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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學術倫理受到學術社群及社會大眾的高度重視，而科技部及教育部

亦訂定相關之學術倫理規範，作為研究人員遵守之依據。當研究人員之專業行為

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時，其學術聲譽、研究誠信、財產權及工作權，將可能受到

嚴重影響，其行為亦可能影響我國在國際上的學術聲望，故對違反學術倫理案件

之處分，應審慎看待之。 

其實任何之科刑、行政裁罰都會影響自由權利，為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亦不

例外。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法》第 57 條規定科刑時須審酌之事項，作

為科刑輕重之標準（郭家豪，2013）；為求公平適當並符合比例原則，《行政罰法

草案總說明》提到《行政罰法》規定裁處罰鍰時應審酌之事項。每個涉及學術倫

理之案件都有其獨特性、複雜性及相當之專業性，因此對案件之處分應依據個案

情況而有不同考量與判斷，絕非一個標準可以概括；更應有如《刑法》、《行政罰

法》關於審酌事項之規定，否則難以讓受處分人信服，遂可能提起訴訟救濟 2。 

然而綜觀科技部訂定之《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教育部訂

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皆無關於處分之審酌事項規定，

為讓處分符合公平正義及法治國原所要求的比例原則，本文研讀國內外相關文獻

與法律，擬提出學術倫理案件處分之審酌內容，希冀能作為各機構就每個學術倫

理案件之特性所為處分的參考依據。 

二、國內外關於學術倫理案件處分審酌事項之規範 

對於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予以處分輕重之標準，其審酌事項究竟為何，茲

                                                

1兼通訊作者：cchou@mail.nctu.edu.tw 
2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316 號行政判決中，原告主張：「……，於『部頒審定辦法』中，

就著作違反學術倫理之情況，僅規範『蓄意』之『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等情況，惟

就是否有因過失行為而違反學術倫理之情況，均未有規定，……，從而，『部頒審定辦法』實已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授權明確性原則。」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298 號行政判決

中，原告主張：「……有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作成與審查意見不同之認定，卻未說明判斷標準、

理由為何，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係屬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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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內外現有之規範說明之。 

(一) 國外現有規範 

1.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2）處理不當研究行

為（research misconduct）之程序，係依據聯邦法規 45 C.F.R. PART 689—Research 
Misconduct（§689.3 Actions [b]），其中提到欲針對當事人進行不當研究行為之裁

處決議時，審議委員應考慮之事項如下。 

(1) 不當行為之嚴重程度。 

(2) 對於不當行為知悉、故意或疏忽之程度。 

(3) 不當行為是否為單一行為或為連續行為中之一部分。 

(4) 對於研究記錄、研究對象、其他研究人員、研究機構或公共利益，是否產生

重大影響。 

(5) 其他相關情況。 

2. 荷蘭之科學研究社群 

荷蘭之科學研究界於其最新之誠信規章《2018 荷蘭研究誠信準則》

（Netherlands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2018）中，提出對於不當研

究行為之評估條件（5.2 Research misconduct, 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and 
minor shortcomings: C. Assessment criteria），並建議審議委員應考慮之事項如下。 

(1)  違反學術倫理的程度。 

(2) 故意違反學術倫理之程度；是否為重大過失、粗心或不知違反學術倫理。 

(3) 該違規對於研究之有效性的影響程度，以及對於普及性科學知識與學術造成

影響之程度。 

(4) 對科學和學術研究以及研究人員之間信任的潛在影響。 

(5) 對於個人、社會及環境的潛在衝擊。 

(6) 對該研究人員具有多大的潛在利益，或有利於其他利益團體的程度。 

(7) 是否涉及科學或學術著作的出版（相較於科普文章、教學素材或諮詢性質的

報告）。（本文註：換言之，就內容精確度的要求而言，科學或學術出版著作

通常較科普或教學文章嚴格，因此若案件涉及到科學或學術的出版，其嚴重

程度當然較高。） 

(8) 案件所屬之研究領域認為此案件違反學術倫理的嚴重程度。 

(9) 當事人的職級和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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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事人先前之違規紀錄的程度。 

