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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中原大學 校牧室 

陪伴您實踐全人的教育與生活 

2020 



     講員：高欣欣 
經歷 

• 中原大學校牧室主任 (2016.8 ~ ) 
中原大學校牧室兼任校牧 (2012.9~ 2016.7)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系主任 (2006.8~2010.7)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 (2006.8~ )・ 國際商學碩士學程教授(2019.2.1~)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1995.8~2006.7) 

• 中華民國數學會副理事長(2016.1.1~2017.12.31) 
中華民國數學會理事(2009.1.1~2017.12.31) 
中華民國數學會監事(2018.1.1~) 
中華民國數學會女數學人工作小組召集人(2020.8.1~) 
 
 

獲獎紀錄 

• 2003年中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 

• 2010年中原大學傑出通識教師獎 

• 2011、2014年中原大學校級優良導師 

• 2011/12~2012/9獲國科會獎助，赴美國南加大擔任訪問學者 

 
 



中原理工學院成立於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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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篤信基督、熱心教育的賈嘉美牧師、張靜愚
先生、熱心的基督徒及桃園中壢地方仕紳，創立 
「私立中原理工學院」，期以耶穌基督救世愛人與犧
牲奉獻的精神，為國家造就科學與工程人才。 

1953年中原理工籌辦時期 張靜愚先生與賈嘉美牧師 

1951~60年 



中原理工學院成立於1955年 

創校時設物理、化學、化學工程、土木工程四個學系，
學生200人；僅有一棟兩層樓的建築「懷恩樓」。 

懷恩樓前師生合影 

懷恩樓 



中原大學於1972年成立校牧室 

教職員詩班聖誕獻詩 

學生團契社博迎新 
畢業典禮大詩班合唱 

傳統:母親節合唱 

獻身教育 
傳揚基督 

1958年依王文錦師母 

創立青年團契 



中原理工學院於1980年改制為中原大學 

奉教育部台（69）高字第一八○五二號函核定： 
「私立中原理工學院」准自六十九年八月一日起改名為
「私立中原大學」。 

 

一棟建築物  佔地35.2公頃 



理學院 
窮理致知    鍥而不捨 

 

工學院 
踐履篤實    精益求精 

 

電機資訊學院 
創新整合    面向未來 

 

商學院 
運籌帷幄    競爭世界 

 

法學院 
追求公正    深究法理 

 

設計學院 
師心獨運    道法自然 

 

人文教育學院 
追求博雅    建構全人 

中原大學現況 

• 學術單位 
含理、工、商、設計、人文與教育、 
電機資訊、法等7個學院 

• 學生人數 

總計約1.6萬人，含 
大學部1.3萬人， 
研究所 ~3千人； 
另有境外生~1250人 

• 教職員人數 

總計約1200人:全職教師約500人，行政同仁700人 



校牧室目標 中原大學於1972年成立校牧室， 
1998年底訂定福音事工理念與策略 

學生 

事工 

福音氛圍 

對外關係 

教職員 

事工 

瑞麗堂 

中原大學聖誕點燈 

全人村中棟一樓:校牧室 

中原教職員詩班 



學生校牧介紹 

馬育慧 校牧 康 克 校牧 



專長: 諮商輔導 
      生命意義關懷輔導 
 

馬育慧 校牧 



學生團契週四聯合聚會、 

幸福小組、基要真理、查經班 



愛我們的家 

迎新聚會: 9月24日(四) 
用餐: 5:50PM (信望愛室) 
聚會: 6:30PM (瑞麗堂) 



後台的天使 
12月3日(四) 6:30PM (瑞麗堂) 

 
林姿瑩老師 

長笛家、廣播主持人， 
入圍金鐘獎非流行音樂節目獎和主持人獎、 
類型音樂節目主持人獎 
 
曾任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副教授， 
創立數位音樂學程。 
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發長、 
IMPACT音樂學程執行長。 



康 克 校牧 

專長:宗教社會學 
     生命意義與信仰輔導 

    (特別針對外籍生) 

預約晤談 

 每週四 15:00-17:00 
 校牧室辦公室 
 電話: 265-2606 



Foreign Students Fellowship 國際生團契FB 

1st、3rd Wednesday of each 
month  
19:00～20:30 
@ Holistic Village  Room125 

Bible study 

2nd、4th Wednesday 

Same time   

same place 



國際學生團契聚會 
 

Open House 

2020/10/21 WED.  

Ruey-Li chapel   



 English Bible Study 
 

English  Bible Study 

 免費學英文 
   外籍教師每週二 
  與您相約全人村校牧室 

報名方式 

請洽校牧室曹開泰先生 

校內分機：2603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願上帝祝福你! 
 

