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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違反學術倫理的處置違反學術倫理的處置違反學術倫理的處置違反學術倫理的處置
伍伍伍伍、、、、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
陸陸陸陸、、、、碩碩碩碩、、、、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問題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問題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問題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問題
柒柒柒柒、、、、合著著作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權合著著作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權合著著作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權合著著作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權
捌捌捌捌、、、、案件統計案件統計案件統計案件統計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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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大學教師於校園從事學術研究大學教師於校園從事學術研究大學教師於校園從事學術研究大學教師於校園從事學術研究，，，，應遵守學應遵守學應遵守學應遵守學
術倫理術倫理術倫理術倫理，，，，學術倫理是最起碼的要求學術倫理是最起碼的要求學術倫理是最起碼的要求學術倫理是最起碼的要求，，，，但是卻是但是卻是但是卻是但是卻是
最高的道德標準最高的道德標準最高的道德標準最高的道德標準。。。。

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無論是有意的或是無心無論是有意的或是無心無論是有意的或是無心無論是有意的或是無心
的的的的，，，，在學術界軍事不被允許的在學術界軍事不被允許的在學術界軍事不被允許的在學術界軍事不被允許的，，，，學者不可不學者不可不學者不可不學者不可不
慎慎慎慎。。。。



4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南韓聯合新聞社南韓聯合新聞社南韓聯合新聞社南韓聯合新聞社 2005.12.282005.12.282005.12.282005.12.28
幹細胞並不存在幹細胞並不存在幹細胞並不存在幹細胞並不存在 黃黃黃黃○○○○○○○○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純屬虛構純屬虛構純屬虛構純屬虛構」」」」
黃黃黃黃○○○○○○○○（（（（圖右圖右圖右圖右））））的複製狗也是假的的複製狗也是假的的複製狗也是假的的複製狗也是假的？？？？
（（（（圖右為昔日研究夥伴芝加哥大學教授夏登圖右為昔日研究夥伴芝加哥大學教授夏登圖右為昔日研究夥伴芝加哥大學教授夏登圖右為昔日研究夥伴芝加哥大學教授夏登／／／／美美美美
聯社聯社聯社聯社））））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24242424日全球各大報頭版新聞報導日全球各大報頭版新聞報導日全球各大報頭版新聞報導日全球各大報頭版新聞報導，，，，韓韓韓韓
國首爾大學科學家黃國首爾大學科學家黃國首爾大學科學家黃國首爾大學科學家黃○○○○○○○○在複製幹細胞上的一系在複製幹細胞上的一系在複製幹細胞上的一系在複製幹細胞上的一系
列論文係偽造列論文係偽造列論文係偽造列論文係偽造，「，「，「，「韓國的國寶韓國的國寶韓國的國寶韓國的國寶」、「」、「」、「」、「最高科學最高科學最高科學最高科學
家家家家」、「」、「」、「」、「最有可能為南韓首奪諾貝爾的人選最有可能為南韓首奪諾貝爾的人選最有可能為南韓首奪諾貝爾的人選最有可能為南韓首奪諾貝爾的人選」，」，」，」，
一夕之間成為一夕之間成為一夕之間成為一夕之間成為「「「「韓國之恥韓國之恥韓國之恥韓國之恥」，」，」，」，取消取消取消取消「「「「最高科學最高科學最高科學最高科學
家家家家」」」」 稱號並免去一切公職稱號並免去一切公職稱號並免去一切公職稱號並免去一切公職。。。。

首爾高等法院判決有期徒刑首爾高等法院判決有期徒刑首爾高等法院判決有期徒刑首爾高等法院判決有期徒刑18181818個月個月個月個月，，，，緩刑緩刑緩刑緩刑2222
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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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2011.092011.092011.092011.09（（（（水果水果水果水果））））日報日報日報日報
○○○○○○○○王子論文誤植王子論文誤植王子論文誤植王子論文誤植 拔副教授職拔副教授職拔副教授職拔副教授職

【【【【台北報導台北報導台北報導台北報導】】】】被譽為被譽為被譽為被譽為「「「「○○○○○○○○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的知名音樂家的知名音樂家的知名音樂家的知名音樂家、、、、現任現任現任現任○○○○○○○○大大大大
學教師學教師學教師學教師○○○○○○○○○○○○，，，，原已通過副教授升等原已通過副教授升等原已通過副教授升等原已通過副教授升等，，，，但去年但去年但去年但去年7777月被爆其升等月被爆其升等月被爆其升等月被爆其升等
論文涉嫌抄襲論文涉嫌抄襲論文涉嫌抄襲論文涉嫌抄襲，，，，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出爐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出爐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出爐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出爐，，，，認定陳認定陳認定陳認定陳
升等著作升等著作升等著作升等著作「「「「誤植誤植誤植誤植」」」」他人論文他人論文他人論文他人論文，，，，未適當引註出處未適當引註出處未適當引註出處未適當引註出處，，，，雖不構成抄襲雖不構成抄襲雖不構成抄襲雖不構成抄襲
但違反學術倫理但違反學術倫理但違反學術倫理但違反學術倫理，，，，決定撤銷其副教授資格決定撤銷其副教授資格決定撤銷其副教授資格決定撤銷其副教授資格，，，，且且且且１１１１年內不得提升年內不得提升年內不得提升年內不得提升
等等等等，，，，校方另將追回其過去校方另將追回其過去校方另將追回其過去校方另將追回其過去3333年因副教授身分溢領的年因副教授身分溢領的年因副教授身分溢領的年因副教授身分溢領的50505050多萬元薪多萬元薪多萬元薪多萬元薪
水水水水。。。。
○○○○○○○○○○○○昨發表書面聲明昨發表書面聲明昨發表書面聲明昨發表書面聲明，，，，指此事因疏漏造成指此事因疏漏造成指此事因疏漏造成指此事因疏漏造成，，，，對引起社會議論對引起社會議論對引起社會議論對引起社會議論
深感抱歉與遺憾深感抱歉與遺憾深感抱歉與遺憾深感抱歉與遺憾，，，，將記取教訓將記取教訓將記取教訓將記取教訓，，，，恪盡大學教師應有責任恪盡大學教師應有責任恪盡大學教師應有責任恪盡大學教師應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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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2012.42012.42012.42012.4（（（（水果水果水果水果））））日報日報日報日報

31313131篇論文造假女教授判囚篇論文造假女教授判囚篇論文造假女教授判囚篇論文造假女教授判囚1.51.51.51.5年年年年

【【【【報導報導報導報導】】】】○○○○○○○○大學前教授大學前教授大學前教授大學前教授○○○○○○○○○○○○為升等教授為升等教授為升等教授為升等教授，，，，
六年來慌稱在國際期刊發表六年來慌稱在國際期刊發表六年來慌稱在國際期刊發表六年來慌稱在國際期刊發表31313131篇論文著作篇論文著作篇論文著作篇論文著作，，，，以以以以
致校方誤認而陸續給予升等副教授致校方誤認而陸續給予升等副教授致校方誤認而陸續給予升等副教授致校方誤認而陸續給予升等副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檢檢檢檢
方讓定她因此騙得升等薪資近方讓定她因此騙得升等薪資近方讓定她因此騙得升等薪資近方讓定她因此騙得升等薪資近3030303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於於於於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11111111月依詐欺罪將她起訴月依詐欺罪將她起訴月依詐欺罪將她起訴月依詐欺罪將她起訴。。。。地方法院於地方法院於地方法院於地方法院於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4444月判她月判她月判她月判她1111年年年年6666月徒刑月徒刑月徒刑月徒刑。。。。



7

貳貳貳貳、、、、學術倫理的意涵與範圍學術倫理的意涵與範圍學術倫理的意涵與範圍學術倫理的意涵與範圍
★★★★意涵意涵意涵意涵：：：：學術倫理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道德規範學術倫理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道德規範學術倫理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道德規範學術倫理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道德規範，，，，屬道德屬道德屬道德屬道德
層次層次層次層次，，，，也可視為學術界的行規也可視為學術界的行規也可視為學術界的行規也可視為學術界的行規。。。。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一一一一、、、、申請國科會申請國科會申請國科會申請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學術研究計畫學術研究計畫學術研究計畫補助適用時的意涵補助適用時的意涵補助適用時的意涵補助適用時的意涵：：：：行政院國行政院國行政院國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2222點點點點，，，，所稱所稱所稱所稱違違違違
反學術倫理反學術倫理反學術倫理反學術倫理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係係係係指指指指研究造假研究造假研究造假研究造假、、、、學術論著學術論著學術論著學術論著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或或或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於於於於研究構想研究構想研究構想研究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違反學術規範之行為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違反學術規範之行為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違反學術規範之行為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違反學術規範之行為。。。。

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師升等教師升等教師升等教師升等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第第第37373737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送審不適當行為送審不適當行為送審不適當行為送審不適當行為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履歷履歷履歷履歷表表表表、、、、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
證證證證明明明明故故故故意意意意登載登載登載登載不不不不實實實實或或或或偽偽偽偽造造造造、、、、變變變變造造造造，，，，著作著作著作著作抄襲抄襲抄襲抄襲、、、、剽竊剽竊剽竊剽竊或其他或其他或其他或其他
舞弊舞弊舞弊舞弊情情情情事事事事，，，，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指未適當引註或一指未適當引註或一指未適當引註或一指未適當引註或一稿稿稿稿多多多多
投投投投…………等等等等）。）。）。）。

三三三三、、、、大學校院研究大學校院研究大學校院研究大學校院研究生生生生學學學學位位位位論文規定論文規定論文規定論文規定：：：：學學學學位位位位授授授授予予予予法第法第法第法第7777----2222條規條規條規條規
定定定定，，，， ★★★★((((22224444....4444.22..22..22..22.訂訂訂訂定定定定，，，，93.93.93.93.6666....4444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係指所授係指所授係指所授係指所授予予予予之學之學之學之學
位位位位其論文或報其論文或報其論文或報其論文或報告告告告有有有有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或或或或舞弊舞弊舞弊舞弊情情情情事事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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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學術倫理的範圍學術倫理的範圍學術倫理的範圍學術倫理的範圍
四四四四、、、、審查案件之利益迴避與保密原則審查案件之利益迴避與保密原則審查案件之利益迴避與保密原則審查案件之利益迴避與保密原則：：：：
（（（（一一一一））））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國科會辦理獎勵及補助案件審查之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國科會辦理獎勵及補助案件審查之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國科會辦理獎勵及補助案件審查之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國科會辦理獎勵及補助案件審查之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專科專科專科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33333333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行政程序法第行政程序法第行政程序法第行政程序法第32323232、、、、33333333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二二二二））））迴避及保密原則迴避及保密原則迴避及保密原則迴避及保密原則：：：：
1.1.1.1.審查過程及審查意見審查過程及審查意見審查過程及審查意見審查過程及審查意見，，，，應予保密應予保密應予保密應予保密，，，，切勿外流切勿外流切勿外流切勿外流。。。。
2.2.2.2.送審人不得有請託送審人不得有請託送審人不得有請託送審人不得有請託、、、、關說關說關說關說、、、、利誘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行為利誘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行為利誘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行為利誘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行為。。。。
3.3.3.3.審查人應迴避利害關係人審查人應迴避利害關係人審查人應迴避利害關係人審查人應迴避利害關係人：：：：如任職同單位如任職同單位如任職同單位如任職同單位、、、、指導論文師生關係指導論文師生關係指導論文師生關係指導論文師生關係、、、、共同著作共同著作共同著作共同著作、、、、
共同研究共同研究共同研究共同研究、、、、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其他有迴避審查必要者其他有迴避審查必要者其他有迴避審查必要者其他有迴避審查必要者（（（（可由審可由審可由審可由審
查查人自行勾選查查人自行勾選查查人自行勾選查查人自行勾選）））），，，，應予迴避應予迴避應予迴避應予迴避。。。。

五五五五、、、、醫療倫理基本原則醫療倫理基本原則醫療倫理基本原則醫療倫理基本原則（（（（Tom Beauchamp Tom Beauchamp Tom Beauchamp Tom Beauchamp 及及及及James Childress1979James Childress1979James Childress1979James Childress1979年出版年出版年出版年出版「「「「醫學醫學醫學醫學
倫理原則倫理原則倫理原則倫理原則」）：」）：」）：」）：

（（（（一一一一））））行善原則行善原則行善原則行善原則：：：：亦即盡其所能延長病人之生命且減輕病人之痛苦亦即盡其所能延長病人之生命且減輕病人之痛苦亦即盡其所能延長病人之生命且減輕病人之痛苦亦即盡其所能延長病人之生命且減輕病人之痛苦。。。。
（（（（二二二二））））誠信原則誠信原則誠信原則誠信原則 ：：：：亦即對其病人有亦即對其病人有亦即對其病人有亦即對其病人有「「「「以誠信相對待以誠信相對待以誠信相對待以誠信相對待」」」」的義務的義務的義務的義務。。。。
（（（（三三三三））））自自自自主主主主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亦即病亦即病亦即病亦即病患患患患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己身己身己身己身之之之之診診診診療決定的自療決定的自療決定的自療決定的自主權主權主權主權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得得得得到尊重到尊重到尊重到尊重。。。。
（（（（四四四四））））不不不不傷傷傷傷害原則害原則害原則害原則：：：：亦即亦即亦即亦即盡其所能保盡其所能保盡其所能保盡其所能保護護護護病人或病人或病人或病人或受試受試受試受試者者者者，，，，避免其避免其避免其避免其受身心傷受身心傷受身心傷受身心傷害害害害。。。。
（（（（五五五五））））保密原則保密原則保密原則保密原則：：：：亦即亦即亦即亦即對病人的病對病人的病對病人的病對病人的病情負情負情負情負有保密的有保密的有保密的有保密的責責責責任任任任。。。。
（（（（六六六六））））公義原則公義原則公義原則公義原則：：：：亦即應以社會公亦即應以社會公亦即應以社會公亦即應以社會公平平平平、、、、正正正正義的義的義的義的考量來協考量來協考量來協考量來協助最助最助最助最需需需需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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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常見違反學術倫理的類型常見違反學術倫理的類型常見違反學術倫理的類型常見違反學術倫理的類型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數據數據數據數據造假或假造不造假或假造不造假或假造不造假或假造不實實實實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含修改數據含修改數據含修改數據含修改數據、、、、圖圖圖圖片片片片）：）：）：）：屬最嚴重的犯規，誤
導他人研究方向，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浪費無法想像（如黃禹錫事件）。

二二二二、、、、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整段整段整段整段或或或或整句整句整句整句）、）、）、）、移植移植移植移植、、、、複製複製複製複製（（（（含剪貼網路含剪貼網路含剪貼網路含剪貼網路圖圖圖圖片片片片））））或或或或引用引用引用引用他人著作他人著作他人著作他人著作卻未卻未卻未卻未
註明註明註明註明出出出出處處處處：：：：剽竊他人研究成果。

三三三三、、、、未適當引用未適當引用未適當引用未適當引用他人著作他人著作他人著作他人著作（（（（含直接翻譯含直接翻譯含直接翻譯含直接翻譯他人文他人文他人文他人文章章章章或或或或引用引用引用引用他人他人他人他人數據數據數據數據）：）：）：）：違反違反違反違反研究倫研究倫研究倫研究倫
理理理理。

四四四四、、、、一一一一稿多投稿多投稿多投稿多投或或或或小幅度修改小幅度修改小幅度修改小幅度修改論文論文論文論文而重而重而重而重複複複複投稿投稿投稿投稿：：：：一魚多吃、重複投稿的違規行為。