(11) 當事人所屬之機構是否未能履行其監督管理的責任。 

(12) 案件行為實際發生的時間點，與機構內部或外部委員會開始審議此案之時間

點，中間相距多久。 

(二) 我國現有相關研究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審酌事項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有鑑於此，國外的科學研究

社群已開始關注此議題，並且有國家已制定相關規範。反觀我國，僅有學者湯德

宗曾在著作中提及違反學術倫理的主觀要件及加重、減免事由，可謂學術界與研

究經費獎補助單位（如：科技部與教育部）對此議題幾乎沒有實質的討論，更遑

論有相關規範之提出。今茲將湯德宗（2007，頁 25、45-47）主張之內容，介紹

如下。  

違反學術倫理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者，不罰。 

I. 違反學術倫理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倫理委員會得加重其處分：

一、違反本辦法規定一次以上者。二、對國科會或所屬學術機構造

成嚴重傷害。三、惡意阻擾調查或審議程序之進行。 

II. 違反學術倫理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倫理委員會得減免其處分：

一、系爭行為屬可受該專業領域或社會大眾公評之範圍。二、違反

行為係屬單一事件。三、違反行為對國科會或所屬學術機構之影響

輕微。四、於調查或審議程序進行中，坦承其行為，充分配合且有

悔改之意。五、有其他具體事證足認應減免處分者。 

綜觀上述，湯德宗與國外科學研究社群就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審酌事項主張之

內容，其基本原則就是針對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處分，應依據個案情況而有不同

的考量與判斷，絕非僅用單一標準來衡量所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是以，本文

將以該原則之理念為基礎，擬定學術倫理案件處分之審酌內容。 

三、學術倫理案件處分之審酌內容 

關於學術倫理案件處分審酌事項之內容，我國目前並沒有相關規定，而學者

湯德宗所提出的加重與減免審酌事項，內容似顯不夠完備。至於若直接適用國外

規範，由於其內容傾向羅列基本原則，缺乏更具體的說明，故在實際應用上亦可

能有其難度，或不符合我國的研究情境，故有必要制訂適用於我國學術倫理案件

處分之審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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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湯德宗之見解、上述國外文獻、國內《刑法》與《行政罰法》中有

關審酌事項之規定後，從行為人之主觀認知和目的及客觀行為等面向，研擬了「學

術倫理案件處分之審酌內容」，包括：行為人之主觀條件；違反行為之類型、因

素和程度的輕重；所處情境；加重和減輕事由等，並經由兩位法律專家之書面審

查，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一) 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人（以下簡稱行為人）之主觀要件：違反學術倫理

行為之處分，應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出於故意或過失，方據之定其處分。 

1. 故意：可區分為直接及間接故意。 

(1) 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明知並有意使其

發生之謂。 

(2) 間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可預見其發生而

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謂。 

2. 過失：係指行為人對於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有過失之謂。至於過失之

定義，究竟採刑事上過失或民事上過失之標準，以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

是否涉及刑事不法為判斷。 

(1) 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涉及刑事不法：過失之認定是採取刑事上的標

準 3。「無認識過失」係指行為人對於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雖非故意，

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有認識過失」係指行為人

對於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 

(2) 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未涉及刑事不法：過失之認定是採取民事上抽

象的過失之標準，也就是行為人對於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違反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4。 

 

                                                

3刑事上過失區分為「無認識過失」及「有認識過失」。「無認識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

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有認識過失」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

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蔡蕙芳，2012，頁 55）。 
4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42 年台上字第 865 號指出：「民法上過失，以其欠缺注意之程度為標準，分

為抽象的過失、具體的過失，及重大過失三種。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依交易上一般觀念，

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而欠缺者，為抽象的過失，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

同一注意而欠缺者，為具體的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為重大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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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處分，應綜合下列事項加以審酌： 

1. 行為人之違反動機及目的（例如：研究人員為追求經費補助或研究獎項；學

生為求學位或榮譽；研究助理或學生為保工作或學業，而在主管或指導教授

之威權下不得不為之等）。 

2. 行為人之參與意志（例如：主動、被動或被迫參與等）。 

3. 行為人之級職資歷（例如：職級、研究經驗等）。 

4. 行為人在系爭個案中之地位與角色（例如：主事者、被動參與等）。 

5. 行為人之學術倫理教育訓練狀況與表現（例如：機構或單位是否落實所要求

的教育訓練規範）。 

6. 行為人於行為後之態度（例如：在調查及審議程序之配合程度）。 

7. 行為人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之行為類型（例如：造假、變造、抄襲，或其他類

