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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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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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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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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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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待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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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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傳問卷極短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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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點

• 子題一：從一般人認識的科技研究概況與以此思考台灣當前對學術倫理
的看法

• 子題二：台灣一般性的學術倫理看法跟台灣學術案例、社會輿論的看法
有何異同

• 子題三：大學的因應概況

• 子題四：台灣一般性的學術倫理看法、學術案例、社會輿論的看法跟國
際有何異同(美國)

• 子題五：我們可以做點甚麼 6



一般人認識的科技研究概況與
台灣當前對學術倫理的看法

子題一：(含調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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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的調查結果與全國性調查結果比對

• 資料來源:劉宏恩，2013: 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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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的調查結果與全國性調查結果比對，
信任者的移動:將近一半

• 資料來源:劉宏恩，2013: 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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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的看法與全國調查的看法一致性如何？
數字變動方向呢?何以會變動?

(活02意見交流)
信+很信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全國

今日

不信+很
不信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全國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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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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倫理社群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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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認為或擔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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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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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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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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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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般性的學術倫理看法
跟台灣學術案例、社會輿論

的看法有何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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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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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商業等利益影響科
學研究的客觀公正?
約有 66 項結果

2010/06被偵訊
2011/03不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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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開示警新政府: 法制未爆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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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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2/3)

• 商業等利益影響科
學研究的客觀公正?
約有 7,390 項結果

2016/02被爆持股
2017/01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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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OOGLE以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3/3)

• 學術造假的新聞報導
約有 2,510 項結果

2016/11 PubPeer
踢爆
2017/03停權追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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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關鍵詞瀏覽名人事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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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低) 不起訴 高V(講者事前預測)

翁啟惠/浩鼎案 商業利益(股票) 7,390(極高) 起訴 高V(講者事前預測)

郭明良/作假案 學術利益(論文出版) 2,510(高) 無(停權10年追回154萬) 未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google 新聞，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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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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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三個案例都是倫理議題:
利益衝突/科學的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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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先想想或交換意見一下，我們來大學任職的第一優先任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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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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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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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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想一下前面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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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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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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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尚未通過其家人即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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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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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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個犀利的科學家最中肯的反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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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交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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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或各校的後續反應是什麼？
• 不動如山?

• 制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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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因應概況
子題三:主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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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的設計

• 「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要點」2012、2013兩
度修正，不是依據2011年科技基本法增列揭露

• 依照去年總算修改對照表(105年6月14日第2909次行政會議通過
)2014年5月才增列[揭露]了與行政院的落差2.5年

• 值得高興的是 [技術授權與移轉]有雙向揭露:
（教授下載） 技術移轉教授申請表&資料表＆利益揭露表下載 （20170620版）
（廠商下載） 技術移轉廠商申請表&開發計畫書下載＆技術移轉利益揭露聲明書 （
201704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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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下載檔案：
公告函文(校研發字第1050048755號)
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要點
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要點修正對照表



台大的設計確實往嚴格規範的方向前進
(1/2)

• 應揭露人員

• 1.參與產學合作相關人員?(以下兩類有何不同)

• 2.承辦或決行其技術移轉之人員

• 3.研發成果之創作人
計畫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以及其他發明人
其關係人可能發生利益衝突情事者，亦應就其所知代為揭露

• 就填報程序來看，比行政院清楚，詳細，嚴格

• 需再釐清之處是
參與產學合作相關人員與第2、第3類有何不同
第3類[就其所知]的具體內涵(台大，20160909) 48



台大的設計確實往嚴格規範的方向前進
(2/2)

• 應揭露的利益

• 1.具貨幣價值之任何項目
不限於薪資、借貸、招待或近三年其他勞務款項（例如顧問費、演講費、鐘點費
、出席費、服務收入或類似費用或金錢補助等，但不限於此）、股權（例如，股
票、認股權）或其他與研究相關且可能受研究結果所影響的所有權利益

• 不屬前項的利益

• 2.持有共同基金

• 3.公立或非營利機構所舉辦之學術活動、委員會、專家小組或類似會議，且與該
研究計畫不相關，所獲得之演講費、鐘點費、出席費、服務收入或類似費用

• 就填報內容來看，比行政院清楚，詳細，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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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的設計補了農委會的[揭露]漏洞

