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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徵件說明

教育部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總辦公室

高君琳專案經理

106.03

整體計畫簡介

• 時程：103.4—107.3。

• 對象：高等教育之學生及研究者

• 執行單位：教育部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
總辦公室

• 計畫主持人：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周倩教授

• 資源中心網址：http://ethic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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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計畫架構

資源

中心

師資

培育

研究

推廣

檢測

機制

課程

發展

計畫目標

1. 發展臺灣學術倫理數位教材

2. 培育學術倫理教育種子教師

3. 建置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網站

4. 蒐集學術倫理相關資料

5. 漸進推廣大學校院開設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6. 舉辦學術倫理國際研討會、工作坊

7. 建置學術倫理教育檢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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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參與計畫說明

教師參與課程發展計畫

課程使用建議

研究所新生必修

•若貴校希望全校之研究所新生，皆能詳知學術倫理規範並熟讀本
教材，建議透過校課委員會或教務會議程序通過，將本課程列為
全校必修。

•請貴校依據該校修業辦法，制訂相關修業規範。

•指定權責單位負責並擔任聯絡窗口，例如：教務處、計算機中心、
數位學習單位或圖書館。

例：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政治大學、中央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等42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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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本計畫課程
 加入計畫前：

4.告知學生修課資訊

告知修課學生修課資訊，包括修課方法、課程網址等，建議可利用新生訓練時統一宣導。

3.提供修課學生名單

聯絡窗口於開學前提供當年度欲選修課程的學生名單，由平臺管理者統一建立帳號

2.確認課程執行方式

用於全校必修或系所必修，建議將本課程規劃為學生於申請口試之前即必須通過課程。

1.指派單一聯絡窗口

指定單一窗口或連絡人專責與本辦公室聯繫，例如：教務處。

採用本計畫課程

2.參與計畫資料及流程說明

 參與計畫流程及資料可在網站下載（網址：http://ethics.nctu.edu.tw）：

1.首頁下方選「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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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本計畫課程
 加入計畫後

2.系統會自動告知學生是否通過課程

本網站設計有自動發信功能，定期寄發上課通知信，給尚未通過課程的學生（總測驗成績
未及格者），提醒學生登入平台修課。

1.學校承辦人員可管理與了解學生修課狀況

學校將獲得管理帳號，可擁有兩種層級管理權限：

1.校級管理員：例如教務處（單一窗口），可瀏覽與編輯全校學生資料。

2.系所管理員：例如某系所助理，僅供瀏覽與編輯該系所學生資料。

校級參與計畫說明

教師參與課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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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計畫徵件
 計畫背景

 為鼓勵並輔導各大學校院發展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增進高等教育師生理解
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的重要性與意涵，並精進學術研究之品質，教育部特
訂定公告辦理補助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徵件須知。

 補助對象

 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教師。

 徵件期程

 106年3月1日起至106年4月31日止，受理106學年度上學期計畫申請。

課程發展計畫徵件

• 本計畫公開徵求計畫申請，以共同加強學校學術倫理
教育實體課程之實施，成為本計畫之示範學校。

• 夥伴學校除開設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外，授課教師並需
提供一至三個特色課程單元，以轉化為數位教材，供
全國各大學校院使用。

• 每校不以1件申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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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 http://ethics.nctu.edu.tw/

• 申請時間

• 第一梯次：每年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受理上學期計畫

申請。

• 第二梯次：每年9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受理下學期計畫

申請。

• 申請方式

• 計畫書應於前款規定期限內以線上申請方式。申請文件免

備函，掛號寄送至本部指定地點。

• 申請資料應完備，不接受事後補件或抽換；資料不齊全、

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屆期(以郵戳為憑)未送達者，不

予受理。申請資料請自行備份，恕不退還。

補助類型
類型 A類：學術倫理課程

(18小時以上)
B類：學術倫理融入專業
倫理課程(18小時以上)

C類：學術倫理融入相關
研究方法課程(6小時以上)

說明 專門開設學術倫理課
程，至少一學分，授
課時數並應達十八小
時。

於相關專業倫理課程(二
學分以上)中融入研究倫
理課程，且占該門課程
總授課時數至少十八小
時。

於研究方法課程(二學分以
上)中融入學術倫理課程，
且占該門課程總授課時數
至少六小時。

補助
基準

每門以新臺幣十二萬
元為上限。

依授課時數比例原則予
以補助。

依授課時數比例原則予以
補助。

學校
配合款

受補助學校應另行提撥自籌經費，自籌經費額度，應為補助額度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

申請金額
(欲向教育部申請之補助款金額)

學校配合款
(申請金額的20%以上) 計畫經費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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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

• 經費編列：預估修課學生數編列經費，計畫通過
時，依所報預估修課學生數核定補助經費。

• 經費使用：依實際修課學生數使用經費，得視需
要聘請學者專家共同授課教學。以補助教學助理
(TA)1名為原則(分組學習活動或數位課程)

計畫審查

• 由教育部組成審查小組，以書面及會議方式審查

• 審查標準

審查重點 A類審查比率(%) B、C類審查比率(%)

1.教學目標與學術倫理內涵之符合程度。 20 25

2.課程規劃之層次性、邏輯性及合理性。 20 25

3.課程經營之永續推廣及規劃。 20 -

4.師資及課程安排之適切性。 20 30

5.經費運用規劃之合理性。 10 10

6.學校行政及教學支援配合程度。 10 10

8



配合辦理事項

• 各計畫應於規定期限內提送實際修課學生數及名單

• 授課教師應對課程實施前後進行評量與問卷調查，
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並利後續課程推廣與改進

• 受補助學校應
• 配合教育部推廣及考評作業

• 參與相關會議或活動

• 期末成果發表會

• 受補助學校於計畫期程屆滿，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
成果相關文件(包括結案報告及1~3個特色課程單元)。
未於期限內提出者，視同計畫未完成，教育部得要
求受補助學校繳回全額或部分補助經費

其他注意事項

• 同一計畫如已向本部其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者，不得重
複申請。未申請其他單位補助，亦應提具聲明

• 計畫執行應確實遵守學術倫理規範
• 授課內容如有參考、引用他人之圖文或照片，涉及他人智慧財
產權者，應註明其來源出處及原作者姓名，並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 計畫研發成果，教育部基於非營利推廣之需，享有
使用權，其使用範疇，於計畫核定後請撥經費時一
併簽署同意

• 受補助計畫，一經核定，不得任意變更。
• 如因故撤銷或逾期未執行者，最遲應於計畫核定後三個
月內備文向本部說明，並繳回全部補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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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

• 採書面考評，由教育部組審查小組辦理

• 考評項目：
• 課程目標與預期成效達成情形

• 課程單元/教材編製成果及使用情形

• 設有教學助理之課程，教學助理帶領小組討論之學習成
效

• 課程評量與問卷調查內容

• 配合本部推廣及管考作業相關資料繳交情形

FAQ
• 本計畫開設課程可以全程採用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
推廣資源中心線上課程嗎？
• 本計畫補助對象為採面對面授課的實體課程者
• 授課內容得採用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線上課程，進行翻轉式
教學，但不應全程以線上方式進行