型等）。 

8. 行為人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及其內容之嚴重程度（例如：抄襲或未適當引

註的嚴重程度可能不同；涉抄襲的內容是屬於文章的核心或非核心部分，其

嚴重程度也可能不同）。 

9. 依行為人或系爭學術著作所屬學門或學術研究領域之規範，認為系爭違反學

術倫理行為之嚴重程度（此案件是否涉及專業領域內可接受之研究常規；專

業領域內視該案的嚴重程度，例如：生物醫學領域一般視造假及變造為特別

嚴重，而人文社會領域則認為抄襲會嚴重影響該著作之原創性等）。 

10. 行為人之系爭學術著作是否業經學術發表或出版；若有，其發表或出版之類

型為何（例如：相較於科普文章、教學教材，或內部諮詢性報告等著作，期

刊、專書論文、教科書及會議論文更為重視內容的精確性）。 

11. 行為人之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是否受到其他國家或機構之調查或處分。 

12. 行為人是否違反與出資單位訂定之協議（例如：違反保密協定、未揭露利益

衝突等）。 

13. 行為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會因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而享有利益或潛在

利益之程度（例如：研究人員因此獲得研究獎補助或獎項、藥廠藉此研發新

醫材或新藥等）。 

14. 行為人之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對於相關研究之有效性的負面影響程度

（例如：變造之數據，對其結論有無重大影響）。 

15. 行為人之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對於其他研究者、所屬研究機構、相關學術

領域之負面影響程度（例如：影響整個研究領域的發展，或誤導了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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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研究方向）。 

16. 行為人之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對於普及科學知識或公共利益造成之負面

影響程度（對於現實或潛在之危害或影響的程度，例如：危害醫療從業人員

之身心安全、影響病患接受正規醫療之權益、誤導公共政策之制訂、誤導社

會大眾對科普知識的認知，或損害國家形象等）。 

(三) 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處分： 

1. 行為人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達一次以上（包括其行為並非單一事件、經評估

構成「模式」或曾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並應審酌違規的頻率與延續期

間）。 

2. 行為人故意干擾調查或審議程序之進行。 

3. 行為人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對所屬學術機構造成嚴重而難於回復之損

害。 

4. 行為人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涉及違反刑事法規。 

(四) 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免其處分： 

1. 行為人於系爭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被發現（或通報）前，便主動向所屬研究

機構、主管機關、研究資助機構或相關權責、執法機關承認違反之行為者。 

2. 行為人於被通報（檢舉）前，已主動向發表或出版單位（如：會議主辦單位

或學術出版社等）申請論文更正或撤回者。 

3. 行為人於調查或審議程序進行過程，主動坦承其行為，且有悔改之意者。 

4. 行為人之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其所屬學門或學術研究領域可接受之研究

行為。 

5. 行為人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學術倫理規範而免除受處

分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為減輕之處分。 

6. 系爭個案之發生時點，係於我國相關學術倫理規範之制定前。 

7. 行為人之系爭違反學術倫理行為，其情節顯有可加憫恕之處。 

四、結語 

由於科刑或行政裁罰會對當事人之自由權利造成重大影響，因此《刑法》和

《行政罰法》皆規定科刑與裁處罰鍰時應審酌之事項，以落實程序及實體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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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對研究人員權益影響的嚴重性，絕不亞於科刑或行

政裁罰所導致之結果，故所為處分的判斷，亦應如科刑或行政裁罰時納入應審酌

之事項，不但可以避免恣意決定，而且較易使受處分者信服。為符合法治國原則

之基本要求，本文期許科技部與教育部訂定之學術倫理規範，皆應有審酌事項之

規定，讓處分程序更加完備。 

其次，關於「學術倫理案件處分之審酌內容」論述，國內只有些許文章予以

概要的陳述，至於實證的探究卻付之闕如。本文囿於字數之關係，僅先就「學術

倫理案件處分之審酌內容」進行初步的理論探討，將來擬以本文為基礎，為進一

步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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