五五五五、、、、論文請人論文請人論文請人論文請人代寫代寫代寫代寫、、、、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掛名掛名掛名掛名、、、、未正確載明未正確載明未正確載明未正確載明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並並並並經經經經合著人同意合著人同意合著人同意合著人同意發表發表發表發表（（（（或或或或升升升升
等等等等）：）：）：）：非自己研究成果或將所有成果攬為己有及掛名行為，違反學術誠信原
則。

六六六六、、、、虛報虛報虛報虛報、、、、浮浮浮浮報報報報計畫經費詐領計畫經費詐領計畫經費詐領計畫經費詐領補助補助補助補助款款款款，，，，或或或或挪用挪用挪用挪用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經費經費經費經費：：：：違反學術清廉原則且涉
及刑法詐欺罪。。。。

七七七七、未遵守未遵守未遵守未遵守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利害關係人未迴避、外審委員名單洩漏，影響
審查公正性。

八八八八、、、、未遵循未遵循未遵循未遵循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進進進進行人行人行人行人體試驗體試驗體試驗體試驗：違反人倫之不正當學術研究或不當洩漏受試
者名單、人身測驗隱私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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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違反學術倫理的處置違反學術倫理的處置違反學術倫理的處置違反學術倫理的處置
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依依依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成立專案學成立專案學成立專案學成立專案學

術倫理委員會術倫理委員會術倫理委員會術倫理委員會（（（（7777----9999人人人人），），），），會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答辯理由會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答辯理由會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答辯理由會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答辯理由，，，，必要時得邀請當事必要時得邀請當事必要時得邀請當事必要時得邀請當事
人或其主管列席說明人或其主管列席說明人或其主管列席說明人或其主管列席說明，，，，如確定違反學術倫理如確定違反學術倫理如確定違反學術倫理如確定違反學術倫理，，，，按情節輕重作成處分並要求所屬單位按情節輕重作成處分並要求所屬單位按情節輕重作成處分並要求所屬單位按情節輕重作成處分並要求所屬單位
提出說明提出說明提出說明提出說明，，，，檢討改進檢討改進檢討改進檢討改進，，，，及將懲處情形副知國科會及將懲處情形副知國科會及將懲處情形副知國科會及將懲處情形副知國科會：：：：

（（（（一一一一））））停權終身或停權若干年停權終身或停權若干年停權終身或停權若干年停權終身或停權若干年。（。（。（。（二二二二））））追回全部或部份研究補助費用追回全部或部份研究補助費用追回全部或部份研究補助費用追回全部或部份研究補助費用。。。。

（（（（三三三三））））追回研究獎勵費追回研究獎勵費追回研究獎勵費追回研究獎勵費。（。（。（。（四四四四））））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研究數據造假或抄襲行為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研究數據造假或抄襲行為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研究數據造假或抄襲行為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研究數據造假或抄襲行為，，，，應予應予應予應予
終身停權終身停權終身停權終身停權。。。。

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依依依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第第第37373737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請送審人提出書面請送審人提出書面請送審人提出書面請送審人提出書面
答辯理由答辯理由答辯理由答辯理由，，，，送外審委員評審送外審委員評審送外審委員評審送外審委員評審，，，，如確有疑義如確有疑義如確有疑義如確有疑義，，，，則成立專案審查會議則成立專案審查會議則成立專案審查會議則成立專案審查會議（（（（約約約約4444----7777人人人人），），），），提提提提
出處分建議出處分建議出處分建議出處分建議，，，，送學審會常會審議後作成處分送學審會常會審議後作成處分送學審會常會審議後作成處分送學審會常會審議後作成處分，，，，學校另依學校另依學校另依學校另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一一一一））））教師升等著作教師升等著作教師升等著作教師升等著作：：：：不通過及處以一定年限不得送審不通過及處以一定年限不得送審不通過及處以一定年限不得送審不通過及處以一定年限不得送審，，，，不受理期間不受理期間不受理期間不受理期間5年以上者並副知年以上者並副知年以上者並副知年以上者並副知
大專校院大專校院大專校院大專校院

1.1.1.1.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合著人登載不實合著人登載不實合著人登載不實合著人登載不實：：：：1111----3333年年年年。。。。2.2.2.2.抄襲抄襲抄襲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3333----7777年年年年。。。。3.3.3.3.成成成成
就證明就證明就證明就證明、、、、合著人證明偽造合著人證明偽造合著人證明偽造合著人證明偽造、、、、變造等變造等變造等變造等：：：：7777----10101010年年年年。4.4.4.4.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其他違反學術倫理：：：：1111----5555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教師非升等著作教師非升等著作教師非升等著作教師非升等著作：：：：依各校章則辦理依各校章則辦理依各校章則辦理依各校章則辦理。

三三三三、、、、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生學位論文：：：：依學位授予法規定依學位授予法規定依學位授予法規定依學位授予法規定，，，，由各校撤銷並公告註銷學位證書由各校撤銷並公告註銷學位證書由各校撤銷並公告註銷學位證書由各校撤銷並公告註銷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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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
一一一一、、、、著作權的範圍著作權的範圍著作權的範圍著作權的範圍（（（（引自章忠信引自章忠信引自章忠信引自章忠信「「「「學術倫理與著作權學術倫理與著作權學術倫理與著作權學術倫理與著作權」」」」簡報簡報簡報簡報，，，，民民民民99））））：：：：

1.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10條之條之條之條之1規定規定規定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其保護僅及於該其保護僅及於該其保護僅及於該
著作之著作之著作之著作之表達表達表達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程序程序程序、、、、製程製程製程製程、、、、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原理原理原理原理、、、、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因此因此因此因此，，，，著作權法僅保護著作權法僅保護著作權法僅保護著作權法僅保護「「「「表達表達表達表達」，」，」，」，不不不不
及於及於及於及於「「「「表達表達表達表達」」」」之思想之思想之思想之思想、、、、程序程序程序程序………….等等等等。。。。

2.著作權法允許以他人之著作為自己的著作著作權法允許以他人之著作為自己的著作著作權法允許以他人之著作為自己的著作著作權法允許以他人之著作為自己的著作：：：：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11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但契約約定以雇但契約約定以雇但契約約定以雇
用人為著作人者用人為著作人者用人為著作人者用人為著作人者；；；；同法同法同法同法12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除前條除前條除前條
情形外情形外情形外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從從從
其約定其約定其約定其約定。

3.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著作權的合理使用著作權的合理使用著作權的合理使用著作權的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不構成著不構成著不構成著
作財產權之侵害作財產權之侵害作財產權之侵害作財產權之侵害。。。。

二二二二、、、、著作權與與學術倫理不同著作權與與學術倫理不同著作權與與學術倫理不同著作權與與學術倫理不同：：：：以他人之著作為自己的著作以他人之著作為自己的著作以他人之著作為自己的著作以他人之著作為自己的著作，，，，違反學術違反學術違反學術違反學術
倫理行為倫理行為倫理行為倫理行為，，，，卻不一定違反著作權卻不一定違反著作權卻不一定違反著作權卻不一定違反著作權。。。。另一稿多投另一稿多投另一稿多投另一稿多投、、、、研究數據造假或假造研究數據造假或假造研究數據造假或假造研究數據造假或假造
不實內容均違反學術倫理不實內容均違反學術倫理不實內容均違反學術倫理不實內容均違反學術倫理，，，，同樣也未必違反著作權同樣也未必違反著作權同樣也未必違反著作權同樣也未必違反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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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
三三三三、、、、論文的排名論文的排名論文的排名論文的排名順順順順序問題序問題序問題序問題

1.1.1.1.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掛掛掛掛名名名名、、、、引註不當引註不當引註不當引註不當、、、、一一一一稿稿稿稿二二二二投投投投…………等等等等均均均均屬違反屬違反屬違反屬違反「「「「專科以上學專科以上學專科以上學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第第第37373737條規定之範條規定之範條規定之範條規定之範疇疇疇疇：：：：因此對研究成果因此對研究成果因此對研究成果因此對研究成果無無無無
貢獻貢獻貢獻貢獻，，，，卻卻卻卻掛掛掛掛名論文的名論文的名論文的名論文的共同共同共同共同作作作作者者者者，，，，是明是明是明是明顯顯顯顯的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的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的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的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應應應應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此學術此學術此學術此學術陋習陋習陋習陋習（（（（經費支持者經費支持者經費支持者經費支持者不得不得不得不得掛掛掛掛名名名名）。）。）。）。

2.2.2.2.論文作論文作論文作論文作者者者者的排名的排名的排名的排名順順順順序序序序，，，，應應應應由由由由所有的作所有的作所有的作所有的作者共同者共同者共同者共同決定決定決定決定：：：：一一一一般而般而般而般而
言言言言，，，，係係係係按按按按作作作作者者者者對此論文的對此論文的對此論文的對此論文的貢獻重貢獻重貢獻重貢獻重要要要要性依性依性依性依序排序排序排序排列列列列。。。。第一作第一作第一作第一作者者者者係指係指係指係指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收集收集收集收集資資資資料料料料、、、、撰寫初稿者撰寫初稿者撰寫初稿者撰寫初稿者，，，，排第一排第一排第一排第一順位順位順位順位；；；；而而而而
通通通通訊訊訊訊作作作作者者者者則則則則係指係指係指係指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的的的的主主主主要研究要研究要研究要研究者者者者、、、、指導研究指導研究指導研究指導研究工工工工作或作或作或作或
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主持主持主持主持人人人人，，，，其其其其負負負負責責責責聯繫聯繫聯繫聯繫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團隊團隊團隊團隊成員成員成員成員（（（（作作作作者者者者））））進進進進行行行行各項工各項工各項工各項工
作作作作，，，，包包包包括檢括檢括檢括檢視資視資視資視資料正確性料正確性料正確性料正確性、、、、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撰寫撰寫撰寫撰寫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有有有有缺失缺失缺失缺失，，，，並並並並要要要要讓讓讓讓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作作作作者者者者對對對對這些這些這些這些資資資資料達料達料達料達成成成成共識共識共識共識，，，，且且且且能針能針能針能針對對對對各各各各界的界的界的界的疑疑疑疑問提出回應問提出回應問提出回應問提出回應，，，，也也也也
必須必須必須必須處理文處理文處理文處理文章章章章的的的的勘勘勘勘誤與誤與誤與誤與訂正訂正訂正訂正，，，，雖名雖名雖名雖名列最後列最後列最後列最後，，，，但其但其但其但其貢獻往往貢獻往往貢獻往往貢獻往往不不不不亞亞亞亞
於第一作於第一作於第一作於第一作者者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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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
四四四四、、、、博碩士論文博碩士論文博碩士論文博碩士論文撰寫架撰寫架撰寫架撰寫架構可構可構可構可能能能能出現的學術倫理問題出現的學術倫理問題出現的學術倫理問題出現的學術倫理問題

（（（（一一一一））））謝詞謝詞謝詞謝詞：：：：對論文有對論文有對論文有對論文有觀念觀念觀念觀念、、、、架架架架構構構構、、、、統計方法提統計方法提統計方法提統計方法提供供供供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實際實際實際實際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設設設計計計計、、、、有所有所有所有所貢獻貢獻貢獻貢獻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應應應應詳實致謝詳實致謝詳實致謝詳實致謝。。。。→→→→未來可未來可未來可未來可能能能能發發發發生生生生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有有有有共同共同共同共同著作或著作或著作或著作或掛掛掛掛名的認定問題名的認定問題名的認定問題名的認定問題。。。。

（（（（二二二二））））論文內論文內論文內論文內容容容容：：：：

1.1.1.1.緒緒緒緒論論論論：：：：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動機動機動機動機、、、、目目目目的的的的、、、、範圍範圍範圍範圍→→→→可可可可能能能能發發發發生生生生抄襲問題抄襲問題抄襲問題抄襲問題。。。。

2.2.2.2.相相相相關理論與文關理論與文關理論與文關理論與文獻探討獻探討獻探討獻探討→→→→可可可可能能能能發發發發生生生生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抄襲問題抄襲問題抄襲問題抄襲問題。。。。

3.3.3.3.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架架架架構構構構、、、、設設設設計計計計、、、、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可可可可能能能能發發發發生生生生抄襲抄襲抄襲抄襲、、、、剽剽剽剽
竊竊竊竊、、、、造假問題造假問題造假問題造假問題。。。。

4444....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可可可可能能能能發發發發生增刪生增刪生增刪生增刪、、、、組組組組合合合合、、、、竄改竄改竄改竄改成果成果成果成果、、、、數據數據數據數據造假問造假問造假問造假問
題題題題。。。。

5.5.5.5.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可可可可能能能能發發發發生竄改生竄改生竄改生竄改、、、、抄襲抄襲抄襲抄襲、、、、造假造假造假造假（（（（誇誇誇誇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實實實實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等問題等問題等問題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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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著作權與排序等問題
五五五五、、、、教師升等著作可能出現的學術倫理問題教師升等著作可能出現的學術倫理問題教師升等著作可能出現的學術倫理問題教師升等著作可能出現的學術倫理問題

（（（（一一一一））））代表著作代表著作代表著作代表著作：「：「：「：「共同著作或掛名共同著作或掛名共同著作或掛名共同著作或掛名」」」」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匯集數匯集數匯集數匯集數
篇參考作而成代表作篇參考作而成代表作篇參考作而成代表作篇參考作而成代表作，，，，而參考作有多人合著而參考作有多人合著而參考作有多人合著而參考作有多人合著，，，，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作卻僅列送審人一人作卻僅列送審人一人作卻僅列送審人一人作卻僅列送審人一人」（」（」（」（履歷表未誠實填寫履歷表未誠實填寫履歷表未誠實填寫履歷表未誠實填寫）、）、）、）、跨跨跨跨
大送審人貢獻度問題大送審人貢獻度問題大送審人貢獻度問題大送審人貢獻度問題、、、、未符學術專長問題未符學術專長問題未符學術專長問題未符學術專長問題、、、、竄改研竄改研竄改研竄改研
究數據究數據究數據究數據、、、、複製或抄襲自己舊作複製或抄襲自己舊作複製或抄襲自己舊作複製或抄襲自己舊作、「、「、「、「挪用挪用挪用挪用、、、、抄襲他人抄襲他人抄襲他人抄襲他人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及及及及「「「「以他人博以他人博以他人博以他人博、、、、碩士論文略作修改碩士論文略作修改碩士論文略作修改碩士論文略作修改」」」」而以自而以自而以自而以自
己名義發表己名義發表己名義發表己名義發表、、、、未適當引註出處未適當引註出處未適當引註出處未適當引註出處、「、「、「、「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增刪增刪增刪增刪、、、、組組組組
合或編排他人著作合或編排他人著作合或編排他人著作合或編排他人著作」、」、」、」、一稿數投一稿數投一稿數投一稿數投、、、、未參與計畫逕用未參與計畫逕用未參與計畫逕用未參與計畫逕用
以為代表作以為代表作以為代表作以為代表作…………........等等等等。。。。

（（（（二二二二））））參考著作參考著作參考著作參考著作：：：：可能發生抄襲可能發生抄襲可能發生抄襲可能發生抄襲、、、、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剽竊剽竊剽竊剽竊、、、、
造假造假造假造假、、、、以譯代作以譯代作以譯代作以譯代作……………………及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問題及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問題及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問題及其他違反學術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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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經濟經濟經濟部部部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局95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25日日日日智智智智著著著著字字字字第第第第09516000230號函示號函示號函示號函示：：：：

學學學學生生生生與指導教授為與指導教授為與指導教授為與指導教授為共同共同共同共同著著著著
作人作人作人作人，，，，共享共享共享共享著作權著作權著作權著作權，，，，其著其著其著其著
作權行作權行作權行作權行使使使使應應應應雙雙雙雙方方方方同同同同意意意意。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原原原原始始始始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著作權著作權著作權著作權屬於學屬於學屬於學屬於學生生生生

