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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之總結與建議

本委員會針對技轉與利益衝突管理進行比較法制與國內法制的調查研究後，得出以下利益
衝突管理應依循的基本原則：

1. 本院智財技轉的利益衝突爭議雖是日前輿論與國會關注的主要焦點，但本院在追隨產學
連結的時代浪潮時，若欲更妥適地回應社會對本院的公共課責要求與期待，即必須放眼
本院執行科研任務的整體過程，從包括技術移轉在內的以下五個面向，處理產學連結的
手段與本院理應追求之其他價值目的間，可能發生的各種利益衝突與緊張關係：
(1) 科學研究的客觀性 (objectivity)。研究機構的首要任務為科學研究，確保科學之專業
判斷與研究結果不受各種產學連結關係中的財務利益左右，乃是研究機構之科學研
究得以取信科學社群與公眾的前提。本院依組織法之規定，其主要任務為人文與科學
研究。為維護本院作為全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之研究信譽 (reputation)，應訂定相關
的利益衝突管理規範，以確保科學研究的客觀性。（以下以A簡稱）
(2) 公共研究資源利用的公正性 (impartiality)。本院為百分之百的公立研究機構，院內
人物力資源既屬公共財，其利用即應遵循公正原則，避免不當地將公共資源輸送
(pipelining)予私人。研究機構進行產學連結的過程中，雖必要結合公共資源與私人資
源，以求研發效率之最大化，但資源利用配置之決策仍應遵循正當程序，以合理安排
產學連結中資源利用與研發成果分配間的關係。（以下以B簡稱）
(3) 研發成果移轉的合理性 (reasonableness)。為使利用公共資源研發獲得之科學發現，
能達到實際「為社會所用之目的」，公立研究機構常需藉由「產學連結引入私人資源
之手段」，更有效率地促成後續應用之開發。因此，在判斷是否必要以「專屬」授
權進行技術移轉以及選擇授權對象時，本院應僅考量「以外部資金進行後續開發
之必要性」與「最有利於將公共科學之發現轉化為社會利用之開發途徑」，而無庸在
最大化授權金以利本院之智財營收，與最小化授權金以利私人進行產學連結的兩極
間躊躇。換言之，若能滿足前述「授權必要性」與「授權最適性」的原則，決策即
具有合理性，本院與其研究人員理應能附帶而正當地享有技轉帶來的財務利益。因
此確保研發成果移轉之決策不受產學連結中任一方財務利益（當然亦包括本院之財
務利益）之左右，是確保移轉決策合理性的必要前提。（以下以C簡稱）
(4) 人員的工作忠誠義務 (commitment)。本院研究人員無論是否兼任院內行政職務，均
為支領俸給承擔本院法定任務之廣義公務員；兼任院內行政職務者，更屬公務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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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下之公務員；本院在設定國家科研政策、決定重點研究方向與分配公共研究資源上，
亦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院內外參與該等公共事務決定之本院研究人員，自負有更高
度的公務忠誠義務。是以，產學雙方人員間各種程度的互動交流，以及研究人員實際
參與後續應用之開發，雖然是延攬留任優秀研究人才與促使科學「發現」得以進一
步發展成「實用技術」的重要因素，但產學連結所衍生的各種兼職，仍應分別依其
對各該研究人員所承擔不同性質之公務的影響，決定其可容許之範圍與參與之方式，
確保本院法定之科學研究任務與所肩負之公共決策責任，均得以忠實履行。此外，
研究人員雖可在研發成果移轉後正當獲利，但仍應謹慎地避免技轉所生財務利益因
過於龐大而破壞其與科學發現之間的良性循環。（以下以D簡稱）
(5) 研究受試者的權益保護 (human subject protection)。為避免產學連結中研究人員追
求財務上利益而犧牲研究受試者權益之保障，研究倫理之審查應依據充分的資訊，以
判斷在涉及以人為對象的研究中，相關的利益衝突均已受到適當的管理。（以下以E
簡稱）
2. 利益衝突之發生，並非繫於所涉及財務利益之「多寡」，而在於足以影響科學客觀性、
資源利用公正性、技轉決策合理性、工作忠誠義務或研究受試者權益的任何財務上「關
係」。此等衝突「關係」除了因本人及在法律上可歸屬於本人之實際上 (real) 利益而發
生外，為維護本院作為公共機構之社會信賴，本院亦應將任何在外觀上 (appearance) 足
以使人對本院維護上述五面向之價值產生合理懷疑的其他「關係」，納入管理。
3. 個人利益衝突之管理，雖因五種面向當中之衝突態樣不盡相同，或應適用不同的管理程
序與實體規範，但其共通之管理策略則均應藉由本院研究人員充分配合揭露相關利益，
始能由本院協助擬定適當的管理措施（包括中介與監督、迴避、出脫利益、禁止參與等）
，
避免實際或外觀上的利益衝突，危害科學研究客觀性、資源利用公正性、研發成果移轉
合理性、人員工作忠誠義務與研究受試者之權益，或使公眾對本院維護該等價值之基本
立場產生懷疑。
4. 為避免本院在確保科學研究客觀性、資源利用公正性、研發成果移轉決策合理性與研究
受試者權益保護等面向上，發生機構的利益衝突(ICOI, institutional conflict of interest)，
進而影響本院在組織法上的公共任務，本院除應盡量避免以技術作價方式進行技術移轉
而成為私人公司股東外，更應絕對避免涉入私人公司之營運決策。
5. 技轉授權之目的既然在促使公共科學之發現能轉化為社會利用，技術發展為產品前，收
取前期款與階段授權金以增加政府財政營收應非目的，毋寧更應著重於促進授權技術之
實施，以確保真正的社會利用得以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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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功的技術移轉須要仰賴一整套包括集資、市場界定與開發管理、可行性評估、行銷等
技轉生態系統(ecosystem)的支持，在產學連結的不同環節上，從外部提供較研究人員
更為專業的協助，使研究人員與公立研究機構均能免於涉入非其專業領域的技術商業
發展深水區。一旦缺少健全的生態系統，而僅欲仰賴利益衝突規範引導產學連結的各
個進程，若非失之過嚴，壓抑將科學發現轉變為實用技術的開發可能性，就是失之過
寬，致使公共財遭濫用，使肩負公共任務之人員背離工作忠誠義務，甚或引發危害科
學發現本務的結果。因此，解決產學連結中利益衝突問題的關鍵之一，應在於優先健
全技轉的生態系統。

綜合上述基本原則，本委員會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一、院內制度之革新
1. 組織
(i) 利益衝突之事前管理組織
(1) 設立隸屬於院本部之院級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 (COIO)，負責與「科學研究客觀性」
、
「資源利用公正性」與「研發成果移轉合理性」相關財務利益揭露之審閱與管理
措施之執行。（A、B、C）
(2) 設立以院內外研究人員為主之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 (COIC)，負責獨立審議與「科
學客觀性」、「資源利用公正性」、「研發成果移轉合理性」、「人員之工作忠誠
義務」相關之利益衝突與管理措施。（A、B、C、D）
(3) 刪除《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3條第2項第5款，並
修訂《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相關條文，將「研究發展成
果管理委員會」之任務職掌，定位於確保研發成果移轉之決策符合「授權必要性」
與「授權最適性」原則。（C）
(4) 人事室繼續負責與「人員之工作忠誠義務」相關之利益（兼職）揭露審閱，但衝突
管理措施之審議移交由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負責。（D）
(5) 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繼續負責審議與「研究受試
者保護」相關之利益衝突與管理措施，但得由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提供必要資訊，
以協助認定。（E）
(ii) 違反利益衝突管理規範之事後處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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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儘速依《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倫理規約》第8條第2項之規定，通
過各級倫理委員會之設置及作業要點，以處理違反「科學研究客觀性」之利益衝
突案件（A）。
(2) 修訂《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第5點，將院級倫理委員會之管轄，
擴大及於與「資源利用公正性」、「研發成果移轉合理性」、「人員之工作忠誠義
務」與「研究受試者保護」相關之所有利益衝突案件，並釐清倫理委員會之職掌
係對違反利益衝突管理規範之行為的「事後」處置。（B、C、D、E）

2. 程序規範
(i) 定期申報
增訂定相關規範，規定研究人員負有義務，定期向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申報一定期間
內本人、配偶與子女所有之一定金額或股權數以上，而與研究人員職務具備合理關聯
之利益。該等申報資訊應予保密，屬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資
訊。（A、B、C、D、E）
(ii) 個案揭露
(1) 修訂《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4點，將現行
於「承接研究計畫前」，對研管會之利益揭露（研究人員與該研究補助者間之利
益關係），改為向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為之，並由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負責管理
措施之審議。此外，院內研究計畫、院外機關(構)補助研究計畫及因應科技移轉接
受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雖已排除於前述要點規範之列，但若同時涉及私人資金者，
關於利益之揭露與衝突之管理，亦應準用該點規定。相關利益狀態發生變動時，
應動態揭露。該等個案揭露之資訊應屬政府資訊公開法中可被動對外公開之資訊。
（A、B）
(2) 修訂《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相關條文，將現行於「執行
技術移轉業務時」，對研管會之利益揭露（當事人與潛在之被授權對象間之利益
關係），改為向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為之，並由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負責管理措
施之審議。相關利益狀態發生變動時，應動態揭露。該等個案揭露之資訊應屬政
府資訊公開法中可被動對外公開之資訊。（C）
(iii) 事後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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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表學術研究結果、擔任鑑定人、諮詢顧問、審查人及其他運用研究人員本職相
關專業權威或其科學判斷能力之一時性工作，雖亦有因財務利益而影響科學客觀
性與誠信之可能，但除前述之職務相關利益定期申報與個案揭露外，僅需於疑有
違反科學客觀性與誠信時，依《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倫理規約》
由各級倫理委員會就違規案件進行事後之審議。（A）
(2) 修訂倫理委員會之《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案件審議處理規範》，擴大其
適用範圍，使其及於所有違反利益衝突管理規範案件之程序。（A、B、C、D、E）

3. 實體規範
A. 維護科學研究客觀性
(1)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倫理規約》第6條「本院人員應本於誠信與
良知，維護學術研究之自由與獨立，並應揭露其研究所獲之各項贊助，避免因利
益衝突而影響研究誠信。」之規定，即是維護科學研究客觀性之實體規範依據。
(2) 適度劃分「科學發現」與「商業開發」兩種任務，避免本身即為發明人的研究人
員，擔任測試該項發明之安全與有效性臨床試驗的研究計畫主持人。
(3) 修訂《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與《中央研究院
管理技術授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相關規定，避免本院研究過度仰賴私人委
託或合作研究計畫經費，以致影響研究方向之自主設定與研究結果之自由發表。
B. 確保公共研究資源利用公正性
(1) 修訂《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相關規定，使私
人委託或與私人合作之研究計畫，以有助於達成本院自我設定之研究目標為原則，
並藉由適當的公開程序，確保公共資源利用的機會均等。
(2) 研發成果移轉授權後，除了為完成該次技術移轉而進行之附隨服務（例如在機構
內實驗室為被授權人之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以達成研究成果之充分使用），可視
為原契約之附隨義務外，應與研究人員於本院之後續研究進行切割。由於附隨義
務之履行與服務之提供仍關係到本院公共資源利用公正性，因此應於原授權契約
中，就附隨義務之範圍予以明訂。
(3) 修訂《中央研究院管理技術授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3點技術授權後續研究
簽訂研究計畫契約之規定，應由本院依實際合作之必要性提出，並經利益衝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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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審議會審查其必要性。
C. 確保研發成果移轉合理性
(1) 修訂《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與《中央研究院院本
部智財技轉處執行研發成果使用授權應注意事項》，將「授權必要性」與「授權最
適性」原則，明訂為技轉授權最應關注之重點（而非技術之訂價），並由智財技轉
處負責提出足以說明授權必要性與授權最適性的事實基礎。
(2) 擔任本院研究人員（不含借調之留職停薪）之發明人或其關係人無論是否與潛在
被授權人間有授權金以外的其他財務上利益（例如持有股份），不得參與本院形
成技轉決策之過程。除本身即為獨資之被授權人的自然人代表外，亦不應代表被
授權人與本院進行技轉授權談判。
(3) 專屬授權後相關之授權基本資訊，應主動公開。
(4) 本院於技術發展為可上市之產品前收取前期款與階段授權金之金額，應以不影響
技術實施為前提。授權契約中並應訂定被授權人應投入資源之規模與開發時限之
階段條件，於時限屆至而未達階段目標時確實終止授權，以避免被授權者僅係利
用本院聲譽進行集資卻無實際之後續開發投入。本院制式授權契約應予修正。
(5) 修訂《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8條規定，以現金為
本院受領授權金給付之原則，僅於於被授權人無力以現金支付時，始得接受技術
作價，但仍應避免於被授權人屬非公開發行公司時，指派董監事或列席董事會。
(6) 研發成果移轉契約與實際作業中，應確保技轉授權後於本院進行之後續研究成果，
不歸屬於被授權人。
(7) 修訂《中央研究院管理技術授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點第二目，刪除私人
指定特定研究領域及目標委託本院研發所產生之成果，由委託人自動取得之規定。
蓋委託研究計畫即使係由委託者指定研究領域並提供全部經費，亦仍係利用本院
各項人物力之公共研究資源，其成果之歸屬仍應依雙方人物力貢獻比例定之。
D. 人員之工作忠誠義務
(1) 現行《科學技術基本法》第17條第4項與《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10條與第11條
雖已允許本院研究人員無論是否兼任行政職務，均得持有新創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
十以上之股份，並得於生技新藥公司兼任研發諮詢委員或顧問，於新創生技新藥公
司兼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但仍不得經營商業。最近科技部提出之《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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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則擬進一步放寬經營商業之限制。惟為確保本院承擔不同公
共任務之研究人員能妥當履行其義務，除非辦理借調，仍不應於私人公司擔任 Clevel 之管理職。本院之《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職處理原則》與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合聘及借調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應予修訂。
(2)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職處理原則》宜依據本院研究人員承擔
之不同公共任務性質，與兼職對本職之影響程度，訂定不同密度的兼職容許規範。
(3) 修訂《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7條規定，就本院研
究人員因研發成果移轉之收入，依研究人員原有年薪之一定倍數，訂定適當之年
度總額上限，以避免技轉所生財務利益過於龐大而致破壞其與科學發現間的良性
循環。