校牧室歡迎您加入中原大學大家庭，平安喜樂。 



109學年度碩、博士新生導航 

享受中原大學 
全人教育的校園生活 

2020年9月16日 

中原大學  校長 

張光正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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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理工學院籌辦時期(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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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篤信基督、熱心教育的賈嘉美
牧師、張靜愚先生、熱心的基督徒及桃
園中壢地方仕紳，創立「私立中原理工
學院」，期以耶穌基督救世愛人與犧牲
奉獻的精神，為國家造就科學與工程人
才。 

創校時設物理、化學、化學工程、土木
工程四個學系，學生200人。 

 1980年8月1日升格為「私立中原大學」 

中原進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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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窮理致知    鍥而不捨 

 

工學院 
踐履篤實    精益求精 

 

電機資訊學院 
創新整合    面向未來 

 

商學院 
運籌帷幄    競爭世界 

 

法學院 
追求公正    深究法理 

 

設計學院 
師心獨運    道法自然 

 

人文教育學院 
追求博雅    建構全人 

學校現況 

中原大學有理、工、商、法、設計、人文

與教育及電機資訊、產業等8個學院，29

個學士班、3個學學位學程、32個碩士班、

2個碩士學位、11個博士班、2個博士學位

學程、19個碩專班。 

學生總計逾16,000人，包含大學部、碩士

班、博士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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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之建校， 

本基督愛世之忱， 

以信、以望、以愛， 

致力於中國之高等教育， 

旨在追求真知力行， 

以傳啟文化、服務人類。 

 

中原大學 教育宗旨 



中原大學 教育理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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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尊重自然與人性的尊嚴，尋求天人物我
間的和諧，以智慧慎用科技與人文的專業知
識，造福人群。 

 我們了解人人各承不同之秉賦，其性格、能
力與環境各異，故充份發揮個人潛力就是成
功。 

 我們認為教育不僅是探索知識與技能的途徑，
也是塑造人格、追尋自我生命意義的過程。 

 我們確信「愛」是教育的主導力量，願以身
教言教的方式，互愛互敬的態度，師生共同
追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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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教育理念 (二) 

 我們尊重學術自由與自主，並相信知識使人明理，
明理使人自由。 

 我們相信踐履篤實的教育方式是尋求真知的途徑。 

 我們深以虔敬上主、摯愛國家、敬業樂群、崇尚
簡樸的傳統校風為榮。 



 將教育理念轉變為核心競爭力─ 

 

 

1989年頒布教育宗旨與教育理念，旨在培養 

有信、有望、有愛、兼備專業知識、品格涵養 

和生命智慧的知識份子 
 

1995年四十周年校慶宣示「中原四十，邁向全人」 

提出「全人教育」為中原教育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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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治校 

全人教育核心競爭力 



 亮麗的成績單 

28 

中原大學辦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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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私立大學 公立大學 

1 中原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2 輔仁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3 淡江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1111人力銀行企業最愛大學調查 

 2019 連續三年榮獲1111人力銀行公布「企業最愛大學」
私立大學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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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私立大學 公立大學 

1 中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2 淡江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3 輔仁大學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調查 

 2019 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榮獲私立大
學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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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註冊率表現 

 2018 連續三年榮獲教育部公布學士班註冊率勇奪私立綜
合大學第一名，註冊率為99.37%，2019年註冊率為99.97% 

學制別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大學部 99.37% 99.97% 

碩士班 77.23% 78.80% 

博士班 93.90% 97.50% 

碩專班 81.82% 89.84% 

↗ 

↗ 

↗ 
↗ 



32 

2019連續六年榮獲世界大學排名中心(CWUR)排名 

台灣私立綜合大學第一名 
World Rank 校名  National Rank 

國立/醫學類/ 
綜合大學排名 

75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1 

314 國立成功大學 2 國2 

338 國立清華大學 3 國3 

411 國立交通大學 4 國4 

497 國立陽明大學 5 國5 

534 國立中央大學 6 國6 

538 長庚大學 7 醫1 

577 中國醫藥大學 8 醫2 

597 國立中興大學 9 國7 

677 臺北醫學大學 10 醫3 

718 國立中山大學 11 國8 

768 高雄醫學大學 12 醫4 

78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3 國9 

91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 國10 

1016 國防醫學院 15 醫5 

108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6 國11 

1086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17 國12 

1089 中山醫學大學 18 醫6 

1095 國立政治大學 19 國13 

1108 中原大學 20 私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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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 
總排名 

台灣地區 
排名 

校名 

3 1 國立清華大學 

7 2 國立臺灣大學 

14 3 國立交通大學 

17 4 國立中山大學 

18 5 國立成功大學 

21 6 國立陽明大學 

28 7 國立中央大學 

33 8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43 9 長庚大學(醫學) 

48 10 國立中興大學 

53 11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55 12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 

57 1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2016上海交大兩岸四地百強大學排名 
連續六年榮獲台灣私立綜合大學第一名 

兩岸四地 
總排名 

台灣地區 
排名 

校名 

60 14 國立中正大學 

61 15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66 1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67 17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 

79 1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81 19 國立政治大學 

83 2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6 21 中原大學 (私綜1) 

86 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88 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1 24 元智大學 

94 25 逢甲大學 

96 26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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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連續兩次(2009、2014年)榮獲教育部友善校園獎
之大學殊榮,此為台灣161所大專校院中唯一獲此殊榮
的大學。 

 加強安全防護的校園生活 

 推動正確健康的性平教育 

 建立優質安全的住宿環境 

 打造完善關懷的輔導機制 

 強化師生互動的交流平台 

 推動多元發展的學生社團 

 提供弱勢學生的多元關懷 

 