建議：學生與指導教授事先就論文著作權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
方式，包括論文公開發表、發表時著作人姓名標示、論文事後
可作何種修改及未來如何授權他人利用，達成協議，或由學校
訂定相關規範

指導教授為指導教授為指導教授為指導教授為觀念觀念觀念觀念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且且且且參與內參與內參與內參與內容容容容
表表表表達達達達與學與學與學與學生共同完生共同完生共同完生共同完成論文成論文成論文成論文，，，，且且且且各各各各人人人人
之之之之創創創創作不作不作不作不能能能能分分分分離利離利離利離利用用用用者者者者。。。。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僅僅僅僅觀念觀念觀念觀念指導指導指導指導，，，，未參與內未參與內未參與內未參與內容容容容
表表表表達達達達之之之之撰寫撰寫撰寫撰寫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部部部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局對碩對碩對碩對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爭爭爭議之問題說明議之問題說明議之問題說明議之問題說明

陸陸陸陸、、、、碩碩碩碩、、、、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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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碩碩碩碩、、、、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問題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問題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問題博士論文與指導教授著作權歸屬問題

（（（（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舉舉舉舉例例例例：：：：
1.1.1.1.監察監察監察監察院院院院99999999年年年年7777月行文月行文月行文月行文糾正某糾正某糾正某糾正某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自自自自審學審學審學審學
校校校校））））教師升等教師升等教師升等教師升等制度制度制度制度有有有有缺失缺失缺失缺失，，，，其其其其中中中中一一一一項項項項為為為為：：：：近十近十近十近十年有年有年有年有7777位位位位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以其指導之碩以其指導之碩以其指導之碩以其指導之碩、、、、博士研究博士研究博士研究博士研究生生生生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發表著作發表著作發表著作發表著作
通過升等通過升等通過升等通過升等（（（（已撤銷其已撤銷其已撤銷其已撤銷其中中中中1111人教授資格人教授資格人教授資格人教授資格，，，，其其其其餘餘餘餘6666人處理人處理人處理人處理
中中中中），），），），本部已於本部已於本部已於本部已於100100100100年年年年8888月取月取月取月取消該消該消該消該校校校校自自自自審教師資格審教師資格審教師資格審教師資格。。。。
2.2.2.2.另另另另近期近期近期近期本部審議本部審議本部審議本部審議中中中中有多件教師升等案有多件教師升等案有多件教師升等案有多件教師升等案，，，，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涉及抄涉及抄涉及抄涉及抄
襲學襲學襲學襲學生生生生碩士論文違反學術倫理碩士論文違反學術倫理碩士論文違反學術倫理碩士論文違反學術倫理。。。。

二二二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如如如如有有有有共同共同共同共同著作事著作事著作事著作事實實實實，，，，需需需需提提提提具具具具合作人合作人合作人合作人證證證證明明明明（（（（含含含含
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及及及及相相相相關關關關證證證證明明明明（（（（如如如如學學學學位位位位論文論文論文論文致謝詞致謝詞致謝詞致謝詞））））；；；；又如又如又如又如屬屬屬屬
學學學學位位位位論文水論文水論文水論文水準準準準，，，，是是是是否符否符否符否符合教師升等合教師升等合教師升等合教師升等級級級級之水之水之水之水準亦準亦準亦準亦有有有有疑疑疑疑
問問問問；；；；如如如如所指導的研究所指導的研究所指導的研究所指導的研究生生生生學學學學位位位位論文論文論文論文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過過過過低低低低，，，，其其其其獲獲獲獲得得得得
學學學學位證位證位證位證書是書是書是書是否妥否妥否妥否妥適適適適…………等等等等相相相相關問題關問題關問題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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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1.881.881.881.88至至至至93939393年五年間年五年間年五年間年五年間，，，，國科會共判定國科會共判定國科會共判定國科會共判定23232323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有抄襲也有抄襲也有抄襲也有抄襲也
有剽竊他人研究構想有剽竊他人研究構想有剽竊他人研究構想有剽竊他人研究構想，，，，國立大學教授佔一半以上國立大學教授佔一半以上國立大學教授佔一半以上國立大學教授佔一半以上（（（（自由時報自由時報自由時報自由時報，，，，
93.02.0193.02.0193.02.0193.02.01））））
2.2.2.2. 88888888----99999999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彙整表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彙整表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彙整表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彙整表--------共共共共31313131樣樣樣樣
3.3.3.3.國科會統計國科會統計國科會統計國科會統計，，，，過去過去過去過去4444年被裁定涉嫌抄襲及造假等案例逐年攀升年被裁定涉嫌抄襲及造假等案例逐年攀升年被裁定涉嫌抄襲及造假等案例逐年攀升年被裁定涉嫌抄襲及造假等案例逐年攀升，，，，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平均件數也較往年增加兩倍以上平均件數也較往年增加兩倍以上平均件數也較往年增加兩倍以上平均件數也較往年增加兩倍以上，，，，最誇張的是有位學者歷年發表的著最誇張的是有位學者歷年發表的著最誇張的是有位學者歷年發表的著最誇張的是有位學者歷年發表的著
作作作作，，，，全部抄襲國外的碩博士論文全部抄襲國外的碩博士論文全部抄襲國外的碩博士論文全部抄襲國外的碩博士論文 ((((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中國時報，，，，101.5.14)101.5.14)101.5.14)101.5.14)

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大專教師資格審查著作涉及違反學術倫理確定案件大專教師資格審查著作涉及違反學術倫理確定案件大專教師資格審查著作涉及違反學術倫理確定案件大專教師資格審查著作涉及違反學術倫理確定案件，，，，88888888至至至至100100100100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合計有合計有合計有合計有123123123123件件件件（（（（88888888年年年年7777件件件件，，，，89898989年年年年7777件件件件，，，，90909090年年年年3333件件件件，，，，91919191年年年年4444件件件件，，，，92929292年年年年5555件件件件，，，，93939393
年年年年6666件件件件，，，，94949494年年年年4444件件件件，，，，95959595年年年年8888件件件件，，，，96969696年年年年10101010件件件件，，，，97979797年年年年18181818件件件件，，，，98989898年年年年12121212件件件件，，，，99999999年年年年
14141414件件件件，，，，100100100100年年年年25252525件件件件）；）；）；）；另另另另101101101101年至年至年至年至3333月止有月止有月止有月止有5555件件件件，，，，有逐年提升之趨勢有逐年提升之趨勢有逐年提升之趨勢有逐年提升之趨勢。。。。

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研究生碩研究生碩研究生碩研究生碩、、、、博士論文涉及抄襲或舞弊確定博士論文涉及抄襲或舞弊確定博士論文涉及抄襲或舞弊確定博士論文涉及抄襲或舞弊確定，，，，撤銷學位案件撤銷學位案件撤銷學位案件撤銷學位案件，，，，
98989898年至年至年至年至101101101101年共年共年共年共13131313件件件件（（（（98989898年年年年3333件件件件，，，，99999999年年年年6666件件件件，，，，100100100100年年年年2222件件件件，，，，101101101101年年年年2222件件件件）。）。）。）。

捌捌捌捌、、、、案件統計案件統計案件統計案件統計



18

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蔡明誠蔡明誠蔡明誠蔡明誠，，，，201220122012201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444444447777333322222222222210101010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7171717111111110000888877772011201120112011

14141414222200000000999933332010201020102010

6666333311111111111100002009200920092009

7777111111111111444400002008200820082008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研究資研究資研究資研究資
料造假料造假料造假料造假

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雷同雷同雷同雷同抄襲抄襲抄襲抄襲

未適當引未適當引未適當引未適當引
註註註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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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77771313131323232323121212123131313143434343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2444422222222111177778888101101101101

333322221111111155556666100100100100

偽造實偽造實偽造實偽造實

驗數據驗數據驗數據驗數據

和論文和論文和論文和論文

代寫代寫代寫代寫00006666151515158888131313132121212199999999

00003333555522226666888898989898

通報通報通報通報
件件件件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中中中中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碩士碩士碩士碩士((((專專專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認定抄襲認定抄襲認定抄襲認定抄襲學制學制學制學制受理案受理案受理案受理案

件件件件((((含含含含
通報件通報件通報件通報件))))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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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88888888----99999999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
案件案件案件案件31313131種樣態彙整表種樣態彙整表種樣態彙整表種樣態彙整表((((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99999999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1212121日日日日臺臺臺臺會會會會綜綜綜綜二二二二
字字字字第第第第0990009900099000990044442222666600004444號函公告號函公告號函公告號函公告））））

（（（（一一一一））））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引未引未引未引出出出出處處處處、、、、未引註來源未引註來源未引註來源未引註來源出自學生出自學生出自學生出自學生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二二二二））））抄襲抄襲抄襲抄襲、、、、自自自自我抄襲我抄襲我抄襲我抄襲、、、、未引註未引註未引註未引註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著作著作著作著作、、、、抄襲抄襲抄襲抄襲他人他人他人他人未發表未發表未發表未發表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剽竊剽竊剽竊剽竊

（（（（三三三三））））掛名掛名掛名掛名、、、、未經未經未經未經他人同意即列他人同意即列他人同意即列他人同意即列入入入入共同作者共同作者共同作者共同作者
（（（（四四四四））））重重重重複複複複提提提提報報報報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及及及及經費經費經費經費，，，，違反違反違反違反學學學學術清廉術清廉術清廉術清廉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五五五五））））資資資資料料料料造假造假造假造假、、、、研究圖研究圖研究圖研究圖片篡改片篡改片篡改片篡改造假造假造假造假、、、、未經未經未經未經原作者同意原作者同意原作者同意原作者同意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圖圖圖圖形形形形、、、、
數據處數據處數據處數據處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當當當當

（（（（六六六六））））一一一一魚多吃魚多吃魚多吃魚多吃，，，，重重重重複複複複發表發表發表發表
（（（（八八八八））））以以以以譯代譯代譯代譯代作作作作、、、、以以以以翻譯翻譯翻譯翻譯作為研究作為研究作為研究作為研究（（（（未未未未有原有原有原有原創性創性創性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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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容容容有大有大有大有大量量量量文文文文字字字字與所指導學與所指導學與所指導學與所指導學生生生生之之之之
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相同相同相同相同，，，，未以未以未以未以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文的文的文的文字敘述字敘述字敘述字敘述，，，，且未引註且未引註且未引註且未引註該該該該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 ((((未引註來源未引註來源未引註來源未引註來源出自學生出自學生出自學生出自學生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3

於學術研於學術研於學術研於學術研討討討討會發表之會發表之會發表之會發表之演講摘演講摘演講摘演講摘要與他人發表之論文要與他人發表之論文要與他人發表之論文要與他人發表之論文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除小除小除小除小部分不部分不部分不部分不同外同外同外同外，，，，其其其其餘完全相同餘完全相同餘完全相同餘完全相同，，，，且未引且未引且未引且未引述述述述出出出出
處處處處；；；；其所提其所提其所提其所提供供供供之之之之簡簡簡簡報資報資報資報資料料料料，，，，其其其其中幾個圖形中幾個圖形中幾個圖形中幾個圖形係係係係由由由由他人發他人發他人發他人發
表之著作內之表之著作內之表之著作內之表之著作內之圖形加圖形加圖形加圖形加以以以以修改而修改而修改而修改而成成成成，，，，未註明出處且未未註明出處且未未註明出處且未未註明出處且未經經經經
原作原作原作原作者者者者之之之之同同同同意意意意。。。。 ((((未引未引未引未引出出出出處處處處、、、、未經未經未經未經原作者同意原作者同意原作者同意原作者同意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圖圖圖圖形形形形))))

2

發表之著作涉及抄襲他人發表之著作發表之著作涉及抄襲他人發表之著作發表之著作涉及抄襲他人發表之著作發表之著作涉及抄襲他人發表之著作，，，，引用已發表論引用已發表論引用已發表論引用已發表論
文之理論文之理論文之理論文之理論模模模模型等作為論文之型等作為論文之型等作為論文之型等作為論文之依據依據依據依據，，，，未於論文未於論文未於論文未於論文中中中中適當註適當註適當註適當註
記引用原著記引用原著記引用原著記引用原著，，，，且未且未且未且未列入列入列入列入參參參參考考考考文文文文獻獻獻獻。。。。 ((((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抄襲抄襲抄襲抄襲))))

1

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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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於國於國於國於國外期刊外期刊外期刊外期刊發表之發表之發表之發表之2222篇篇篇篇論文有論文有論文有論文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相同相同相同相同或或或或相似相似相似相似之處之處之處之處，，，，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資資資資料料料料雖有雖有雖有雖有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惟惟惟惟未適當引未適當引未適當引未適當引述述述述，，，，不不不不符符符符合學術合學術合學術合學術慣慣慣慣例例例例。。。。 ((((未適未適未適未適

當引註當引註當引註當引註、「、「、「、「自自自自我抄襲我抄襲我抄襲我抄襲」」」」))))

6

獲本會研究獎勵費之代表作與國外某專書雷同之處甚多獲本會研究獎勵費之代表作與國外某專書雷同之處甚多獲本會研究獎勵費之代表作與國外某專書雷同之處甚多獲本會研究獎勵費之代表作與國外某專書雷同之處甚多，，，，該著該著該著該著
作未依學術慣例適當地加以引註作未依學術慣例適當地加以引註作未依學術慣例適當地加以引註作未依學術慣例適當地加以引註，，，，且未符合學術著作體例且未符合學術著作體例且未符合學術著作體例且未符合學術著作體例。。。。

((((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

5

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將本會補助其他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將本會補助其他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將本會補助其他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將本會補助其他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成果之專書列入個人資料表著作目研究成果之專書列入個人資料表著作目研究成果之專書列入個人資料表著作目研究成果之專書列入個人資料表著作目錄錄錄錄，，，，該專書大該專書大該專書大該專書大量量量量文文文文字夾字夾字夾字夾

譯夾譯夾譯夾譯夾作作作作，，，，雖雖雖雖有部有部有部有部分分分分註註註註明明明明出處出處出處出處，，，，但但但但極極極極多多多多篇幅篇幅篇幅篇幅未依學術慣例適當地未依學術慣例適當地未依學術慣例適當地未依學術慣例適當地

加以引註及以加以引註及以加以引註及以加以引註及以譯譯譯譯代作代作代作代作，，，，難難難難以以以以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以以以以譯代譯代譯代譯代作作作作))))

4

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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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AAAABC 3BC 3BC 3BC 3人所人所人所人所提提提提專專專專題題題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請請請請書書書書內內內內容雷容雷容雷容雷同同同同：：：：ＡＡＡＡ所所所所提計畫書提計畫書提計畫書提計畫書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之之之之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方方方法與法與法與法與ＣＣＣＣ所所所所提計畫書提計畫書提計畫書提計畫書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方方方方法法法法雷雷雷雷同同同同，，，，並並並並未註明未註明未註明未註明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出出出出處處處處，，，，構構構構
成成成成抄襲抄襲抄襲抄襲；；；；ＢＢＢＢ及及及及CCCC所所所所提提提提之之之之2222件件件件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方方方方法及法及法及法及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說說說說明雷明雷明雷明雷同同同同，，，，
ＢＢＢＢ所所所所提計畫書提計畫書提計畫書提計畫書之全之全之全之全部部部部研究內研究內研究內研究內容容容容為為為為ＣＣＣＣ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研究內研究內研究內研究內容容容容之一之一之一之一部分部分部分部分，，，，並並並並將將將將
ＣＣＣＣ列為其列為其列為其列為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之共同之共同之共同之共同主持主持主持主持人人人人，，，，重重重重複複複複向向向向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申申申申請補助請補助請補助請補助，，，，卻未於計畫書卻未於計畫書卻未於計畫書卻未於計畫書
中敘明中敘明中敘明中敘明，，，，有有有有蓄蓄蓄蓄意意意意隱瞞隱瞞隱瞞隱瞞之之之之情事情事情事情事；；；；另另另另ＣＣＣＣ未於計畫書中敘明未於計畫書中敘明未於計畫書中敘明未於計畫書中敘明其所其所其所其所提計畫書提計畫書提計畫書提計畫書
內內內內容已涵蓋容已涵蓋容已涵蓋容已涵蓋ＢＢＢＢ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蓄蓄蓄蓄意意意意隱瞞隱瞞隱瞞隱瞞及及及及誤誤誤誤導為導為導為導為2222件件件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未註明未註明未註明未註明出出出出處處處處、、、、