4. 管理措施
未來設立之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於擬定利益衝突管理措施時，得邀請涉及利益衝突
之當事人及相關事務之決策單位（例如，技轉事務中之智財技轉處、兼職中的各所處
衷心與人事室），共同於中介監督、迴避、出脫利益、禁止參與等手段中，討論決定
適當的管理措施。

二、院外之制度革新提議
1. 以建立健全之技轉生態系統，取代《科學技術基本法》開放兼營商業之修正方向
(1) 科技部雖擬於《科學技術基本法》部分條文的修正中，放寬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兼任行政職務者及公立研究機關(構)研究人員得兼任新創公司之職務，以求擴大研究
人員投入及協助衍生新創事業之效益，乃明定該等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
價投資或兼職者，可排除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不得經營商業之限制。
此一修法雖欲仿效國外大學中研究人員參與設立新創事業的經驗，但該等大學或研
究機構多屬私立，其屬州立者，公共資金亦僅佔其營運總經費極低比例。此與本院
在經費上完全為公共預算所支應，在性質上並不相同。本院實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
院NIH等由百分之百聯邦政府資金設立的機構，在組織屬性與任務上，更為相近。然
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卻嚴格禁止其所屬人員持有與職務相關產業之股份，亦不得
參與設立該等產業之新創事業。《科學技術基本法》之修正或應考量此等差異，至少
亦應在仍未借調的情況下，將公立機構研究人員可參與設立新創事業之範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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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擔任管理職務者為限。
(2) 真正有助於技術移轉與產業發展的毋寧是健全的技轉生態系統，提供技轉各環節的
必要協助，而非由專長不在商業經營的研究者，自行投入新創事業之設立與產品之
開發。與其開放公立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經營商業，而引發更多的利益衝突風險，
不如投入資源以建立良善的技轉生態系統，更能達成產業發展的政策目標。本院除
了在法定任務範圍內應積極推促技轉生態系統的建立外，宜協調相關權責主管機關
主責其事，使本院得以更專注於科學發現之本務。
2. 建立集中的待移轉技術提供平台，取代各機構單打獨鬥的技轉行銷
(1) 現行制度係由各研究機構，各自負責將其公共資金研發成果進行商業化之技術移轉。
然而受限於行銷資源有限，各機構在技術提供市場上的能見度普遍不足，也難以形
成適當的賣方市場規模。倘若將現行散落於各機構的研發成果，匯集於單一平台，
較能創造足夠規模的待移轉技術市場，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
(2) 建立集中的待移轉技術平台，除了行銷上的效益外，也能透過更公開的方式，使「授
權必要性」與「授權最適性」原則獲得確保，更有助於避免機構與個人因利益衝突而
影響技術移轉決策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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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國公私立大學及公立研究機構技術移轉與利益衝突管理制
度調查與分析
美國自 1980 年的 Bayh-Dole Act 以來，公共資金研發成果的商業化，即逐漸成為私立
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工作重點。同一年通過的 Stevenson Wydler Act 也賦予公部門相同的技術
移轉任務。在此一制度發展背景下，美國各大學及公立研究機構，也面臨更緊密的產學連結
關係，從私人資金對研究的補助、產學雙方合作研究的提出，到後續技術移轉，以及研究人
員實際參與新設公司之設立等，均對傳統大學的教研任務帶來新的挑戰，也對負責科研任務
的公部門帶來公共治理上的難題。美國的各大學與公立研究機構究竟如何因應商業化過程中
產生的利益衝突問題，有值得進一步瞭解的參考價值。本委員會乃選定州立的美國加州柏克
萊大學、私立史丹福大學、私立耶魯大學、私立麻省理工學院及美國聯邦政府的國家衛生研
究院等五個公私立大學暨公立研究機構為對象，調查並分析其機構內處理技術移轉中之利益
衝突問題的規範與制度實際運作狀況，以作為研擬本院技術移轉與利益衝突規範的參考點。
以下將從十二個面向，說明上述五個學研機構的相關規範與實際運作現況。

一、

機構概況

學校／機構

機構屬性

任務

UC

公立
（州立）

教學、研究

Stanford

私立

教學、研究

Yale

私立

教學、研究

2014-15 年度的 33 億美金歲入中，聯邦政府資金約占
15%。

MIT

私立

教學、研究

2015 年的 33 億美金歲入中，聯邦政府資金將近 42%。

NIH

公立
（聯邦）

公衛目的之生醫研
究

（一）

Public funding source for operation
2014-15 年 132 億美金的 UC 大學系統總歲入中，來
自公部門（包括聯邦政府、加州各級政府）之資金佔
全校歲入比例不到 26%，教師及員工薪資來自公部門
者亦不到 20%。。
2015 年的 50 億美金大學歲入中，聯邦政府資金約佔
23%

2016 年的 323 億美金的預算中，100%來自聯邦政府
資金。NIH 為美國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下轄的政府機關。

UC Berkeley

UC Berkeley 屬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以下簡稱 UC）系統，為州立（公立）大學，
以教學研究為其主要任務。依 UC 於 2014-2015 自行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UC 全部十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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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年度歲入總預算約 267 億美金，當中州政府直接挹注 State General Funds 約 10.5%，聯
邦政府的研究補助或合約則佔 15.2%，兩者合計不到 26%（見圖一）。1 而校內支付給教師
與員工的薪資酬勞，經費直接來自聯邦政府或加州各級政府者，所佔比例亦不到 20%，較大
經費來源則為教學醫院收入與學費收入（見表一）。2

圖 1 UC 系統歲入來源

表 1 UC 給付教師與員工薪資酬勞經費來源比例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UDGET FOR CURRENT OPERATION: SUMMARY AND DETAIL 2015-2016, at 25 (2014).
另有校務基金 UC General Funds 提供年度歲入約 3.7%之經費。
2
UNIVERSITY OF CALIFNORNIA, REPORT ON 2015 EMPLOYEE PAY (2016). General Funds/Educational Fees 佔全部薪資
酬勞經費的 22.9%，但當中屬州政府資金者佔全部的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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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UC 雖為公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但其運作經費並非全然以公共資金為主，
與傳統對公立機構之認知並不完全相符。在此運作經費架構下，UC 就聯邦補助的研究計
畫，雖受到聯邦補助規定要求避免利益衝突以維持科學客觀性的拘束，也在公共資源的利用
與技轉程序規範上，受到加州州法對公共決策應維持公正性的要求，但由於其校內資源並非
全屬公共資源，就此容有較多的利用彈性。此外，UC 也不若其他公部門，本身並不肩負公
共政策決定與推動任務，亦未擁有參與對外分配公共資源的權限，因此在人員工作義務與在
外兼職的容許性上，比起其他負有該等任務的公部門，自然擁有較多的彈性。
（二）

Stanford
史丹佛大學為教學與研究任務並重的私立大學，2015 會計年度之歲入約 50 億美

金，其中 Sponsored research support 占全校收入的 28%，為最高之子項目；研究補助中有
81%係直接或間接來自聯邦政府，而聯邦衛生與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及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則為聯邦政府中兩大主
要的研究經費資助來源，金額皆達 4 億美元左右3。整體計算大學之全部歲入當中，約有近
23%之資金來自聯邦政府。

圖 2 Stanford 大學歲入來源

（三）

Yale

Yale 屬於教學與研究任務並重的私立大學，但技轉規範內容上與公立研究機構相差無幾。
根據 2014-2015 會計年度財報，Yale 2015 年之歲入將近 33 億美金，其中約有 20％的收入來
自研究補助與契約，而來自美國聯邦政府之研究補助在 2015 年為 5.07 億美金，2014 年則將
3

August 31, 2015 & 2014, Stanford University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http://bondholderinformation.stanford.edu/pdf/SU_AnnualFinancialReport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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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13 億美金，佔全部研究補助與契約收入之 75.3％，佔總收入約 15％。在聯邦政府補助
中，3.55 億美元經費來自美國聯邦衛生及公共服務部（DHHS）4。
利益衝突的考量重點並不在利益的數額多寡，而是研究品質與機構公正性。Yale 的利益
衝突規範體制原則上相信機構成員的自律，但仍然維持特定的機構監督手段。依照 Yale 的技
轉政策附錄 C（COI Policy Appendix C）之規定，全職的機構成員禁止在外部公司擔任涉及公
司業務執行的高階經理人（operating officer），且在技術移轉之後，發明人應盡可能遠離其發
明 （Should be away from the invention he/she developed as far as possible）5。

圖 3 Yale 大學歲入來源

（四）

MIT

MIT 為美國私立大學，在世界學術研究排名名列前茅，機構的主要目標在於教學及學術
研究。在收入來源方面，以 2015 年會計年度為例，MIT 的歲入約 33 億美金，研究收入來源
（Research Revenues）主要分為總校區、國防部委託之林肯實驗室及新加坡分校三者，加總
計算後 MIT 之聯邦補助（Federal Sponsored）比例約為全部研究收入之 83.7%，佔整體歲入
將近 42%6。

4

Yale Financial Report, p.6-7, http：//you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2014-2015_annual_financial_report_0.pdf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Appendix C, http：//you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coi_policy.pdf
（Aug. 24, 2012）.
6
MIT Report of the Treasurer, p.43, http://vpf.mit.edu/about-vpf/publication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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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MIT 大學歲入來源

（五）

NIH

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為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下轄的政府機關，其法定任
務並不包括任何管制性的公權力行使，而純粹是透過補助各類基礎與應用研究，以推動公共
衛生與醫療發展。但由於其可透過研究補助而引導全國生醫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仍具有一
定的政策決定權限。NIH 在 2015 年之年度預算為 323 億美金，當中 80%投入於補助全美與世
界各地將近 2500 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院外研究 extramural research」，補助研究人員約 30
萬人；預算的 10%則用於支助 NIH 內 27 個研究所或中心共約 6000 名研究人員從事「院內研
究 intramural research」7。
（六）分析與小結
五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屬性不能僅從「設立者」為公部門或私部門而簡單區分。UC 雖由
加州政府所設立，也有州政府經費的挹注，但其全部「運作經費」來自公部門之比例，相較
於其他私立大學並未明顯較高。相反地，Stanford, Yale 與 MIT 雖皆為私立大學，但其歲入經
費來自公部門之比例，並不低於 UC。而無論是在資源利用、公共資金研發成果的技轉決策與
人員忠誠義務上，該等私立大學也並未出現較寬鬆的利益衝突規範。至於 NIH 的公部門色彩
也因其肩負了分配公共研究資源、引導國家生醫公衛科學研究方向的任務，在相關的利益衝
突規範上，確實明顯更為嚴格。

7

https://www.nih.gov/about-nih/who-we-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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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無 COI 專責組織／COI 專責組織與技轉部門間的關係

Berkeley

利益衝突專責組織主管機關為 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 Research Administrations
and Compliance Office，審議單位為 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tee，其行政幕僚單位為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and Compliance Office。

Stanford

由研發副校長（Vice Provost and Dean of Research, DoR） 監督利益衝突事務，各學
院應自行指派專責處理利益衝突的副院長或行政主管審查成員的利益衝突事項。
設有專責組織，在副校長下設有利益衝突委員會 (the Provost’s Committee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COIC）與利益衝突辦公室 (Conflict of Interest Office, COI Office) 二專責

Yale

MIT

NIH

（一）

組織。技轉部門為 Office of Cooperative Research （OCR），OCR 須在確認 COIC 完
成利益衝突審查後，始能簽訂授權契約。
設有專責組織，在研究副校長（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之下設有一位 COI
Officer 統籌 COI 行政事宜，並且另外設立 Ad Hoc Committee 審查 COI。而負責技
術移轉的 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必須在確認完成利益衝突事項之審查
後，始能簽訂授權契約。
COI 的管理由 Ethics office 專責處理，非由主管技轉事務之辦公室負責，Ethics 辦公
室隸屬於 NIH 院長室。

UC Berkeley

加州大學具有一份高標準的教職員行為準則：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culty Handbook
and the Academic Personnel Policy Manual。所有加州大學所屬教職員，皆受其規範。在 UC
Berkeley，負責確保此一行為準則規範被遵守的利益衝突專責主管組織，為 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 Research Administrations and Compliance Office ，審議單位為 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tee，其行政幕僚單位則為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and Compliance Office。其彼此間的
關係可參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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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 組織關係圖

