會議(組成、
基準及程序)： b審議
利益衝突迴避

具體化圖示0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60037&FLNO=12


澎湖科技大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管理要點

• 內文沒有【利益衝突】，也就沒有任何規範

• 原因：2008年制訂的法規，可能是順著2007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
例】鬆綁研究人員與產業和的限制而訂定，但未跟著2010以來的新變
化修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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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隊的【利益衝突】規範整體來說

• 有法源、但定義、程序等不夠具體或缺漏

• 法源依據至少需要改採最新的《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新修訂版)

• 只能更嚴，不能再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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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217740&lan=C&type=1&date=20180517

	產學合作的利益衝突:�現行規範、科技政策漏洞與補遺
	今日重點
	      個人簡介 �     翁裕峰 wongyfuk@gmail.com
	想了解大家對生醫研究合作模式的看法�(活01 問卷極短篇)
	一個學術場景如下
	請問，剛才這個學術場景
	開獎時間(按答案)
	另一個學術場景如下
	另一個學術場景開獎(按答案)
	請問，剛才這兩個學術場景是否有雷同之處?
	為何不能接受或是可以接受或是不知道?
	沒錯，這個社會具有多元價
	若不能接受，意味這就是：利益衝突
	我就是這個案例
	(可略)五年註冊三個大學(轉學)拿一個博士學位
	利益衝突下的正義作為
	轉學過程，Senior tutor給予專業且對等的諮詢參考意見
	我的決定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的事
	這個案例是個充滿利益衝突的學位取得過程
	後記：插曲
	前菜結束了　　�即將進入研究型的利益衝突
	請問，就各位的經驗、知識、研究或直覺反應�台灣學術圈關於問卷中的利益衝突反應有何一致性嗎?
	澎科大開獎�(2021/05/12)
	嘉藥的結果�(2019/3/30)
	輔英的結果�(2017/12/18)
	東海的結果�(2017/12/18)
	高應大結果�(2017/11/06)
	雲科場結果�(2017/10/13)
	結果�(南華場/2017/09/27)
	確實有些人太不信任私部門的生醫研究結果
	感謝填寫回覆問卷極短篇
	第三部分  技轉組合利益衝突：�自我練習二選一問答或模擬遊戲
	生技製藥研究與技轉過程�(2021/05/11)
	來開獎吧，今天的技轉組合圖(嘉O)�(2019/03/30)
	技轉組合圖(行政院版的上限立場1/2)�(2018/12/05)
	活動三：自我進階練習表
	技轉組合遊戲卡簡介：�自我進階練習
	半真實的故事：韋立得
	技轉組合遊戲卡
	生技製藥研究與技轉過程分組協商結果�(2021/05/11)
	技轉組合圖(行政院版的上限立場)�(2018/12/05)
	技轉組合遊戲卡角色：請注意五個有藍色框的說明
	技轉組合遊戲卡行為：每個人選角色�填報收入X與(或)職務Y
	技轉組合圖
	以上活動顯示的是
	2一般人認識的科技研究學術倫理的看法概況作為反思台灣現況的基礎
	第一題第二題的結果與全國調查結果比對
	各位的看法與全國調查的看法一致性&�這些數字變化的意義
	社會大眾認為或擔心與今天的調查相似
	有一群做癌症相關醣類用於癌症檢測及疫苗設計的國家級研究人員(Globo H)
	有一群做癌症相關醣類用於癌症檢測及疫苗設計的國家級研究人員，他們的技術已經移轉給Ａ生技公司，同時也與此公司進行後續的臨床研究
	3.社會輿論對台灣學術案例的學術倫理看法
	根據問卷極短篇的結果�台灣社會關注那些研究倫理議題?
	根據問卷極短篇的結果�台灣社會關注那些研究倫理議題?
	名人事件簿:倫理相關議題
	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1/4)
	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2/4)
	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3/4)
	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4/4)
	GOOGLE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的意義：�社會與司法高度關注商業與學術間的利益衝突
	面對上述事件，要如何處理較合理恰當?
	如果你是屬於
	前述四個案例都是倫理議題:�是商業與學術利益衝突，也是科學客觀公正議題
	問題交流嗎?
	利益衝突
	什麼是利益衝突?也就是的定義是?
	利益衝突