• 開設課程是以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為主？
• 研究倫理對大學生、研究生都很重要
• 但因研究生將直接面對相關研究倫理問題，是以補助將以研究
生課程優先

• 成果繳交的特色單元有格式規範嗎？
• 特色單元格式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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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參加/申請
 學校參與計畫請洽

 計畫問題請洽：高君琳小姐

電話：03-571-2121 #58053
信箱：echolin@mail.nctu.edu.tw

 網站問題請洽：姜則維先生

電話：03-571-2121 #52491
信箱：ctw14161@nctu.edu.tw

 徵件問題請洽：王培琳小姐

電話：03-571-2121 #52482
信箱：maywang@nctu.edu.tw

 教育部辦理補助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須知（含申請文件）

 請上資源中心平台下載：http://ethics.nctu.edu.tw/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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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

數位課程教材分享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昭秀教授

目錄

• 計畫目標

• 課程特色

• 操作方式

• 教材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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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數位教材製作計畫為完善我國學術倫理教育之素材，致力於發展全面

性學術倫理數位教材，供全國各大學校院使用，以利我國推廣學術倫

理教育。

本計畫包含以下四大目標：

發展

教材製作流程

配合內容

進行教學設計

製作

數位教材

檢驗

教材之有效性

計畫目標

課程教學設計理念

• 目標對象為研究生（包含碩士生與博士生）。

• 每年完成25單元，每單元內容約15-20分鐘。

• 課程有「學術倫理基本核心概念」與「進階或特定領域重點」兩類。

• 著重不同研究領域應注意的倫理原則與相關案例分析，呈現切合研

究生之生活與學習經驗的情境，讓學生思考不同研究情境的倫理議題。

• 畫面設計力求簡潔，利用互動式的教學活動呈現教材內容。

• 教學內容呈現與設計皆考量教學與學習的情況（如：線上學習、混

合式學習、課堂授課等），並實驗各種教學情境的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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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之單元模組化教材
教材網址：http://ethics.nctu.edu.tw

核心單元中英文版各15個（104年九月開始的必修課程）

中文版核心單元 英文版核心單元

1. 研究倫理的定義與內涵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Ethics: Definition and Content
2. 研究倫理的專業規範與個人責任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in Research Ethics
3. 研究倫理的政府規範與政策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in Research Ethics
4. 不當研究行為：定義與類型 Research Misconduct: Definition and Types
5. 不當研究行為：捏造與篡改資料 Research Misconduct: Fabr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6. 不當研究行為：抄襲與剽竊 Research Misconduct: Plagiarism
7. 不當研究行為：自我抄襲 Research Misconduct: Self-Plagiarism
8. 學術寫作技巧：引述 Academic Writing Skill: Quoting
9. 學術寫作技巧：改寫與摘寫 Academic Writing Skill: Paraphrasing and Summarizing
10. 學術寫作技巧：引用著作 Academic Writing Skill: Referencing
11. 學術寫作技巧：作者定義與掛名原則 Academic Writing Skill: Definition and Principles of Authorship
12. 著作權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Copyright
13. 個人資料保護法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14. 隱私權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Privacy
15. 受試者保護原則與實務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Human Subject Protection

現有之單元模組化教材
教材網址：http://ethics.nctu.edu.tw

選修單元名稱

1 不當研究行為案例剖析（上） 16 研究倫理委員會之角色與功能(上)

2 不當研究行為案例剖析（下） 17 研究倫理委員會之角色與功能(下)

3 研究主題的發想與擇定 18 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相關規範

4 文獻資料的來源與蒐尋 19 使用動物於學術研究的歷史與反思

5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20 動物使用於研究的現況與法規

6 學位論文題目發想-社會科學類 21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組成與運作

7 學位論文寫作規範-社會科學類（上）22 動物的知覺感受

8 學位論文寫作規範-社會科學類（下）23 網路使用行為研究中之倫理相關議題

9 由法律觀點論作者歸屬之認定 24 嬰幼兒參與心理學及教育學研究之倫理議題

10 原住民族群之社群同意機制 25 臨床心理學研究有關易受傷害群體之保護：災難後心理創傷患者篇

11 行為和社會科學研究倫理概論 26 原住民行使集體同意權的啟示—
從日本愛努族祖先遺骸的人類學事件談起

12 研究中的易受傷害族群(上) 27 第三世界田野研究倫理--寮國的場域

13 研究中的易受傷害族群(下) 28 研究迷惘與倫理焦慮--今日臺灣原住民學術世界的觀察

14 科學研究之利益衝突與管理 29 口語研究的倫理考量

15 研究中之知情同意 30 人類語言學學術倫理：中國字幕組智慧財產權案例

(領域單元4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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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之單元模組化教材
教材網址：http://ethics.nctu.edu.tw

選修單元名稱

31 網路使用行為研究中執行倫理審查與知情同意的困境：
以Encore計畫為例

41 研究資料管理概述

32 動物的自然行為需求-以兔子為例 42 大型資料庫使用的倫理

33 科學應用動物的空間與環境需求 43 統計分析和統計諮詢的倫理

34 多面民族誌與進出場倫理 44 學術、學位、及維權毛思迪違反研究倫理事件
的始末與後續

35 適當的使用研究經費

36 利益衝突:案例探討

37 研究資料處理:案例探討

38 師生關係與研究發表：案例探討

39 非生醫類研究計畫申請倫理審查的行政建議與相關疑問

40 外語教學研究之倫理議題

(領域單元44個)

人文/管理科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
/教育

法律 生物醫學

動物學 人類學 電機工程

語言學 心理學 社會工作學

現有之單元模組化教材(依領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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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管理科學/社會及行為科學/教育

• 學位論文題目發想-社會科學類
• 學位論文寫作規範-社會科學類（上）
• 學位論文寫作規範-社會科學類（下）
• 研究主題的發想與擇定
• 文獻資料的來源與蒐尋
• 研究中的易受傷害族群（上）
• 研究中的易受傷害族群（下）
• 研究倫理概論:行為和社會科學
• 原住民族群之社群同意機制
•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 非生醫類研究計畫申請倫理審查的行政建議與相

關疑問

動物學

• 使用動物於學術研究的歷史與反思
• 動物使用於研究的現況與法規
•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組成與運作
• 動物的知覺感受
• 動物的自然行為需求-以兔子為例
• 科學應用動物的空間與環境需求
•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人類學