UC Berkeley 的利益衝突委員會（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tee）負責 UC Berkeley 所有
「研究計畫」財務利益揭露之審查及評價，並決定審查後所應採取之措施8 。事實上，倘若
任何教職員或關係人針對利益衝突問題有所疑慮，皆可聯絡 UC 各學區之 the Campus
Conflict of Interest Coordinator 以釐清之9。另外，Berkeley 負責技術移轉之專責機構為
Off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Industry Research Alliances （IPIRA）下轄之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OTL）。加州大學利益揭露及衝突之處理政策，要求研究人員揭露超
過一定門檻，且有合理理由認為可能影響研究計畫之顯著個人財務利益10。原則上，凡是涉
及研究客觀性之利益衝突（Research Conflict of Interest），以及涉及研究人員忠誠義務衝突
（即兼職許可與否）（Conflict of Commitment）之事項，皆由利益衝突委員會管轄。就技術
8

http://researchcoi.berkeley.edu/about.html ; See also, http://compliance.berkeley.edu/conflict-of-interest
在 Berkeley 為 Laila DeBerry, Enterprise Risk Analyst/Conflict of Interest Coordinator,
http://www.ucop.edu/general-counsel/legal-resources/conflict-of-interest-coordinators.html
10
This Policy is not directed toward the disclosure of financial interests of the Investigator in an individual sponsor;
rather this Policy is directed toward disclosure of any significant personal financial interests which exceed the threshold
for disclosure and that would reasonably appear to be direct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work performed under a
sponsored projec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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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問題，若涉及專利的專屬授權，且計畫主持人（PI）在該提供經費贊助者（sponsoring
entity）有財務利益時，則 Patent Administrator 必須與利益衝突委員會共同審查11；教職員若
涉入新創公司（start-ups），亦必須經由利益衝突委員會審查12。
（二）

Stanford

由研發副校長 （Vice Provost and Dean of Research, DoR） 與各系所共同管理利益衝突
事務13 ，各系所由系主任或院長指定副院長或行政主管 （Cognizant dean or COI program
administrator） 審查利益衝突事項，各學院須自行建立利益衝突審查程序，並由 DoR 擔任
監督角色14。技轉事務則由技術移轉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OTL） 負責，
OTL 在技術移轉事務上會藉助 Outsid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Certification System（簡稱
OPACS）系統參考校內的利益衝突資料。
（三）

Yale

Yale 在副校長室（The Provost’s Office）下設立利益衝突審查委員會（The Provost’s
Committee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COIC）與利益衝突辦公室（Conflict of Interest Office），處
理其教職員與學生在大學事務中可能涉及的利益衝突問題15。前者負責審查可能的利益衝突
與決定處理方式，後者則負責處理教職員與學生申報利益事項相關的行政工作。利益衝突委
員會主要負責對校內約 3000 位教職員所申報的顯著財務利益，進行個案式（ad hoc）的審
查，以決定該個案是否出現利益衝突，並決定處理方法。上述利益衝突辦公室有四位職員，
利益衝突委員會則由 20 位來自校內不同單位的委員組成，委員中並無外部委員。相對地，
倫理委員會（IRB）則可能有外部委員參與。依據訪談內容，利益衝突委員會每月開會一
次，平均每月約審查 20 件至 30 件的申報案。
Yale 的專利申請與技術移轉工作，由合作研發辦公室（Office of Cooperative Research,
OCR）負責。在專責機構完成利益衝突審查之前，不會結束授權契約的簽訂工作，但是，契
約的協商與利益衝突的審查可以同時進行。
（四）

MIT

MIT 之 COI 管理機制組織架構方面，乃是在學術研究副校長（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Personnel Policy Manual （APM）-028, at 2.
An Inventor’s Guide Technology Transf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18,
http://ipira.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shared/docs/InventorsGuide.pdf
13
Stanford University Condlict of Interes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8. Who will see my repot?
http://web.stanford.edu/group/coi/faq/faq.html#q8
14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1 Facul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faculty-policy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nchor-614
15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6 （Sept. 18, 2015）;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II.A.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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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下設立一位 COI Officer（如下圖 2 及圖 3 中紅色標註所示），在須要提出 COI
Management Plan 時，則因應需求設立 Ad Hoc Committee 進行審議，除了負責審議利益衝突
事項的固定成員外，另外也會邀請當事人及其所屬系所主任參與。

圖 6 MIT 組織架構圖

19

圖 7 MIT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下之 Office of Sponsored Programs（OSF）組織架構圖

（五）

NIH

利益衝突的管理工作，由 Ethics office 專責處理，並非由主管技轉事務之辦公室負責，
亦即技轉遇到利益衝突問題時，是回到 Ethics Office 來處理。Ethics 辦公室則隸屬於 NIH 院
長室16。
NIH Ethics Program 的主要任務，是要協助 NIH 完成促進大眾健康的目標，為了達到此
一任務，Ethics 辦公室必須確保 NIH 員工符合聯邦政府所規定的要求，NIH 旗下各個單位，
也各自有負責 COI 的人員來處理相關事務，NIH 員工遭遇任何關於 COI 的問題時，也可以
與這些人員聯絡，相關人員的聯繫方式均上網公佈17。

16
17

NIH Organization Chart, https://interodeo.od.nih.gov/nihchart/docs/NIH_Org_Chart.pdf
NIH Ethics Program Overview, https://ethics.od.nih.gov/overview.htm
20

三、

財務利益揭露時機

Berkeley

研究經費來源為 PHS、NSF 和私部門者，必須每年揭露其財務利益。
在出現新的財務利益時，亦須揭露之。

Stanford

校內人員須年度申報；研究計畫取得補助獲得 PI 資格時亦須個案申報。

Yale

MIT

1. 全職人員、行政人員、委員會成員須每年揭露。
2. 研究參與者須於申請研究經費時個案揭露。
3. 經揭露之利益若發生變化，應於變化出現後 30 日內更正。
1. 原則上全校成員皆須提交年度 COI 報告。一定層級以上主管對校方提交 COI 報
告，其他成員之報告對象則為其主管。
2. 研究參與者須於申請研究經費時，進行個案式的揭露。
3. 經揭露之利益若發生變化，應於「合理期間」（一般為 90 日）內更新或更正。
1.下表所列的研究者的利益或他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就算是顯著的財務利益：
（1）SFI 定義是，任何的公開交易，如果所有的在這計畫，財務揭露的日期前 12
個月，所獲得總數超過 5000 元美元（含薪水、任何因為服務所帶來的給付，包括
諮詢費、演講費、作者的著作費、股票、股權或是擁有權，他的合理或公開的市
場價值去計算）。
（2）非公開交易之顯著財務利益亦同。
（3）智慧財產的權利與利益，例如專利、著作權，接受或收入與此有相關。
2. 研究者需揭露任何旅行支出的給付或贊助（即便研究者自行出資錢）
，雖未直接給

NIH

（一）
1.

予研究者金錢，但相關行為亦需受到規範，但若為機構所排除者除外。
3. 顯著利益排除條款：
（1）薪水或是已被聘僱或指派工作所獲得的薪水。
（2）智慧財產的權利是給機構的，再由研究者所分享的權利金。
（3）若為機構（無論是商業性或是利益導向的組織）所有權都不算。
（4）藉由投工具例如共同基金或是退休帳戶，若研究者沒有直接控制投資工具，
得到的收入接排除。
（5）聯邦、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為高等教育所舉辦或是學術性教學醫院，如醫學中
心或者是跟這些教育機構有合作的，演講、教學所得到的收入。
（6）擔任聯邦、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資訊委員、稽核委員所得到的收入亦排除。

UC Berkeley

財務利益之揭露義務，因研究經費來源之不同而有異。若為 Public Health Service
（PHS）或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等由聯邦提供經費之研究（federally
sponsored research），應遵守美國聯邦法律之要求。若研究經費來自於私人（private
sponsors of research），則依據加州大學本身之政策規定（此規範係根據加州州法

21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Title 2, Section 18702.4（c）制定）處理：
（1）

Public Health Service（PHS）
申請 PHS 研究經費者，無論在研究計畫中實際擔任之地位或職稱為何，只要實質上
負責研究之設計、進行及報告18，皆須揭露其財務利益，且皆為公開上網之資訊19。聯邦
法律關於 PHS 所贊助或補助之利益衝突規範，為 42 C.F.R. Part 50, Subpart F and 45 C.F.R.
Part 94，NIH 為 PHS 之分支機構，其規範相同，要求在接受贊助期間，至少每年必須揭
露其財務利益（包含其配偶、已登記伴侶及其受扶養子女之利益）
，另若獲知或發現新的
20
顯著財務利益，應於三十天內揭露之 。
（2）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Awards21
NSF 之研究人員揭露義務規範，同樣每年必須提交揭露表，在獲得新的財務利益時
亦必須揭露之（包含提交時過去十二個月之既有利益以及未來十二個月的預期利益）
。其
有一「自願揭露」之制度：當研究人員不確定特定財務之安排或關係是否涉及利益衝突
問題，可選擇自願揭露，由大學決定後續應採取之處置；另外利益衝突專責機構，亦可
針對特定人員要求其每年定期揭露，以替代其在個別研究計畫中的利益揭露。在 NSF 規
範之下，要求完全揭露所有「相關財務利益」
（related financial interests），不過財務利益
揭露本身並不代表自動認定有利益衝突，其由隨後的獨立實質審查委員會認定。即便沒
有顯著之相關財務利益，NSF 亦要求必須填寫利益揭露表，此義務與上述在受補助期間
內每年／新獲取之利益揭露義務是不同的。
（3） 私部門（Private Sponsors of Research）之利益揭露
研究人員之利益揭露時機，同於 PHS 之要求。
2.

所應揭露之利益定義：

（1） 研究贊助上的「財務利益（financial interest）係指，A. 直接或間接接受 2,000 美元
或以上的投資22；B. 主管、合夥人、受託人、僱員或任何其他於贊助單位的管理職位；
C. 來自贊助單位的收入，包含在此贊助最近 12 個月以內接受或被承諾總額超過 500 美
元的諮詢費；D. 一項或一項以上在受到贊助前 12 月以內提供總額達到或超過 Political
Reform Act 雙年度限額予 PI23的饋贈；
（2） 「非直接投資」或「非直接經濟上投資」：A. 其配偶、國內登記伴侶或未成年子女
對贊助者具有經濟利益；B. PI、PI 其配偶、PI 之已登記伴侶或受扶養子女直接或間接
擁有，或受益超過 10%以上商業實體或信託，在贊助者研究上具備經濟利益；

18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Co-Investigators, Collaborators, Consultants, and any other individual who has
responsibility for designing, conducting, or reporting of research funded by PHS or proposed for such funding.
19
Disclosure of Financial Interests & Management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Public Health Service Research Awards, at
2.
20
Id, at 5.
21
https://www.nsf.gov/pubs/policydocs/pappguide/nsf14001/aag_4.jsp
22
Government Code Section 82034.
23
Principal Investigator，計畫主持人，下同。
22

（3） 「equity（ownership）interest」定義為：PI、PI 其配偶、PI 之已登記伴侶或受扶養
子女有超過 2,000 美元或以上對於贊助者的投資；
（4） 「饋贈」（Gifts）定義為：未提供任何相同或以上對價之來自捐贈／贊助者之物。
（二）

Stanford

教職員與其配偶、受撫養親屬、同居人在外所有與其職務上責任有關聯之財務利益應予
揭露。涉及下列交易者亦同：贈與、贊助計畫、技術授權規劃、人體或動物及幹細胞實驗的
協定、材料轉移與合作協議、特定採購。前開財務利益之範圍包括：酬勞、諮詢費用、酬
金、股東權益、股票或選擇權、非本校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之授權收入、配偶所得的薪資。
以及各種利益涉及人員職務責任、研究、教學、教育、行政或臨床照護等服務者。
當教職員進行利益揭露時，由所屬系所主管與 DoR 主管審查揭露內容，審查內容包含
財務利益其是否達到顯著標準，且是否涉及一位以上的教職員，如財務利益為顯著且被確認
為影響其職務責任，其將會被認定為構成財務利益之衝突 （FCOI），並視其影響教學研
究、行政臨床等職務的程度，給予控管利益的建議。當事人應決定是否停止其研究，或除去
其 COI，或停止參與受影響的職務。必要時則應採取緩和利益衝突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
公開揭露其 FCOI、接受 COI 訓練並向涉及的人員說明、接受獨立監管、調整或停止部分或
全部職務24 。
顯著財務利益（SFI）之判斷標準：持有非公開公司（例如新創事業）具有股權性質之
利益；從股票公開交易之公司所取得大於 5,000 美元之利益；從單一機構每年取得 5,000 美
元以上之利益；或從單一公司或組織取得大於 5,000 美元之利益。
當涉及之財產利益高於 10,000 美元時，將被直接認定為 FCOI，受調查人應主動說明理
由與其參與關係，以證立其繼續參與的正當性；否則應減少涉及的財務利益金額（例如轉讓
持股），或者不得在校內進行該工作，或者至別處進行工作。當涉及的財物利益係關於技術
轉移時，其協議需經 DOR 同意。
（三）

Yale

顯著財務利益的揭露分為兩種情形：定期揭露（annual disclosure）與個案揭露（ad hoc
disclosure），前者為每年定期揭露，後者則在申請研究經費補助時進下揭露。
依照 Yale 利益衝突政策 section II.A 規定，全職人員或每週工時高於法定工時半數（20
小時）與校內各負責研究內容審查的委員會成員負有每年揭露顯著財務利益之義務，非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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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University DoResearch, Conflict of Interest: Eliminating, Mitigating, or Manag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Research,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research-scholarship/conflicts-interest/overview-conflicts-interestcoi#assessing-conflicts-of-interest-in-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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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人員，但負責研究的設計、實施、結果回報之人（包含學生），則負有基於所參與之研究
個案揭露顯著財務利益之義務25。
應向利益衝突辦公室申報之顯著經濟利益，原則上以 10,000 美元為門檻，自股票公開或
非公開交易之公司受有逾 10,000 美元之報酬，或自己所有的智慧財產權授權收入逾 10,000 美
元者，應申報之。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逾 5％，或持有任何非公開公司股份者，亦應申報。
若研究人員在任何組織中擔任法律上負有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之職位，則視為存在顯
著財務利益，也屬於須申報的資訊。但若研究經費來源機構有更嚴格的規定，則以該機構為
準，例如若申請 NIH 補助之研究經費，則依照 NIH 規定以 5,000 美元為顯著財務利益申報之
門檻。當顯著利益狀態發生變化時，應於 30 日內更新揭露內容，可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亦
須納入申報範圍內。
倘若當事人過去 12 個月所收受的顯著經濟利益高於 100,000 美元，則利益衝突委員會將
會針對申報內容進行更高密度的審查，例如針對所收取經費的基本用途進行審究26 。Yale 原
則上並不禁止全職人員於外部企業兼職，但須符合特定條件：時數合計不得多於每周一日27，
且須申報並經過副校長或系所主管同意、不得擔任管理階層職務（C-level officers）28。此外，
依據個案情況，利益衝突委員得要求採取消除義務衝突疑慮的相關措施，例如要求當事人退
出研究，或以請假或借調方式參與兼職。
（四）

MIT

原則上全校成員皆須提交年度 COI 報告。一定層級以上的主管，則必須對校方提交
COI 報告，其他教職員之提交報告對象，則為其上級主管29。
1.

