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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 (Academic Ethics)
研究誠信 (Research Integrity)

規劃與執行學術倫理教育業務
學術倫理教學輔助教材
學術誠信系列講座

提供學術倫理諮詢
綜理學術倫理法制規劃
受理學術倫理檢舉案件 (本校)



學術倫理教學資源

線上課程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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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科大：
研究人員/新進教師
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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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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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課同時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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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研究倫理局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 所制定 9項領域

1. 科學合作 Collaborative Science
2. 利益衝突與承諾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3. 資料取得、公開及共享所有權 Data Acquisition, Management, Sharing and 

Ownership
4. 人類研究參與者保護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5. 實驗動物福祉 Lab Animal Welfare
6. 指導責任 Mentoring
7. 同儕審查 Peer review
8. 出版品實踐及負責任的著作權 Publication Practices and Responsible 

Authorship
9. 不當研究行為 Research Misconduct
造假 Fabrication, 變造 Falsification, 抄襲 Plagiarism                                                                           

負責任的研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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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倫辦公室，
解決你對學倫的疑慮

教學檔案內容︰
1. 談談「學術倫理」這件事
2. 「學術倫理」規範，有跡可循
3. 是不是誰都能當「作者」
4. 「抄」，也要抄的理直氣壯︰

談談如何避免「抄襲」
5. 由前輩們參與的事件談造假
6. 學術界的照妖鏡：同儕審查
7. 資料管理
8. 利益衝突
9. 指導責任
10.人體試驗
11.動物福祉
12.安全的實驗室行為規範
13.掠奪性期刊
14.社會責任



內容介紹
學術倫理教學輔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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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規劃

學術誠信系列講座

• 04/10 實驗紀錄本的管理與重要性 (陽明劉宗榮教授)
• 05/23 談論文作者在寫作及發表過程中的責任 (交大潘璿安博後)

.

.
• 按月場次：負責任的研究行為系列

…

學術倫理教學輔助教材

1. 談談「學術倫理」這件事
2. 「學術倫理」規範，有跡可循
3. 是不是誰都能當「作者」
4. 「抄」，也要抄的理直氣壯：談談

如何避免「抄襲」
5. 由前輩們參與的事件談造假
6. …持續推陳出新



網頁資源
• 活動 banner：學術誠信系列講座
• 相關規章：國內相關部門的規範
• 教學輔教教材
• 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宣傳海報

鄭佳豪 06-2757575 #50452
z10705004@e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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