 培養良好品格的社會公民 

 營造境外照顧的溫馨校園 

 鼓勵社會關懷的服務學習 

 發展教職員生的全人教育 

 促進學用合一的產學鏈結 

 推廣樂活校園的健康活動
  

 

評比之內容及項目： 

全台灣大專校院友善校園評比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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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績優學校 

本校連續三次(2012、2015、2018年)榮獲教育部大專
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績優學校，重視校外賃居學生
生活輔導及居住安全維護。 



基本上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對中原師長推薦就業沒有名額限制 

會計師 
事務所 

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總計 

提供 
推薦名額 

50 30 30 40 150 

106年 
實際錄取 

52 29 18 57 156 

107年 
實際錄取 63 32 43 54  192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及銀行提供本校師長推薦就業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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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聯邦銀行           、中國信託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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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暨國際交流-姊妹校 

西班牙 3 
葡萄牙 1 
法國 9 
義大利 2 
克羅埃西亞 1 
奧地利 1 
荷蘭 3 
土耳其 1 

德國 6 
英國 6 
匈牙利 2 

俄羅斯 5 
巴基斯坦 1 
哈薩克 1 

蒙古 2 
大陸 168 

韓國 24 
日本 19 

加拿大 1 
美國 54 

中原姐妹校分佈含歐、美、亞洲等34個地區 

泰國 9 
印度 3 
柬埔寨 3 
印尼 20 
緬甸 1 

越南 18 
菲律賓 11 
馬來西亞 9 
新加坡 1 
索羅門群島 1 
紐西蘭 1 
澳大利亞 7 

香港 3 
澳門 2 

澳洲 7 



力推品格教育 為競爭力紮穩根基 

Cheers 2018最佳大學指南 2018年2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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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改造地下室樂河源地 變身多元園地 

中國時報   

A13桃竹苗新聞 

201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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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A13桃竹苗新聞 
2019年7月17日 



2010/2/25 41 

中原大學知行領航論壇 翻轉台灣經濟 

經濟日報 A14版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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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註冊率99.97%歸因全人教育玩真的 

聯合報   
話題 A6(全國版) 
2019年11月14日   
 



2010/2/25 43 

經濟日報 A10版 

2019年12月28日 

中原大學企業育成能量 勇奪亞太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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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率 就學穩定率 中原大學雙冠王 

中國時報 A7版 2019年12月31日 

聯合晚報 A8版 20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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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率 就學穩定率 榮獲雙料冠軍 

聯合報 A16版 

202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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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 B1 

2020年4月30日 

高達99.97% 中原大學註冊率 引傲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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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 A9 
2020年7月30日 

中原大學論文影響力全台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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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學園自學村：自主學習 

 設有不同形式的學習空間，提供學生個人或團體自主學
習，亦可因應需求改成學生展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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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6間獨立的預約討論空間，學生可進行小組討論或實作。
各討論室配備液晶螢幕、白板，另有筆記型電腦可借用。 

 

樂學園活水來：團體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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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微積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學的基本學科諮詢，安排課
業守護天使進行教學指導，並安排微型分享會供同儕互相學
習成長。 

樂學園有思隨：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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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各項就業學程、跨領域學程、輔系、雙主修等第二專長
之輔導，是未來產業學院的基地，學生可以獲得職涯與學涯
之諮詢與規劃服務。 

樂學園總是春：學用合一諮詢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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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雅頌藝文廳：每周三與周四下午固定舉辦兩場免費音樂會，
包含古典樂、爵士樂、聲樂等各形式。 

樂學園風雅頌藝文廳：藝文欣賞 



邱林信貞全球交誼廳－多元國際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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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發展-已峻工工程 

 

 系所樓館改善 

全人兩嘉演藝廳整修工程 

世芬理學講堂整修工程 

人育學院618會議室整修工程 

建築館工作室增設冷氣工程 

 樓館廁所改善 

全人村B1至6樓廁所整修工程 

理學大樓1至2樓廁所整修工程 

資管樓1至3樓廁所整修工程 

 校園指標系統工程 

 理學廣場及鐘塔地坪整修 

 工學館及土木館周邊改善 

 資管、祐生館無障礙電梯 

 活動中心3、4樓整修 

 商學大樓四樓教室整修 

兩嘉演藝廳 

世芬理學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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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發展-興建中工程 

 

 全人生活綠群帶場域改造 

 無障礙電梯 

恩慈樓電梯工程 

圖書館電梯工程 

 樓館廁所改善 

全人村7-9樓廁所整修工程 

理學大樓B1、3-5樓廁所整修工程 

體育館廁所整修工程 

懷恩樓廁所整修工程 

 力行宿舍西側戶外樓梯整修 

 體育館整修工程 

 應華系多功能研討室整修 

 全人341智慧教室整修 

 全人340特資中心多功能室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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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發展-規劃興建工程學生宿舍C棟 
 

 背景說明 

 103年取得建照，財務考量緩建。 

 受疫情影響完工期限展延二年至
111年3月16日。 

 執行進度 

 109年3月26日開標，因廠商報價未
進入底價廢標。 

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重編預算，
現辦理發包作業,總床位數為424床。 

 工期規劃(預估) 