• 原住民族群之社群同意機制
• 研究迷惘與倫理焦慮-今日臺灣原住民學術世界的

觀察
• 第三世界田野研究倫理--寮國的場域
• 原住民行使集體同意權的啟示
• 多面民族誌與進出場倫理
• 學術、學位、及維權毛思迪違反研究倫理事件

的始末與後續

電機資訊

• 網路使用行為研究中之倫理相關議題
• 網路使用行為研究中執行倫理審查與知情同意的

困境：以Encore計畫為例
•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 非生醫類研究計畫申請倫理審查的行政建議與相

關疑問

心理學

• 嬰幼兒參與心理學及教育學研究之倫理議題
• 臨床心理學研究有關易受傷害群體之保護：災難

後心理創傷患者篇
•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 非生醫類研究計畫申請倫理審查的行政建議與相

關疑問

生物醫學

• 不當研究行為案例剖析（上）

• 不當研究行為案例剖析（下）

• 科學研究之利益衝突與管理

• 研究中之知情同意

• 研究倫理委員會之角色與功能（上）

• 研究倫理委員會之角色與功能（下）

• 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之倫理議題探討

• 未成年者參與研究之知情同意的執行

• 研究中的易受傷害族群(上)

• 研究中的易受傷害族群(下)

• 原住民族群之社群同意機制

•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法律

• 原住民族群之社群同意機制
• 由法律觀點論作者歸屬之認定
• 非生醫類研究計畫申請倫理審查的行政建議與相關疑問
• 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相關規範
•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語言學

• 口語研究的倫理考量
• 人類語言學學術倫理：中國字幕組智慧財產權案例
• 外語教學研究之倫理議題
•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 非生醫類研究計畫申請倫理審查的行政建議與相關疑問

社會工作學

• 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導論
• 易受傷害族群與研究風險
• 研究中常見之著作權爭議案例分析
• 非生醫類研究計畫申請倫理審查的行政建議與相關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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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 精緻的課程內容

• 單元模組化

• 多變的學習活動

• 多元反饋機制

• 嚴謹的總結性評量

精緻的課程內容

教材實際畫面 課後測驗檢視學習狀態

17



英文課程內容網頁

• 英文版教材網頁

多變的學習活動

清楚的單元簡介與學習目標

18



多變的學習活動
激發學習動機的情境劇

點選網址連到youtube
https://youtu.be/hDRqGY3qNkshttp://youtu.be/GkNgpZkbY8o 

http://youtu.be/HAhRkhidoQI http://youtu.be/I1mEhv0XrLs

多變的學習活動

圖表 互動即時統計

動畫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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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反饋機制
多種互動模組，讓學習者可提供反饋

模組：是非選擇 模組：投票系統

多元反饋機制
多種互動模組，讓學習者可提供反饋

模組：選擇題（單選、複選） 模組：拖曳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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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反饋機制

模組：捲動式模組 模組：圖像化是非題

多元反饋機制

學生可針對案例情境，做出不同的選擇，
讓學生理解不同的作為可能對於研究生涯所造成的影響。

模組：多路徑選擇 模組：情境式slide呈現

透過寫實的情境案例，以投票方式讓學生看看同儕看法，
並以想一想引導學生思考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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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反饋機制

學生可針對案例情境，做出不同的選擇，
進而理解不同的作為可能對於研究參與者所
造成的影響。

模組：情境模擬 模組：情境對話模擬

以對話模擬遊戲的介面呈現寫實的情境案例，
學生可在情境中進行不同的選擇，
並了解田野調查中可能遇到的困境。

多元反饋機制

• 形成性評量

22



嚴謹的總結性評量

測驗實際畫面 測驗後會顯示成績與結果

「研究倫理概論：行為與社會科學」

單元教材demo

點選此圖開啟單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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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之利益衝突與管理」

單元教材demo

點選此圖開啟單元網頁

「人類語言學學術倫理：中國字幕組智慧財產權案例」

單元教材demo

點選此圖開啟單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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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使用方式

（一）線上課程：

• 將本課程網站作為修課網站，並請學生上本網站修課。

• 建議學校設立課程修讀辦法及通過門檻。例如：第一學期需修課完成或口

試前須通過本課程。

• 訂定修課通過標準，例如：測驗成績達85分，本網站會產生修課通過名單

或證明，以茲證明。

• 目前國內已有35所大專校院採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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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流程

學生

進入單元教材
單元簡介與目標

理解單元內容

確立學習目標

課程內容

情境劇

引發學習動機

圖文並茂

加深學習印象

提供情境問題

引導反思

形成性評量

回饋反思結果

課後測驗

檢核學習成效

教材使用方式

（二）作為翻轉式課程之教材：

• 建議學生先至本課程網站修讀本教材。

• 教師於面對面課堂中與學生討論相關案例，及若學生

遇到相關狀況會如何處理。

26



教材使用方式
• 本課程網站採自學方式，學生只要登入系統內即可開始瀏覽課程，
在尚未通過課程前，系統都會自動寄發上課通知。另外，學術倫理
是一門涉及寫作、法律、智產、安全與道德的科別，運用多媒體呈
現情境議題，可增加學習樂趣，相當適合應用於翻轉式教學。

不斷吸收與動腦的學生 拋出與回答問題的教師

第一現場
（住家）

自行登入網站瀏覽課程 蒐集學術倫理相關議題

第二現場
（學校）

• 提出課程內容的疑惑
• 課堂分組討論、解題、辯論、

競賽
• 與同儕同時擁有競合關係，可

增加學生專注力
• 完成課堂作業或測驗

• 解決學生瀏覽課程的提問
• 補充學術倫理案例或時事
• 拋出議題，能讓學生運用線上課程

學習到的回答
• 營造班級討論氣氛

角色重心 負責上課、發問與討論 負責回答問題、提供新知、帶活動

用於翻轉式課程之流程
• 本課程教材運用多媒體呈現不同情境之倫理議題，給予學習者初步
的概念並且提供多樣化的案例引導學生思考，以下為應用於翻轉式
教學之流程。

學生 在家瀏覽

線上課程

課堂中

提出疑問

課堂

分組討論

教師 在家蒐集

相關議題

課堂中

教師解惑

引導學生討
論並補充相

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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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使用方式

（三）面對面授課：

• 將本課程教材作為面對面授課之輔助教材。

• 例如：教師於課堂上播放情境劇後，與學生討論相關

議題。

面對面授課流程
• 本課程網站之教材內容與學習活動多元，可作為教師面對面授課之
輔助教材，以下為面對面授課之參考流程。

學生 課堂

聽講

學生登入教材
網頁參與學習

活動

學生討論案例

與辯論

教師
以動畫作為開
場，說明倫理

之概念

帶領學生參與
教材之學習活
動（如：投票）

教師說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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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研究倫理已成為全世界重視的議題，國外多數大學均設有