• 台大2016.08.30通過[國立臺灣大學執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專案計畫
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要點]，裡面完全沒有[利益衝突揭露]的字眼

• 因為這是[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訂定]

• 這個辦法第 一條雖說是[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但
是所有的條文有[收益]、[分配]，但沒有[迴避]、[揭露]的字眼

• 還好，台大這個要點[二、權益規定]，堵住這個破口
[…其專利申請或研發成果之保護、權益分配(含技術移轉)及運用，依本
校 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校研發成果管理要點)
辦理。] 50



陽明大學的「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辦法」

• 最新版: 2013年版
未增科技基本法新修
的利益衝突治理規範
及相關資訊揭露
(2017/09/06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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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另有
「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設置辦法」

• 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在法定的責任上，目前是空洞的「財務監督」說法

• 是有機會對於技轉而衍生的利益衝突進行監督，實務上沒有蒐集進一步
資料可檢驗與討論

• 整體法規設計:顯然不重視或忽略科技基本法所要求的基本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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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的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辦法

• 顯示對法律體系變動的掌握

• 反應迅速:2011年12月28日修改通過「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
理辦法」

• 指出有兩個母法:科技基本法第六條以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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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的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辦法:利益迴避

• 揭露之申報、公開與否等的機制、項目、內容、資訊，於辦法第9條第
2項說：「研發成果推廣之利益迴避…及其他權益保障事項另訂之」
(2011年12月28日版)

• 具體規定2013年12月18日出爐，耗時近兩年
國立成功大學研發成果運用之利益衝突迴避要點 (103.10.1 第771次
主管會報通過)

• 強調:[防止不當利益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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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的設計也明確界定揭露人員類型(1/2)
• 應揭露人員
創作人:因職務產生研究發展成果之本校支薪人員
關係人:廠商與創作人之間有配偶或二等親關係；廠商、創作人雙方或
任一方之配偶或二等親與對方、或是雙方配偶或二等親之間有獨資、合
夥經營之事業；創作人或其配偶或二等親在擔任對方企業董事或監察人

• 值得高興的是 [技術授權與移轉]有揭露；可惜的是單向揭露

• 待釐清的是:只有創作人要揭露嗎?
承辦或決行其技術移轉之人員呢?(台大有)
廠商呢?(台大有)
參與產學合作相關人員呢?(台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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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的設計明確界定揭露是 (2/2)

• 不公開的
[…僅供本委員會進行審議使用，並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予以保護](第八點
)

• 無具體利益定義的
1.具貨幣價值之任何項目(X)
2.持有共同基金(X)
3.非本業的收入(X )
公立或非營利機構所舉辦之學術活動…，且與該研究計畫不相關，所獲
得之演講費、鐘點費、出席費、服務收入或類似費用

•
56



長庚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技術移轉管理辦法

• 2011年1月12日修訂

• 法源跟成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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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揭露的規定相對於成大較具體、嚴格

• 修訂版第4條第4項明列應揭露的人員

• 發明人或其關係人與受授權及技術移轉企業廠商或其負責人間，不得有
下列關係
1.近三年曾有僱傭、委任或代理，但產學合作者得不受此原則限制
2.近三年曾有價格、利率等不符市場正常合理交易之資金借貸、投資、
背書、保證等財務往來
3.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4.發明人或其關係人擔任企業廠商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

• 例外規定[經申報且專案簽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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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揭露的規定相對於成大較具體、嚴格

• 這些規範項目部分沿用公職人員利益迴避法第3條與第4
• 這是過去聲稱要鬆綁，排除公務員服務法適用的聲音所沒注意過或提出
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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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南華大學也不例外無法源，無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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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揭露規定，嚴格
• 研究成果技術移轉處理要點法源：「國立中正大學智慧財產權處理辦法
」，無利益衝突規定(2017/03/21)