 110年6月發包、7月開工。 

 112年3月完工、5月取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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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發展-規劃興建工程體育二館 

 陳章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監造 

 興建地下一層、地上四層鋼骨建築 

 屋頂設置太陽能板 

 工期規劃(預估) 

 109年12月發包、110年2月開工。 

 111年10月完工、12月取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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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發展-規劃興建工程體育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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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發展-規劃興建工程薄膜與循環經濟研發大樓 

 楊瑞禎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監造 

 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鋼骨
建築 

 屋頂設置太陽能板 

 工期規劃(預估) 

 109年11月發包、12月開工。 

 110年9月完工、11月取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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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作息 

學會感恩 

尊重別人 

培養專業 

結交益友 

勇於嘗試 

 

六句話做為送給新生的見面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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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深信 

 

          學生的光 老師看得見 

          老師的光 上帝看得見 

          校友的光 世界看得見 

歡迎各位新生來到中原 
        我們一起來享受校園生活，共同追求成長 



與壓力共處 

中原大學諮商中心 
楊漢章心理師 



10:30-10:50 

認識諮商中心 
幸福感受量表 



論文發表師生關係生命意義 
經濟收入生涯前途身體健康 
父母狀況個人家庭親密關係 
婚姻人際友情互動社交生活 
興趣嗜好人生意義買房壓力 
生養子女奉養父母離鄉工作 

Icons made by <a href="https://creativemarket.com/eucalyp" title="Eucalyp">Eucalyp</a> from <a href="https://www.flaticon.com/" title="Flaticon"> www.flaticon.com</a> 



你看到什麼？ 

Heider and Simmel (1944) animation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NmLt7QX8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gc3qxCaRX-zb-ps-DuvBbv0AmRBnAzH/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NmLt7QX8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NmLt7QX8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NmLt7QX8E


現實問題＋大腦知覺思考模式 



諮商中心 
(全人村北棟三樓) 



諮商中心(全人村北棟三樓) 



學歷要求最高的醫事人員? 

坊間自費接受諮商費用? 

關於心理諮商 

心理師法規範保密倫理 



109-1 幸福感受檢核表  

(The Checklist for Well-being) 
中、英文版本之檢核表 

The checklist is writte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Q1-Q10回應”非常同意/同意”的題數越多，幸福
感越大 
The more “Generally Agree/Agree” you answer to 

Question1-Question10, the greater your sense of well-being 

is. 

 

 壓力指數偏大者，我們諮商中心會主動關心你 
If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you are experiencing greater 

stress, the counseling center will contact you to see if we 

might be of any help to you. 

 

 

109-1 幸福感受檢核表  

(The Checklist for Well-being) 



諮商中心(全人村北棟三樓) 

線上預約 

Itouch > 連結> 心理諮商預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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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騷擾事件不      

學務處生輔組         
陳瞻吾教官 



性 騷 擾 防 治 三 法 
 

 

 

75 



性騷擾防治法-適用性平法及性工法以
外 
                   性騷擾 
性別工作平等法-與執行業務相關 
                      性騷擾事件 
性別平等教育法-學生與教職員工生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 
 

 

性騷擾防治三法處理範圍 

76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7款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9條： 

本法第2條第7款所定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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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性騷擾事件？ 



性侵害： 
     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猥褻： 
      一般社會通念：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014號判決：
「刑法上之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
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被告之所為是否屬於刑法
上之猥褻，應依被告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當時之
環境，行為之手段等，在客觀上予以綜合觀察，如依
一般社會通念，係足以興奮或滿足行為人之性慾者，
即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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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 



79 

        性侵害? 



80 

        性侵害? 



81 

        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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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性行為就跟來杯茶一樣 

https://youtu.be/WxxDePZs6pk
https://youtu.be/WxxDePZs6pk


意圖性騷擾、乘人
不及抗拒而為親吻、 
擁抱或觸摸其臀部、
胸部或其他身體隱 

私處之行為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10萬元以下罰
金。 

83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性騷擾：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 

    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 

    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84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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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黃色笑話 

二、性別貶抑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三、具有性暗示之言談 

四、具有性意味之圖片傳送或張貼 

五、性探詢 

六、性邀約 

七、不受歡迎的身體碰觸（接近） 

八、不受歡迎的追求（跟蹤） 

九、未經同意拍攝私人活動或特定部位 

十、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為條件，交換權益 

 

校園性騷擾？！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本質是基於權力差異，為權
力較強之一方施加於較弱之一方。從而審查有無違
反意願， 係以「被害人」為準，著重被害人之被害
感受及所受影響。並不考量行為人有無意識到自己
之行為對他人而言已屬違反意願。 
惟並非完全聽任被害人之主觀，仍應審查「合理被
害人」之客觀標準。換言之，被害人表示主觀負面
感受之後，就爭議事件之事實情狀，應審酌當時當
地之價值觀，從一般相同狀態被害人之觀點思考，
是否認為該事實情狀已屬於「違反意願」？輔以合
理被害人之客觀標準，進一步釐清被害人感受，是
一般被害人通常有的感受？還是被害人獨有的感受？
特定被害人獨有的感受是否合理？ 