相關權責單位或制訂研究倫理手冊，已確保其研究成果符

合研究倫理之規範。

• 我國研究倫理教育雖然尚在起步，但身為培育研究生之大

專院校，推行研究倫理課程責無旁貸。

• 教育部希冀藉由本計畫之推行，落實高等教育之研究倫理

推廣，與國際研究倫理規範接軌，培養具有研究倫理知能

之研究者。

感謝您的聆聽，並請惠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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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教學資源及
線上帶領經驗分享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魏彗娟
hueiwei@nctu.edu.tw

魏彗娟

現任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數位學習組博士後研究員

曾任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線上課程助教

•美國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教育學院訪問學者
(2015/3-2016/4)

研究主題
•數位學習、教學設計、線上互動行為、資訊素養與倫理、
學術倫理/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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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術倫理教學資源

The Gre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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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之種類

• 科技部的學術倫理文件

• 中、英文書籍

• 學術期刊

• 線上資源

• 案例討論

• 電影

6

科技部的學術倫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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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規範來源）

8

中、英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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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籍

• 人體試驗─研究倫理的理念與實踐
戴正德、李明濱，2012，教育部編印

• 研究倫理：以人為受試對象
李是慰（譯），2009，五南出版

原著：Ethics in Research with Human Participants

• 研究倫理教學手冊
台聯大信義榮譽講座編輯小組（譯），2009
原著：ORI Introduction to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中文書籍

• 科學欺騙研究
賴鼎銘，2001，唐山出版社

• 學術這一行
楊振富（譯），2000，天下遠見

原著：Academic Duty, 1999, D. Kennedy

• 思索科技倫理
何畫瑰（譯），2009，韋伯文化國際

原著：The Ethics of Science, 1998, D. B. Res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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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 （研究倫理）

• On Being a Scientist: A Guide to Responsible Conduct in
Research (3rd Ed.)
Committee o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Medicine; Policy and Global Affair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09,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2nd Ed.)
A. E. Shamoo & D. B. Resnik, 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search Ethics for Social Scientists
Mark Israel & Iain Hay, 2009, SAGE

英文書籍 （研究倫理）

• For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 The Attitude of  a
Conscientious Scientist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日本学術振興会, 2015, Maruzen
Publishing

• ORI Introduction to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N. H. Steneck, 2007,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譯本：研究倫理教學手冊

• Ethics in Research with Human Participants
B. D. Sales & S. Folkman, 2000,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譯本：研究倫理：以人為受試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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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 （學術倫理、學術寫作）

• Doing honest work in college: How to prepare citations, avoid
plagiarism, and achieve real academic success (2nd Ed.)
C. Lipson, 2008,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ating in School -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S, F. Davis, P, F. Drinan & T, B, Gallant, 2011, Wiley-Blackwell

• My Word! Plagiarism and College Culture
S. D. Blum, 201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英文書籍 （資訊時代下的學術倫理）

• Eth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6th Ed.)
M. J. Quinn, 2015, Addison-Wesley (Pearson)

• Academic Integ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Imperative
T. B. Gallant, 2008, Jossey-Bass

• Student Cheating and Palgiarism in the Internet Era –
A Wake-Up Call
A. Lathrop & K. Foss, 2000,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 Plagiarism, The Internet and Student Learning: Improving Academic
Integrity
W. Sutherland-Smith, 2008, Roult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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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

學術期刊

• Ethics & Behavior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 Academic Medicine
• 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
•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 Nature
•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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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資源

CITI Program

簡介
- 最知名的線上課程、教學內容完備，持續更新中
- 普遍受國內外IRB的訓練時數認可
- 有中文版，但會有繁、簡體中文用語上的不同
- 法規不一定適用於台灣
- 付費課程
- 網址：https://www.citi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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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 Website

簡介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HHS)旗下單位
-推動研究倫理教育的重要組織
-負責審議受政府補助之研究計畫的疑似不當行為
-提供免費的線上教材和案例，以及真實案件的調查報告
-網址：http://ori.hhs.gov/

ORI-The Lab

簡介
- 美國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 自編互動式影片
- 採角色模擬方式，以多路徑方式進行(decision-making choices)
- 已有繁體中文版 、英文版、西班牙文版、日文版
- 可免費線上使用
- 網址：https://ori.hhs.gov/the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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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 The Research Clinic

簡介
- ORI及Offi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OHRP)合編之互動訓練教材
- 採角色模擬方式，以多路徑方式進行(decision-making choices)
- 目前僅有英文版
- 可免費線上使用
- 網址：http://ori.hhs.gov/the-research-clinic

Resources for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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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for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簡介

Michael Kalichman, Ph. D., Director
Director, Research Ethics Program of UC San Diego 

Director, San Diego Research Ethics Consortium, San Diego

Director, Research Ethics Program, UC San Diego 

Adjunct Professor of Pathology, UC San Diego 

- 1999年第一個由ORI資助所成立用於發展研究倫理教育的資源網站

- 目的為協助學術/研究倫理教師規劃教學課程

- 十四個研究倫理主題 (authorship, biosecurity…)：教學指引、案例討論、學習資源

- 五大教學設定(classroom, Internet, train the trainer…)：教學指引、學習資源

- 十三種討論形式(case studies, current event, role playing…)：應用指引

24

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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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線上課程 (1)

[學習資源]
↓

[案例探討]

學術倫理線上課程 (2)

• 每單元都有很多可供討論的問題或互動活動，可以利用這些問題和
活動帶領（線上討論）；課程內容皆附有參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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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RCR Casebook

• ORI編寫的案例集

• 案例情境的發展脈絡
• 提供引導討論的問題

ORI-Video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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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Misconduct Case Summaries

• ORI 會將審議完成的案件公布於網站中
• 事件始末 (含真實姓名及所屬單位)
• 涉及不當行為的著作 (通常已撤銷刊登)
• 處置方式 (如：期限內停權)

Retraction Watch
• 被撤銷論文的資訊及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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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由真實研究倫理案件改編的電影

• The Experiment (2001)史丹佛大學模擬監獄生活實驗

• The Experiment 叛獄風雲 (2010)史丹佛大學模擬監獄生活實驗

•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2015)史丹佛大學模擬監獄實驗

• Experimenter米爾格倫實驗者 (2015) 耶魯大學權威服從電擊實驗

• 舉報者제보자 (2014) 南韓黃禹錫事件

• Willowbrook (2012) 紐約大學針對心智障礙兒童的肝炎研究

45



33

線上帶領經驗分享

工作目標

• 配合執行學校單位指定的工作

• 協助學生解決修課過程的問題
• 在進行線上課程的過程中，對線上學習者提供指導與協助，使其
能順利完成課程的人。

• 線上帶領人員須適時評估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並針對其學習成果
進行評估與回饋。

• 執行有效能的工作方式
• 每一門線上課程可能由一位或多位人員一起執行帶領工作，每人也
可能身兼多種角色及工作。

• 培養認真負責、主動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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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角色