抄襲抄襲抄襲抄襲、、、、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舞弊情事舞弊情事舞弊情事舞弊情事))))

9

發表發表發表發表之著作之著作之著作之著作絕絕絕絕大大大大部分抄襲部分抄襲部分抄襲部分抄襲他人之他人之他人之他人之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並並並並將該將該將該將該著作列為個人著著作列為個人著著作列為個人著著作列為個人著
作作作作目錄目錄目錄目錄，，，，申申申申請本會專請本會專請本會專請本會專題題題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抄襲抄襲抄襲抄襲、、、、剽竊剽竊剽竊剽竊))))

8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歷歷歷歷年著作年著作年著作年著作抄襲抄襲抄襲抄襲國外國外國外國外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及論文及論文及論文及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抄襲抄襲抄襲抄襲))))7

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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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所所所所提提提提專專專專題題題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請案請案請案請案，，，，計畫多處計畫多處計畫多處計畫多處內內內內容逐句譯容逐句譯容逐句譯容逐句譯自他人之專自他人之專自他人之專自他人之專書書書書，，，，未清未清未清未清
楚引註楚引註楚引註楚引註，，，，等同等同等同等同抄襲抄襲抄襲抄襲，，，，且且且且未清楚區別何未清楚區別何未清楚區別何未清楚區別何者為者為者為者為申申申申請人自請人自請人自請人自己己己己或他人之研究構或他人之研究構或他人之研究構或他人之研究構
想想想想與與與與敘述敘述敘述敘述文文文文字字字字，，，，有以有以有以有以翻譯翻譯翻譯翻譯作為研究之作為研究之作為研究之作為研究之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以以以以翻譯翻譯翻譯翻譯作為研究作為研究作為研究作為研究----未未未未有原有原有原有原

創性創性創性創性、、、、抄襲抄襲抄襲抄襲))))

12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之專之專之專之專題題題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研究成果報研究成果報研究成果報研究成果報告告告告，，，，大大大大量重錄量重錄量重錄量重錄其其其其已已已已出版之著作出版之著作出版之著作出版之著作，，，，尤尤尤尤其其其其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部分完部分完部分完部分完全全全全照錄照錄照錄照錄，，，，且且且且未引註未引註未引註未引註。。。。 ((((未引註未引註未引註未引註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著作著作著作著作、、、、自自自自我抄襲我抄襲我抄襲我抄襲))))
11

ＡＡＡＡ及及及及ＢＢＢＢ發表於某雜誌發表於某雜誌發表於某雜誌發表於某雜誌之之之之甲甲甲甲文文文文涉涉涉涉及及及及抄襲抄襲抄襲抄襲ＣＣＣＣ於於於於研研研研討討討討會所會所會所會所發表發表發表發表之之之之乙乙乙乙文文文文摘摘摘摘要要要要，，，，
ＡＡＡＡ確實抄襲乙確實抄襲乙確實抄襲乙確實抄襲乙文文文文摘摘摘摘要要要要，，，，並並並並僅僅僅僅以以以以1111頁摘頁摘頁摘頁摘要要要要和和和和相關文相關文相關文相關文獻獻獻獻即即即即杜撰杜撰杜撰杜撰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同同同同時未時未時未時未
知知知知會他人會他人會他人會他人，，，，即即即即於於於於所所所所發表發表發表發表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將將將將他人列為論文之共同作者他人列為論文之共同作者他人列為論文之共同作者他人列為論文之共同作者，，，，向向向向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提提提提
供供供供2222次書面次書面次書面次書面說說說說明時明時明時明時亦亦亦亦前後前後前後前後說說說說詞詞詞詞不一不一不一不一致致致致，，，，未未未未誠誠誠誠實告知實告知實告知實告知；；；；ＢＢＢＢ抄襲乙抄襲乙抄襲乙抄襲乙文文文文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雖雖雖雖係係係係ＡＡＡＡ將將將將所作之所作之所作之所作之舊舊舊舊資資資資料交料交料交料交由由由由ＢＢＢＢ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對對對對抄襲部分抄襲部分抄襲部分抄襲部分應不應不應不應不知情知情知情知情，，，，非蓄非蓄非蓄非蓄意意意意抄抄抄抄
襲襲襲襲，，，，但但但但有有有有杜撰杜撰杜撰杜撰論文及論文及論文及論文及未知未知未知未知會他人會他人會他人會他人，，，，即即即即於於於於所所所所發表發表發表發表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將將將將他人列為論文他人列為論文他人列為論文他人列為論文

之共同作者之之共同作者之之共同作者之之共同作者之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未經未經未經未經他人同意即列他人同意即列他人同意即列他人同意即列入入入入共同作者共同作者共同作者共同作者))))

10

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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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研究成果報告及發表研究成果報告及發表研究成果報告及發表研究成果報告及發表
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三者明顯且蓄意抄襲他人未發表之論三者明顯且蓄意抄襲他人未發表之論三者明顯且蓄意抄襲他人未發表之論三者明顯且蓄意抄襲他人未發表之論
文文文文，，，，且未切實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且未切實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且未切實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且未切實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抄襲抄襲抄襲抄襲他人他人他人他人未發表未發表未發表未發表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15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抄襲他人之碩士論文抄襲他人之碩士論文抄襲他人之碩士論文抄襲他人之碩士論文；；；；另另另另
有圖片係篡改他人實驗數據有圖片係篡改他人實驗數據有圖片係篡改他人實驗數據有圖片係篡改他人實驗數據，，，，蓄意影響審查結蓄意影響審查結蓄意影響審查結蓄意影響審查結
果果果果。。。。 ((((抄襲抄襲抄襲抄襲、、、、研究圖研究圖研究圖研究圖片篡改片篡改片篡改片篡改造假造假造假造假))))

14

專題計畫申請書內容文獻探討部分專題計畫申請書內容文獻探討部分專題計畫申請書內容文獻探討部分專題計畫申請書內容文獻探討部分，，，，大量逐字抄大量逐字抄大量逐字抄大量逐字抄
錄官方網站資料錄官方網站資料錄官方網站資料錄官方網站資料，，，，且未依學術慣例詳細引註且未依學術慣例詳細引註且未依學術慣例詳細引註且未依學術慣例詳細引註。。。。 ((((未未未未

引註引註引註引註))))

13

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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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AAAAB 2B 2B 2B 2人所人所人所人所提提提提2222件專件專件專件專題題題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請請請請書書書書內內內內容雷容雷容雷容雷同同同同，，，，ＢＢＢＢ所所所所提計畫書將提計畫書將提計畫書將提計畫書將ＡＡＡＡ
列為共同列為共同列為共同列為共同主持主持主持主持人人人人，，，，而而而而ＡＡＡＡ所所所所提計畫書未將提計畫書未將提計畫書未將提計畫書未將ＢＢＢＢ列為共同列為共同列為共同列為共同主持主持主持主持人人人人，，，，且且且且依依依依
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請請請請書簽名書簽名書簽名書簽名日期判日期判日期判日期判斷斷斷斷，，，，ＢＢＢＢ之之之之計畫書較先提計畫書較先提計畫書較先提計畫書較先提出出出出，，，，故故故故ＡＡＡＡ有有有有重重重重複複複複向向向向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申申申申請補助及請補助及請補助及請補助及誤誤誤誤導為導為導為導為兩兩兩兩件件件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之之之之情事情事情事情事。。。。 ((((重重重重複複複複提提提提報報報報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及及及及經經經經
費費費費，，，，違反違反違反違反學學學學術清廉術清廉術清廉術清廉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18

AAAAB 2B 2B 2B 2人所人所人所人所提提提提2222件研究件研究件研究件研究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請請請請書書書書內內內內容雷容雷容雷容雷同同同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經費經費經費經費亦亦亦亦完完完完全相同全相同全相同全相同，，，，
並並並並互互互互為共同為共同為共同為共同主持主持主持主持人人人人，，，，僅將計畫名僅將計畫名僅將計畫名僅將計畫名稱稱稱稱稍稍稍稍作作作作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分別向分別向分別向分別向本會不同學本會不同學本會不同學本會不同學
門申門申門申門申請專請專請專請專題題題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補助補助補助補助，，，，未未未未在在在在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計畫申請請請請書中書中書中書中說說說說明明明明，，，，蓄蓄蓄蓄意意意意誤誤誤誤導為導為導為導為2222

件件件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抄襲抄襲抄襲抄襲、、、、研究圖研究圖研究圖研究圖片篡改片篡改片篡改片篡改造假造假造假造假))))

17

AAAAB 2B 2B 2B 2人人人人分別分別分別分別與與與與CCCC共同共同共同共同申申申申請本會專請本會專請本會專請本會專題題題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CCCC均均均均列列列列名名名名共同共同共同共同主持主持主持主持
人人人人))))，，，，AAAA與與與與BBBB之之之之計畫書分別抄襲計畫書分別抄襲計畫書分別抄襲計畫書分別抄襲CCCC與他人共同與他人共同與他人共同與他人共同發表發表發表發表之之之之2222篇篇篇篇論文論文論文論文，，，，該該該該2222份份份份
計畫書均未註明來源計畫書均未註明來源計畫書均未註明來源計畫書均未註明來源；；；；CCCC所所所所發表發表發表發表之之之之該該該該2222篇篇篇篇論文係論文係論文係論文係前已分別獲前已分別獲前已分別獲前已分別獲得本會得本會得本會得本會
補助專補助專補助專補助專題題題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之研究成果之研究成果之研究成果之研究成果。。。。 ((((抄襲抄襲抄襲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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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27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附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附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附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附「「「「生物處研究人員研究表現指數生物處研究人員研究表現指數生物處研究人員研究表現指數生物處研究人員研究表現指數(RPI)(RPI)(RPI)(RPI)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表表表表
B)B)B)B)」」」」填列之幾篇著作未依規定填列期刊之卷數及頁數填列之幾篇著作未依規定填列期刊之卷數及頁數填列之幾篇著作未依規定填列期刊之卷數及頁數填列之幾篇著作未依規定填列期刊之卷數及頁數，，，，經通知補正後經通知補正後經通知補正後經通知補正後，，，，再再再再
予以審查予以審查予以審查予以審查，，，，並無該幾篇論文並無該幾篇論文並無該幾篇論文並無該幾篇論文，，，，蓄意以假造資料影響審查結果蓄意以假造資料影響審查結果蓄意以假造資料影響審查結果蓄意以假造資料影響審查結果。。。。 ((((資料造假資料造假資料造假資料造假))))

21

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以相同計畫書同時向本會工程處及人文處提出以相同計畫書同時向本會工程處及人文處提出以相同計畫書同時向本會工程處及人文處提出以相同計畫書同時向本會工程處及人文處提出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違反其所簽署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聲明書內容違反其所簽署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聲明書內容違反其所簽署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聲明書內容違反其所簽署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聲明書內容，，，，對學術倫理規範對學術倫理規範對學術倫理規範對學術倫理規範
認識嚴重不足認識嚴重不足認識嚴重不足認識嚴重不足。。。。((((重複提報重複提報重複提報重複提報計畫及經費計畫及經費計畫及經費計畫及經費，，，，違反學術清廉原則違反學術清廉原則違反學術清廉原則違反學術清廉原則))))

20

AB 2AB 2AB 2AB 2人所提人所提人所提人所提2222件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之中英文摘要及研究計畫內容雷件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之中英文摘要及研究計畫內容雷件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之中英文摘要及研究計畫內容雷件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之中英文摘要及研究計畫內容雷
同同同同，，，，AAAA將將將將BBBB列為協同研究人員列為協同研究人員列為協同研究人員列為協同研究人員，，，，惟未事先徵得其同意惟未事先徵得其同意惟未事先徵得其同意惟未事先徵得其同意，，，，致提出雷同之計畫致提出雷同之計畫致提出雷同之計畫致提出雷同之計畫
書書書書；；；；BBBB原申請其任職機構之研究計畫時原申請其任職機構之研究計畫時原申請其任職機構之研究計畫時原申請其任職機構之研究計畫時，，，，曾徵得其與曾徵得其與曾徵得其與曾徵得其與AAAA國科會計畫書所列之國科會計畫書所列之國科會計畫書所列之國科會計畫書所列之
共同研究人員共同研究人員共同研究人員共同研究人員CCCC與與與與DDDD之同意之同意之同意之同意，，，，擔任該計畫之研究人員擔任該計畫之研究人員擔任該計畫之研究人員擔任該計畫之研究人員，，，，惟惟惟惟BBBB以同一研究計畫書以同一研究計畫書以同一研究計畫書以同一研究計畫書
向本會申請計畫向本會申請計畫向本會申請計畫向本會申請計畫，，，，將將將將CCCC及及及及DDDD列為協同研究人員列為協同研究人員列為協同研究人員列為協同研究人員，，，，卻未再告知該卻未再告知該卻未再告知該卻未再告知該2222人人人人，，，，有程序上有程序上有程序上有程序上
之瑕疵之瑕疵之瑕疵之瑕疵；；；；CCCC及及及及DDDD提供提供提供提供AAAA撰寫計畫書之資料撰寫計畫書之資料撰寫計畫書之資料撰寫計畫書之資料，，，，未告知未告知未告知未告知AAAA該資料之來源該資料之來源該資料之來源該資料之來源，，，，致其不當致其不當致其不當致其不當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並造成並造成並造成並造成AAAA與與與與BBBB所提計畫有諸多雷同所提計畫有諸多雷同所提計畫有諸多雷同所提計畫有諸多雷同。。。。((((提報提報提報提報計畫雷同計畫雷同計畫雷同計畫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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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28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AAAA發表之著作涉及剽竊發表之著作涉及剽竊發表之著作涉及剽竊發表之著作涉及剽竊BBBB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BBBB之論文未之論文未之論文未之論文未
將將將將AAAA列為指導教授列為指導教授列為指導教授列為指導教授，，，，AAAA亦未於所發表之著作做適當亦未於所發表之著作做適當亦未於所發表之著作做適當亦未於所發表之著作做適當
註記及感謝註記及感謝註記及感謝註記及感謝，，，，且學術研究成果不能贈與且學術研究成果不能贈與且學術研究成果不能贈與且學術研究成果不能贈與。。。。((((剽竊剽竊剽竊剽竊))))

24

於國際期刊發表之論文於國際期刊發表之論文於國際期刊發表之論文於國際期刊發表之論文，，，，有數據處理不當之情有數據處理不當之情有數據處理不當之情有數據處理不當之情
形形形形，，，，且嚴重影響我國國際學術聲譽且嚴重影響我國國際學術聲譽且嚴重影響我國國際學術聲譽且嚴重影響我國國際學術聲譽。。。。((((數據處數據處數據處數據處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當當當當))))