 86 

   校 園 性 騷 擾 認 定 



性別平等教育法-敵意環境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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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第八條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

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

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校園性騷擾-不受歡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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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聆聽~ 

 

校園性別事件24小時通報專線 

03-265-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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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 

 

 

 

  

學術倫理與智慧財產權 
   

東吳大學法律系 
科技暨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 

章忠信主任 
09/16/2020 



2020/9/16 
www.copyrightno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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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司法實務組法學士 
美國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國際法學碩士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LL.M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 

 大葉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所長 
 台科大、交大、清大科技法律研究所、逢甲財法
所、中原、世新、銘傳法律系、兼任講師(營業
秘密法、著作權法專題、智慧財產權概論)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簡任督導) 
 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技職司、參事室專門委員 



2020/9/16 
www.copyrightno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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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暨傳播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
授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委員 

 法務部專家諮詢資料庫「著作權法」諮詢專家 

 教育部磨課師計畫智慧財產權諮詢服務平台主持人 

 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智慧財產權議題諮詢顧問 

 「著作權筆記」公益網站主持人
(www.copyrightnote.org)  

 

http://www.copyrightno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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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大家來練著作拳(權)！ 

大家來練商標拳(權)！ 

大家請來繼續練……！ 

TaiwanLIFE 臺灣全民學習平台 

原住民族智慧財產權法(小南門站) 

1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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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我們是否接受 
沒有寫論文的人是作者？ 

學生出錢請人代寫論文？ 

教師出錢請人代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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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醫生是否可以收紅包？ 
曾經 
大老及名醫都收紅包！ 

醫生當然可以收紅包！ 

醫生為什麼不能收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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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場景 

作文課完成的文章，誰是著作人？ 

教師批改過的作文，誰是著作人？ 

教師該怎麼教學生寫作文？ 

教師可以成為學生作文的共同著作人嗎？ 

大學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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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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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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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相關規定 

國衛院癌研所副研究員蘇振良遭質疑
的論文中，台大校長楊泮池共同掛名
「第二作者」，只承認曾提供肺癌細
胞株，給「郭明良團隊」做研究。雖
然結果出爐後，他曾經看過，卻沒有
看出問題，非蓄意造假。 

 提供研究素材，看過研究結果，就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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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相關規定 

 2017年4月科技部及教育部認為楊泮池
未違反學術倫理，但教育部認為楊泮
池身為合作者之一，在論文大量勘誤
的異常下，仍未有所察覺；擔任第二
作者並於2008年期刊2度勘誤時任醫學
院長，未警覺調查並採積極作為，
「有應注意而未注意的責任」。 



2020/9/16 www.copyrightnote.org 106 

違反學術倫理之相關規定 

楊校長到底是因為第二作者必須負責？
還是因為擔任學術行政領導而負責？ 

行政可以干預論文內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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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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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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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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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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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搭便車            出事就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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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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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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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博士論文涉及抄襲的德國前國防部長古騰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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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2005 年-- 2013 年德國教育部長夏凡
（Annette Schavan），2013 年被網友發現
1980年於杜塞道夫大學教育系之博士學位
論文，多處涉及抄襲，經大學組成委員會
審查後，確認抄襲，取消其博士學位，因
此辭職下台。 

 

 

 

 

 

 

 

              博士論文涉及抄襲的德國前國防部長古騰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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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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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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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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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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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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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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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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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學術倫理最重要關鍵？ 
學術倫理的重要性：學術倫理為
學術社群對學術研究行為之自律
規範，其基本原則為誠實、負責、
公正。只有在此基礎上，學術研
究才能合宜有效進行，並獲得社
會的信賴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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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學術倫理最重要關鍵？ 
透明 

公平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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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相關規定 

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109.02.15.修正發布) 

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106年11月13日修訂)  

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聲明(103年10月20

日修訂)  

    



2020/9/16 www.copyrightnote.org 126 

違反學術倫理之相關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43 (109.06.28.
修正發布施行)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
則(101.12.24.) 

 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106.05.31.) 

 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處理辦法 

 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倫理規範(10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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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目的與適用對象 

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確立違反學
術倫理案件客觀公正之處理程序，特
訂定本要點。(§1) 

本要點適用於申請或取得本部學術獎
勵、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助之
研究人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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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常見違反學術倫理之類型(§3)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研究人員有
下列情形之一，致有嚴重影響本部審查判
斷或資源分配公正之虞者：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
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
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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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常見違反學術倫理之類型(§3)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
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
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自我抄襲：研究計畫或論文未適當引
註自己已發表之著作。 

(五)重複發表：重複發表而未經註明。 
(六)代寫：由計畫不相關之他人代寫論文、
計畫申請書或研究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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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違反學術倫理之效果(§13) 
學術倫理審議會就初審結果認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
進行審議，如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行為證據確切時，得
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下列各款之處分建議： 

(一)書面告誡。 

(二)停止申請及執行補助計畫、申請及領取獎勵(費)
一年至十年，或終身停權；並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
用、獎勵(費)。 