在提出 Grant Proposal 之前，當下列對象具備「顯著財務利益」（SFI）時亦應為之：

（1）
（2）
（3）
1.

當事人；
當事人及其親屬；
當事人其親屬，但須證明其經濟利益為與當事人之職務有關30。

關於「顯著」經濟利益之定義31，MIT 之規範如下：

（1）

近 12 個月以內自美國或海外公開發行公司接受超過總額 5,000 美元酬勞或有價證

25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II.A.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II.E.
27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7, section XX. 3.
28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7, section XX. 3.
29
MIT Policies & Procedures, 4.4 Conflict of Interest, http://web.mit.edu/policies/4/4.4.html
30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olicy and Procedur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Research p.3,
http://coi.mit.edu/sites/coi/files/uploads/coi-policy-2016-01-26.pdf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terest (SFI) means a
financial interest that meets any of the criteria for significance set forth below and is received or held...”)
31
Id. (“A financial interest is deemed to be significant if...”).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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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2） 自美國或海外公開發行公司接受超過總額 5,000 美元酬勞或有價證券，且該機構目
前贊助當事人任一項研究計劃；
（3） 自美國或公開海外公開發行公司接受超過總額 100,000 美元酬勞或有價證券，且該
機構或其分支機構的商業行為被合理認為與當事人的職務有關；
（4） 近 12 個月以內自美國或海外非公開發行公司或非營利組織接受超過總額 5,000 美
元酬勞或有價證券；5. 任何美國或海外非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6. 近 12 個月以內
自美國以外政府組織接受超過總額 5,000 美元酬勞或有價證券；7. 總額超過 5,000 美元
由非 MIT 之公司所支付之智財權收入或利益。
（五）
1.

NIH

何謂「顯著利益」？可分為二：
（1）

（下表所列的）研究者本身之利益，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即屬顯著

的財務利益：
A. 財務揭露的日期前 12 個月，任何公開交易，所獲得總數超過 5000 美元，這裡
面包括薪水、任何因為服務所帶來的給付，包括諮詢費、演講費、作者的著作
費、股票、股權或是擁有權等，以其合理或公開的市場價值去計算。
B. 上述項目非公開交易者凡超過 5000 美金，即應揭露。
C. 智慧財產的權利與利益，含專利、著作權，接受或收入與此有相關。
（2） 揭露任何旅行支出的給付或贊助，縱使與研究者無直接對價關係，相關行為亦
含在內；例外為行為是機構所排除者。
2.

顯著利益排除條款：
（1） 薪水或是已被聘僱或指派工作所獲得的薪水。
（2） 智慧財產權利屬於機構所有，而研究者則屬分享權利金。
（3） 若為機構（無論是商業性或是利益導向的組織）所有權，均不計入。
（4） 如果是藉由投資工具例如共同基金或是退休帳戶，只要研究者沒有直接控制投
資工具，所獲之收入，均不計入。
（5） 凡是聯邦、州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為了高等教育所舉辦者，或是學術性教學醫院
（例如醫學中心或是跟這些教育機構具有合作關係者），其演講和教學所得之收入，均
不計入。
（6） 擔任聯邦、州政府或地方政府之資訊委員或稽核委員所得之收入，亦不計入。
何謂利益衝突？是指顯著的利益可能直接、顯著影響到 NIH 支持的計畫設計、執行和
報告。又可分為兩種，一為真實利益衝突（Real COI）和明顯利益衝突（Apparent
COI）分別舉例如下：
（1）

Real C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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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2）
A.

舉例一：配偶是外部計畫人員（例如健康科學委員會），在當地的大學負責經
費的籌劃。因為配偶的薪水是跟 NIH 人員一起計算，因此要當成 NIH 的人員
的利益。
舉例二：NIH 人員擁有藥廠股票若超過 15000 美元，則構成利益衝突，不能夠
參與任何的事務，除非這個衝突已經被解決。
中心行政人員獲得許可在校外某傢俱公司工作，若中心正要採購傢俱，且這家
傢俱公司老闆也競標，這個行政人員就不能參與該事務，必須迴避。
舉例四：對於何未來人員可能到任或正協商未來到任的外部組織，人員不得以
個人名義參關於與此外部組織的任何活動，除非該衝突已經被解決。
Apparent COI：
定義：
a. 親友；
b. 個人或組織上有生意、契約或是其他金錢上的往來；
c. 個人或組織的配偶、父母或成年兒女正在找相關的工作或有擔任職
務；

B.

C.

（3）

d. 個人或組織在過去一年內曾經擔任相關職務如公務員、主任等；
e. 參與組織活動。
舉例一：若某機構準備購買新地毯和傢俱，而行政人員的兄弟開了一間傢俱
行，該行政人員即因家庭關係而有利益衝突，因此，除非解決該衝突，否則不
能經手該事務。
舉例二：僱員在六個月前已經結束外部活動，但在外部活動結束後的一年內，
此僱員公務上還是不能參與之前雇主有參與的事務，除非這衝突已經被解決
32
。
FCOI：Human Subjects

A.
B.
C.
D.

不得擔任贊助臨床試驗的商業公司的主任、公務或其他可以做決策的職務。
不得持有贊助臨床試驗公司股票或選擇權（除非少於 15,000 美元）。
不得接受贊助臨床試驗公司邀請，擔任諮詢者的報酬。
不得接受贊助臨床試驗公司演講而取得報酬。

E.
F.

個人不得接受贊助臨床公司的非研究的旅遊或禮物。
不得領取臨床試驗研究產品或因臨床試驗研究受益的相關產品的授權金、專利
金。
不得接受因收納研究病人參與研究或因研究結果所獲得的報酬。
不得有其他與該商業贊助者的個人或外部關係。

G.
H.

32

NIH Policy Manual 2400-04-Manag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Bias,
https://oma1.od.nih.gov/manualchapters/ethics/24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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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4）

不得擁有與臨床試驗有關之相關產品，或若擁有，持有不得超過 15000 美元。
不得參與 IRB 或是 Data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DSMB)決定，且有可能影響
到配偶的老闆決定。
非 FCOI：有相關的決定權33。

揭露顯著財務的時間點為每次要申請時，亦即每名研究者要參與 PHS 或 NIH 研究
時，要對指定辦公室做揭露，確定時間則由機構決定；而當研究者獲得新的財務利益
時，就要在 30 天內揭露。34

四、

揭露財務利益之資訊是否對外公開
Berkeley

原則上僅在必要的基礎範圍內與校方分享。但在加州法律和 PHS 規範
下，向校方揭露的資料若經請求須對外公開。

Stanford

原則上不公開，僅供校內機關參考，除非有依法須公開之狀況，例如
HHS 經費贊助的研究計畫適用聯邦資訊公開法 （FOIA） 規定。

Yale

原則上保密，揭露的資訊僅在校內有關人員依規定行使其職權，或依法
令或契約規定與研究經費來源機構分享或公開資訊時公布。

MIT

原則上不主動對外公布，相關人員可以書面方式向 Office of Sponsored
Programs 申請，但須填具包含申請理由等資訊以供審核。

NIH

是。NIH 的專利、技轉合約或是 CRADAs 都要公開所有內容。
當發表演講或是文章時，要揭露利益衝突。
做臨床試驗時，財務利益衝突要直接向受試者公開。

（一）

UC Berkeley

個人向學校所為之財務申報細節作為機密處理，並僅在必要的基礎範圍內與校方分享。
研究經費贊助者若請求，申報資料亦會與之分享。除了這些明定的和有限的內部揭露外，所
有資料都是機密的。然而，在加州法律和 PHS 規範下，向校方揭露的資料，若經請求，則

33

https://ethics.od.nih.gov/procedures/SOP_21_v4_10-20-2015_AppendixDv4-8-2016.pdf

34

http://grants.nih.gov/grants/policy/coi/FCOI_presentation_201204.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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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對外公開35。
（二）

Stanford

DOR 建置 OPACS 系統來管理受許可人員所申報的利益資料，但資料不對外公開。在與
PHS 相關的研究計畫中，可以例外提出申請。但未對一般公眾開放。
（三）

Yale

為確保人員能無後顧之憂主動揭露外部活動與財務利益，向利益衝突辦公室申報的資料
原則上不公開，並盡可能保持其機密性（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 disclosures will be respected
as far as possible.）。揭露的資訊僅在校內有關人員依校內規定行使其職權，或依法令或契約
規定與研究經費來源機構分享或公開資訊時公布，例如 PHS 經費補助的研究計畫36。
（四）

MIT

FCOI 揭露內容可以書面方式向 OSP（Office of Sponsored Programs）申請37。但相關資
訊並非可直接申請即取得，仍須經過校方的審核，同時申請者必須填具包含申請理由在內的
相關資料。
（五）

NIH

NIH，的財務利益資訊依照身分別分為公開與非公開兩種類型。第一類適用於資深職位
人員，包括 NIH 院長、副院長，院長辦公室內直接向院長報告之幕僚人員、各所主任與副
主任、各所臨床主管（Clinical Director）、各所科學主管（Scientific Director），以及負責院外
補助、合作與委託計畫且直接向各所主管負責之承辦人員，應於就任後 30 天內進行財產申
報，其後每年申報或發生財產變動後 45 天內動態申報，該等申報資訊屬公開資訊。38 第二
類適用於非資深職位但負責特定業務之人員，所申報之財產資產則為非公開之資訊。39 此
外，上述兩類人員以及所有從事以人為對象之試驗的研究人員，另需特別申報與受到 NIH
業務影響之組織 SAO（Substantially Affected Organizations）之間的財務利益，但該等資訊仍
屬非公開之資訊。40 至於科學研究發表論文或對外演講時，則應自行公開揭露利益衝突之

35

See Government Code Section 87314. (a): A board, commission, or agency of a public pension or retirement system
shall attach to its Conflict of Interest Code an appendix entitled "Agency Positions that Manage Public Investments for
Purposes of Section 87200 of the Government Code." The appendix shall list each position with the board, commission,
or agency for which an individual occupying the position is required to file a Statement of Economic Interests as a
public official who manages public invest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87200. The board, commission, or
agency shall post the appendix on its Internet Web site in a manner that makes it easily identifiable and accessible by
persons who view that Web site.
36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II.A.
37
FCOI Public Information Request Form, http://coi.mit.edu/contact-us/fcoi-public-information-request-form
38
https://ethics.od.nih.gov/topics/senior.htm; https://ethics.od.nih.gov/forms/OGE-278-T.pdf.
39
https://ethics.od.nih.gov/topics/450-info.htm.
40
https://ethics.od.nih.gov/procedures/HHS-717-1-Employee-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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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41。

五、

高階主管的 COI

Berkeley

高層教職人員負有比其他員工更高的揭露義務，包含所持股份與房地產等。

Stanford

行政人員之財務利益涉及與外部機構相關的採購或以人為對象之研究，應
加以申報。

Yale

經校長指定的高級行政主管，需要每年向法務副校長室揭露財務利益與外
部活動。

MIT

除提出年度 COI 報告之外，若須申請研究經費，亦仍須提出 COI 報告。

NIH

資深的僱員被要求公開與內部兩種財務報告方式，也需報告從參與公司所得
到的財務利益，並須在得到利益的三十天內到 GPO 網站報告。所有在外的
活動，或從外部獲得的饋贈，要經過 NEAC 的審核，最後由 DEC 來決定。

（一）

UC Berkeley

高高層教職員（例如加州大學校長、柏克萊分校教務長等）負有比其他員工更高的揭露
義務，包含所持股份、房地產等。高層職員可能在校外有技術移轉或財務利益，但將權力和
決策兩者分離的防火牆，仍須建立並適用之。同時，管理計畫有必要在程序中加入更多人參
與42。
（二）

Stanford

各學院院長每年均須向 Dean of Research 申報 COI 資料43。若行政人員涉及對外部機構之
商品或服務的採購或該行政人員與其下屬涉及為外部機構利益之以人為對象之研究，則該利
益均應予申報44。
（三）

Yale

41

HRPP SOP 21 v.4 Conflict of Interests Requirements for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Staff,
https://ethics.od.nih.gov/procedures/SOP_21_v4_10-20-2015_AppendixDv4-8-2016.pdf
42
Se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olicy 2.600 (Senior Management Group
Outsid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http://regents.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regmeet/jan10/c5attach1.pdf
43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1 I.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chool Deans,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faculty-policy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nchor-616
44
Stanford University DoResearch, Conflict of Interest：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research-scholarship/conflicts-interest/overview-conflicts-interest-coi#otherrequirements-for-phs-funded-research
29

根據訪談內容，OCR 的主管個人並未持有任何公司的股票；除了一般性的利益衝突規定
外，經校長指定的高階行政主管，需要每年向法務副校長室（th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Counsel）揭露財務利益與外部活動45。
（四）

MIT

高階主管若要申請 Grant 進行研究，仍須提出 COI 報告。實際上 MIT 一定層級以上之
各級主管以及其他其從事之行為負有避免利益衝突義務者，必須履行以下義務：
1.
2.