學科
專家

評量者

管理者 輔導者

• 協助註冊課程
• 技術服務及支援
• 統計各式學習紀錄
• 提供課程FAQ
• 呈報學習狀況

• 發展課程內容
• 帶領線上討論
• 引導思考及互動
• 回覆課程問題
• 提供學習資源

• 協助達成學習目標
• 鼓勵及表揚學習者
• 規劃及應用教學方法和策略
• 掌握個別或團體的學習進度
• 組織學習社群及活動
• 了解學習困難並給予支援
• 呈報學習問題及解決策略

• 評估目標和成效的一致性
• 善用線上評量工具
• 規劃及執行正式評量作業
• 規劃及執行補教教學
• 蒐集及回覆課後回饋(評鑑)
• 呈報評鑑結果

參考並改編自：劉馨韓（無日期）

主要能力

學科
專家

評量者

管理者 輔導者

• 基礎的平台管理
• 資訊技術服務
• 組織及動員學習者
• 分析學習紀錄
• 溝通協調的能力

• 教學設計
• 傳遞課程內容
• 線上領導及互動
• 回覆課程問題
• 溝通協調的能力

• 設定及規劃教學目標和活動
• 社群經營、營造學習氣氛
• 規劃及善用教學策略
• 回應及處理緊急需求
• 溝通協調的能力

• 規劃及執行評量作業
• 給予評量回饋
• 蒐集及詮釋評鑑資料
• 溝通協調的能力

參考並改編自：劉馨韓（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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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經營與帶領流程

課前準備 課中帶領 課後評鑑

環境建置
• 熟悉平台的功能
• 協助學生註冊或選課
• 設計與整理課程資料
• 分析學習者背景與特質
• 建置實體(線上)教室

教學規劃
• 發展教學及評量內容
• 規劃教學進度表
• 規劃學習成效評估
• 擬定課程帶領策略
• 聯繫教學人員，含授課
教師、助教及行政人員

課中活動
• 促進師生互動
• 提供資訊技術協助
• 適時導讀單元內容
• 持續鼓勵督促學生
• 善用平台工具進行討論、
評量等互動行為

• 完成交辦的行政事務

作業及評量
• 規劃及實施評量(考試)
• 批改作業及試卷、計算
成績

評鑑及傳承
• 鼓勵學生填寫紙本、
線上評鑑問卷(含課
程、教師、助教評鑑)

• 統計及分析調查結果
• 和授課教師或開課單
位討論評鑑結果

• 提出問題解決方案
• 製作評鑑報告，供下
次課程參考使用

參考並改編自：劉馨韓（無日期）
徐新逸（2014）

線上帶領的技巧
授課教師、開課單位、校方
尊重開課教師、開課單位及校方的想法
凡事多討論，共同擬定決策
鼓勵教師或內容專家和學生互動

學生
建立信心
減少學習孤獨感
留意個別學生的表現

平台及維運單位
確認平台穩定性及教材正確性
確認學生有註冊成功（選課）
和平台維運單位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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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帶領的技巧 （行政事務）

• 申請專用e-mail （非絕對必要）

• 在課程第一周寄發歡迎信給所有學生（或面授歡迎）

•說明課程進行和評量方式（實體課程或e-mail）
•說明作業及評量的評分及配分準則
•提供教師、助教或相關行政/技術人員的連絡資訊給學生
•製作「修課/平台FAQ」的檔案或網頁，供學生查詢

• 按時寄信（或透過系統公告）各項重要訊息

• 由固定的線上帶領人員統一回覆學生的問題

• 定期查看垃圾信箱，以免漏回郵件

線上修課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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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帶領的技巧 （網路規範）

• 線上課程常輔以線上社群一起進行（如：討論區）

•訂立線上修課、發言及互動時的基本規範

•必要時應刪除不適當的言論（如：惡意攻擊、不雅文字等）

•謹慎使用學生的個人資料，留意「個人資料保護法」

線上帶領的技巧 （師生互動）

• 可以定期邀請學科專家（或開課教師）和學生在網路
/實體環境上進行互動（如：線上討論、面授工作
坊），以降低學生的學習孤獨感，並藉機回應學生在
學習內容上的問題。

• 遇到問題時，積極和授課教師、開課單位或校方一同
討論，以尋求最佳的解決之道。

• 建議不要在網路平台上，指名道姓地提及特定學生在
非學習內容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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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帶領人員的理想特質

•教學：熟悉學科的內容、具備基礎的評量知識、能提供學
習上的各種指引及協助、了解網路文化

•個性：積極主動、能和個人及學習社群建立友善的關係

•表達：善於網路社群間的互動、能使用文字清楚地傳達訊
息、能拉近教師及學習者間的距離，並促進雙向溝通

•技能：熟悉平台操作、具備基礎的電腦技能、問題解決能力

•其他：能有效解決網路上的紛爭

線上學術倫理課程
https://ethic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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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課程適用載具

學術倫理課程實施方式

• 現有素材：線上課程、課程簡報、其他相關資源

• 使用方式：視情況選擇適合的方式

•線上課程：搭配學校的教學平台使用，並輔以線上活動及討論

•混成課程：學生先在課餘時間參與線上課程，教師在於實體課
程中搭配討論、演講、指定閱讀等活動

•實體課程：使用簡報或自製教材授課，並搭配討論、演講、
指定閱讀等活動

•其他方式：授課教師自行決定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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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線上課程助教的工作內容

課前準備 課中協助 課後評鑑

確認平台之穩定性
•帳號登入方式
•教材觀看方式
•功能操作方式
•製作操作手冊
•與平台管理者保持聯繫

確認教材之完整性
•教材內容完整上傳
•教材內容正確開啟
•測驗題目正確無誤

確認修課規定之正確性
•修課規定明確易懂
•課程開始時，須確實告
知所有學生

課中活動
•回覆學生問題，以
email為主
•追蹤學生學習狀況
•按時寄發通知信
•階段性匯出成績表回
報學校單位

評鑑
•鼓勵學生填寫紙本、
線上評鑑問卷(含課
程、教師、助教評鑑)
•整理歸納學生提出之
相關問題與建議，回
報平台
•提供自身使用回饋意
見，回報平台

課前準備 （註冊）

• 確認學生需修課的單元

• 先了解課程網站操作方式

• 告知學生課程網站網址、操作方式、修課規定

• 協助與確認學生完成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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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中協助

• 回覆學生問題

• 以email為主

• 追蹤學生學習狀況

• 按時寄發通知信

• 階段性匯出成績表回報學校單位

課後評量

• 教師依開課內容自行選擇評量及評分方式

• 學術倫理課程修課證明

•核發條件：完成各單元的學習，並通過課後測驗

•證書內容：證號、姓名、修課時數、修課單元名稱

•核發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
機制發展計畫總辦公室

•認證機制：由各單位自行決定，但目前多數IRB和REC尚未
認可本課程的時數及總測驗

•持管理人員帳號者可由後台看到修課學生的測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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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本簡報彙整適合應用於教授學術/研究倫理課程的
資源。