(三)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獎勵(費)、獎金或
獎勵金。  

(四)撤銷所獲相關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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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違反學術倫理之資訊公開(§14) 

學術倫理案件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
作成處分建議者，除情節輕微者外，
以公開為原則。  

前項所稱情節輕微，指依前點第二款
處分建議其停止申請及執行補助計畫、
申請及領取獎勵(費)二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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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違反學術倫理之資訊公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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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違反學術倫理之效果(§15)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應以書面
通知檢舉人、受處分人及其所屬學校
或機關（構），並要求該受處分人所
屬學校或機關（構）提出說明及檢討
改進，並就受處分人違反學術倫理行
為之處理情形副知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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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違反學術倫理之學校責任(§18) 

 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構）對於違反學術倫
理案件未積極配合調查、有重大管理疏失或其
他不當之處理行為，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建議，
得追回或減撥本部一定期間之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 

 學校或機關（構）於查處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時，
得請求其他學校或機關 （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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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2 

本原則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指送審人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不實、代表著
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
事。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
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 

(四)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五)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說、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

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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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效果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43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
審人涉及下列情事之一，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應不
通過其資格審定，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日起，依各款
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 
間為五年以上者，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
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
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
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
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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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效果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43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
造或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
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 
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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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21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
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
發行。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
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
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
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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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21 

北部某公立大學教授，其助理教授升等
副教授之代表著作，經查證發表於網路
虛構電子期刊，撤銷其副教授及教授資
格。 



2020/9/16 www.copyrightnote.org 140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46-II,III 

 學校未依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定確實辦理審
定，或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屆期未改善之情形
者，應納入學校評鑑、扣減獎（補）助或行
政考核之依據，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有前項規定
情事，屆期未改善者，本部得廢止授權其認
可之部分或全部，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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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 
106.05.31.發布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處理違反學術倫理
案件及協助專科以上學校建立學術自律機制
，特訂定本原則。(§1) 

 本原則適用於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及教師之學
術倫理案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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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3 

學生或教師之學術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違反學術
倫理：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
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
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
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
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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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3 

學生或教師之學術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違反學術
倫理： 

(四)由他人代寫。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八)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
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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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3 

學生或教師之學術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違反學術
倫理： 

(九）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說、利誘、
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事，或送審 
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十）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2020/9/16 www.copyrightnote.org 145 

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例 
碩士論文被檢舉論文抄襲案 

邱○檢舉蘇○○在○○大學公共事務
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地下水資源
OOOOO」，抄襲陳○○、陳○○於
一九九九年發表的「台灣水資源
OOOOO」論文，邱○堅稱有所本。 

 聯合報  201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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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例 
碩士論文被檢舉論文抄襲案 

蘇○○主張，○○大學接獲檢舉後審
議認為「檢舉所稱抄襲內容都為背
景文字介紹，且被指抄襲的文獻資
料，屬政府部門相關文獻，於撰寫
論文時得合理使用」，認為邱○誹
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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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例 
碩士論文被檢舉論文抄襲案 

台北地檢署調查，蘇○○的論文
在研究動機、文獻回顧與相關課
題探討、結論等部分，確實與陳
○○等兩人的論文有多處相同，
邱○質疑可受公評之事，沒有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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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例 
碩士論文被檢舉論文抄襲案 

「觀念」或「表達」之引用？ 

有無使用上下引號？ 

有無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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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例 
碩士論文被檢舉論文抄襲案 

 政府部門相關文獻—仍受著作權保護 

 背景文字介紹-- 「表達」之引用 

有無使用上下引號？--區隔「引述」
與「自著」部分 

有無註明出處？--供讀者查考 

 合理使用--侵害著作權？違反學術倫理？ 

 「參考文獻」與「註明出處」意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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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pr/11/today-life16.htm?Slots=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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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著作權之案例 

研討會及期刊公開發表之論文大幅
抄襲同學之課堂報告 

錯漏字完全複製 

未註明出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年度智易字第71號、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

刑智上易字第35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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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例 
以他人著作為自己著作 

引用他人學術研究成果時應確實
註明出處，為學術倫理之基本要
求，其目的除為尊重先前研究人
員之學術研究心血外，亦使讀者
或審查人員得以正確評價研究者
之學術能力及研究成果。 

 行政院訴願會2008/9/30院臺訴字第0970090036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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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例 
抄襲所指導學生之碩士論文 

 查訴願人所提「○○○○○○探討」計畫申請書，雖以臺灣地區
○○○訂價為例為副標題，但計畫書內容皆有關○○○成本，其
中計畫綜合表、計畫中文摘要、計畫英文摘要、研究計畫之背景
及目的、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等部分，均直接引用訴
願人所指導學生黃○○君之碩士論文「○○○成本研究-從○○○
面探討」，且計畫英文摘要係全文抄襲黃君之論文，卻均未依學
術慣例於計畫書中引註，亦未將黃君論文列入參考文獻，其抄襲
之意圖及事實甚為明確，且其計畫書所列擬完成之研究目的或工
作項目，與黃君之論文中已完成之項目相同，有使審查人誤以為
計畫內容尚未完成之虞，案經原處分機關召開專案學術倫理審議
委員會審議結果，以訴願人所提研究計畫書違反學術倫理，應依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9點規定，對訴願人爾後獎助或補
助計畫申請案予以停權4年之處分，……原處分機關據為訴願人就
該會各項補助及獎勵申請案予以停權4年之處分，經核並無不合，
尚無違反比例原則。 