每年以書面聲明其知悉相關規定；
保證其並未有利益衝突的情況存在；

3. 舉報任何自身有利益衝突發生之虞的情形。其他非屬上述之教職員工則須在年度的機構
外活動報告中提供類似項目的資訊予其主管46。
（五）

NIH

資深官員之定義：
1.
2.
3.
4.

NIH 院長、副院長。
各所主任與副主任。
各所科學主管。
各所臨床主管。

5.

負責院外補助委託合作計畫且直接向各所主任負責之承辦人員。

根據聯邦法規規定（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資深官員被要求進行公開與非公開
之兩種財務報告，且也需報告從參與公司所得到的財務利益，這些利益包括買賣、繼承、收
受禮物，再投資子公司等所得到的財務利益。資深官員在外的所有活動，或從外部獲得的餽
贈，皆須經過 NEAC（NIH Deputy Ethics Advisory Committee）的審核，最後由 DEC（NIH
Deputy Ethics Counselor）來決定。此外，HHS（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倫理守則禁止資深
官員持有具有實質影響組織的財務利益；離職時之底薪在 SES Executive Schedule Level II 的
86.5%（2016 年 1 月是 16 萬 111.5 美元）以上者，尚必須依 senior COI 來呈報。
此外，資深官員不得在任何實質受 NIH 業務影響之組織(SAO，包括生物技術、藥物、
醫療材料公司或相同利益的組織）中，持有超過 15,000 美元價值或超過 1%股權的股票，且
資深官員所持有的全部 SAO 的股票價值，不得超過其全部財產投資的半數。47

45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II.A.3.
MIT Policy & Procedures 4.4 Conflict of Interest, http://web.mit.edu/policies/4/4.4.html (”Accordingly, members
and officers of the Corporation, Institute senior officers...”)
47
https://ethics.od.nih.gov/topics/sao/sao-guidance.htm.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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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個人可否在外兼職 （conflict of commitment）

Berkeley

可以，兼職時間限制：學年員工一年 39 日、會計年度員工一年 48 日。
兼職活動分三類，最嚴格者須 Chancellor 事先批准、每年申報。

Stanford

禁止擔任管理職務，或任何隱含管理責任意涵的職位；外部兼職以每學季 13 日為
限，相當於每周一日。
學術性兼職：原則上不得接受其他機構的正式教職。
非學術性兼職（如企業顧問）：可以，但合計不得逾每周一日，須向 COIC 申報。
機構團體管理職務：原則不允許。
擔任公司董事：不禁止，但須經 COIC 審核。

Yale

1.
2.
3.
4.

MIT

禁止 faculty 在外擔任 C-level 管理職，但注重實質更勝於名稱。原則上在 Start-Ups 中
之兼職（包含有給職或無給職）應受每週最多 1 日之上限（一學年 39 日）。

NIH

NIH 是屬於政府機關，員工兼職適用聯邦政府公務員的相關法規。

（一）

UC Berkeley

根據加州大學職員手冊規定(Academic Personnel Manual (APM)-025: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Outside Activities of Faculty Members)，學術人員在外兼職之限制如下：
1.
2.

兼職時間限制48：學年員工一年 39 日、會計年度員工一年 48 日
兼職活動分成三種類型，同時符合兩種類型以上則以要求較嚴格者為準：

（1） 類型一最容易出現義務衝突的情況，因此規範最嚴格，須 Chancellor 事先批准、每
年申報。此類型包含（不限於）：
A.
B.
C.
D.
（2）
A.
B.
C.
D.
E.

48

在教育機構、政府機構、基金會等校外機關，從事教學、研究等。
校外的受雇工作。
擔任公司之發起或共同發起人。
於校外擔任行政或管理職務。
類型二較不易出現衝突，只須每年申報。此類型包含（不限於）：
由大學額外支薪的教學課程。
以專家或職業上的證人從事顧問或檢驗工作。
從事外部顧問服務，或以一人公司或個人名義提供專業服務。
在外部機構擔任董事。
為企業舉辦工作坊或參與研討會。

APM-025,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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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為與校方有特別合作關係的校外機構擔任顧問或受雇工作。（例如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與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3） 類型三最不可能出現衝突，不須事先批准或每年申報。但仍須以不妨礙員工對學校
的義務為前提。此類型包含（不限於）：

B.
C.
D.

服務於政府或特定職業的專門小組或委員會，或在私人、學術協會擔任幹事或委員
會成員。
編審稿件；擔任編輯職位。
參加學術討論會或會議上演講。
撰寫學術作品或其他原創著作。

E.
F.

在本職學術工作範圍內收取的禮金(honoraria)。
收受被定義為褒獎個人成就的饋贈獎金，而非服務的酬勞。

A.

（二）

Stanford

禁止擔任管理職務，或任何隱含管理責任意涵的職位49。外部兼職以每學季 13 日為限（13
days per calendar quarter），約相當於每周一日，此一時數限制在寒暑假或休假 （paid time off）
期間皆適用50。人員之研究活動應以學校為中心，可以在學校進行的研究，就不能接受外部資
助進行51。（must not…act as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n sponsored projects that could be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but instead are submitted and managed through another institution）。教職員
的外部兼職或諮詢契約須於契約條款中載明：若發生義務衝突，以大學之勞動契約或校方與
其他第三方贊助者間之契約內容為優先。
（三）

Yale

學術性兼職：原則上不得接受其他機構的正式教職，例外允許但須經 Provost 同意並揭露
者：遠距教學合作計畫、於外校合開課程（原則上不得領取報酬）；例外允許且無須 Provost
同意或揭露者：研討會或聚會中的單次講課、系所所舉辦的暑期課程且未另外收受報酬、非
互動性的線上課程52。

49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5.3 Attachment A： Stanford University Requirements for Faculty
Consulting Activities and Agreements： Limitations on time spent as a consultant and type of responsibilities, https：
//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faculty-policy-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nchor-616
50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4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 for Academic Staff and Other
Teaching Staff,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cademic-staff-and-other-teaching-staff#anchor-653
51
Id.
52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7, section X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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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術性兼職（如企業顧問）：不禁止，但平均時間不得逾每周一日，須向利益衝突委
員會申報，並由系所主管或副校長決定如何處理義務衝突問題53。
若兼職涉及管理責任的負擔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ies），因涉及職務義務衝突的可
能性高，不論兼任管理的組織係營利或非營利皆應儘量避免。雖然 Yale 並不完全禁止擔任
外部機構的管理職務的兼職（例如學會理事），但須經 Dean 或 Provost 審查後提交利益衝
突委員會審查，且 Yale 的全職人員禁止在外部公司擔任涉及公司業務執行的高階經理人
（operating officer），即不得擔任 C-level 管理職務54。為了避免利益衝突，教職員可請求不
超過一年的留職停薪進行兼職。
在外部機構擔任董事：董事具有法定受任人義務，故擔任董事之事實須提交利益衝突委
員會審查，若當事人掌有行政職務，或在基於當事人之發明設立之新創公司擔任董事，事前
應與系所主管或副校長諮詢。當事人須遵從利益衝突委員會為防免利益衝突所決定的措施。
董事職位與其他非學術性的兼職時數合計不得超過每周一日。
（四）

MIT

MIT 禁止 Faculty 在外擔任 C-level 管理職，但注重實質更勝於形式。當事人原則上在
Start-Ups 中之兼職（包含有給職或無給職）應受每週最多 1 日之限制（一學年 39 日），但
某些職位者之上限可經其上級主管同意後另訂之。同時當事人應僅擔任顧問性質之角色，若
擔任管理職則應先向校方正式請假（take a leave of absence if engaging in a management role）
55
。
（五）

NIH

NIH 員工為聯邦政府僱員，必須遵守聯邦政府相關公務員的規定。為避免聯邦公務員
參與外界組織活動引起公務道德上的疑慮，NIH 人員參加外部組織活動應避免利益衝突也應
避免與官方政策相違背。相關規定如下：56
1.

禁止任職於實質受 NIH 業務影響之組織(SAO，包括生物技術、藥物、醫療材料公司或
相同利益的組織）
、受 NIH 補助之機構、醫療照護機構或醫療健康保險人等三類組織，
無論是否有償。例外：臨床、醫療、健康照護相關的專業執行，對個別病人的照顧。

2.
3.

禁止於上述三類組織進行有償的教學、演講、提供著作或擔任編輯。
禁止任職於販售或促銷上述三類組織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的組織，亦禁止自營該等業
務。
從事其他外部活動（非工作時間，非利用政府資源）時，則應得到事先的評估與審核。

4.
53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7, section XX. 3.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7, section XX. 4.
55
Conflict of Interest Guidance for Start-ups, p1, http://coi.mit.edu/sites/coi/files/uploads/coi-guidance-forstartups_rkg-0426-2013.pdf (“The researcher must...”)
56
https://ethics.od.nih.gov/topics/339-OA-Summary-8-05.pdf.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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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外部組織的活動，係為達成職務所需（在工作時間內），亦仍需事先核報。但若為
NIH 在特定組織的聯絡員，則不在此限。

七、

是否區分 licensed invention 與機構之研究／licensed invention 及其後

續研究之關係
Berkeley

區分，原則上後續研究僅限於測試行為，且須例外取得許可

Stanford

區分，利用校方資源的研發成果一律歸學校所有；授權後發明人應避免
繼續參與研究。

（一）

Yale

區分，利用校方資源的研發成果一律歸學校所有。

MIT

區分，當事人須確保後續研究與開發投入之資源應由被授權者自行提
供。

NIH

區分，一旦簽署就不可再用機構經費做研究。

UC Berkeley

校方若持有被授權人股份，則負有積極防免技術移轉後進行的研究所可能產生的利益輸
送 (“pipelining”) 行為的義務。當校方接受被授權人的股份利益後，必須藉由授權契約處理
其與被授權者後續之關係。雖然因對於原始已授權發明，該被授權公司有最佳的發展潛能，
但新的發明並不必然與原來已授權之發明有直接相關，因此，不應使原被授權公司自動擁有
新發明之排他權，而應挑選能最適當利用該技術的授權人57。前述規定不當然排除被授權人
在符合最適實施者條件下取得複數授權的可能性，亦不排除在合作研發契約中約定須負擔研
究支出的契約當事人取得合作研發成果之衍生發明授權之議約權之可能性58。
在校長或實驗室主管指定的特別委員會評估利益衝突風險後給予特別許可的條件下，研
究人員可以為授權技術研發成果進行臨床試驗或產品測試，惟基礎研究則不在此一特別許可
之列。但若是在並非該技術被發明之其他 UC 校區與聯邦能源部實驗室(DOE laboratories)進
行的研究行為，則不需要特別委員會許可59。
（二）

Stanford

57

Business and Finance Bulletin, Guidelines on Accepting and Managing Equity when Licensing University
Technology (Feb. 15, 2002), Section III.F. Future Relationships with Licensee,
http://policy.ucop.edu/doc/2520490/BFB-G-44
58
Id.
59
Id. Section III.H. Licensee-Sponsored Product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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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內人員（包含受雇學生）部分或全部參與研究之具有潛在可專利性之技術，只要使
用的學校資源高於偶然利用之程度 （more than incidental use），該技術即歸校方所有60。
若一發明有將被校內發明人所設立之新創公司商業化之可能，發明人原則上應退出研究
之參與。當一旦校方與他人簽署 agreement of an option to license （允許相對人利用技術，保
留授權的權利） 就不能使用校內資源進行相關的研究，以維持兩種任務與利益間的分離
61
。（相對的，UNC 雖是州立大學，但規定相對寬鬆，只要換穿不同顏色的實驗服，同一人
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三）

Yale

基於避免利益衝突與大學公共性任務的考量，Yale 嚴格區分研究成果中公司資產與校方
資產的區分。依據 Yale 的專利政策，產學合作契約所得的技術成果，屬於校方的資產，而
非合作公司；任何人利用 Yale 的資源（under University auspices）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皆須
從速（promptly）於 30 日內向合作研發辦公室（Office of Cooperative Research, OCR）回
報，以供校方評估該技術之價值是否值得投資申請專利，若評估後認為無投資價值，則發明
人可自由處分此發明技術。根據委員會訪談內容，評估發明經濟利益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在於是否能取得專利申請程序投入之成本十倍以上的利益。而被授權人自 Yale 取得技術授
權後，後續基於授權技術所衍生的發明成果，亦歸屬 Yale。被授權人不會自動取得衍生發明
的授權，仍需要與合作研發辦公室另外簽訂授權契約。
不論是授權研發的技術或機構內研發之技術，只要研究過程中利用 Yale 的資源，該發
明之權利皆屬於 Yale。與 Yale 擁有的技術不相關的衍生發明，可由研究者自行申請專利，
但為避免利益衝突，不可委託校方相同的專利代理人。
即使簽訂專屬授權契約，Yale 仍然保留基於研究目的實施技術的權利。但是研究人員不
可為存在財務利益關係的被授權人的利益繼續在校內從事授權技術的研究，除非利益衝突的
疑慮已被完全消除。
（四）