• 希冀對教師在開課準備上，能提供實質的協助。

• 上述資源以學術/研究倫理議題為主，未包含特定
領域的專業倫理，如：工程倫理、商業倫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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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Icons and images in this PowerPoint slides are adapted from Flaticon.
• 徐新逸（2014）。線上帶領技巧與方法， 2016年8月25日取自

https://ace.moe.edu.tw/events_file/workshop/03.pdf
• 劉馨韓（無日期）。線上帶領技巧與社群經營分享，2016年8月25日取自

http://media.huayuworld.org/discuss/academy/netedu06/html/PDF/paper4/C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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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魏彗娟
hueiwei@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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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網站介紹

教育部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總辦公室

2017.03

資源中心網站服務

學習/教學資源教學簡報線上檢核數位課程

涵蓋學生學習、教師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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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網站介紹

• 全國第一個服務不同學校之線上學習平台，因應不同學校修
課需求，開發彈性後台管理系統。

• 是結合校務線上學習（封閉式）及自由註冊式學習（開放式）
雙軌並行之學習資源中心。

資源中心網站介紹

• 開課對象為右圖學
校之碩博一年級，
學生已有帳號，需
先完成核心單元並
通過測驗，才能閱
讀其他課程。（註
有*除外）

• 其他開課對象需透
過註冊加選課程。

*為106學年度加入

58



涵蓋人文、管理、法律、生醫、資訊、公衛等

打造學術倫理課程購物車！

數位課程

1.加選課程 2.我的課表

線上檢核

1.修畢數位教材 2.通過總測驗 3.線上下載修課證明

自我學習檢定，取得修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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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教學資源
蒐集世界主要大學研究倫理資訊 、相關網站與書籍介紹

學術倫理案例探討、相關課程教學資源等

圖表式歸納、問題討論與題目解析，上課好幫手！

教學簡報

註：僅提供15個核心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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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首頁選「註冊帳號」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http://ethics.nctu.edu.tw

填寫基本資料即可取得帳號

如何申請帳號？

2.「我的課表」點單元名稱閱讀課程，修
課完畢後會出現「總測驗」，點選進入

1.「課程專區」加選單元

3.開始測驗，皆為單選題 4.「學習歷程」下載修課證明

如何上課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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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課程專區」查詢將您想要簡報的單元，並將向本辦公室索取簡報檔。
（目前僅提供15個核心單元簡報）

如何取得教學簡報？

如何申請106-1期徵件？

1.請至計畫申請系統，網址：
http://cfp.moe.gov.tw，進入後點
「註冊帳密」申請帳號。

2.在可申請的計畫選「106學年度
第一學期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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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載格式與範本壓縮檔，經費表請依
需求擇一填寫。部分欄位為固定算式，
無法更動，請留意。

4.點「我要申請」。

如何申請106-1期徵件？

5.請選擇您本次要申請的類別。

6.請依序填寫及上傳檔案，並點
「確認送出」完成上傳。

＊收件截止前可更新資料。

＊已申請過的老師須上傳
「前期計畫報告書」，首次
申請可忽略，其它均必填。

如何申請106-1期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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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網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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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徵件須知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26 日 

臺教資(一)字第 1040013640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9 日 

臺教資(一)字第 104010723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18 日 

臺教資(一)字第 105002154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 日 

臺教資(一)字第 1050121953 號函修正 

一、 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並輔導各大學校院發展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與教學，以增進

高等教育師生理解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之重要性與意涵，精進學術研究之品質，依據本

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公告受理申請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 

二、 補助對象 

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 

三、 計畫期程 

依學年時程分上、下學期計畫。上學期計畫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下學期計畫自每年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四、 補助原則： 

（一）補助類型： 

1. A 類：學術倫理課程

專門開設學術倫理課程，至少一學分，授課時數並應達十八小時。

2. B 類：學術倫理融入專業倫理課程

於相關專業倫理課程(二學分以上)中融入研究倫理課程，且占該門課程總授課時數

至少十八小時。

3. C 類：學術倫理融入相關研究方法課程

於研究方法課程(二學分以上)中融入學術倫理課程，且占該門課程總授課時數至少

六小時。

（二）申請補助之課程名稱毋須與本計畫徵件須知名稱相同，惟授課內容應符合學術倫理教

育目標，且實際修課學生數應達校定基準。 

（三） 授課教師得運用本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http://ethics.nctu.edu.tw/)提供之

學術倫理教育數位課程，進行翻轉式教學。 

（四）應配合辦理事項： 

1. 授課教師應對課程實施前後進行評量與問卷調查，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並利後續

課程推廣與改進。

2. 受補助學校及其成員應配合本部推廣及考評作業，提供資料並參與相關會議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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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部期末成果發表會。 

五、 補助基準 

（一） A 類課程補助額度，每門以新臺幣(以下同)十二萬元為上限；B 類、C 類課程依授課時

數比例原則予以補助。 

（二）採部分補助，受補助學校應另行提撥自籌經費，自籌經費額度，應為本部補助額度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計畫申請時，得依相關開課經驗預估修課學生數編列經費，本部於計畫審查通過時，

依所報預估修課學生數核定補助經費。 

（四）各計畫應於規定期限內提送實際修課學生數及名單，並依實際修課學生數使用經費。 

（五）有下列情形者，不予補助： 

1. 同一計畫如已向本部其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2. 計畫經費已獲其他機關之補助項目，應擇一，不得重複；未獲本部補助之項目，由

學校配合款支應或申請其他機關(構)補助，學校應於申請時一併提出說明。

3. 未申請其他單位補助，亦應提具聲明。

（六）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如附件一。人事費得依課程實際需求，以補助教學助理(TA)一名

為原則。 

六、 申請作業 

（一）申請時間 

1. 第一梯次：每年三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受理上學期計畫申請。

2. 第二梯次：每年九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受理下學期計畫申請。

（二）申請方式 

1. 計畫書應於前款規定期限內分別以書面及線上申請(http://ethics.nctu.edu.tw/)，始完成

申請作業。申請文件免備函，掛號寄送至本部指定地點。

2. 申請資料應完備，不接受事後補件或抽換；資料不齊全、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

屆期(以郵戳為憑)未送達者，不予受理。申請資料請自行備份，恕不退還。

（三）申請文件： 

1. 計畫書一式五份，含正本一份及影本四份，每份均應包括封面、基本資料、計畫摘

要、課程教學內容及經費申請表(附表一～五)。

2. 計畫書應以雙面列印並裝訂成冊，封面請勿加附膠膜，建議頁數為 20~30 頁(含其他

有利於評審之附件資料)，並擇要書寫。

七、 審查作業 

（一）審查形式：由本部組成審查小組，以書面及會議方式進行審查。 

（二）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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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A 類審查比率(%) B、C 類審查比率(%) 