	什麼是利益衝突?也就是定義?
	利益衝突的定義
	利益衝突的定義
	再回想一下前面涉及商業利益的兩案例�正是利益衝突
	4.生醫界有感嗎?�第一個案例的背景
	 與基因科技的前景有關，前景是
	 基因科技的前景之一是
	為此所鋪設的法制到道路是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尚未通過之際，其家人即投資世基，他個人亦擔任技術顧
	台灣政府的最終反應是？
	台灣政府的最終反應是：協商通過
	台灣有個犀利的科學家最中肯的反應是
	問題交流嗎?
	4.生醫界有感嗎?�組織的因應概況:中研院對兩案例的後續反應？
	約9個月後，中研院制定規範了：2012/08/14重要的一年
	2012之前關於二親等揭露的設計問題：�中研院已有法律根據的內部看法
	2012之前關於二親等揭露的設計問題：�中研院內部已有的具體法律依據與看法
	以上的規範有何效果或作用？
	效果之一：有證據地開啟社會逼近與凝視中研院產學合作關係的利益衝突規範的適當性
	浩鼎案對台灣社會的啟示之一就是如何以適當的利益衝突管制機制維持研究的客觀性
	浩鼎案對台灣社會的啟示之一就是如何以適當的利益衝突管制機制維持研究的客觀性
	技轉後，持續從事相關合作研究或在技轉公司兼職的狀況不只發生在浩鼎，還有…
	所以，浩鼎案中，誰是必須要自我揭露的人？
	公懲會的依據是司法判決無罪認定的理由(4)
	台灣浩鼎案中，誰是要揭露的人？
	顯然，中研院的規定
	【揭露二等親都要】．．．但事實是．．．
	2013/01/04二親等的問題:子女不是二親等，真不必揭露？
	關於二親等揭露的設計問題：�不符中研院內部討論的歷史脈絡
	關於二親等揭露的設計問題：不符中研院內部討論的歷史脈絡
	2016-04-15中研院研究員連署聲明：�與前述歷史脈絡一致
	最新的揭露表(2018~2020版)�重大改變(草案)：2年後  子女回來了
	關於新的揭露表似乎再次呈現：�事實在先跑(副總經理2019)、規範在後追(2020)
	關於新的揭露表再次呈現：�事實在先跑(副總經理2019)、規範在後追
	為何如此發生？
	台灣規範利益衝突管制機制的機制有回應維持技轉與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嗎？
	浩鼎案前《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的法規設計�：授權立法的利益衝突關係揭露迴避機制(虛避)
	公開示警新政府: 法制未爆彈(2016/01/28)
	公開示警新政府: 法制未爆彈
	7.5年間：兩大案例、輿論以及學術研究提醒揭露
	中研院新修訂版本雖可接受，但不滿意：�未顯現修改版本與日期
	2018/01/05 國家級的基本實體規範�運作圖解
	浩鼎案後2018《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利益衝突關係揭露迴避機制：主動管理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利益衝突關係揭露迴避之機制(含主動管理細部)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創作者與承辦人主動啟動揭露或迴避機制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外部啟動(被動)揭露或迴避機制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有疑義時被動揭露或迴避機制
	兩大案例、輿論以及學術研究的貢獻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利益的定義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迴避揭露機制細緻化1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迴避機制細緻化2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迴避機制細緻化3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迴避、揭露機制細緻化4
	行政院與科技部的改變：揭露機制細緻化5
	各校的後續反應是什麼？
	大學、研究單位或組織的因應概況：�地主隊有規定嗎？內容如何？�誰知道?����還想知道那些學校或機構?
	澎科大規定：想先看1還是2�客隨主便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術倫理管理及自律規範》(第1、 3、4~6條)�
	如何用最新的《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框架來理解貴校的《學術倫理管理及自律規範》
	【學術倫理管理及自律規範】針對學術過程�利益衝突關係揭露迴避機制：主動揭露與管理
	【學術倫理管理及自律規範】利益衝突關係揭露迴避之機制(主動管理細部)
	【學術倫理管理及自律規範】外部啟動(被動)揭露或迴避機制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有疑義時被動揭露或迴避機制無設計
	澎湖科技大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管理要點
	地主隊的【利益衝突】規範整體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