MIT

對於已授權的研究（licensed Invention）與後續研究的區分上，MIT 要求已授權的研究
與後續的研究須作區分，同時當事人須確保後續研究與開發投入之資源應由被授權者自行提
供（必要時須簽署書面），而非繼續利用原來研究機構之資源62。

60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9.1 Inventions, Patents, and Licensing,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intellectual-property/inventions-patents-andlicensing#anchor-519
61
Stanford Best Practices for Faculty Start-ups, https://otl.stanford.edu/documents/bp_faculty_sus.pdf
62
Conflict of Interest Guidance to Researchers for New Start-ups, http://coi.mit.edu/sites/coi/files/uploads/coiguidance-for-startups_rkg-0426-2013.pdf (“The researcher must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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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NIH

原則上技轉出去後的相關計畫經費，皆由被授權廠商支出，不得使用 NIH 相關經費來
支助已經技轉出去的計畫。

八、

可否技轉授權給 faculty initiated start-ups
Berkeley

可以，但並無優先權。

Stanford

可以，但校內新創事業並非當然的最佳選擇，即使該技術是由校內所開
發。

（一）

Yale

可以，校方有專門的定型化契約。

MIT

雖非禁止，但必須基於授權最適原則。

NIH

不可。

UC Berkeley

學校並不會給予發明人的新創公司優惠。當學校承認發明人的新創公司在商業化的過程
中可以帶來早期階段的學術技術上的獨特利益時，作為公立的州大學，並不允許對特定公司
提供優先處理。當發明人和學校談判授權協定時，該發明人以作為公司代表人的身分進行談
判，而對於授權價額的討論也必須保持一定距離。許多加州大學分校有建立提供所有新創公
司形成過程中的彈性機制。受雇人被鼓勵參與新創公司，前提是其活動不會造成兼職衝突。
因為發明人可能有機會影響學校的授權決定，並可能導致私人與之有財務利益關係的公司獲
利，發明人必須遵守加州政治改革法 (California Political Reform Act of 1974) 關於失格和利
益揭露要件的規定。
（二）

Stanford

不禁止，但不會特別偏好授權予校內人員發展的新創事業63，原則上避免股權代替授權
金投資校內新創的情形。為了避免利益輸送（pipeline）的發生，校內新創不當然能取得所
開發技術的專屬授權，且專屬授權可能期間較短，或僅給予非專屬授權。若授權技術涉及研
究工具（research tools），應盡量重視公眾近用技術之可能性64。
（三）

Yale

63

Stanford Best practices for faculty start-ups, https://otl.stanford.edu/documents/bp_faculty_sus.pdf
In the Public Interest: Nine Points to Consider in Licensing University Technology,
https://otl.stanford.edu/documents/whitepaper-10.pdf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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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校方有定型化的新創授權契約，專門適用於校內新創事業65，授權條件與給予一
般企業的條件類似，但考量到新創事業資金不足，通常收取較少的預付授權金66。Yale 的專
利授權條款皆為定型化契約，根據訪談內容，約 80％的授權契約為專屬授權。
在授權原則上，而 Yale 更重視技術果為公眾近用之可能性，而非市場利益之高低。尤其
針對專利技術屬於研究工具（research tools）的情形，除了非專屬授權之外，縱使採用專屬授
權，授權範圍也會受到限縮（field-exclusive license）。例如若授權涉及基因體學或蛋白體學
技術，專屬授權的範圍將只限於產品或服務的銷售，而不及於實施，如此校方就能將技術另
外授權第三人利用67。
（四）

MIT

在當事人參與 Start-Ups 設立方面，MIT 對於技轉授權給當事人設立 Start-Ups 雖非禁
止，但必須基於授權最適原則，同時當事人不得代表該公司與校方進行談判68。
最終技術移轉對象的選擇結果應尊重 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的專業判斷，
並以追求公眾最佳利益的目的作為考量，而專屬或非專屬授權之判斷將根據何種方式將能最
合適的達成上述目的為之。TLO 將對所有潛在的授權對象一視同仁，以確保擇定結果的公
正性69。
（五）

NIH

OTT 協助新創公司推出「企業評估許可協議」和「企業排他性許可協議」，這個技轉是
只給成立五年內、資本少於五百萬美元、員工少於五十人且具有生醫創新的公司。公司業務
範圍包括研發新藥、疫苗、治療方法和特定裝置，且皆由 NIH 所決定認為是應要發展的重
要發投資，例如等待 FDA 許可的臨床研究或第三級還在等待專利的診斷等。
這些新創公司必須一定要在美國拿到專利，並且承諾要在美國研發產品或是服務，供應
美國市場。只要不違反合約，他們要在其他國家發展專利也可以。
為何有此計畫？因為這些具有商業價值的生醫早期發展，都需要時間和具有很高的風
險，如此可以鼓勵公司提早投資外，對於小型企業來說，也減少它的投資障礙70。

65

Yale University Startup Guide, http：//oc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startup-guide.pdf ; Yale Startup License,
http://ocr.yale.edu/faculty/startup-support/yale-startup-license
66
Alfred Brown & Jon Soderstrom, Creating and Developing Spinouts： Experiences from Yale University and
Beyond, http://www.iphandbook.org/handbook/ch13/p01/
67
In the Public Interest： Nine Points to Consider in Licensing University Technology, point 5,
http://oc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Points_to_Consider.pdf
68
Conflict of Interest Guidance to Researchers for New Start-ups, p.1, http://coi.mit.edu/sites/coi/files/uploads/coiguidance-for-startups_rkg-0426-2013.pdf
69
Id.
70
http://www.ott.nih.gov/nih-start-exclusive-license-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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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機構可否接受技術作價入股
Berkeley

可，這同時也是大學和新創公司分散風險的方式。

Stanford

可，但避免以技術入股方式授權予校內新創事業。

Yale

可，校方保持少數股東的角色。

MIT

可，但僅作為權利金的替代，並非進行投資。

NIH
（一）

不可，為避免機構的利益衝突，影響 NIH 公共任務之達成，NIH 並
不允許以接受股權方式進行技轉。

UC Berkeley

學校可以接受以股票作為技轉授權之財務對價。股票亦可代替有困難的新創公司其餘的
現金報酬。這同時也是學校和新創公司共同分擔風險的一種方式71。
當大學以股權為對價授權其發明時，必須將教育、研究、公共服務目的置於大學或個人
財務利益之前。大學對於企業的技術移轉係本於公共利益考量，為了將發明商業化的目的，
發明人可能會被邀請參加與大學技轉人員與潛在被授權人有緊密的合作。因技術移轉予企業
與大學的公益任務若合符節，這種發明人的參與是適宜的；然而，涉入其中的任何研究發明
者，皆須遵守 1974 年加州政治改革法 (the California Political Reform Act of 1974) 之規定
72
。
基於發明人有機會因為潛在的個人獲利或圖利（個人存在財務利益的）被授權公司而影
響大學的授權決定，發明人必須對上述規範有所知悉，並遵守之。一般來說，如果發明人在
被授權人候選者中具有足以令其喪失程序參與資格的個人財務利益（disqualifying personal
financial interest in any candidate licensee，下稱「失格財務利益」）73，即被禁止參與大學授權
決定之程序，包含被授權者的選擇、或是研究結果的商品化過程中的任何決定，除非採取法
定審查程序確保利益衝突可能性被除去。

An Inventor’s Guide Technology Transf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18,
http://ipira.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shared/docs/InventorsGuide.pdf
72
Business and Finance Bulletin, Guidelines on Accepting and Managing Equity when Licensing University
Technology (Feb. 15, 2002), Section III.D. Conflict-of-Interest Considerations,
http://policy.ucop.edu/doc/2520490/BFB-G-44
73
依照加州政治改革法 section 87100 規定，失格財務利益的種類如下：一、持有商業組織超過 2,000 美元的
投資，或擔任受託人、負責人、管理人等職務。二、超過 2,000 美元的房地產利益。三、過去一年收受合計超
過 500 美元的報酬，包含配偶或伴侶。四、過去一年合計收受超過 460 美元的贈與。五、涉及個人或家庭的理
財事務。See California Political Reform Act of 1974 §87100, available at
http://www.fppc.ca.gov/content/dam/fppc/NS-Documents/LegalDiv/The%20Political%20Reform%20Act/2016-actfinal.pdf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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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遵守上述規範，ALO（the Authorized Licensing Office）必須決定、並記錄研發人員
在授權相關決定中之參與程度 (document the level of inventor involvement in the licensingrelated transac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若具有不適任財務利益之研發人員並未涉入授權決定之程序，則不須進行財務利益之揭
露。反之，若已參與程序、或即將參與程序之人員具有失格財務利益，則必須揭露其利益
（填具財務利益揭露表 UC Form TT-100）。若研發人員並未完成該表之填具，則 ALO 得開
啟授權決定審查程序（licensing decision review, LDR）。依加州政治改革法規定，若進行一個
適當的實質審查程序（an appropriate intervening substantive review），即 LDR，則例外允許具
有不適任財務利益者在大學技術移轉授權決定程序中，得給予建議，進而影響該授權決定。
（二）

Stanford

學校可接受股權作為授權金的替代。若被授權人是非公開公司，校方不會指派董事或列
席董事會74。
校方原則上不會投資由內部教職員創立的新創事業，因利益衝突發生可能性高。若有例
外投資的情形，校方持股不超過 10%，校方的行政人員（officer）不得在此類新創事業中擔任
董事、經理人、股東75。
在經過適當利益衝突審查後，校方可接受股份作為授權金之替代給付。在被授權公司作
為授權之對價而發行之新股總額中，百分之十五（15％）將發行予 OTL，以支付其一般行政
開銷；上述剩餘之股份，扣除行政開銷後，將被視為「淨股份」 （Net Equity）。「淨股份」
的三分之一歸發明人所有，三分之二歸校方所有76。
（三）

Yale

可以，在被授權人現金不足或 OCR 認為接受股份更為有利的情況下，可接受股份作為
授權金之替代。在將技術授權予新創事業的情形，Yale 接受以股權作為授權金的替代給付，
Yale 維持少數股東的地位，雖保留指派董事的權力，但應盡可能避免介入公司的日常經營。
若新創事業開始進行上市準備程序，校方所指派的董事應辭職。
（四）

MIT

MIT 可接受技術作價入股，但僅是作為權利金的替代，而非進行投資77。但若當事人
74

Exclusive Agreement with Stanford, Section 7.3, http://otl.stanford.edu/documents/revstdagmt.pdf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5 University Investments in Start-Up Companies Involving Stanford
Faculty,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university-investments-start-companies-involving-stanford-faculty#anchor-657
76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6 Equity Acquisition in Technology Licensing and Distance Learning
Agreements,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equity-acquisition-technology-licensing-and-distance-learning-agreements#anchor-661
77
Guide to the Ownership, Distribution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MIT Technology, 4.9.2 Distribution of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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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明者）亦在該機構中持有股權，則擬以技術作價入股者須事先得到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同意方得為之78。
（五）

NIH

由於收受私人公司之股權將使 NIH 成為私人公司之股東，使 NIH 在進行與該公司相關
之研究上，面臨機構的利益衝突，影響其科學研究客觀性，因此，NIH 嚴格禁止在技術移轉
或合作過程中，以技術作價方式接受私人公司之股權。79 換言之，一般的大學或其他私立
研究機構的技轉辦公室則在單純的技轉業務之外，亦同時提供創業(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與商業化的服務，但 NIH 不同於其他學術機構，其技轉辦公室僅單純協助技術移轉，而不
涉入協助創業。而一般大學或私立研究機構亦可公開對外提供付費的研究服務，可在校園內
設立新創公司的育成中心，甚至參與新創公司的設立，但 NIH 為確保其作為公立機構的公
共任務得以公正地達成，維持公器公用的原則，並不允許接受股權，避免 NIH 成為私人企
業的附庸80。

十、

授權金分紅 inventor 成數/有無金額上限

Berkeley

35%分配給發明者，50%分配給柏克萊校區，15%分配給大學。

Stanford

技術授權收入扣除 15%費用 （administrative overhead） 後，其餘之部分發
明人占三分之一，該發明人所屬之系所與學院分別占三分之一。

Yale

1. 授權金淨收入 100,000 美元以下：50 %分配予發明人，50 %用於校方的
一般研究資助計畫，歸入校方所擁有的各研究基金。
2. 100,000-200,000 美元：40 %分配予發明人，60 %用於一般研究資助計畫。
3. 超過 200,000 美元：30%分配予發明人，70 %用於校方的一般研究資助
計畫。

MIT

Royalties 扣除 15%作為 TLO Office 營運費用及其它必要費用後，剩餘部分
的 1/3 分配予發明人。

NIH

有。

（一）

UC Berkeley

OTL 需負責經營與技術協定有關之支出收入。依照加州大學的技轉政策，授權金和股
Equity, https://tlo.mit.edu/community/policies/part4#48
78
Id, 4.10.2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79
See Steven M. Ferguson & Uma S. Kaundinya, Licensing the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Strategies Using University and Federal Labs, in BIO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STARTING, MANAGING, AND
LEADING BIOTECH COMPANIES 185, 192 (Craig Shimasaki ed., 2014).
80
See Claire T. Driscoll, Technolgoy Transfer Law,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t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i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THE LAW: PERSPECTIVES FROM INTELLECTUAL PROPERTY 418, 427 (Marilyn Pittard et al.
ed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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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之收益，扣除專利和行政支出後，需與發明人分享。而當學校所持股份償付 University’ s
Office of the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之後，剩餘資金依照發明人分紅政策81分配予發明人。
權利金和股份 35%分配給發明者，50%分配給柏克萊校區，15%分配給大學。同時共同
創立者可以分紅。
（二）

Stanford

技術授權收入扣除 15%費用（administrative overhead）後，其餘之部分發明人占三分之
一，該發明人所屬之系所與學院分別占三分之一82。
（三）

Yale

依據校方專利政策，專利授權金的分配如下83：
1.

