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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研究誠信電子報 

  
  陳 俊 勳 副 校 長 
一 席 話 

大學是探究學問與追求真理的場所，其主要

功能之一就是新知識之產出。學者薈萃一堂，從

事深奧的學術研究，致力於追求科學真理，善盡

知識分子的責任，貢獻其研究成果，讓整體社會

更美好。因此研究人員在進行研究時，必須嚴守

學術社群對研究行為的自律規範，否則，將影響

自身的學術聲譽，甚至對學術社群與國家產生嚴

重傷害，不可不慎！ 

本校對學術誠信之倫理議題極為重視，故

於 106 年成立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提

供多元的研習課程及專業的諮詢，例如師生對

於學位論文著作權之歸屬、作者列名與排序、

何謂合理改寫、如何避免抄襲、學位論文改寫

成期刊論文、或者將期刊論文納入學位論文中

等等，全校師生皆可多加善用本校學術倫理與

研究誠信辦公室的資源，相信對於研究會有莫

大的助益。 

 

 

何謂「學術倫理」、「研究

誠信」與「研究倫理」 
學術倫理（academic ethics）、研究誠信

（ research integrity）與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s）三個字詞各有其內涵，但在臺灣常被交

替使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2020），致使研究

人員進行研究時容易產生混淆，故本期電子報

就「學術倫理」、「研究誠信」與「研究倫理」之

概念予以扼要說明，讓研究人員對其差異有初

步瞭解，並且遵守相關規範。 

一、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 

廣義的「學術倫理」泛指與學術活動有關

的倫理議題，範疇最廣泛，包括師生關係、考試

作弊、教師評鑑、教學、學術研究過程所產生的

倫理議題（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無日

期）。而「研究誠信」是指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

作時，應依循的行為準則，其五項原則為誠實

（ Honesty ）、 尊 重 （ Respect ）、 嚴 謹

（Scrupulousness）、課責（Accountability）及透

明（Transparency）（台灣聯合大學系統，2020）。

目前學術界多以研究誠信來討論執行研究工作

時所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亦是評估研究者的

行為是否合於社會客觀原則的標準（王玉麟，

2004）。 

研究誠信之議題早於上個世紀，就受到國

際科研界相當重視，在美國、歐洲、加拿大、澳

洲等國家早已建立一套研究行為的誠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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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大學系統，2020）。我國針對研究誠

信，現已有明訂從事學術研究過程所要遵守之

倫理規範，例如：科技部制定「科技部對學術倫

理的聲明」、「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

範」，其內容略為學術倫理的重要性、學術倫理

的規範與領域差異、研究資料或數據如何處理、

如何避免違反學術倫理（如註明他人貢獻、自我

抄襲的制約、避免一稿多投等），值得注意的是，

這兩份規範開宗明義第一點就是強調學術倫理

的重要性以及基本原則（包括以誠實、負責、公

正為基礎，才能合宜有效進行學術研究）；研究

人員應確保研究過程中的誠實、負責、專業、客

觀、嚴謹、公正、尊重被研究對象，以及避免利

益衝突）。由此可見，從事學術研究應以負責任

的研究行為及態度為圭臬，始能讓研究品質獲

得大眾之信賴與肯定。相對的，倘若發生研究不

當的行為（例如捏造、造假、抄襲等等），很可

能摧毀研究人員的學術聲譽，甚至對國家和社

會產生重大影響，故我國為防止不當研究行為

之發生，亦有制定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的處理規

定，例如：「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

點」及教育部制訂「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原則」，其內容包括違反學術倫理之態樣

（例如造假、變造、抄襲、未適當引註）、調查

程序、處分項目等等。 

我國大專校院為響應研究誠信之推行，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遂於 2020 年 4 月公布《臺灣研

究誠信守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2020），提供

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在進行與支持研究時的依

循規範，內容略為在臺灣學術環境推動研究誠

信之五項原則、定義何謂負責任的研究行為、不

當的研究行為，以及提供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

必須承擔的責任準則，殊值關注與參考。 

二、研究倫理的概念 

研究倫理是指研究者之一切研究行為所牽

涉的倫理議題，研究行為中關於研究之設計與

實施、研究對象之隱私與保護，以及學術或研

究成果之發表若有倫理的問題，均為其關注之

內容。然而現今所強調之研究倫理，已限縮範

圍，僅討論以人為研究對象之研究倫理議題（蔡

甫昌、林芝宇、張至寧，2008）。亦即現在談論

的研究倫理，屬於狹義的，主要是針對研究對

象權益之保護議題，其係為澈底落實貝爾蒙報

告（The Belmon Report）所要求的三個研究倫

理原則：（一）對人尊重（Respect for Persons）：

知情同意；（二）行善（Beneficence）：風險與利

益之評估；（三）正義（Justice）：公平對待受試

者（戴正德、李明濱，2012）。關於研究對象權

益保護之法規包括：「人體研究法」、「醫療法」、

「人體試驗辦法」、「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等等。 

綜上所述，目前的研究倫理一詞，普遍認

為係涉及以人為研究對象之倫理，而學術倫理

現多以研究誠信稱之，見圖 1。然而須注意的

是，不論是研究倫理或研究誠信，皆是研究人

員進行研究時所要遵守的規範，因此絕對不可

以輕忽其重要性。 

圖 1：大學校院進行學術研究的倫理 

 