 行政院訴願會2006/12/8院臺訴字第0950094106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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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例 
抄襲所指導學生之碩士論文 

 依照學術慣例，計畫申請書所引用之相關文獻，
引用幅度應合理，且均須予以註記，並將所有
引用的文獻列於參考文獻；縱使得到同意而引
用他人著作，仍應註明出處。訴願人以獨立研
究之方式提出本研究計畫申請案，卻大量引用
黃○○君已完成之論文，而未加以引註，並列
入參考文獻，其引用幅度及引用方式已構成抄
襲，即有違反學術倫理。  

 行政院訴願會2006/12/8院臺訴字第0950094106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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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內容 

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著作權︰指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
及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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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格權 

◎公開發表權(§15) 

◎姓名表示權(§16) 

◎禁止不當修改權 

       (同一性保持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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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格權之公開發表權(§15) 
 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但公務員，依第十一條

及第十二條規定為著作人，而著作財產權歸該公務員隸屬之法
人享有者，不適用之。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  
– 一、著作人將其尚未公開發表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他人或授權他人利用時，因

著作財產權之行使或利用而公開發表者。  
– 二、著作人將其尚未公開發表之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之著作原件或其重

製物讓與他人，受讓人以其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公開展示者。  
– 三、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  

 依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由雇用人或出資人
自始取得尚未公開發表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者，因其著作財產權
之讓與、行使或利用而公開發表者，視為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
其著作。  

 前項規定，於第十二條第三項準用之。 
教授得否禁止學生論文之發表？學生得否限制論文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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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強制公開         智慧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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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刪除現行「推 

定」碩博士論文可以被公開的規 

定，而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並 

沒有依據教育部自己的決議，增 

訂強制公開的條文，這是不是意 

味著，政府將放縱碩博士論文的 

抄襲，拒絕公眾審查？還是要請 

問立委諸公們，你們的碩博士論 

文給看嗎？ 

107.10.24.聯合報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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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8.新修正公布學位授予法(§16)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
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
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
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
書館保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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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8.新修正公布學位授予法(§16)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
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
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
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權法規
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
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
為。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
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
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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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8.新修正公布學位授予法(§16)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博
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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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學位授予法(§16)的新爭議 

 

 

 

 

 

 

 

                                10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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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格權之特性 

第 十八 條     

    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者，
關於其著作人格權之
保護，視同生存或存
續，任何人不得侵害。
但依利用行為之性質
及程度、社會之變動
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
違反該著作人之意思
者，不構成侵害。 

第二十一條    

   著作人格權專屬於
著作人本身，不得
讓與或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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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 
      

      ◎公開展示權(§27) 

     ◎改作權與編輯權 

(§28) 

     ◎出租權(§29) 

     ◎散布權(§28bis) 

     ◎輸入權(§87四) 

     

     ◎重製權(§22) 

     ◎公開口述權(§23) 

     ◎公開播送權(§24) 

     ◎公開上映權(§25) 

     ◎公開演出權(§26) 

     ◎公開傳輸權(§26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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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之期間 

 原則：著作人終身及其死亡後五十年(§30) 

 例外：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年 

   1.別名著作或不具名著作(§32) 

   2.法人為著作人之著作(§33) 

   3.特定著作(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 (§34) 

 計算方式：以該期間屆滿當年之末日為期間之
終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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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效果(§30) 

          著作財產權消滅之著
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 

(不得侵害著作人格權) 

公共所有(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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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格權 v.著作財產權 

有無著作財產權均不影響著作
人格權之享有與行使。 

獲得著作利用之授權，仍應註
明出處，以供辨識「自著」與
「引用」之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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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之認定 

 自行完成(§10)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
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3-1-2) 

 僱傭契約(§11) 

 出資聘人(§12) 

 推定著作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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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契約(§11)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
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
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
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
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
者，從其約定。 

          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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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契約(§11) 

員工職務上完成的著作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人 

原則：     員工                   公司     

約定：     公司                   公司  

                 員工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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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契約(§11) 

研究助理職務上完成的著作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人 

原則：  研究助理              教師     

約定：     教師                   教師  

              研究助理           研究助理 

 誰是研究助理寫的論文之著作人與著作財產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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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聘人(§12)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
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
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
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
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

 

           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
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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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聘人契約(§12) 

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人 

  原則：        受聘人               受聘人 

                          (出資人得利用著作) 

  約定：        出資人               出資人 

                      受聘人               出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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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聘人契約(§12) 

教師出資請研究助理完成之著作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人 

  原則：        研究助理          研究助理 

                          (教師得利用著作) 

  約定：        教師                    教師 

                      研究助理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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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著作人(§8)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
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 

 主觀上，著作人間要有一同創作之合意 

 客觀上，各著作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 

 增修紅樓夢，是否會與曹雪芹成為「共
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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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著作人(§8) 