23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附個人資料表之著作目錄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附個人資料表之著作目錄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附個人資料表之著作目錄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所附個人資料表之著作目錄
有數篇論文篡改作者姓名有數篇論文篡改作者姓名有數篇論文篡改作者姓名有數篇論文篡改作者姓名，，，，另於該著作目錄中另於該著作目錄中另於該著作目錄中另於該著作目錄中，，，，
將未被接受之論文列為已被接受論文將未被接受之論文列為已被接受論文將未被接受之論文列為已被接受論文將未被接受之論文列為已被接受論文，，，，並列入計並列入計並列入計並列入計
算算算算RPIRPIRPIRPI值值值值，，，，足以影響審查結果足以影響審查結果足以影響審查結果足以影響審查結果。。。。 ((((資資資資料料料料造假造假造假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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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29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個人資料表著作目錄假造一專書個人資料表著作目錄假造一專書個人資料表著作目錄假造一專書個人資料表著作目錄假造一專書，，，，呈現不實呈現不實呈現不實呈現不實。。。。 ((((造假造假造假造假))))27

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所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所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所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所附附附附2222篇篇篇篇已發表論文已發表論文已發表論文已發表論文，，，，將將將將同同同同一研究成果分一研究成果分一研究成果分一研究成果分
別別別別以以以以中中中中文及文及文及文及英英英英文方文方文方文方式式式式發表發表發表發表在在在在國內國內國內國內雜誌雜誌雜誌雜誌及國及國及國及國外期刊外期刊外期刊外期刊，，，，後後後後發表之發表之發表之發表之
論文未註明論文未註明論文未註明論文未註明曾曾曾曾以另一語文於以另一語文於以另一語文於以另一語文於某雜誌某雜誌某雜誌某雜誌發表發表發表發表。。。。 ((((一一一一魚多吃魚多吃魚多吃魚多吃，，，，重重重重複複複複發發發發

表表表表))))

26

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告告告與多人之論文部分內與多人之論文部分內與多人之論文部分內與多人之論文部分內容相同度極容相同度極容相同度極容相同度極
高高高高，，，，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圖形圖形圖形圖形也也也也幾乎相同幾乎相同幾乎相同幾乎相同，，，，未於報未於報未於報未於報告中詳細告中詳細告中詳細告中詳細註記註記註記註記該該該該等人之等人之等人之等人之貢貢貢貢
獻獻獻獻，，，，且未註明資且未註明資且未註明資且未註明資料料料料來來來來源源源源，，，，並並並並將已發表將已發表將已發表將已發表惟非擔惟非擔惟非擔惟非擔任指導教授之碩任指導教授之碩任指導教授之碩任指導教授之碩
士論文作為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報士論文作為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報士論文作為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報士論文作為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報告告告告，，，，同同同同一研究成果一研究成果一研究成果一研究成果重重重重
複複複複作為多人研究成果發表之用作為多人研究成果發表之用作為多人研究成果發表之用作為多人研究成果發表之用。。。。((((一一一一魚多吃魚多吃魚多吃魚多吃，，，，重重重重複複複複發表發表發表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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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違反樣態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30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係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係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係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係由由由由指導之博士指導之博士指導之博士指導之博士生生生生所所所所撰寫撰寫撰寫撰寫，，，，自己卻掛自己卻掛自己卻掛自己卻掛名名名名
為計畫為計畫為計畫為計畫主持主持主持主持人人人人，，，，又支持並推薦該又支持並推薦該又支持並推薦該又支持並推薦該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生生生生將前將前將前將前揭揭揭揭已提出申請之已提出申請之已提出申請之已提出申請之
計畫書內計畫書內計畫書內計畫書內容容容容，，，，再向再向再向再向本會申請本會申請本會申請本會申請獎勵獎勵獎勵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人文與社會科學領人文與社會科學領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域域域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候候候候
選選選選人人人人撰寫撰寫撰寫撰寫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論文。。。。 ((((掛名掛名掛名掛名、、、、重重重重複複複複提提提提報報報報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30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之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之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之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之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告告告，，，，引用他人提引用他人提引用他人提引用他人提供供供供之資之資之資之資料料料料，，，，未註未註未註未註
明來明來明來明來源源源源且未查明且未查明且未查明且未查明該該該該資資資資料料料料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已發表已發表已發表已發表。。。。 ((((未引註來未引註來未引註來未引註來源源源源))))

29

線線線線上上上上繳交繳交繳交繳交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告告告時時時時，，，，誤將內誤將內誤將內誤將內容容容容未未未未臻臻臻臻成成成成
熟熟熟熟，，，，尚尚尚尚未未未未能能能能發表之資發表之資發表之資發表之資料料料料於於於於線線線線上上上上公開公開公開公開，，，，經經經經他人指他人指他人指他人指正而隨後更正而隨後更正而隨後更正而隨後更
新新新新。。。。 ((((資資資資料錯料錯料錯料錯誤誤誤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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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號號號



31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一一一一、、、、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及所繳交之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及所繳交之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及所繳交之研究成果報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及所繳交之研究成果報
告告告告，，，，均由他人所撰寫均由他人所撰寫均由他人所撰寫均由他人所撰寫，，，，再由計畫主持人潤飾文字再由計畫主持人潤飾文字再由計畫主持人潤飾文字再由計畫主持人潤飾文字
及修正及修正及修正及修正，，，，撰寫者撰寫計畫書及成果報告過度引用撰寫者撰寫計畫書及成果報告過度引用撰寫者撰寫計畫書及成果報告過度引用撰寫者撰寫計畫書及成果報告過度引用
網站相關資料及他人碩士論文網站相關資料及他人碩士論文網站相關資料及他人碩士論文網站相關資料及他人碩士論文，，，，未詳細註明出未詳細註明出未詳細註明出未詳細註明出
處處處處，，，，計畫主持人對計畫書及成果報告之撰寫未盡計畫主持人對計畫書及成果報告之撰寫未盡計畫主持人對計畫書及成果報告之撰寫未盡計畫主持人對計畫書及成果報告之撰寫未盡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且對撰寫者之教導及訓練不足且對撰寫者之教導及訓練不足且對撰寫者之教導及訓練不足且對撰寫者之教導及訓練不足。。。。 ((((掛名掛名掛名掛名、、、、未註未註未註未註

明明明明出出出出處處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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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88888888----99999999年年年年樣態樣態樣態樣態
（（（（一一一一））））改寫改寫改寫改寫學生論文或學生論文或學生論文或學生論文或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其圖其圖其圖其圖表表表表、、、、數據數據數據數據等資等資等資等資料料料料，，，，而未而未而未而未加以加以加以加以呈現呈現呈現呈現者者者者
（（（（二二二二））））挪用挪用挪用挪用、、、、抄錄抄錄抄錄抄錄他人著作他人著作他人著作他人著作，，，，未註明未註明未註明未註明出出出出處處處處者者者者
（（（（三三三三））））複製自複製自複製自複製自己舊己舊己舊己舊作作作作，，，，未互未互未互未互相相相相引註引註引註引註者者者者
（（（（四四四四））））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違反違反違反違反著作著作著作著作權權權權法或本法或本法或本法或本部部部部送審辦法者送審辦法者送審辦法者送審辦法者
1.1.1.1.偽造偽造偽造偽造、、、、變變變變造出版造出版造出版造出版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2.2.2.2.原著作與他人合著原著作與他人合著原著作與他人合著原著作與他人合著，，，，卻僅卻僅卻僅卻僅以以以以「「「「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名名名名義義義義發表發表發表發表，，，，未未未未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或或或或未將未將未將未將
該該該該論文列論文列論文列論文列入參考入參考入參考入參考文文文文獻獻獻獻。。。。

3.3.3.3.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相同的研究相同的研究相同的研究相同的研究方方方方法法法法但略微但略微但略微但略微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材料材料材料材料，，，，進進進進行行行行類似類似類似類似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
4.4.4.4.升升升升等著作間等著作間等著作間等著作間接引用接引用接引用接引用他人論文他人論文他人論文他人論文，，，，使使使使人人人人誤認誤認誤認誤認為為為為直接引用直接引用直接引用直接引用。。。。
5.5.5.5.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文文文文字字字字或圖或圖或圖或圖表表表表，，，，未徵未徵未徵未徵得原作者同意得原作者同意得原作者同意得原作者同意。。。。
6666....未未未未誠誠誠誠實填寫實填寫實填寫實填寫「「「「教師資格教師資格教師資格教師資格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或合著人或合著人或合著人或合著人證明證明證明證明。。。。
7.7.7.7.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未依未依未依未依規定親自規定親自規定親自規定親自簽名簽名簽名簽名。。。。
8.8.8.8.代表代表代表代表著作有著作有著作有著作有「「「「增刪增刪增刪增刪、、、、組組組組合及合及合及合及竄改竄改竄改竄改」」」」之之之之嫌嫌嫌嫌。。。。

（（（（五五五五））））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違違違違法學法學法學法學術術術術倫理者倫理者倫理者倫理者：：：：違反違反違反違反專專專專業業業業倫理倫理倫理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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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8888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

1.1.1.1.校教校教校教校教評評評評會會會會：：：：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資格之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資格之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資格之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資格之31313131篇篇篇篇論文論文論文論文中中中中，，，，有有有有27272727篇篇篇篇
依依依依當事人所提之論文出處查當事人所提之論文出處查當事人所提之論文出處查當事人所提之論文出處查詢並無相詢並無相詢並無相詢並無相關論文關論文關論文關論文。。。。撤銷副教授撤銷副教授撤銷副教授撤銷副教授
及教授資格及教授資格及教授資格及教授資格，，，，10101010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2.2.2.2.同同同同意意意意備備備備查學校處理查學校處理查學校處理查學校處理程程程程序及結果序及結果序及結果序及結果。。。。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一一一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自自自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副教授及教送審副教授及教送審副教授及教送審副教授及教
授著作授著作授著作授著作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指出指出指出指出：：：：多多多多篇篇篇篇著作涉出處著作涉出處著作涉出處著作涉出處登載登載登載登載不不不不實實實實之嫌之嫌之嫌之嫌。（。（。（。（99998888年年年年
11111111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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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8888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嚴嚴嚴嚴重重重重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並並並並處以處以處以處以4444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理其教理其教理其教
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二二二二、、、、○○○○○○○○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非自非自非自非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副教授著送審副教授著送審副教授著送審副教授著
作作作作經經經經乙乙乙乙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送審人之送審人之送審人之送審人之代代代代表作與參表作與參表作與參表作與參考考考考作第作第作第作第3333篇篇篇篇有多處有多處有多處有多處
雷雷雷雷同同同同（（（（其其其其中中中中IntroductionIntroductionIntroductionIntroduction處有處有處有處有極極極極多處多處多處多處雷雷雷雷同同同同），），），），涉嫌涉嫌涉嫌涉嫌重複投重複投重複投重複投
稿稿稿稿、、、、竄改竄改竄改竄改部分研究結果部分研究結果部分研究結果部分研究結果（（（（ResultsResultsResultsResults----TablesTablesTablesTables處處處處除除除除多處多處多處多處雷雷雷雷同外同外同外同外，，，，
並並並並涉嫌涉嫌涉嫌涉嫌竄改竄改竄改竄改部分研究結果部分研究結果部分研究結果部分研究結果））））及及及及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填填填填載載載載不不不不實實實實（（（（代代代代表作為表作為表作為表作為單單單單
一作一作一作一作者者者者，，，，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考考考考作第作第作第作第3333篇篇篇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於於於於同同同同一一一一地地地地點點點點進進進進行行行行臨床臨床臨床臨床實驗實驗實驗實驗，，，，判判判判
斷斷斷斷應為應為應為應為同同同同一一一一期期期期間間間間之之之之試試試試驗驗驗驗，，，，但但但但缺缺缺缺少少少少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其指導教授之合著其指導教授之合著其指導教授之合著其指導教授之合著者者者者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等等等等嚴嚴嚴嚴重重重重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99998888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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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8888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結結結結果果果果：：：：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成成成成立立立立，，，，6666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申申申請請請請。。。。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學院學院學院學院（（（（非非非非自審學校自審學校自審學校自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送審送審送審副副副副教授著作教授著作教授著作教授著作經乙經乙經乙經乙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人指出人指出人指出人指出：：：：這這這這是一本是一本是一本是一本抄襲拙抄襲拙抄襲拙抄襲拙列的著作列的著作列的著作列的著作，，，，可可可可從從從從三三三三方面方面方面方面取得取得取得取得證據證據證據證據————

一一一一、、、、標題標題標題標題與內文是不相關的與內文是不相關的與內文是不相關的與內文是不相關的：：：：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標題標題標題標題是內文的是內文的是內文的是內文的摘摘摘摘要要要要，，，，在在在在這這這這本論文本論文本論文本論文
中中中中，，，，找找找找不不不不到到到到與與與與標題標題標題標題相關的內文相關的內文相關的內文相關的內文，，，，尤尤尤尤其是內文其是內文其是內文其是內文中中中中各各各各段落段落段落段落也是也是也是也是没没没没有關聯的有關聯的有關聯的有關聯的，，，，
看完看完看完看完一一一一堆堆砌堆堆砌堆堆砌堆堆砌的文的文的文的文字字字字，，，，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作者要作者要作者要作者要表達表達表達表達的的的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為為為為何何何何。。。。

二二二二、、、、各各各各段落段落段落段落文文文文字字字字最最最最通暢通暢通暢通暢一一一一貫貫貫貫的的的的都都都都是是是是直接抄襲直接抄襲直接抄襲直接抄襲，，，，從從從從30303030頁頁頁頁一一一一直抄襲到直抄襲到直抄襲到直抄襲到43434343頁頁頁頁，，，，
完完完完全全全全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没没没没有有有有更改更改更改更改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字字字字。。。。79797979頁到頁到頁到頁到88886666頁頁頁頁也也也也完完完完全是全是全是全是抄襲抄襲抄襲抄襲。。。。

三三三三、、、、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大大大大陸地區陸地區陸地區陸地區的的的的用詞用詞用詞用詞：：：：完完完完全不加查全不加查全不加查全不加查察察察察所所所所抄襲抄襲抄襲抄襲的文的文的文的文字用詞字用詞字用詞字用詞。（。（。（。（98989898年年年年11111111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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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8888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結結結結果果果果：：：：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成成成成立立立立，，，，5555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申申申請請請請。。。。

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學院學院學院學院（（（（非非非非自審學校自審學校自審學校自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經甲經甲經甲經甲審查人審查人審查人審查人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

一一一一、、、、代表代表代表代表著作著作著作著作引用引用引用引用他人研究並他人研究並他人研究並他人研究並没没没没有有有有依依依依學學學學術術術術慣例慣例慣例慣例加以加以加以加以引據來源引據來源引據來源引據來源，，，，例例例例如公如公如公如公式式式式
的的的的引用引用引用引用、、、、計計計計算算算算結結結結果果果果、、、、其其其其至許至許至許至許多多多多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均均均均無無無無法法法法從書中明從書中明從書中明從書中明瞭哪些瞭哪些瞭哪些瞭哪些是作者是作者是作者是作者
自自自自己發現己發現己發現己發現的的的的？？？？哪些哪些哪些哪些是是是是引引引引自他人的自他人的自他人的自他人的。。。。…………從從從從77776666頁頁頁頁起起起起的資的資的資的資料更料更料更料更可可可可證明前述證明前述證明前述證明前述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有有有有剽竊剽竊剽竊剽竊他人研究之他人研究之他人研究之他人研究之嫌嫌嫌嫌…………引用引用引用引用制制制制度未實度未實度未實度未實施施施施前前前前的文的文的文的文章章章章，，，，幾乎幾乎幾乎幾乎可合理可合理可合理可合理懷疑懷疑懷疑懷疑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在在在在前述前述前述前述的的的的統統統統計計計計模型模型模型模型中中中中大大大大量引用量引用量引用量引用他人的文他人的文他人的文他人的文章章章章，，，，但參考書目引註均但參考書目引註均但參考書目引註均但參考書目引註均避避避避重重重重就就就就
輕輕輕輕，，，，甚甚甚甚為不為不為不為不妥妥妥妥。。。。