資料來源：改自朱家嶠（2019）。研究倫理核心精神與相

關案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k0fD3gd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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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業務分工 

基於上述，「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兩者所著重之倫理議題已

有差異。本校針對涉及這兩者議題之相關業務，分由不同單位執掌，

前者由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Office of Academic Ethics and 

Research Integrity，以下簡稱 OAERI）專責管理、提供諮詢及統籌相關

業務，其提供多面向、原則性、通則性之研習內容，亦可包含受試者

保護或是動物研究相關的特定倫理議題，以協助研究者從事研究行為

能依循學術慣例，共同維護良善學術風氣；後者由人體與行為研究倫

理委員會」（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for Human Subject Protection，以下

簡稱 REC）專責以人為研究對象的案件審查，並提供受試者保護相關

倫理課程，以確保研究對象之權益獲得充分的保護。 

 學術倫理業務 研究倫理業務 

權責

單位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服務

對象 

全校教職員工生 以人為研究對象之研究者 

資訊

系統 

學術倫理時數審核系統 人體與行為研究計畫審查暨

管理系統 

教育

課程

規範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

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辦

法、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學術及

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辦法 

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自行訂定 

教育

訓練

內容 

原則性與通則性的基本介紹，

包括不當研究行為介紹、學術

研究之寫作技巧、研究資料管

理等。 

與研究對象保護相關內容 

時數

認列 

OAERI時數（與研究對象保護

相關之課程，可為REC時數

外，亦可採認為OAERI時數） 

REC時數（OAERI課程僅限

與研究對象保護相關之內

容，始得採認為REC時數） 

辦公

地點 

工程五館136室 工程五館13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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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惑--創刊號--教育訓練規範篇之常見 Q&A 

 

☎1：我是教職員，計畫申請急需要學術倫理時

數(以下簡稱學倫時數)，取得方式？ 
☎2：學倫時數可以抵免 REC / IRB 時數嗎？什麼

樣的課程屬於 REC / IRB 認證範圍？ 

▸OAERI 每學期開學次月起至學期結束前一個

月止，原則上每月會舉辦課程，REC 舉辦的活

動也可認證學倫時數，研習訊息公告方式：    

E-mail、校園公告、校園海報、OAERI 網站。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之

線上課程，可隨時修課。請以個人註冊方式登

錄網站，完成總測驗即可獲取時數證明文件。 

▸參加其他機關構舉辦之學倫教育訓練或 REC

訓練均可認列，需取得時數證明文件。 

▸交大的作法，學倫時數認證範圍較廣，但 REC / 
IRB 時數僅限與人體(類)研究相關議題，因此，

學倫時數不一定可以抵免 REC / IRB 時數，但是

REC / IRB 時數可以認證為學倫時數。 

▸交大 REC 會不定期舉辦教育訓練，須繳納活動

規費。另外，OAERI 也會舉辦研習活動，以不收

費為原則，活動議題若與人體(類)研究相關，會

事先取得 REC 同意採認時數後，於研習公告時

一併敘明。 

☎3：我是學生，參加實體教育訓練課程可以抵

免畢業 6 小時的線上課程嗎？ 
☎4：我是學生，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帳

號密碼是什麼？ 

▸依據本校學生學倫教育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

學倫教育課程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畢業修課

管道為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網站，因此，參加實體訓練所取得之時數，僅

得累計，恕無法抵免。 

▸帳號為學號，密碼為學號後五碼。 

▸仍無法登入，請洽詢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5：請問我的學倫時數累計多少了？是否已符合規定？ 

▸本校教職員查詢方式： 

▹以個人帳號密碼登入交大單一入口網站，選取學倫時數審核系統查閱。 

▹洽詢 OAERI 行政人員(電話 03-5712121 轉 52520 或撥打專線 03-5131594)。 

▸本校學生查詢方式：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取得之時數，該中心研習時數會自動匯入本校學籍

系統，毋須將研習證明上傳至學倫系統，可電話洽詢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詢問是否已通過畢業

條件。 

▹參與 OAERI 或校內其他單位舉辦之實體課程，由 OAERI 統一上傳時數，可至學倫時數審核系統

查詢或電話洽詢。 

▹於其他機關構取得之研習證明文件，可至學倫時數系統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時數將於學倫

時數審核系統顯示。 

▸計畫主持人聘用本校學生參與研究，倘因計畫需要，學倫時數部分係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建

議學生將證明影印 1 份或以電子檔送計畫主持人備查。 

 

☏ 03-5712121 轉 52520 OR 31594  ✉ S0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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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