1.教學目標與學術倫理內涵之符合程度 20 25 

2.課程規劃之層次性、邏輯性及合理性 20 25 

3.課程經營之永續推廣及規劃 20 - 

4.師資及課程安排之適切性 20 30 

5.經費運用規劃之合理性 10 10 

6.學校行政及教學支援配合程度 10 10 

八、 經費請撥與結報 

（一）請撥：受補助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學校統一領據，連同簽署完成之著作利用授權

契約一式二份(如附件二)，到本部請款。自本部核定公文之日起，逾期二個月未請款者，

視同廢棄。 

（二）結報：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向本部辦理核結事宜。 

九、 成果提報 

（一） 受補助學校於計畫期程屆滿，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成果相關文件(包括結案報告及一至

三個特色課程單元)，上傳至本計畫專屬網站。未於期限內提出者，視同計畫未完成，

本部得要求受補助學校繳回全額或部分補助經費。 

（二） 結案報告應依照指定格式撰寫，並提供三個以上計畫檢索之中、英文關鍵詞；特色課

程單元應由計畫人員自行產出，其格式不拘，如有引用他人資料之情形，應確認已獲

授權並註明出處。 

十、 考評 

（一）考評方式：採書面考評，由本部組審查小組辦理。 

（二）考評項目： 

1. 課程目標與預期成效達成情形。

2. 課程單元/教材編製成果及使用情形。

3. 設有教學助理之課程，教學助理帶領小組討論之學習成效。

4. 課程評量與問卷調查內容。

5. 配合本部推廣及管考作業相關資料繳交情形。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計畫執行期間應確實遵守學術倫理規範，最終成果產出之內容如有參考、引用他人之

圖文或照片，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計畫人員應註明其來源出處及原作者姓名，並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計畫研發成果，本部基於非營利推廣之需，享有使用權，其使

用範疇，於計畫核定後請撥經費時一併簽署同意。 

（二）計畫研發之相關成果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如有涉及使用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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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糾紛或任何權利之侵害時，悉由受補助單位及執行人員自行負責法律責任。 

（三）受補助計畫，一經核定，不得任意變更。如因故撤銷或逾期未執行者，最遲應於計畫

核定後三個月內備文向本部說明，並繳回全部補助款項。 

（四）其他未盡事宜依本部相關函文或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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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一、 人事費：(限 A、B 類計畫申請) 

（一）教學助理：依課程設計實際需求，如需進行分組學習活動或數位課程，本部至多補助

1 名教學助理；碩士班研究生每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5,000 元，博士班研究生每人每

月 7,000 元，每學期支領薪資 5 個月。其餘教學助理薪資由學校自籌經費支付。 

（二） 全民健康保險或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擇一編列)：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規定核實

編列。 

（三） 勞工保險及勞工退休金：依行政院勞動部公告之規定核實編列。 

二、 業務費 

（一）課程教材費：各計畫得依實際需求於下列項目中擇項編列及支用。 

1. 稿費：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核實報支。

2. 講義影印費：以每名學生每學期 100 元概估。

（二）邀請專家學者之費用： 

1. 專家學者鐘點費：課程中擬邀請專家學者演講或協同教學者，以鐘點費編列報支，

校外專家每節 1,600 元，與主辦單位或訓練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

人員每節 1,200 元；校內專家每節 800 元。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每門課程以補

助 3 節為限。

2. 校外專家學者交通費：核實報支。

（三）課程與教學活動費：因應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設計所需之材料費及期末成果報告費用

等。 

（四）資料蒐集費：因應課程單元發展所需檢索之相關研究資料、文獻、書籍、數位影音內

容(光碟、影帶)等。 

（五）計畫成員國內差旅費：計畫成員出席本部舉辦之會議、活動及期末成果發表會所需國

內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 

（六）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請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規定核實編列。 

（七）雜支：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

郵資等屬之。 

三、 非屬上開項目之經費請勿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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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育部「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著作利用授權契約 

立契約書人    著作財產權人： (以下簡稱甲方) 

被授權人：教育部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與乙方就下列著作之利用權授權事宜，同意依下列條款簽訂本契約： 

第一條 契約之依據 

依據「教育部辦理補助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徵件須知」及「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

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之規定，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除經認定

歸屬教育部所有者外，歸屬受補助單位享有。本契約之甲方係依前述規定，以受補

助單位之身分享有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並同意無償授權乙方及乙方所指定之

人為不限時間、地域或內容之利用，著作人並應同意對乙方及乙方所指定之人不行

使著作人格權。 

第二條 契約之標的 

(一) 契約標的為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之期末成果報告

(含相關附件資料)、教材及特色課程單元。 

(二) 前項計畫成果之公開授課、演講、報告、展演、與談之聲音、影像及肖像等內

容。 

第三條 授權範圍： 

(一) 甲方非專屬並無償授權乙方得將第二條之標的為非營利或教育用途之各種利

用，並同意對乙方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 第二條所示之標的，如有不宜公開展示者，應由甲方以書面詳列清單後提出申

請，並經乙方同意後，得不公開展示。書面清單應作為本契約之附件。 

第四條 雙方之義務 

(一) 甲方擔保本契約所載之著作，除引用他人且註明來源出處者外，確實享有完整

之著作財產權，且有權授權乙方使用，且無侵害第三人權利情事。 

(二) 甲方應負責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程屆滿，依乙方計畫經費核定補助清

單及相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成果報告，送乙方指定之計畫辦公室辦理結

案。 

(三) 乙方於所建置之資料庫或網站呈現本契約標的之內容，得自行決定是否以附記

或適當方式表現本契約標的之著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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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損害賠償 

本契約任一方當事人如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或擔保，應依法賠償他方當事人所受之損

害。 

第六條 契約之作成與修改 

本契約乙式二份，其附件視為契約之一部，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本契約之修正，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為之，並視為契約之一部。 

第七條 管轄法院 

甲乙雙方同意對因本契約所生任何糾紛，應依誠信原則解決。無法協議解決而涉訟

時，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方： (請填註學校全稱後蓋用機關印信) 

甲方代表人：校長 (請填註首長職銜、姓名後蓋用首長職銜簽字章) 

計畫主持人： (簽章) 

地址：

乙方：教育部

代表人：部長 潘文忠 

代理人：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 詹寶珠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5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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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計畫編號：(由本部填寫) 

教育部 

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 

計畫申請書 

申請學校 (學校名稱，請寫全名勿簡稱) 

學校類別 □一般大學校院(□公立 □私立) □技專校院(□公立 □私立)

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請寫全名勿簡稱) 

申請類別 

□A類：學術倫理課程

□B類：學術倫理融入專業倫理課程

□C類：學術倫理融入相關研究方法課程

課程名稱 

申請人姓名 
(若申請人為 2 位以

上，請列明各申請

人資料) 

任職單位 

申請人電話 (公) (宅/手機) 