二二二二、、、、本本本本書書書書是一本是一本是一本是一本比比比比較較較較對對對對象象象象選選選選擇錯擇錯擇錯擇錯誤誤誤誤、、、、引用引用引用引用他人著作他人著作他人著作他人著作塊狀塊狀塊狀塊狀堆堆堆堆積積積積、、、、系系系系統統統統不不不不清清清清
晰晰晰晰、、、、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奇怪奇怪奇怪奇怪、、、、缺乏缺乏缺乏缺乏整整整整理理理理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尤尤尤尤其其其其其其其其中中中中很很很很多多多多文文文文獻引用獻引用獻引用獻引用自他自他自他自他

人人人人，，，，卻未依卻未依卻未依卻未依學學學學術術術術慣例慣例慣例慣例引用引用引用引用，，，，讓讓讓讓人人人人懷疑懷疑懷疑懷疑其有其有其有其有整段抄襲整段抄襲整段抄襲整段抄襲之之之之嫌嫌嫌嫌。（。（。（。（98989898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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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8888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抄襲成立抄襲成立抄襲成立抄襲成立，，，，5555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五五五五、、、、○○○○○○○○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非自非自非自非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指出指出指出指出：：：：送審人之送審人之送審人之送審人之代代代代表作與他校教師之送審著作表作與他校教師之送審著作表作與他校教師之送審著作表作與他校教師之送審著作在在在在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之之之之相同性相同性相同性相同性上上上上達三十幾達三十幾達三十幾達三十幾頁頁頁頁，，，，惟惟惟惟兩兩兩兩論文之發表時論文之發表時論文之發表時論文之發表時間間間間有前有前有前有前後後後後差差差差
異異異異，，，，顯顯顯顯見有論文抄襲之嫌見有論文抄襲之嫌見有論文抄襲之嫌見有論文抄襲之嫌。（。（。（。（99998888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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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8888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抄襲成抄襲成抄襲成抄襲成立立立立，，，，7777年不受理其教師資年不受理其教師資年不受理其教師資年不受理其教師資格格格格審審審審定定定定之之之之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六六六六、、、、○○○○○○○○學學學學院院院院（（（（非非非非自審學自審學自審學自審學校校校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送審送審送審副副副副
教授著作教授著作教授著作教授著作經甲經甲經甲經甲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代表作大部分代表作大部分代表作大部分代表作大部分是是是是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某某某某
生之碩士論文生之碩士論文生之碩士論文生之碩士論文。。。。經比經比經比經比對對對對，，，，確確確確有抄襲有抄襲有抄襲有抄襲事事事事實實實實。。。。 （（（（98989898年年年年2222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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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8888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結結結結果果果果：：：：

一一一一、、、、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備備備備查學校查學校查學校查學校處處處處理程序及理程序及理程序及理程序及結結結結果果果果。。。。

二二二二、、、、5555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申申申請請請請，，，，並並並並撤銷撤銷撤銷撤銷其助理教授其助理教授其助理教授其助理教授證書證書證書證書。。。。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七七七七、、、、國國國國立立立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自審學校自審學校自審學校自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助理教授著作送審助理教授著作送審助理教授著作送審助理教授著作（（（（博博博博
士士士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經經經經檢舉檢舉檢舉檢舉指出指出指出指出：：：：

一一一一、、、、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涉抄襲涉抄襲涉抄襲涉抄襲二二二二篇碩士篇碩士篇碩士篇碩士論文及一論文及一論文及一論文及一篇篇篇篇研研研研討討討討會論文會論文會論文會論文；；；；

二二二二、、、、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將將將將此此此此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數據數據數據數據資資資資料交料交料交料交付付付付另另另另一教師一教師一教師一教師申申申申請國科會專案請國科會專案請國科會專案請國科會專案，，，，該該該該報報報報告告告告之之之之
版本版本版本版本1111之圖之圖之圖之圖表表表表與與與與前述前述前述前述研研研研討討討討會論文會論文會論文會論文完完完完全相同全相同全相同全相同，，，，目前已更改目前已更改目前已更改目前已更改為版本為版本為版本為版本2222，，，，但但但但其其其其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及圖及圖及圖及圖仍仍仍仍與與與與前述前述前述前述之研之研之研之研討討討討會論文會論文會論文會論文雷雷雷雷同同同同；；；；

三三三三、、、、送審人以自送審人以自送審人以自送審人以自己己己己為第一作者為第一作者為第一作者為第一作者順順順順位位位位，，，，在在在在99996666年年年年發表發表發表發表之之之之英英英英文版論文內文版論文內文版論文內文版論文內容容容容及及及及表表表表
均均均均與與與與前述前述前述前述之研之研之研之研討討討討會論文會論文會論文會論文雷雷雷雷同同同同，，，，但但但但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碩士碩士碩士碩士生之生之生之生之貢貢貢貢獻獻獻獻則則則則完完完完全不見全不見全不見全不見。（。（。（。（98989898

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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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9999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

1.1.1.1.送審人雖送審人雖送審人雖送審人雖非故非故非故非故意意意意，，，，惟惟惟惟仍仍仍仍有違反學術倫理有違反學術倫理有違反學術倫理有違反學術倫理情情情情事事事事。。。。代代代代表作表作表作表作五五五五篇篇篇篇
中中中中有有有有兩兩兩兩篇尚篇尚篇尚篇尚有他人合著部分有他人合著部分有他人合著部分有他人合著部分，，，，未未未未能能能能清楚清楚清楚清楚交交交交代代代代，，，，且未且未且未且未能能能能
事事事事先先先先取得合著人書面取得合著人書面取得合著人書面取得合著人書面同同同同意意意意。。。。又又又又代代代代表作與參表作與參表作與參表作與參考考考考作作作作重重重重疊疊疊疊。。。。

2.2.2.2.不通過其教授資格不通過其教授資格不通過其教授資格不通過其教授資格。。。。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第第第37373737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111項項項項第第第第1111款款款款「「「「履歷履歷履歷履歷表表表表登載登載登載登載不不不不實實實實」」」」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處處處處1111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二二二二、、、、○○○○○○○○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非自非自非自非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
經經經經甲甲甲甲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將與他人合著將與他人合著將與他人合著將與他人合著編編編編修修修修成為成為成為成為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著作的著作的著作的著作（（（（99999999年年年年
5555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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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9999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

一一一一、、、、不通過其教授資格不通過其教授資格不通過其教授資格不通過其教授資格。。。。

二二二二、、、、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37373737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111項項項項第第第第2222

款款款款，，，，處處處處5555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三由三由三由三、、、、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學院教師學院教師學院教師學院教師○○○○○○○○○○○○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指指指指
出出出出：：：：單單單單人著作論文人著作論文人著作論文人著作論文依依依依客客客客觀證據顯示觀證據顯示觀證據顯示觀證據顯示，，，，均源自均源自均源自均源自99996666、、、、97979797年年年年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其其其其
所指導之所指導之所指導之所指導之6666名碩士名碩士名碩士名碩士班班班班學學學學生生生生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更更更更為為為為求求求求外觀外觀外觀外觀與學與學與學與學生生生生之之之之
碩士論文有所碩士論文有所碩士論文有所碩士論文有所區隔區隔區隔區隔，，，，經經經經常常常常再再再再配配配配合任意合任意合任意合任意捏捏捏捏造資造資造資造資料料料料來來來來源源源源、、、、誇誇誇誇大問大問大問大問
卷卷卷卷數數數數、、、、篡篡篡篡改實驗數據改實驗數據改實驗數據改實驗數據等等等等手手手手法法法法，，，，以以以以使產生使產生使產生使產生之論文不之論文不之論文不之論文不僅在外觀僅在外觀僅在外觀僅在外觀可可可可
以與學以與學以與學以與學生生生生之碩士論文有所之碩士論文有所之碩士論文有所之碩士論文有所區隔區隔區隔區隔，，，，更增加投稿更增加投稿更增加投稿更增加投稿之上之上之上之上榜率榜率榜率榜率。（。（。（。（99999999
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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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9999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不通過教師資格審查不通過教師資格審查不通過教師資格審查不通過教師資格審查，，，，且且且且5555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理其教師資格理其教師資格理其教師資格
審查之申請審查之申請審查之申請審查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五五五五、、、、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自自自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助理教送審助理教送審助理教送審助理教
授著作授著作授著作授著作經經經經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有抄襲有抄襲有抄襲有抄襲情情情情事事事事。。。。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在在在在本專書本專書本專書本專書中中中中，，，，非非非非
只只只只是原來是原來是原來是原來三三三三百百百百多多多多字字字字涉及抄襲的部分涉及抄襲的部分涉及抄襲的部分涉及抄襲的部分，，，，經由經由經由經由審查發現審查發現審查發現審查發現，，，，另有多另有多另有多另有多
處係處係處係處係直接翻譯直接翻譯直接翻譯直接翻譯或抄襲或抄襲或抄襲或抄襲自自自自自自自自國國國國外相外相外相外相關文關文關文關文獻獻獻獻，，，，卻卻卻卻未未未未誠誠誠誠實實實實註明其出註明其出註明其出註明其出
處與處與處與處與頁頁頁頁次次次次，，，，具具具具嚴嚴嚴嚴重重重重涉及抄襲的事涉及抄襲的事涉及抄襲的事涉及抄襲的事實實實實。。。。 （（（（99999999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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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9999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不通過教師資格審查不通過教師資格審查不通過教師資格審查不通過教師資格審查，，，，且且且且5555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理其教師資格理其教師資格理其教師資格
審查之申請審查之申請審查之申請審查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六六六六、、、、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學院教師學院教師學院教師學院教師○○○○○○○○○○○○送審教授送審教授送審教授送審教授經經經經民眾民眾民眾民眾檢舉檢舉檢舉檢舉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疑疑疑疑有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有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有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有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嫌嫌嫌嫌。。。。經經經經請該師請該師請該師請該師提提提提出出出出答辯說答辯說答辯說答辯說
明明明明，，，，併併併併送請送請送請送請原原原原審查人審查審查人審查審查人審查審查人審查後後後後，，，，3333位位位位審查人均表審查人均表審查人均表審查人均表示李示李示李示李師師師師
送審著作送審著作送審著作送審著作確確確確有有有有檢舉檢舉檢舉檢舉人所指之人所指之人所指之人所指之捏捏捏捏造資料及造資料及造資料及造資料及偽偽偽偽造數據造數據造數據造數據之之之之
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情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情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情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事事事。。。。（99999999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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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9999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本案本案本案本案○○○○師升等師升等師升等師升等代代代代表作表作表作表作投稿期刊在投稿期刊在投稿期刊在投稿期刊在先先先先，，，，○○○○姓姓姓姓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碩碩碩碩
士論文士論文士論文士論文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在後在後在後在後，，，，爰爰爰爰○○○○師師師師疑疑疑疑涉抄襲涉抄襲涉抄襲涉抄襲情情情情事不成立事不成立事不成立事不成立，，，，惟惟惟惟○○○○
姓姓姓姓學學學學生生生生之碩士論文是之碩士論文是之碩士論文是之碩士論文是否否否否涉及抄襲涉及抄襲涉及抄襲涉及抄襲乙節乙節乙節乙節，，，，另案處理另案處理另案處理另案處理。。。。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七七七七、、、、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副教授著作送審副教授著作送審副教授著作送審副教授著作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指出指出指出指出：：：：升等升等升等升等代代代代表表表表
作與作與作與作與○○○○○○○○大學大學大學大學91919191年碩士年碩士年碩士年碩士班班班班○○○○姓姓姓姓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畢業畢業畢業畢業論文論文論文論文中中中中第第第第4444章章章章雷雷雷雷同同同同，，，，
相似度達相似度達相似度達相似度達99999999%%%%。。。。雖雖雖雖○○○○姓姓姓姓學學學學生生生生及其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及其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及其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及其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均均均均簽署簽署簽署簽署○○○○
師升等師升等師升等師升等代代代代表作之合著人表作之合著人表作之合著人表作之合著人證證證證明明明明，，，，惟惟惟惟○○○○姓姓姓姓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中中中中，，，，未提未提未提未提
及及及及○○○○師之師之師之師之貢獻貢獻貢獻貢獻，，，，與與與與該該該該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證證證證明所明所明所明所載載載載○○○○師師師師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88880000%%%%，，，，○○○○姓姓姓姓
學學學學生生生生與其指導教授與其指導教授與其指導教授與其指導教授20202020%%%%，，，，二二二二者顯者顯者顯者顯不一不一不一不一致致致致。（。（。（。（99999999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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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9999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結結結結果果果果：：：：本案教師本案教師本案教師本案教師違反違反違反違反學學學學術術術術倫理倫理倫理倫理情事情事情事情事成成成成立立立立，，，，不不不不通通通通過過過過陳陳陳陳師教師資格審師教師資格審師教師資格審師教師資格審
定定定定，，，，並為並為並為並為3333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申申申請請請請。。。。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八八八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送審送審送審副副副副教授著作教授著作教授著作教授著作經甲經甲經甲經甲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本本本本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作由送審作由送審作由送審作由送審
人以單一作者人以單一作者人以單一作者人以單一作者身份發表身份發表身份發表身份發表…………然然然然而而而而在在在在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1111月送審人與月送審人與月送審人與月送審人與AAAA、、、、BBBB已於已於已於已於○○○○學報共同學報共同學報共同學報共同
發表發表發表發表「「「「○○○○○○○○○○○○○○○○」。」。」。」。AAAA為送審人為送審人為送審人為送審人於於於於○○○○○○○○大學研究所之指導教授大學研究所之指導教授大學研究所之指導教授大學研究所之指導教授。。。。比比比比對對對對○○○○學學學學
報報報報中中中中文論文與文論文與文論文與文論文與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作的作的作的作的差異差異差異差異，，，，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幾乎幾乎幾乎幾乎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作作作作主主主主要要要要觀觀觀觀念來念來念來念來自自自自○○○○學報學報學報學報中中中中文文文文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其其其其中中中中圖圖圖圖1111、、、、2222、、、、3333幾乎只幾乎只幾乎只幾乎只是是是是○○○○學報學報學報學報中中中中文文文文英英英英文版文版文版文版，，，，圖圖圖圖4444、、、、5555、、、、6666、、、、7777則是則是則是則是○○○○
學報學報學報學報中中中中文之文之文之文之另另另另一一一一種種種種圖圖圖圖示繪示繪示繪示繪法法法法……………………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完完完完全全全全隱隱隱隱匿匿匿匿已發表已發表已發表已發表○○○○學報學報學報學報中中中中文論文文論文文論文文論文
之之之之事實事實事實事實，，，，其著作其著作其著作其著作清清清清單單單單完完完完全全全全未未未未出出出出現現現現……………………以著作以著作以著作以著作智財智財智財智財權來看權來看權來看權來看，，，，本本本本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作有作有作有作有明明明明
顯瑕疵顯瑕疵顯瑕疵顯瑕疵，，，，絕絕絕絕不能成為不能成為不能成為不能成為升升升升等之等之等之等之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作作作作。」，。」，。」，。」，並並並並於表於表於表於表格格格格中中中中勾選勾選勾選勾選違反違反違反違反學學學學術術術術倫倫倫倫
理理理理。（。（。（。（99999999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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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9999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結結結結果果果果：：：：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於於於於「「「「教師資格審查教師資格審查教師資格審查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之之之之「「「「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合著合著合著合著」」」」填填填填列列列列
「「「「否否否否」，」，」，」，有合著人有合著人有合著人有合著人證明證明證明證明登登登登載載載載不不不不實實實實之之之之情事情事情事情事，，，，不不不不通通通通過送審人教師資格過送審人教師資格過送審人教師資格過送審人教師資格
審定審定審定審定，，，，並為並為並為並為3333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申申申請請請請。。。。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九九九九、、、、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送審送審送審副副副副教授著作教授著作教授著作教授著作經甲經甲經甲經甲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作是一論文作是一論文作是一論文作是一論文
集集集集，，，，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四四四四篇篇篇篇文文文文章章章章。。。。但這但這但這但這四四四四篇篇篇篇文文文文章都章都章都章都有合著人有合著人有合著人有合著人（（（（共有共有共有共有兩兩兩兩位合著人位合著人位合著人位合著人），），），），可可可可
是論文是論文是論文是論文集集集集中卻中卻中卻中卻沒沒沒沒有合著人有合著人有合著人有合著人姓姓姓姓名名名名，，，，這似這似這似這似乎乎乎乎已經已經已經已經侵侵侵侵害害害害了了了了合著人的合著人的合著人的合著人的智慧財產智慧財產智慧財產智慧財產
權權權權。。。。本本本本升升升升等案等案等案等案未未未未見合著人見合著人見合著人見合著人證明證明證明證明之文件之文件之文件之文件。。。。在在在在「「「「教師資格審查教師資格審查教師資格審查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中中中中，，，，
關關關關於於於於「「「「代表代表代表代表著作是著作是著作是著作是否否否否合著合著合著合著」」」」一一一一項項項項中中中中，，，，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填寫填寫填寫填寫「「「「否否否否」，」，」，」，查查查查核核核核送審人著送審人著送審人著送審人著
作作作作清清清清單單單單，，，，這這這這些些些些已經發表已經發表已經發表已經發表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均均均均有其他合著人有其他合著人有其他合著人有其他合著人，，，，因此因此因此因此，，，，送審人在其送審人在其送審人在其送審人在其中中中中的的的的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貢貢貢貢獻獻獻獻應應應應該該該該也也也也僅僅僅僅有有有有50505050%%%%，，，，所以送審人之所以送審人之所以送審人之所以送審人之「「「「代表代表代表代表著作是著作是著作是著作是否否否否合著合著合著合著」」」」應應應應該該該該是是是是填填填填
「「「「是是是是」，」，」，」，總總總總結來結來結來結來說說說說，，，，送審人有不送審人有不送審人有不送審人有不實填實填實填實填報之報之報之報之事事事事，，，，並並並並已經已經已經已經嚴嚴嚴嚴重重重重侵犯侵犯侵犯侵犯合著人之合著人之合著人之合著人之
智慧財產智慧財產智慧財產智慧財產權權權權。。。。』』』』（（（（99999999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