授權金淨收入前 100,000 美元：50 %分配予發明人，50 %用於校方的一般研究資
助計畫 （general support of University research），歸入校方所擁有的各研究基金。

2.

授權金淨收入 100,000-200,000 美元的部分：40 %分配予發明人，60 %用於一般研
究資助計畫。

3.

授權金淨收入超過 200,000 美元的部分：30%分配予發明人，70 %用於校方的一般
研究資助計畫。

當 PI 過去十二個月的顯著財務利益超過 100,000 美元時，利益衝突委員會啟動高額顯著
財務利益 （High Value Significant Interest） 審查機制，COIC 會針對與該等利益之來源及
當事人所負職業義務相關之細節進行更高密度的審查84。
（四）

MIT

在當事人（Inventor）授權金分紅成數和金額上限方面，授權金（Royalties）扣除 15%
作為 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營運費用及其它必要費用後，剩餘部分的 1/3 分配
予當事人85。
（五）

NIH

發明者因為授權會先拿到 2000 美元，接下來是拿授權金的 15%（若是 2000 到 50000 之
81

http://www.ucop.edu/innovation-alliances-services/staff/financial-administration/inventor-share-policy.html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9.1.3 Licensing,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intellectual-property/inventions-patents-and-licensing#anchor-519
83
Yale University Patent Policy, para. 4.
84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I.E.
85
Guide to the Ownership, Distribution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MIT Technology, 4.8 Royalty Distribution,
https://tlo.mit.edu/community/policies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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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後拿 25%授權金（超過 5 萬）；但一名發明者一年不能超過 15 萬美元的授權金
86
。

十一、 個人（或家人）可否參與設立 start-ups/可否持股，有無 COI 限制

（一）

Berkeley

可以；除單獨持股之 PI/家人可代表公司與校方進行授權談判外，
其餘情形，原則上禁止 PI 參與技轉之決定程序。

Stanford

不禁止參與亦不禁止持股，但不得違反 COI 限制，且新創事業的
COI 限制更為嚴格。

Yale

可以。配偶與受扶養之子女利害關係視同本人，同受利益衝突規範
約束。

MIT

可以。但當事人不可代表公司與校方進行授權談判（校方在實務上
亦不與其家人談判）。

NIH

不能參與 SAO 的設立或持股。

UC Berkeley

COI 法案關於撤銷資格的規定，要求有使其不合格之私人財務利益的發明人避免影響技
轉決定之作成。然而，若 Licensing Professional 決定發明人的參與是必要的；若發明人代表
有使其不合格之私人財務利益的公司和學校談判，只要該授權決定有經過 LDR 複審，該發
明人即可參與。（在此法案下，若學校與之談判的發明人為候選的被授權人之單獨擁有者，
或者可單獨或與其配偶共同行使對候選的被授權人之決定權和控制權，則無需發動 LDR）。
該法案的揭露規範要求，當發明人牽涉於其中時，須具體明確的揭露在授權決定中任何使其
失去資格的個人財務利益。
（二）

Stanford

參與 start-ups 如同兼職之規定，禁止擔任管理職位，非管理之職位時數以每周一日為限。
教職員須遵守以下禁止規定：不得代表公司進行與校方的任何協商、不得收受來自公司的餽
贈、公司員工不可任職於學校或參與學校的研究、不得要求學生參與公司業務（若學生要求
休學逾公司任職，應交由學院院長審查並由院長給予中立建議87）、不得令本人負有督導責任
的資淺教職員參與公司業務（粽本人無督導責任，亦應避免）、不得為公司利益使用學校資
源、不得擔任 PI 實施以人為對象之研究或監督該等研究。教職員投資學生新創事業時，因師
生權力關係之不對等，不論與學生是否有直接的學術上關係，都應將學生的學術利益置於第

86

Information for NIH and CDC inventors: Licensing Royalties, https://www.ott.nih.gov/information-nih-cdc-and-fdainventors#4
87
Stanford Best practices for faculty start-ups, https://otl.stanford.edu/documents/bp_faculty_s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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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避免不當影響學生之決定88。Faculty 如參與 licensee，需在授權之前進行 COI 審查。家
人對新創事業之參與則未硬性限制，但個案上仍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疑慮而被主管單位要求迴
避。
（三）

Yale

可以，但配偶與受扶養之子女 （dependent children） 所享有之財務利益若符合條件，也
屬於應申報之範圍。PI 本人不可代表公司與校方進行契約協商（反之亦然），當 PI 有持股時，
可能會被限制不得實施公司所贊助的研究，尤其是涉及以人為對象之研究人體試驗的部分89。
PI 若擔任董事，對於公司與大學相關的所有決策都必須迴避90。利益衝突委員會對於當事人
的家人可能產生利益衝突，得命當事人採取必要行為以消除利益衝突之疑慮。
（四）

MIT

MIT 允許當事人參與設立 Start-Ups，但當事人不可代表公司與校方進行授權談判91。至
於有關當事人之家人是否能代表公司與校方談判方面，在相關規定中似乎僅明文禁止當事人
不得代表公司參與技轉談判，而未規範其家人不得為之，但根據訪談記錄內容92，MIT 在實
務運作上並不鼓勵甚至是拒絕當事人的家人代表公司與校方談判，以避免潛在的利益衝突發
生。
（五）

NIH

NIH 員工為聯邦政府員工，具有特定公務員身份之人93禁止參與任何對與其財務利益有
直接或可預期影響之特定事務94，因此若要開設公司必須先辭職。根據 1992 年公布的美國
行政機關公務員倫理行為標準手冊之規定，NIH 員工不得兼任外部工作，或其他會影響到政
府工作的外部活動95。

88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1.6. Attachment B: Faculty Investment in Stanford Student
Companies,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faculty-policy-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nchor-4955
89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Appendix C.1.
90
Yale Facluty Handbook, p.160, section XX.E.5
91
Conflict of Interest Guidance to Researchers for New Start-ups, http://coi.mit.edu/sites/coi/files/uploads/coiguidance-for-startups_rkg-0426-2013.pdf (The researchers must not...negotiate with the Institute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92
2016 年 9 月 8 日 MIT Office of Sponsored Programs 訪談記錄第 30 點：「Faculty member 絕對不可以參與
negotiation，有時候太太是律師，MIT 不與太太協商」
93
18 U.S.C §208 (a).
94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2635.402（a）。

5 CFR 2635.801. 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5/2635.801。NIH 不同於其他大學，NIH 研究人員不得在
有 NIH 職務之下，又再出外創設公司。Business Innovation and the Law: Perspectives from Intellectual Property，
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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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補充資訊

Berkeley

柏克萊的 COI 主要適用於僱員以符合政府規範。學校將技術移轉視
為至關重要的大學任務（提升與工業、社區的互動和關聯），並視承
諾與透明度為 COI 的關鍵。

Stanford

擁有一些條件，例如平均每位 faculty 的研究能力均具有相當水準，
無須為了特定研究者而放寬規定；處於一種良好的技轉 ecosystem
中，可由其他系統參與者來填補生態系統中的空缺。

Yale

規定與 NIH 等公立機構十分近似，若有違反利益衝突規範者，可能
遭受紀律處分，最嚴重者將遭解聘。

MIT

對於違反 COI 規範者列有罰則，其雖以例示呈現包含私下或公開的
口頭或書面申誡、停職，甚至於減薪等。但主要仍屬於概略性的規
範並由違反者之上級主管決定。

NIH
（一）

既然是公部門的經費，所有成果是公共同享。但為了激勵研發者還是
設有技術轉移，對於非營利團體之技轉則有特定考量以保護弱勢。

UC Berkeley

柏克萊的 COI 主要適用於僱員以符合政府規範（聯邦和州）。學校將技術移轉視為至關
重要的大學任務（提升與工業、社區的互動和關聯）。承諾與透明度被視為 COI 的關鍵96。
（二）

Stanford

Stanford 之所以能維持較嚴格的 COI policy 以維持大學 reputation，是因為擁有一些條
件，包括平均每一位 faculty 的研究能力均具有相當水準，無須為了特定研究者而放寬規
定；處於一種良好的技轉 ecosystem 中，可由其他系統參與者來填補生態系統中的空缺，而
不須要靠大學或其 faculty 自行為之。
（三）

Yale

Yale 的規定與 NIH 等公立機構十分近似，若有違反利益衝突規範者，可能遭受紀律處
分，最嚴重者將遭解聘97。
Yale 的內部利益衝突規範與專利政策在法律上具有契約效力。Fenn v. Yale University 訴
訟即為一指標案例。John B. Fenn 在 1967 年獲得 Yale 教職，1987 年自正教授退休，其後至
1994 年為止以名譽教授與資深研究科學家的頭銜，繼續在 Yale 進行研究。在 1988 年，Fenn
基於一個 NIH 補助的研究計畫開發出一關於分子質量分析的技術，並於該年六月在美國質
96

Lydia Berlanger, You're More Likely to Get Startup Funding If You Went to One of These Schools, ENTREPRENEUR
(Sep. 9, 2016),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82168
97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I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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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學會年會上公開該技術。但 Fenn 並未及時將該技術之開發通知 Yale，而是直到 1989 年 4
月專利優惠期屆滿前才將該技術之細節呈報校方的合作研究辦公室（OCR），並向校方主管
表示該技術商業價值甚微，且自己工作繁忙，無法於期限前協助校方完成專利申請，Yale 遂
放棄為該技術申請專利。但 Fenn 隱瞞輝瑞公司（Pfzer Corporation）等第三人曾經對該發明
之商業應用表現強烈興趣之事實，且私下以自己名義於 1989 年 5 月將該技術申請專利，於
1992 年 7 月獲核准（U.S. Patent No. 5,130,538），並向 Yale 隱瞞申請專利之事實，將系爭專
利授權予第三人 Analytica 公司。Yale 知悉此事後，要求 Fenn 將系爭專利轉讓予校方，Fenn
拒絕並向法院起訴主張 Yale 的要求不法侵害其利益，Yale 則提起反訴主張 Finn 涉及詐欺、
違反校內專利政策的契約。在訴訟進行中，Fenn 因系爭專利之研究獲得 2002 年諾貝爾化學
獎。康乃狄克州聯邦地方法院認為，Yale 的校內專利政策是校方與職員間有效成立的契約，
而 Fenn 遲延揭露技術，違反 Yale 專利政策的中規定研究人員須及時（promtly）向校方通報
發明內容的規定，而 Fenn 意使校方低估專利價值的不實陳述構成詐欺，判決 Yale 勝訴98，
Fenn 必須將系爭專利轉讓 Yale 並給付已收取授權金之不當得利，最終 Fenn 與 Yale 和解收
場。
（四）

MIT

MIT 對於違反 COI 規範者列有罰則，其雖以例示呈現包含私下或公開的口頭或書面申
誡、停職，甚至於減薪等。但主要仍屬於概略性的規範並由違反者之上級主管決定99。
（五）

NIH

非營利授權契約（含容易被忽略的熱帶性疾病、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肺結核和瘧疾的技
術）。
1.

挑戰：

非營利機構如非政府組織和產品發展合作等，在低度發展國家中，其在發展診斷新產
品、新治療技術和防治疾病方法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聯邦實驗室和 NIH 資助的機構給予他
們重要資源，這些非營利的技轉的獲利非常低，甚至是由政府和基金會捐助的。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將這個工作轉給 OTT 後，以現在 FDA 技轉幫助非洲國家的腦膜
炎疫苗，以及臨床試驗中的登革熱疫苗和傷寒疫苗為例，都非常成功，但其對每個協議都要
花時間去談判，而這些授權的彈性有時還不足以讓他面對低利潤的現實，因為研發仍需時間
並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2.

解方：

98

See Fenn v. Yale University, 283 F. Supp. 2d 615 (D. Conn. 2003).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olicy and Procedur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Research, p.9, “Disciplinary
Actions”, http://coi.mit.edu/sites/coi/files/uploads/coi-policy-2016-01-26.pdf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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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機構授權契約是涵蓋 NIH、CDC 和 FDA 內部實驗室已經有專利的發明，或還沒
有專利的生醫題材，這技轉範圍包括疫苗、新藥、治療和診斷（或是技術可以生產出產品）
來預防、診斷或是對抗被忽略的熱帶疾病（WHO 定義下的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人類
免疫缺陷病毒、肺結核和瘧疾，對象則包含動物和人類，其他則可以以案件來看是否涵蓋。
非營利授權契約有其公益目的，NIH 授權範圍是全球性的，且包含後續產品研發在內。
3.