指導老師是學生的共同著作人？ 

是觀念之指導？ 

是參與創作？ 

是公平合理、誠心誠意的合作？ 

還是掠奪智慧、勞力？你敢不同意？ 

還是分贓？我不掛名，你能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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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師、學校 

誰是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 

助理可以做什麼事？ 

作實驗、找資料、核銷 

寫計畫、結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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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與教師之論文抄襲案例 

教授完成委託研究報告未公開發行 

助理之碩士論文使用大量研究報告內
容畢業在先 

教授被指控使用助理之碩士論文大量
內容 

教授提出先前研究報告證明未抄襲助
理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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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與教師之論文抄襲案例 

教授完成之委託研究報告究竟
是誰完成的？ 

助理之碩士論文使用大量研究
報告內容有無註明出處？ 

教授使用先前研究報告有無註
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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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與表達二元論
(Idea/Expression) 

著作權保護表達，不及於所含之觀念 

(§10bis) 

   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
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
、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
現。 

  ※不可以盜版旅遊書，可以看書旅遊 

  ※剽竊概念違反學術倫理，不侵害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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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抄襲」？ 

 教師將學生上課所繳報告做為發表論文
之部分內容，經學生提起告訴，遭法院
判處有期徒刑五月，緩刑二年確定。 

 教師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確認學生對其報
告不享有著作權。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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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抄襲」？ 

按著作權之保護僅限於表達，而不及
於思想或概念本身，此為著作權法第
十條之一所明定。足見思想或概念在
著作權法上並無排他性，倘著作人僅
係接受他人思想或概念之激發，而本
於自己之精神作用而為創作，仍為受
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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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抄襲」？ 

 按學生在校期間，如果教師僅給予觀念之指導，而由學
生自己搜集資料，以個人之意見，重新詮釋相同想法或
觀念，而以文字表達其內容，撰寫研究報告，則學生為
該報告之著作人，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享有、行使著
作權。次按判斷是否「抄襲」他人著作，主要考慮之基
本要件為被侵害之著作必須是表達而非思想；其次為被
告必須有接觸或實質相似之抄襲行為。被上訴人雖接受
上訴人上課指導，然上訴人上課僅係作觀念、思考之指
導，系爭報告則係由被上訴人嗣後自行搜集資料，綜合
判斷考量後獨力以文字撰寫完成，難謂係抄襲而不具原

創性，被上訴人自享有系爭報告之著作權。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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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與合理使用(Fair Use) 

著作人私權之保護 v.  社會公益之維護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
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
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52) 

引用後得進一步翻譯及散布。(§63) 

應註明出處。(§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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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與合理使用 

「抄襲」是討論學術倫理之用詞。 

「抄襲」於著作權法之分類： 
「觀念」之引用而未註明出處(違反學術倫
理，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表達」之引用而未註明出處(重製或改作，
違反學術倫理，並構成侵害著作權。) 

既是「抄襲」，就不必再討論是
否「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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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與合理使用 

 複製他人文字、圖表或照片而未註明出
處，讀者誤以為都是作者「自著」，構
成抄襲及侵害著作權，不必討論是否構
成「合理使用」 。 

 複製他人文字、圖表或照片，以上下引
號註明出處，使讀者可以區隔「自著」
及「引用」，不是抄襲，惟應視其複製
質量及目的，若不是「合理使用」 ，則
構成侵害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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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與合理使用(Fair Use) 

 第五十二條規定…….所謂「引用」他人
著作，須所引用他人創作之部分與自己
創作部分得加以區辨，如不能區辨何者
為自己之創作，何者為別人之創作，亦
即將他人之創作當作自己創作加以利用，
則非屬引用。 

 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決 



2020/9/16 www.copyrightnote.org 189 

違反學術倫理與著作權侵害 

 著作權僅保護「表達」，不保護「表達」所
傳達之「觀念」。 

 合於著作權法規定，未必合於學術倫理----

倩人代筆。 

 違反學術倫理未必構成著作權侵害----剽竊
概念、自我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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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與著作權侵害 

 創作著作之人才是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人
」。 

 指導教授、計畫主持人、實驗室負責人縱使
角色重要，若未執筆，就不是論文著作人。 

 一稿二投違反學術倫理；一稿二人用侵害著
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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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學術倫理之要求，理應高於法律規範。 

偏差的學術倫理觀念，違法而不自知。 

選擇就必須承擔後果。 

世界依舊公平 

違反學術倫理，沒有追訴期限。 



2020/9/16 www.copyrightnote.org 192 

結      論 

 學術倫理除了道德層面，亦涉及法律責任。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侵害著作權通常已
達學術倫理之違反。 

 違反學術倫理依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
點或學界相關規定處理。 

 著作權侵害依著作權法負擔民刑事責任。 

 102學年度開始推動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有助降低論文掛名浮濫及抄襲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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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著作權 

請看 

著作權筆記 
http://www.copyrightnote.org 

E-mail:ch7943wa@ms1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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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109學年度 
碩博士新生入學導航 

學生會/社博.mp4
學生會/社博.mp4
中原校歌.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