47

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9999999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3333年不年不年不年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理其教師資格審定
之申請之申請之申請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十由十由十由十、、、、○○○○○○○○學院教師學院教師學院教師學院教師○○○○○○○○○○○○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經經經經乙乙乙乙審查人指審查人指審查人指審查人指
出出出出：：：：代代代代表著作有表著作有表著作有表著作有「「「「增刪增刪增刪增刪、、、、組組組組合及合及合及合及竄改竄改竄改竄改」」」」之嫌之嫌之嫌之嫌。。。。經經經經查送審人於查送審人於查送審人於查送審人於
代代代代表作送審之前表作送審之前表作送審之前表作送審之前，，，，已將已將已將已將主主主主要內要內要內要內容寫容寫容寫容寫成成成成兩兩兩兩篇篇篇篇論文論文論文論文，，，，並並並並分分分分別別別別已已已已獲獲獲獲
二學二學二學二學刊同刊同刊同刊同意意意意刊登刊登刊登刊登。。。。送審人且將送審人且將送審人且將送審人且將該該該該二論文置於二論文置於二論文置於二論文置於『『『『參參參參考考考考著作著作著作著作』』』』之之之之
內內內內。。。。又又又又兩兩兩兩篇篇篇篇論文分論文分論文分論文分別別別別有有有有4444位位位位與與與與3333位位位位合作合作合作合作者者者者。。。。代代代代表作內表作內表作內表作內容主容主容主容主要為要為要為要為
該該該該二二二二篇篇篇篇論文之論文之論文之論文之組組組組合合合合，，，，卻卻卻卻單獨單獨單獨單獨以送審人以送審人以送審人以送審人掛掛掛掛名名名名。。。。由由由由此此此此即即即即可知可知可知可知確確確確有有有有
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情情情情事事事事。。。。 （（（（99999999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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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嚴嚴嚴嚴重重重重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且且且且4444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
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一一一一、、、、○○○○○○○○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送審教授送審教授送審教授送審教授，，，，經經經經甲甲甲甲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
代代代代表著作之表著作之表著作之表著作之圖圖圖圖表與參表與參表與參表與參考考考考作著作第作著作第作著作第作著作第3333篇篇篇篇大大大大量重複量重複量重複量重複，，，，許許許許多多多多圖圖圖圖文文文文完完完完
全全全全一一一一樣樣樣樣，，，，且且且且兩兩兩兩篇篇篇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敘述敘述敘述敘述之之之之數據錯數據錯數據錯數據錯誤誤誤誤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嚴嚴嚴嚴重重重重違反學違反學違反學違反學
術倫理術倫理術倫理術倫理確確確確定定定定。（。（。（。（100100100100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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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合著人證證證證明明明明登載登載登載登載不不不不實實實實及及及及剽竊情剽竊情剽竊情剽竊情事成立事成立事成立事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
且且且且7777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二二二二、、、、○○○○○○○○學院教師學院教師學院教師學院教師○○○○○○○○○○○○送審教授送審教授送審教授送審教授，，，，經經經經丙丙丙丙審查人指出有審查人指出有審查人指出有審查人指出有
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代代代代表著作表著作表著作表著作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生生生生之碩士學之碩士學之碩士學之碩士學位位位位論文論文論文論文，，，，而而而而
該該該該學學學學位位位位論文論文論文論文並非並非並非並非送審人指導送審人指導送審人指導送審人指導，，，，且且且且代代代代表作表作表作表作只只只只列列列列送審人一人送審人一人送審人一人送審人一人，，，，其其其其
所涉合著人所涉合著人所涉合著人所涉合著人證證證證明明明明登載登載登載登載不不不不實實實實及及及及剽竊情剽竊情剽竊情剽竊情事成立事成立事成立事成立。（。（。（。（100100100100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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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嚴嚴嚴嚴重重重重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且且且且3333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
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三三三三、、、、○○○○○○○○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送審教授送審教授送審教授送審教授，，，，經經經經甲甲甲甲審查人指出有審查人指出有審查人指出有審查人指出有
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代代代代表著作與參表著作與參表著作與參表著作與參考考考考著作第著作第著作第著作第4444篇篇篇篇雷雷雷雷同同同同，，，，相相相相當當當當比比比比例例例例
之之之之插插插插圖圖圖圖、、、、方方方方程式程式程式程式與文與文與文與文字敘述完全相同字敘述完全相同字敘述完全相同字敘述完全相同，，，，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未適當引註。（。（。（。（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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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且且且且2222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理其理其理其
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四四四四、、、、○○○○○○○○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送審副教授送審副教授送審副教授送審副教授，，，，經經經經丙丙丙丙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審查人指出
有違反學術倫理有違反學術倫理有違反學術倫理有違反學術倫理：：：：代代代代表著作表著作表著作表著作（（（（2010201020102010被被被被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為參為參為參為參考考考考作第作第作第作第
1111篇篇篇篇（（（（2009200920092009年出年出年出年出版版版版））））之之之之擴充擴充擴充擴充，，，，用用用用相同圖相同圖相同圖相同圖表但未適當引註表但未適當引註表但未適當引註表但未適當引註，，，，且且且且
樣樣樣樣本本本本、、、、學學學學習習習習成成成成效效效效之統計結果之統計結果之統計結果之統計結果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完全相同，，，，雖雖雖雖2010201020102010年著作已年著作已年著作已年著作已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ARCSARCSARCSARCS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分分分分析析析析，，，，但但但但仍仍仍仍涉嫌以涉嫌以涉嫌以涉嫌以相同相同相同相同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重新重新重新重新包包包包裝裝裝裝撰寫撰寫撰寫撰寫成不成不成不成不
同同同同的論文的論文的論文的論文，，，，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100100100100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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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並並並並撤銷其副教授資撤銷其副教授資撤銷其副教授資撤銷其副教授資
格格格格，，，，且且且且1111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五五五五、、、、○○○○○○○○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其送審副教授作其送審副教授作其送審副教授作其送審副教授作品品品品之之之之
詮釋詮釋詮釋詮釋報報報報告告告告涉抄襲涉抄襲涉抄襲涉抄襲同同同同校教師著作校教師著作校教師著作校教師著作。。。。經經經經審議審議審議審議：：：：該該該該師以師以師以師以藝藝藝藝術作術作術作術作品品品品之之之之
展展展展演演演演（（（（5555場鋼琴場鋼琴場鋼琴場鋼琴演演演演奏奏奏奏））））送審送審送審送審，，，，演演演演奏奏奏奏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具個具個具個具個人原人原人原人原創性創性創性創性，，，，惟惟惟惟詮詮詮詮
釋釋釋釋報報報報告告告告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確確確確有誤植及引註疏漏有誤植及引註疏漏有誤植及引註疏漏有誤植及引註疏漏情情情情事事事事，，，，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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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抄襲成立抄襲成立抄襲成立抄襲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並並並並撤銷其助理教授資格撤銷其助理教授資格撤銷其助理教授資格撤銷其助理教授資格，，，，且且且且5555
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六六六六、、、、○○○○○○○○大學博士大學博士大學博士大學博士生生生生○○○○○○○○○○○○，，，，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其送審助理教授之其送審助理教授之其送審助理教授之其送審助理教授之
博士論文涉抄襲博士論文涉抄襲博士論文涉抄襲博士論文涉抄襲。。。。經經經經學校審議結果學校審議結果學校審議結果學校審議結果：：：：該該該該師之博士論文第二師之博士論文第二師之博士論文第二師之博士論文第二章章章章
理論理論理論理論探討確探討確探討確探討確係抄襲另一所大學研究係抄襲另一所大學研究係抄襲另一所大學研究係抄襲另一所大學研究生生生生之博士論文第二之博士論文第二之博士論文第二之博士論文第二章章章章文文文文獻獻獻獻
探討探討探討探討，，，，依依依依學學學學位位位位授授授授予予予予法第法第法第法第7777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撤銷其博士學撤銷其博士學撤銷其博士學撤銷其博士學位位位位。（。（。（。（100100100100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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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不通過其副教授資格不通過其副教授資格不通過其副教授資格不通過其副教授資格，，，，且且且且1111
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七七七七、、、、○○○○○○○○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大學教師○○○○○○○○○○○○送審副教授送審副教授送審副教授送審副教授，，，，經經經經丙丙丙丙審查人指審查人指審查人指審查人指
出出出出：：：：代代代代表作表作表作表作只只只只是合是合是合是合併併併併多年前已發表之多年前已發表之多年前已發表之多年前已發表之模模模模型型型型，，，，許許許許多多多多圖式圖式圖式圖式和物和物和物和物理理理理
模模模模型已發表於參型已發表於參型已發表於參型已發表於參考考考考著作著作著作著作，，，，但但但但代代代代表著作未引註參表著作未引註參表著作未引註參表著作未引註參考考考考著作著作著作著作，，，，違反違反違反違反
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10010010010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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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不通過其助理教授資格不通過其助理教授資格不通過其助理教授資格不通過其助理教授資格，，，，且且且且
3333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八八八八、、、、○○○○○○○○專科學校教師專科學校教師專科學校教師專科學校教師○○○○○○○○○○○○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送審助理教授，，，，經經經經丙丙丙丙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人指出人指出人指出人指出：：：：代代代代表作係將已發表之表作係將已發表之表作係將已發表之表作係將已發表之期刊期刊期刊期刊文文文文章章章章於於於於3333年年年年後後後後以以以以同樣同樣同樣同樣的的的的數數數數
據據據據資資資資料料料料、、、、文文文文獻依據獻依據獻依據獻依據及及及及討討討討論結果論結果論結果論結果重複投稿重複投稿重複投稿重複投稿，「，「，「，「一一一一稿稿稿稿多多多多投投投投」」」」違反違反違反違反
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學術倫理。（。（。（。（10010010010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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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並並並並撤銷其教授資格撤銷其教授資格撤銷其教授資格撤銷其教授資格，，，，
且且且且3333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九九九九、、、、○○○○○○○○大學大學大學大學（（（（自自自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其其其其代代代代表表表表
作作作作、、、、參參參參考考考考作與作與作與作與○○○○○○○○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了了了了為研究為研究為研究為研究生生生生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之碩士論文雷雷雷雷同同同同，，，，且且且且
為將為將為將為將兩兩兩兩位位位位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生列生列生列生列為合著人為合著人為合著人為合著人，，，，有違學術倫理有違學術倫理有違學術倫理有違學術倫理。。。。經經經經請請請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後後後後認定認定認定認定，，，，即即即即使該使該使該使該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生生生生事事事事後後後後簽署簽署簽署簽署碩士論文引用及碩士論文引用及碩士論文引用及碩士論文引用及刊登刊登刊登刊登授授授授
權權權權同同同同意書意書意書意書同同同同意意意意無無無無償償償償引用及引用及引用及引用及刊登刊登刊登刊登其論文結果其論文結果其論文結果其論文結果，，，，仍仍仍仍未未未未改變改變改變改變其發表其發表其發表其發表
時未將其名時未將其名時未將其名時未將其名字列字列字列字列於其於其於其於其中中中中之事之事之事之事實實實實，，，，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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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抄襲成立抄襲成立抄襲成立抄襲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並並並並撤銷其教授資格撤銷其教授資格撤銷其教授資格撤銷其教授資格，，，，且且且且5555年內年內年內年內
不不不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十由十由十由十、、、、○○○○○○○○大學大學大學大學（（（（自自自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教授教授教授教授，，，，88889999年年年年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提提提提
出出出出告告告告訴訴訴訴其升等參其升等參其升等參其升等參考考考考作涉有抄襲學作涉有抄襲學作涉有抄襲學作涉有抄襲學生生生生所所所所繳交繳交繳交繳交作作作作業業業業之之之之情情情情事事事事，，，，經經經經法法法法
院審理院審理院審理院審理，，，，該該該該校校校校99998888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仍仍仍仍通過其升等通過其升等通過其升等通過其升等並並並並追追追追溯至溯至溯至溯至91919191年年年年8888月起資月起資月起資月起資。。。。
惟惟惟惟99998888年年年年9999月法院月法院月法院月法院判判判判決決決決確確確確定抄襲成立定抄襲成立定抄襲成立定抄襲成立，，，，有有有有期期期期徒刑徒刑徒刑徒刑5555月得月得月得月得易易易易科科科科罰罰罰罰
金金金金，，，，緩刑緩刑緩刑緩刑2222年年年年。。。。經經經經校教校教校教校教評評評評會會會會重新重新重新重新審理審理審理審理，，，，確確確確認其認其認其認其23232323篇篇篇篇參參參參考考考考作作作作中中中中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篇篇篇篇抄襲成立抄襲成立抄襲成立抄襲成立。（。（。（。（100100100100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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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0100100100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並並並並撤銷其副教授資撤銷其副教授資撤銷其副教授資撤銷其副教授資
格格格格，，，，且且且且1111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十由十由十由十一一一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自自自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其其其其
利利利利用博士論文送審通過助理教授資格用博士論文送審通過助理教授資格用博士論文送審通過助理教授資格用博士論文送審通過助理教授資格，，，，並並並並於於於於2222年年年年後再利後再利後再利後再利用博用博用博用博
士論文士論文士論文士論文期期期期間間間間被被被被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即即即即將將將將印刷印刷印刷印刷之之之之SSCISSCISSCISSCI論文論文論文論文，，，，送審通過升等副教送審通過升等副教送審通過升等副教送審通過升等副教
授之授之授之授之代代代代表著作表著作表著作表著作。。。。經經經經請學校處理請學校處理請學校處理請學校處理後後後後認定認定認定認定，，，，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違反學術倫理成立。。。。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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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1101101101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著作抄襲成立著作抄襲成立著作抄襲成立著作抄襲成立，，，，不通過助理教授資格不通過助理教授資格不通過助理教授資格不通過助理教授資格，，，，且且且且5555年內年內年內年內
不不不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案案案案由十由十由十由十二二二二、、、、○○○○○○○○學院學院學院學院○○○○○○○○○○○○教師送審助理教授教師送審助理教授教師送審助理教授教師送審助理教授，，，，經經經經審查委員審查委員審查委員審查委員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代代代代表作表作表作表作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4444所所所所討討討討論的問題一論的問題一論的問題一論的問題一字字字字不漏不漏不漏不漏照照照照抄抄抄抄1995199519951995年一年一年一年一篇篇篇篇
文文文文章章章章（（（（上上上上網網網網查查查查詢詢詢詢SIDSIDSIDSID），），），），很難很難很難很難相相相相信信信信這篇這篇這篇這篇代代代代表作表作表作表作竟然竟然竟然竟然通過一通過一通過一通過一個個個個
國國國國際期刊際期刊際期刊際期刊嚴謹嚴謹嚴謹嚴謹的審查的審查的審查的審查。。。。經經經經審查認定審查認定審查認定審查認定代代代代表著作表著作表著作表著作確確確確與前人著作部與前人著作部與前人著作部與前人著作部
分分分分雷雷雷雷同同同同，，，，著作抄襲成立著作抄襲成立著作抄襲成立著作抄襲成立。（。（。（。（101101101101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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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1101101101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撤銷其副教授資格撤銷其副教授資格撤銷其副教授資格撤銷其副教授資格，，，，並並並並為為為為7777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理其教師資理其教師資理其教師資
格審查格審查格審查格審查。。。。

