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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信 宏 代 理 校 長 
一 席 話 

學術研究是研究工作者貢獻社會、國家與世

界的方式；優越的學術研究成果有賴於研究者恪

守研究誠信。本校為提供師生安心進行研究的友

善環境、提醒大家做研究時必須遵守的倫理準則

與行規，特別設立「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OAERI），專責管理及統籌協調學術倫理相關業

務，以健全本校學術倫理規範與機制、深化學術

倫理教育、維護良善研究誠信風氣。 

學倫辦公室自 2017 年成立起，已持續推出

學倫教育訓練與講座活動、提供學倫諮詢服務，

於 2019 年 10 月開始，將推出「交大研究誠信電

子報」，提供本校師生從事研究的必要學倫資訊，

或整理常見學倫問題之解答。各位師長與同學在

科學研究的路上，追求卓越的科研成果、面臨倫

理決策點時，學倫辦公室就是您的「家人、朋友」，

與您並肩齊行、同行致遠，您將不會感到徬徨、

孤單、無助。請各位師長與同學多加利用與關注。 

交大學術倫理與研究

誠信辦公室主要任務 
OAERI：黃郁婷 

優質的科學研究，奠基於研究誠信之上，是

以建立正確學術倫理觀念、深化研究誠信認知、

恪守學術倫理規範是從事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

課題，爰此，本校於 2017 年 4 月起創立學術倫

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Office of Academic Ethics 
and Research Integrity，簡稱 OAERI），主要服務

項目如下： 
一、協助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業務推動事項。 
二、召開學術研究倫理業務推動橫向會議。 
三、規劃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辦理研討

會、論壇或相關活動。 
四、因業務需要及重要議題，召開學術倫理與

研究誠信諮詢委員會會議。 
五、受理本校學術倫理檢舉案件並轉介至校內

權責單位處理。 

OAERI 所舉辦之教育訓練，已累計達 30
場，參與人數累計 2,346 人次（含人體與行為研

究倫理委員會舉辦之教育訓練），推廣期間可觀

察到，本校教職員工生逐漸重視學術研究倫理

議題，部分教職員工生對於潛藏的學術倫理問

題，會主動發掘、願意提問、主動尋求解決，經

統計 OAERI 提供 12 次諮詢服務。相信持之以

恆的推出教育訓練，可以逐步建立正確的學術

倫理觀念，持續滾動式完善學術倫理相關制度，

可以健全本校良善的學術風氣，進而杜絕一樁

樁學術倫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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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規範總整理 

OAERI：黃郁婷 

 
 

有鑑於新聞媒體時常登載違反學術倫理

的案例，其違反態樣日新月異、層出不窮，造

成研究者人心惶惶，甚至部分研究人員已無所

適從，中央部會紛紛要求各大專院校制定相關

法規（請參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

件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26 點），本校已制訂相關規

定，如本校學術研究倫理規範、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訓練辦法、學術倫理案件處理程序等等。

本期以推動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簡稱學倫

教育訓練）之議題作分享： 
一、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 6

點，本校於 2017 年 9 月 1 日通過教師及

研究人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實施辦

法（簡稱教研人員學倫教育實施辦法）、

2018 年 6 月 21 日修正通過學生學術及研

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辦法（簡稱學生學倫

教育實施辦法）。 
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26

點(9)規定，本校首次申請該部計畫之計畫

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該部計

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於送件前應至本校

「學術倫理時數系統」登錄申請研究計畫

之日前 3 年內，至少 6 小時之學倫教育訓

練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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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起聘日

起3個月內應至本校「學術倫理時數系統」

登錄修習 6 小時之學倫教育訓練證明文

件，若聘任身分為本校學生，請計畫主持

人自行管理。 
三、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

施辦法規定，2017 年 8 月 31 日前進用之

教研人員與計畫聘任人員，於 3 年內（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止）應完成至少 2 小時