申請人 E-mail 傳真號碼 

請勾選：□未曾執行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 

□曾執行過其他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請將前期成果報告書電子檔上傳

至平臺，並敘明本次計畫與前期計畫之差異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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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教育部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預定授課對象 

預估修課學生數 預估教學助理人數 

申請人姓名 

(若申請人為 2 位以上， 

請列明各申請人資料)

性 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任職單位 

職    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兼行政職：□否 □是：ˍˍˍ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手機) 

E-mail 傳真號碼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民國年/月)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主要經歷(指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任職機關(學校) 任職單位(系/所/中心) 職稱 起迄年月(民國年/月)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代表著作 

(近 3 年內重要作品) 

教學(研究)獎勵 

(近 5 年內重要獎勵) 

申請補助金額 

(不含學校配合款) 
元 申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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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二、計畫摘要 

(計畫摘要請勿超過 A4 紙張一頁，字體大小請設定 12 級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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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三、課程教學內容

課程計畫基本資料 

課程代碼 學分 
人數限

制 

上課時間 
學術倫理 

授課時數 

教室 任課教師 
(人數及姓名應與申請人一致) 

課程中文名稱 課程英文名稱 

課程計畫申請紀錄 

請勾選本課程計畫為：□首次申請之計畫 □曾經執行過其他計畫(請續填下表) 

課程計畫名稱 
已執行之課程計畫期別 

(學年度/學期) 
執行狀況 備註 

□執行中

□已結案

□其他＿＿＿

□執行中

□已結案

□其他＿＿＿

□執行中

□已結案

□其他＿＿＿

課程計畫內容說明 

一、 課程目標 

(請說明本課程

所欲達成的具

體課程目標) 

(必填)

二、 教學進度

及內容規

劃 

(說明每週之課

程設計與內容

安排，如有校外

週次 課程內容 指定閱讀(必填)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第 5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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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請載明

其姓名、單位及

職稱) 

第 6 週 

第 7 週 

第 8 週 

第 9 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三、 教學助理

規劃 

(未申請者免填；請敘明教學助理之工作規劃，含分組討論方式、數位教材運用

及執行規劃等)

四、 指定閱讀

材料 

(得含指定閱讀教材及建議延伸閱讀資料之說明) (必填)

五、 作業設計 

六、 學生學習

成果評估 

(學習評量之方式與評分標準)

七、 創意及特

殊規劃 

(請詳述授課方式) 

八、 永續經營

的策略 

(限 A類計畫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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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四、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XXX 學校(XXX 系/所/中心)(請填寫申請人學校/申請單位全名) 

計畫名稱：XX 學年度第 X 學期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XXXX(請寫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XX 年 XX 月 XX 日至 XX 年 XX 月 XX 日 

計畫經費總額(A + B)：＿＿＿＿元 

申請金額 A：＿＿＿＿元(申請金額 A 應為「欲向教育部申請之補助款金額」，明細請列於下表) 

學校配合款 B：＿＿＿＿元(學校配合款 B 應為「申請金額 A 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說明： 

1.依據「教育部辦理補助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徵件須知」規定，各受補助學校應提撥自籌經

費，其額度應為本部補助額度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2.前項自籌經費即為學校配合款(B)，外加於本部核定之經費(A)。

3.實際配合款提撥金額應視教育部核定金額調整。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元，XXX 學校：………………元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申請明細 
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人
事
費

教學助理費 

1 人 

×5 個月 

限 A、B 類計畫申請，

依課程設計實際需求，

進行分組學習活動或

數位課程，碩士班研究

生者每人每月 5,000

元，博士班研究生者每

人每月 7,000 元，每學

期支領 5 個月。 

1 人 

×5 個月 

教學助理勞保費○元/

月。 

1 人 

×5 個月 

教學助理退休金○元/

月。 

1 人 

×5 個月 

教學助理健保費○元/

月。(與補充保費二擇

一編列) 

1 人 

×5 個月 

雇主負擔之全民健康

保險補充保費，依教學

助理費乘以補充保費

費率(2％)編列。 

小計 ①

業務費 稿費 千字 計畫相關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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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撰稿費中文每千字

以 1,020 元計。稿費得

含撰稿費、編稿費、校

對費等，均依「各機關

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

給要點」辦理。 

講座鐘點費 人節 

計畫相關課程、研習活

動等邀請學者專家授

課、演講或專題講座鐘

點費，協助教學並實際

授課者，按同一課程講

座鐘點費 1/2 支給講座

助理鐘點費。依「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

鐘點費支給規定」辦

理。 

全民健康保
險補充保費 

1 式 

雇主負擔之全民健康

保險補充保費，依衍生

補充保費之業務費經

費項目，乘以補充保費

費率(2％)編列。 

講義影印費 人 

課程教材相關文件等

影印及印刷裝訂費用，

以每名學生每學期 100

元概估。 

課程與教學
活動費 

1 式 

因應課程內容及教學

活動設計所需之材料

費及期末成果報告費

用等。 

資料蒐集費 1 式 

因應課程單元發展所

需檢索之相關研究資

料、文獻、書籍、數位

影音內容(光碟、影帶)

等。上限 30,000 元。 

交通費 人次 

邀請學者專家授課、演

講或專題講座之交通

費，依「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檢據核實報

銷。 

國內旅運費： 

交通費 

住宿費 

雜費 

人次 
人次 
人次 

計畫成員參與計畫相

關會議或活動之交通

費或住宿費，依「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檢

據核實報銷。雜費一日

400 元 

雜支 1 式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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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
具用品、紙張、資訊耗
材、資料夾、郵資、錄
音筆、隨身硬碟等屬
之。 

小計 ② 

合  計 ①+②

申請人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承辦人 

教育部 
單位主管 

(申請學校相關單位核章) 

備註： 

1. 依行政院 91 年 5 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 號函頒對民間團體

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

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

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

經費項目及金額。

2. 依照「教育部辦理補助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徵件須知」第五點補助

基準編列。

3. 除前開要點附件一經費編列原則所列經費項目外，本部一律不予補

助。

4. 應由申請學校相關單位核章完成。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依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十

一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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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倫理課程發展計畫申請書郵寄信封 
收件日期：自民國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請務必完成線上申請並寄出紙本申請資料。申請人如未

依規定寄出申請資料，線上申請視為無效。 

申請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收件人： 

3001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313B 室 

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總計畫辦公室收 
聯絡電話：(03)571-2121 轉 52482 

申請資料寄送確認表(寄出前請自行確認檢查) 注意事項 

□本申請案已完成線上申請。

□本申請書為一式五份。

□本申請書以雙面列印裝訂。

□申請人已於附表二申請人簽名處簽名。

□附表五「經費申請表」已由本校相關單位核章完畢。

一、左列確認事項請務必確認無誤，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二、本郵寄封面得合併多件申請書寄送使用。 

三、承上，若多件申請書合併寄送，請註明共寄送____件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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