• 研發成果管理與運用之利益迴避、資訊揭露、及保密原則法源：「特依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訂定」
(2013/03/13)
• 揭露者與被揭露者：指專利申請、專利權維護、專利權讓與、及技術移轉授權之

作業相關人員及其關係人（配偶、三親等內、共同生活之家屬、師生關係等）

• 必須揭露之利益：財產及非財產
曾有資金借貸、投資、背書、保證等財物來往關係
曾有合夥、僱傭、委任或代理關係或共同經營事業

• 揭露時機：對大學有受損害之虞時，應主動．．．揭露

• 第11條：備有自研發成果利益迴避自我檢核表(2017/03/09)
61

(資料來源：中正大學，2017；2013；)



中正大學揭露規定，似曾相似地嚴格
(2017/03/09)

• 「財產上利益」：

• 指具貨幣價值之任何項目，包括但不限於薪資、招待或其他勞務款項（例如與技
術移轉相關且可能受技術移轉結果所影響的金錢補助、顧問費、演講費、鐘點費
、出席費、服務收入或類似費用等）、股權（例如，股票、認股權）或其他與研
究相關且可能受研究結果所影響的所有權利益。

• 不包括下列：持有共同基金或參加公立或非營利機構所舉辦之學術活動、委員會
、專家小組或類似會議，且與該研究計畫不相關，所獲得之演講費、鐘點費、出
席費、服務收入或類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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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揭露規定，似曾相似地嚴格
(2017/03/09)

• 「非財產上利益」：

• 指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於本校或承接本校技術移轉案、專利申請案業者之任用、陞
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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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理辦法
利益衝突揭露

• 第23條
技術移轉案件之相關人員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不得假借職務上之權力
、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及其關係人之利益；其利益迴避之範圍，準用
「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之規定。(嘉義大學，2007: 7)

64

(資料來源：嘉義大學，2007)



嘉義大學揭露規定
(2014/11/26)

• 揭露者與被揭露者

• 技術移轉案件之相關人員

• 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親等、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 前項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 理人之營利事業。

• 利益

• 一、動產、不動產。二、現金、存款、外幣、有價證券。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
權利。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金錢交易取得之利益。

• 非財產上利益

• 於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

• 事業機構 (以下簡稱機關) 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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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利益迴避暨保密規則

• 揭露者與被揭露者

• 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

• 三親等

• 三年曾有僱傭、委任或代理關係

• 三年曾有價格、利率等不符市場正常合理交易之資金借貸、投資、背書、保證等
財務往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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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 完全無規範利益衝突與管制(201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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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與台陽成長中南嘉崇八校
利益衝突規範比較表

(以紅字表示較嚴格度)
2011/11/25修 揭露出現年代 距基本法年數 揭露關係人 揭露事項 揭露表格

中研院* 2012/08/14 0.75 二親等不含子女 財務與非財務(具體) 有上網

臺大 2014/05/20 2.50 二親等 財務與非財務(具體) 有上網

陽明 2013/06/05 1.58 未規定 未規定 查無公開資訊

成大 2011/12/28 0.08 二等親 未定義(不具體) 查無公開資訊

長庚 2011/01/12 ‐0.83 三親等 財務與非財務(具體) 找無表格

南華 2016/04/18 4.42 未規定 未規定 查無公開資訊

中正 2013/03/13 1.33 三親等+師生 財務與非財務(具體) 有上網

嘉義 2007/10/16 ‐3.92 二親等+三親等 財務與非財務(具體) 查無公開資訊

崇仁 2016/02/24 4.25 未規定 未規定 查無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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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的後果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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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的後果是甚麼？

• 母法沒有罰則

• 科技部只針對學術論文部分有罰則，利益衝突部分沒有
(一)書面告誡。
(二)停止申請及執行補助計畫、申請及領取獎勵(費)一年至十年，或終
身停權。
(三)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獎勵(費)、獎金或獎勵金。
(四)撤銷所獲相關獎項。

70



違反的後果是甚麼？

• 各校也跟著沒有罰則

• 例外：嘉義大學準用[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
• 買賣、租賃、承攬等交易行為(第 9 條)依第 15 條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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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值得思考的是，迴避甚麼利益？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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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朋友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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