學倫教育訓練、2017 年 9 月 1 日以後新

進人員，於到職日 3 個月內完成 6 小時學

倫教育訓練。 

取得學術研究倫理時數（簡稱學倫時

數）之管道，得擇一選擇： 
（一）OAERI 於每學期開學次月起至學期

結束前一個月止，原則上每月舉辦

教育訓練課程。 
（二）本校各單位向 OAERI 申請通過認證

時數之研習課程。 
（三）其他機關（構）、學校舉辦之實體課

程、研討會等。 
（四）國內外與學術倫理相關之線上課

程，例如：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提供之線上課

程。 
（五）國內外學術倫理研討會等。 

學倫時數修課時數認證部分，管道1及
2，會由OAERI統一上傳時數；管道3至5，
須由申請人以「個人帳號密碼」至「交大

單一入口網」，選取「學倫時數系統」，

以PDF檔上傳文件並提出申請時數（操作

手冊，請詳閱附件）。 
四、本校學生學術及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辦

法規定，學術倫理教育為必修課程，採用

網路教學方式實施，以教育部「臺灣學術

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課程為畢業修課

管道，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於入學第一學

期結束前完成 6 小時學倫教育訓練，學士

班學生於入學第二學期結束前完成6小時

學倫教育訓練，均須通過課程總測驗成績

達及格標準，未通過總測驗之學生，不得

申請學位考試。與教研人員不同的是，學

生取得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核發

之時數證明文件，無須上傳至學倫時數系

統，該中心核發之時數將自動匯入本校學

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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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66&KeyWord=%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5%AD%B8%E8%A1%93%E5%80%AB%E7%90%86
https://law.most.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6713
http://oaeri.nctu.edu.tw/wp-content/uploads/1060901-%E6%95%99%E7%A0%94%E4%BA%BA%E5%93%A1%E6%95%99%E8%82%B2%E8%A8%93%E7%B7%B4%E5%AF%A6%E6%96%BD%E8%BE%A6%E6%B3%95%E8%A8%82%E5%AE%9A%E7%89%88.pdf
http://oaeri.nctu.edu.tw/wp-content/uploads/1060901-%E6%95%99%E7%A0%94%E4%BA%BA%E5%93%A1%E6%95%99%E8%82%B2%E8%A8%93%E7%B7%B4%E5%AF%A6%E6%96%BD%E8%BE%A6%E6%B3%95%E8%A8%82%E5%AE%9A%E7%89%88.pdf
https://portal.nctu.edu.tw/portal/login.php
https://portal.nctu.edu.tw/portal/login.php
http://oaeri.nctu.edu.tw/wp-content/uploads/1070621-%E5%AD%B8%E7%94%9F%E5%AD%B8%E8%A1%93%E5%8F%8A%E7%A0%94%E7%A9%B6%E5%80%AB%E7%90%86%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5%AF%A6%E6%96%BD%E8%BE%A6%E6%B3%95.pdf
http://oaeri.nctu.edu.tw/wp-content/uploads/1070621-%E5%AD%B8%E7%94%9F%E5%AD%B8%E8%A1%93%E5%8F%8A%E7%A0%94%E7%A9%B6%E5%80%AB%E7%90%86%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5%AF%A6%E6%96%BD%E8%BE%A6%E6%B3%95.pdf
https://ethics.moe.edu.tw/
https://eth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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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106年12月1日起） 
NCTU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

究倫理教育訓練實施辦法 
NCTU學生學術及研究倫理教

育課程實施辦法 

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

首次執行該部計畫之參與研究

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申請研

究計畫之日前3年內，完成至少

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

練。 

2017年8月31日前聘用之人員，

於3年內完成2小時學術研究倫

理研習課程，但依法令規定或

補助機構另有研習時數之要

求，不在此限。 

學士班學生於入學第二學期結

束前、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於

入學第一學期結束前，至「臺

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平

台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

程」6小時，並通過課程總測驗

成績達及格標準。未通過總測

驗之學生，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

該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

起聘日起3個月內檢附修習6小
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

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2017年9月1日後新聘用之人

員，須於到職日後3個月內完成

6小時學術研究倫理課程，並獲

得研習證明。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時數規定總表。（黃郁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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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教育訓練相關活動預告 

 
 
 
 
 
 
 
 
 
 
 
 
 
 
 
 
 
 
 
 
 
 
 
 
 
 
 
 
 

                                            

                                             
  
 
 

 
10 月 07 日（一） 
張濱璿  
大誠法律事務所 律師/醫師 

講題：09:00-11:40 
108 年研究參與者保護倫理講習會

（Ⅶ）如何避免試驗偏差（上）、（下） 
地點：本校光復校區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A

廳 
時數：IRB 時數與學術倫理時數各 2 小時 
費用：國立交通大學教職員師生 50 元 

校外人士 300 元。 
報名：https://forms.gle/c3fPJe4k1jUNdc8p6 
主辦單位：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 
協辦單位：研究發展處 

---------------------------------------------------------------- 
10 月 14 日（一） 
張典顯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研究誠信提升計畫總監 

講題(1)：10:00-12:00 
Doing Good Science in Good Taste 

講題(2)：13:30-15:30 
Toward a Successful Graduate (or 
Professional) Career: the Why, the 
Stakes, and Some Ropes 

地點：本校光復校區電子資訊研究大樓一

樓第四會議室 
時數：學術倫理時數各場次 2 小時，總計 4

小時，可分開報名。 
費用：免費 
報名：https://bit.ly/2klUGeH 
主辦單位：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11 月 15 日（五） 
江國泉 
廣碩技研服務有限公司 法務總監 

講題：10:00-12:00 
電腦軟體及網路著作權之合理使用 

地點：本校光復校區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B 廳 
時數：學術倫理時數 2 小時 
費用：免費 
報名：現場報名 
主辦單位：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 
11 月 22 日（五） 
官欣瑩 
科睿唯安公司 政府與學術解決方案顧問 

講題：10:00-12:00 
別變成待宰的肥羊! 專家教你從 WOS
聰明避開掠奪性期刊／會議的圈套 

地點：本校光復校區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A 廳 
時數：學術倫理時數 2 小時 
費用：免費 
主辦單位：圖書館、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

公室 

2019年 10月活動預告 2019年 11月活動預告 

*相關活動會陸續推出，主辦單位得保留活動議程修改權利。 

*報名資訊及相關連結另行公告，敬邀大家關注並踴躍參與。 

☏ 03-5712121 轉 52520 OR 31594  ✉ OAERI@NCTU.EDU.TW  HTTP://OAERI.NCTU.EDU.TW/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工程五館 13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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