案案案案由十三由十三由十三由十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教師於教師於教師於教師於95959595年升等副教授年升等副教授年升等副教授年升等副教授，，，，101101101101年年年年3333
月月月月該該該該校校校校接接接接獲檢舉獲檢舉獲檢舉獲檢舉其參其參其參其參考考考考作於作於作於作於期刊英期刊英期刊英期刊英文文文文文文文文章章章章未未未未經刊登疑似經刊登疑似經刊登疑似經刊登疑似造造造造
假假假假，，，，經該經該經該經該校查校查校查校查證證證證，，，，該生亦該生亦該生亦該生亦坦承坦承坦承坦承，，，，爰爰爰爰教教教教評評評評會審議認定違反會審議認定違反會審議認定違反會審議認定違反「「「「著著著著
作有抄襲作有抄襲作有抄襲作有抄襲、、、、剽竊剽竊剽竊剽竊或其他或其他或其他或其他舞弊情舞弊情舞弊情舞弊情事事事事」（」（」（」（101101101101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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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1101101101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該該該該2222篇非篇非篇非篇非第第第第1111作作作作者者者者，，，，且第且第且第且第6666篇篇篇篇略略略略有有有有增修增修增修增修，，，，違反違反違反違反情情情情節節節節
輕微輕微輕微輕微，，，，為為為為1111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年內不受受受受理其教師資格審查理其教師資格審查理其教師資格審查理其教師資格審查。。。。

案案案案由十四由十四由十四由十四、、、、○○○○○○○○大學大學大學大學○○○○○○○○○○○○教師送審副教授資格審查教師送審副教授資格審查教師送審副教授資格審查教師送審副教授資格審查，，，，經經經經甲甲甲甲
審查人指出其參審查人指出其參審查人指出其參審查人指出其參考考考考作第作第作第作第6666篇篇篇篇（（（（2002002002008888發表發表發表發表））））及第及第及第及第10101010篇篇篇篇（（（（2002002002006666發發發發
表表表表））））疑疑疑疑是是是是同同同同一研究結果之不一研究結果之不一研究結果之不一研究結果之不同同同同版版版版，，，，涉及一涉及一涉及一涉及一稿稿稿稿兩兩兩兩投投投投。（。（。（。（101101101101年年年年8888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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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95959595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年教師資格審查違反醫醫醫醫學倫理學倫理學倫理學倫理案件案件案件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

1.1.1.1.無無無無涉涉涉涉剽竊剽竊剽竊剽竊事事事事實實實實；；；；

2.2.2.2.惟惟惟惟其違反其違反其違反其違反醫醫醫醫學倫理學倫理學倫理學倫理，，，，不通過其升等案不通過其升等案不通過其升等案不通過其升等案，，，，且請其且請其且請其且請其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位位位位給給給給
予相予相予相予相當當當當程度程度程度程度之處之處之處之處罰罰罰罰。。。。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一一一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自自自自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審學校））））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送審教授著作經經經經
檢舉疑檢舉疑檢舉疑檢舉疑涉涉涉涉剽竊情剽竊情剽竊情剽竊情事事事事。。。。經由經由經由經由審查發現審查發現審查發現審查發現，，，，研究結果有學術研究結果有學術研究結果有學術研究結果有學術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臨床麻醉臨床麻醉臨床麻醉臨床麻醉實實實實務務務務應可應用應可應用應可應用應可應用，，，，無剽竊無剽竊無剽竊無剽竊事事事事實實實實；；；；惟惟惟惟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送審人謊謊謊謊稱有稱有稱有稱有受受受受試試試試
者者者者及任職及任職及任職及任職醫療單醫療單醫療單醫療單位位位位之之之之同同同同意書意書意書意書，，，，嚴嚴嚴嚴重重重重違反違反違反違反醫醫醫醫學倫理學倫理學倫理學倫理，，，，情情情情節嚴節嚴節嚴節嚴
重重重重。。。。 （（（（95959595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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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91919191年研究年研究年研究年研究生生生生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學校撤銷學校撤銷學校撤銷學校撤銷該該該該碩士學碩士學碩士學碩士學位證位證位證位證書書書書。。。。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一一一一、、、、○○○○○○○○大學碩士大學碩士大學碩士大學碩士○○○○○○○○○○○○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其碩士論文其碩士論文其碩士論文其碩士論文疑似疑似疑似疑似抄襲其抄襲其抄襲其抄襲其
指導教授之著作指導教授之著作指導教授之著作指導教授之著作，，，，經經經經查查查查該該該該君君君君之碩論文引用其指導教授之碩論文引用其指導教授之碩論文引用其指導教授之碩論文引用其指導教授
之著作之著作之著作之著作篇篇篇篇幅幅幅幅，，，，超超超超過其過其過其過其全全全全論文二分之一以上論文二分之一以上論文二分之一以上論文二分之一以上，，，，且且且且無無無無就就就就此此此此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加加加加以以以以敘述敘述敘述敘述或引或引或引或引相相相相關之文關之文關之文關之文獻獻獻獻論論論論述述述述，，，，顯顯顯顯已已已已超超超超過引用過引用過引用過引用加加加加
註之合理範圍註之合理範圍註之合理範圍註之合理範圍，，，，認定為抄襲認定為抄襲認定為抄襲認定為抄襲。。。。又又又又其指導教授其指導教授其指導教授其指導教授即即即即為其為其為其為其
母母母母，，，，未適當未適當未適當未適當迴迴迴迴避避避避，，，，亦亦亦亦屬不屬不屬不屬不妥妥妥妥。（。（。（。（99999999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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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99999999年研究年研究年研究年研究生生生生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學校撤銷學校撤銷學校撤銷學校撤銷該該該該助理教授之之博士學助理教授之之博士學助理教授之之博士學助理教授之之博士學位證位證位證位證書書書書，，，，並並並並撤銷撤銷撤銷撤銷
其助理教授資格其助理教授資格其助理教授資格其助理教授資格（（（（因其以博士學因其以博士學因其以博士學因其以博士學位位位位及論文送審助理教及論文送審助理教及論文送審助理教及論文送審助理教
授資格授資格授資格授資格）。）。）。）。

備備備備註註註註：：：：台北台北台北台北高高高高等行政法院等行政法院等行政法院等行政法院判判判判決撤銷原處分決撤銷原處分決撤銷原處分決撤銷原處分，，，，該該該該校校校校101101101101年年年年3333月補月補月補月補
政政政政程程程程序序序序重新重新重新重新處分處分處分處分，，，，仍仍仍仍認定抄襲認定抄襲認定抄襲認定抄襲情情情情節嚴節嚴節嚴節嚴重重重重、、、、論文引用不論文引用不論文引用不論文引用不
當當當當，，，，撤銷其博士學撤銷其博士學撤銷其博士學撤銷其博士學位位位位。。。。

案案案案由由由由二二二二、、、、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經檢舉其博士論文其博士論文其博士論文其博士論文疑疑疑疑
似似似似抄襲抄襲抄襲抄襲○○○○○○○○○○○○碩士學碩士學碩士學碩士學位位位位論文論文論文論文，，，，經經經經學校送學校送學校送學校送外外外外審結果認定審結果認定審結果認定審結果認定
抄襲抄襲抄襲抄襲情情情情節嚴節嚴節嚴節嚴重重重重、、、、論文引用不當論文引用不當論文引用不當論文引用不當、、、、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違反學術倫理。（。（。（。（99999999
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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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大學大學大學大學：：：：99999999年研究年研究年研究年研究生生生生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玖玖玖玖、、、、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處理結果：：：：學校撤銷其博士學學校撤銷其博士學學校撤銷其博士學學校撤銷其博士學位證位證位證位證書書書書。。。。

案案案案由三由三由三由三、、、、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生經生經生經生經其他國立大學碩其他國立大學碩其他國立大學碩其他國立大學碩
士士士士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生檢舉該生檢舉該生檢舉該生檢舉該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博士論文疑似疑似疑似疑似抄襲其碩士論文抄襲其碩士論文抄襲其碩士論文抄襲其碩士論文，，，，該該該該校校校校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組組組組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審查審查審查審查，，，，認定未抄襲認定未抄襲認定未抄襲認定未抄襲，，，，檢舉檢舉檢舉檢舉人不人不人不人不服服服服再再再再
次次次次檢舉檢舉檢舉檢舉，，，，經經經經學校送學校送學校送學校送外外外外審結果認定抄襲成立審結果認定抄襲成立審結果認定抄襲成立審結果認定抄襲成立，，，，該該該該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生生生生
主動主動主動主動來來來來函函函函提出提出提出提出自自自自行撤銷其學行撤銷其學行撤銷其學行撤銷其學位位位位。（。（。（。（99999999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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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拾、、、、學術倫理規範的建立學術倫理規範的建立學術倫理規範的建立學術倫理規範的建立
一一一一、、、、學術界應學術界應學術界應學術界應秉尊秉尊秉尊秉尊重重重重專專專專業精神業精神業精神業精神與與與與誠信誠信誠信誠信原原原原則則則則，，，，重重重重視學術論文視學術論文視學術論文視學術論文「「「「原原原原創創創創
性性性性」」」」及被研究及被研究及被研究及被研究者自主者自主者自主者自主權的權的權的權的共識共識共識共識。。。。

二二二二、、、、各各各各大學應大學應大學應大學應訂訂訂訂定定定定「「「「學術倫理規範學術倫理規範學術倫理規範學術倫理規範」」」」及及及及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學術倫理之學術倫理之學術倫理之學術倫理之自自自自律律律律機機機機
制制制制」」」」 ：：：：嚴禁嚴禁嚴禁嚴禁學術著作抄襲學術著作抄襲學術著作抄襲學術著作抄襲、、、、剽竊剽竊剽竊剽竊，，，，引用引用引用引用他人著作或他人著作或他人著作或他人著作或圖圖圖圖表未註表未註表未註表未註
明出處明出處明出處明出處，，，，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數據數據數據數據造假等不當造假等不當造假等不當造假等不當情情情情事事事事，，，，及及及及設設設設立學術倫理審查委員立學術倫理審查委員立學術倫理審查委員立學術倫理審查委員
會會會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

三三三三、、、、對於未對於未對於未對於未曾曾曾曾參與研究參與研究參與研究參與研究討討討討論論論論者者者者，，，，應應應應避免共同掛避免共同掛避免共同掛避免共同掛名名名名；；；；指導教授應指導教授應指導教授應指導教授應避避避避
免免免免為方為方為方為方便便便便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拖延拖延拖延拖延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畢業畢業畢業畢業；；；；不不不不宜宜宜宜一一一一稿稿稿稿多多多多投投投投，，，，計畫計畫計畫計畫重重重重
覆覆覆覆；；；；勿虛勿虛勿虛勿虛、、、、浮浮浮浮報計畫報計畫報計畫報計畫經費經費經費經費，，，，侵佔侵佔侵佔侵佔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四四四四、、、、本部本部本部本部近期近期近期近期將將將將彙整彙整彙整彙整違反違反違反違反樣態供各樣態供各樣態供各樣態供各校參校參校參校參考考考考，，，，期期期期待待待待案件案件案件案件逐漸減少逐漸減少逐漸減少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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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衛衛衛衛生生生生署公布署公布署公布署公布人人人人體體體體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法法法法：：：：

111100000000年年年年11112222月月月月22228888日衛日衛日衛日衛生生生生署公布署公布署公布署公布人人人人體體體體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法法法法，，，，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
實實實實施施施施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前前前前，，，，應經應經應經應經倫理審查倫理審查倫理審查倫理審查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審查會審查會審查會審查通通通通過過過過始得始得始得始得為為為為，，，，
人人人人體體體體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尚尚尚尚不不不不包括社包括社包括社包括社會科學研究及人文科學研究會科學研究及人文科學研究會科學研究及人文科學研究會科學研究及人文科學研究。。。。----尊尊尊尊
重研究對重研究對重研究對重研究對象象象象的自主權的自主權的自主權的自主權。。。。

二二二二、、、、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人人人人類類類類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治治治治理理理理架構建置推動架構建置推動架構建置推動架構建置推動計畫計畫計畫計畫」」」」111100001111
年年年年起推動起推動起推動起推動，，，，由由由由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醫藥醫藥醫藥醫藥大學及成大學及成大學及成大學及成功功功功大學執大學執大學執大學執
行行行行。。。。

三三三三、、、、各校宜各校宜各校宜各校宜對研究生對研究生對研究生對研究生、、、、新進新進新進新進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進進進進行行行行講習講習講習講習及及及及在職進在職進在職進在職進修修修修，，，，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學術誠學術誠學術誠學術誠信信信信、、、、學術倫理之學術倫理之學術倫理之學術倫理之宣宣宣宣導導導導，，，，以以以以強化強化強化強化師生正師生正師生正師生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觀念觀念觀念觀念。。。。

拾壹拾壹拾壹拾壹、、、、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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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是學術界之行規學術倫理是學術界之行規學術倫理是學術界之行規學術倫理是學術界之行規，，，，學術倫理重視學術倫理重視學術倫理重視學術倫理重視
誠信原則與創新誠信原則與創新誠信原則與創新誠信原則與創新，，，，教師於校園從事學術研究應教師於校園從事學術研究應教師於校園從事學術研究應教師於校園從事學術研究應
有學術倫理意識有學術倫理意識有學術倫理意識有學術倫理意識，，，，切勿有投機心態切勿有投機心態切勿有投機心態切勿有投機心態。。。。

拾貳拾貳拾貳拾貳、、、、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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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簡 報 完 畢簡 報 完 畢簡 報 完 畢 ，，，，

敬 請 指 教敬 請 指 教敬 請 指 教敬 請 指 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