期限：

非營利組織給 NIH 的前置金為 2000 美元，獨家授權金為 1.5%，非獨家授權則為
0.75%，但銷售金額不包括銷售給公益基金會。若之後作為商業用途的授權，若是獨家授
權，且 NIH 已經有人體試驗相關數據，則授權金為 15%，如果沒有人體試驗數據則為
10%，如果為非獨家授權，則為其一半（7.5%和 5%）。要 NIH 或 FDA 提供人體試驗的資料
的話。
如果被授權者對於同樣產品要付授權金給第三方，那就可以將給第三方授權金的 50%，
從給 NIH 的授權金中扣除。
4.

利益衝突爭議案例

NIH 阿茲海默專家遭指控，違反聯邦利益衝突規定100。哈佛大學小兒科醫師，因為沒有
向學校揭露 2000 年到 2007 年藥廠收入，違反聯邦和學校研究利益衝突規定101。

十三、 小結
針對五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技轉與利益衝突管理制度進行調查與訪談後，有以下六點綜合
發現：

1. 各大學與研究機構對利益衝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進行管理之目的主要基於以下四者：
(1) 確保公立機構決策公正性與私立機構資源分配公平性。加州大學與NIH在組織型態上
均屬公立，所屬人員進行公共決策時，分別受到州法與聯邦法對公立機關（構）行為
的拘束，禁止公立機關或機構內人員於執行職務時，圖謀己利。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
雖然不受上述州法或聯邦法律對公立機關（構）行為的拘束，但為了確保機構內公共

The Asssociated Press, Federal Alzheimer’s Researcher Accused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NEW YORK TIMES
(Dec. 5,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12/05/health/05drug.html。
101
Gardner Harris & Benedict Carey, Researchers Fail to Reveal Full Drug Pay, THE NEW YORK TIMES (Jun. 8,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6/08/us/08conflict.htm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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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配決策的公平性，也往往制定相關的利益衝突管理規範。
(2) 維護科學研究客觀公正性(objectivity)。研究機構的首要任務為科學研究，確保科學研
究不受財務利益左右，乃是科學研究得以取信科學社群與公眾的前提。凡接受聯邦政
府公衛（PHS）或國家科學基金（NSF）研究補助之大學與研究機構，均必須訂定相
關的利益衝突管理規範，以確保科學研究的客觀公正性。而各大學基於維護研究信譽
(reputation) 的自我要求，均將此等利益衝突管理規範，亦普遍適用於其他資金來源
之研究。
(3) 保護研究受試者。為避免研究人員追求財務上之利益而犧牲研究受試者權益之保障，
主管機關（FDA/DHHS）對於涉及以人為對象之研究（human subject research），均
訂有相關的利益衝突管理規範，要求執行人體試驗之研究機構必須遵循。
(4) 避免工作義務之衝突（conflict of commitment）。義務衝突之管理主要表現為兼職之
允許與限制，其規範態樣則與各機構對其所屬人員任務之定性及人員身分之法律屬
性有關。NIH有最嚴格的義務衝突規範，基本上嚴格管控與所屬人員專業相關領域的
兼職。各大學雖均強調研究與教學為其主要任務，但對於參與科技移轉在何種程度內
被認為將違背其教研任務，在各校間則呈現不完全一致的風貌。
2. 管理利益衝突之主要目的在維護研究機構本身的信譽，維持整體科學的客觀性，並避
免利用公共權限而私相授受。因此管理利益衝突的重點，並非著眼於所涉及財務「利
益之多寡」，而在於足以影響公正決策、機構信譽與科學客觀性的任何「關係」，即使
這種關係僅僅造成表象上(appearance)而非實際上(real)的利益衝突。在此理解下，利
益衝突之定義雖然僅將「配偶」、「未成年子女」與「已登記之同居人」三者之利益，
視為當事人「本人」之利益，而未廣泛納入其他親等之親人，但藉由「潛在或表象上利
益衝突（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potential conflict）」之概念，已將各種令人合理懷疑其
可能受利益影響其行為與決策之「關係」，均納為應受利益衝突管理的對象。而管理實
際與表象上利益衝突的第一步，則是研究人員積極配合揭露實際與潛在的利益，方能由
大學協助擬定出適當的管理措施（包括中介與監督、迴避、出脫利益、禁止參與）。
3. 將 公 共 資 金 研 發 成 果 進 行 技 術 移 轉 的 主 要 目 的 ， 在 促 使 公 共 資 金 研 究 之 發 現
(discovery)，能進一步發展為具社會實用性的技術。在符合此一主要目的之下，研究機
構或其研究人員因而附帶地享有技轉帶來的財務上利益，但這些利益的享有，仍必須
受到適當的規範與引導，以確保科學的公共性與客觀性，並維持科學發現的良性循環。
各大學與研究機構對於是否技轉授權以及技轉授權對象的選擇，均本於「最有利於將科
學發現轉化為社會利用」的可能性，而非授權金最大化的考量之上。因此，倘若特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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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已可直接利用，無需藉由引入外部資金進行後續開發時，即無進行（專屬）授權之必
要。為了確保是否技轉與如何技轉之種種決策均能以「最有利於社會利用」為依歸，各
大學與研究機構皆嚴格要求參與或影響技轉授權對象決定之參與者，先行充分揭露所有
直接間接潛在利益關係。Faculty-inventor 一般也被禁止代表私人公司與研究機構進行技
轉談判。倘若 Faculty-inventor 對潛在授權對象有授權金以外的其他財務上利益（例如
持有股份），原則上也會避免參與機構內部的技轉決策過程，但若其參與確實有助於上
述技轉目的之達成，部分機構則以另一獨立的程序，透過無涉利益之人的介入審查與制
定後續管理的措施，以確保技轉程序的公正性。
4. 研究人員的參與往往是科學「發現」得以進一步發展成「實用技術」的關鍵因素。
但多數成功的技轉模式，都仰賴一整套包括集資、市場界定與開發管理、可行性評
估、行銷等技轉生態系統(ecosystem)的支持，在技轉的不同環節上，從外部提供較
研究人員更為專業的協助，使研究人員免於涉入非其專業領域的技術商業發展深水
區。本次調查之大學，周邊均有相對健全的技轉生態系統。除 UC Berkeley 外，多
藉由以下方法，適度劃分「科學發現」與「商業開發」兩種任務：在可能的範圍內盡
量鼓勵由具有商業化專業與經驗之團隊，而非由研究人員自行進行商業開發與可行
性評估；嚴格禁止本身即為發明人的研究人員，擔任測試該項發明之安全與有效性臨
床試驗的 PI；雖允許 faculty（或其家人）可參與 start-ups 之設立，但除非 on leave
of absence，不得擔任 C-level 管理職；原則上盡量避免由faculty（或其家人）代表
start-ups 與大學進行技轉談判，而應由其他商業管理專長者為之；start-ups 在獲得技
轉授權後， faculty 則必須清楚維持「校內研究」與「授權技術之開發研究」的區分，
不得利用校內研究資源，進行授權技術之後續開發研究。UC Berkeley 的周邊雖亦有
不錯的技轉生態系統，但相對於鄰近的 Stanford 而言，過去技轉表現並不突出，近
年則為了大力推動技轉，而採取了在本次參訪機構中最為寬鬆的利益衝突規範，其影
響如何尚待觀察。至於其他較欠缺技轉生態系統支持，或僅仰賴少數明星研究者以維
繫名望的大學（並非本次參訪機構，而是由本次參訪機構受訪者提供資訊），都較難
以維持科學發現與商業開發的適度二分，因為在欠缺技轉生態系統的支持下，嚴格二
分容易扼殺科學發現的商業開發潛力；一旦為了順應明星研究者的個人需求，而放棄
二分，卻又容易造成諸多的利益衝突問題。因此若缺少健全的生態系統，僅欲仰賴
利益衝突規範來引導技術移轉的進程，若非失之過嚴，導致過份壓抑將科學發現轉
變為實用技術的開發可能性，就是失之過寬，而易使公共財遭到濫用，或引發危害
科學發現本務的利益衝突。因此，解決技轉利益衝突問題的關鍵之一，應在於優先
健全技轉的生態系統。
5. NIH 的組織屬性為百分之百聯邦政府資金設立的機構，與大學明顯不同。NIH 的此
種組織屬性，使得其任務更強調「公共性」，也更專注投入在重要但不一定具有高商
業價值的公衛基礎研究。NIH 透過 extramural research grants 的提供，引導全國生醫
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具有一定的政策決定權限，決策之公正性必須維持，也因此有
48

較高的利益衝突迴避與與義務衝突管理要求。但即使是只參與 intramural research 的
employees，因為也屬 federal employees，同樣被嚴格要求不能參與 SAO (substantially
affected organizations)或直接持有其股票。所有 NIH employees 因此均不得參與設立
start-ups。此與接受 NIH extramural grants 的其他機構或大學之研究人員，可自行設
立 start-ups，將利用NIH funding 所得之研究發現，進一步發展為具商業價值之技術，
並不相同 。
6. 在 NIH 之外，其他大學的中高階主管，均受到比一般研究人員更嚴格的利益衝突迴
避要求，因此 自己或其家人均不得直接持有相關產業之股票，更不得參與 start-ups
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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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院規範現況檢討

一、

機構概況

機構屬性

任務

公立

研究

Public funding source for operation
104 年度研究發展經費按資金來源中來自中央政府機
關之資金佔約 99%。

中央研究院在屬性上為直接隸屬於總統府之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根據中央研究院
104 年度公務統計資料，學術研究發展經費按資金來源以「政府機關（分為中央及地方二子
項）」、「企業機構（分為公營及民營二子項）」、「國外（分為政府、企業及其他三子項）」作
分類，單以中央政府機關之資金即佔約 99%102 。故若以組織架構上屬於公立機構，以及學
術研究經費來源極高比例來自公部門的性質觀之，中央研究院似乎與美國之 NIH 較為相
近。此外，依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規定，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
其法定任務為「人文及科學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與「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
才」，因此肩負發展公共科學的責任。

圖 8：104 年度中央研究院學術研究發展經費（按資金來源）

中研院 104 年度公務統計資料之「中央研究院學術研究發展經費-按資金來源、專題研究分」項目，
http://acc.coa.sinica.edu.tw/index.php/2012-06-13-08-42-10/2012-07-20-03-14-39/194-10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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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4 年度中央研究院學術研究發展經費表（按資金來源）

設置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與研究成果管理委員會，惟其職權區分不明。

二、

有無 COI 專責組織／COI 專責組織與技轉部門間的關係

中研院在 COI 的負責機關有二，分別為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及倫理委員會。
其一，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簡稱：研管會），按《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3 條設置103 ，委員人數七至十五人，任期二年，均為無給職。但
院外委員得酌支審查費104。按中研院方說法，研管會之調查權限係依《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
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規定，沒有獨立調查權限，僅針對揭露之內容進行審查。
其二，倫理委員會，根據《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成立，置委員十一
至十三人，由院長徵詢院內同仁意見後，聘請本院研究人員及院外人士九至十一人與法律專

103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3 條：「本院應設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委員會（以下
簡稱研管會），由院長聘請院內外人員組成，襄助院長監督本院研發成果之管理及運用。下列事項應經研管會
審議：(一)本院以專屬方式對台灣以外地區之對象技術移轉。(二)本院無償技術移轉。 (三)本院專利權拋棄或
讓與之處分。(四)本院受讓智慧財產權之決定。(五)本院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應揭露利益、揭露方式及利益迴
避。研管會對於違反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得進行必要之調查，並於調查完成後，提請有關單位為必要之處
置。」
104
前揭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研管會置委員（含召集人）七至十五人，任期二年，均為無給職。但院外委員得
酌支審查費。委員期滿得連任，任期內如有出缺者，其繼任人選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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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二人組成。按中研院方說法，依照《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案件審議處理規範》之
規定，倫理委員會就檢舉個案內容享有調查權（可組成調查小組），但倫理委員會實際運作
情形及審查案例皆不明，且《審議處理規範》並未經院務會議通過，只有經過院長核定，自
該規範觀察亦不清楚此機制的院內主管機關。
惟，二單位在利益衝突監督事務的關係上似為各自獨立運作，但倫理委員會實際的運作
情況不明，如何介入利益衝突個案審查的機制亦不明。

三、

財務利益揭露時機
1. 揭露時機：於當事人進行科技移轉之時點
2. 揭露主體：含當事人、其配偶、共同生活家屬、二等親內親屬、當事人或其配
偶信託財產之受益人、或由上開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之中
研院技轉對象
3. 揭露客體：包含財產上及非財產上利益

依據《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之規範，對於涉及利益衝突情況的
財務揭露義務設有相關規範，茲說明並比較如下：
（一）

揭露時機

依我國規定，當事人在進行科技移轉(將歸屬於中研院之科技研發成果授權或讓與業者
做產業利用時)時方負有揭露義務105；與此相較，Stanford 對研究人員訂有雙重的揭露時點：
亦即除年度例行性的揭露外，在研究人員面臨利益衝突的當下，亦負有向上級即時申報的義
務。
（二）

揭露主體

除當事人外，我國併負有揭露義務之關係人包含：其配偶、共同生活家屬、二等親內親
屬、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益人、或由上開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之中研院技轉對象；僅在前開人員擔任該職務係依政府或中研院指派時方豁免之106 。相較

關此，請參《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第六點：「六、當事人執行科技移轉業務時，
應揭露可能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及同原則第二點：「二、本原則所稱科技移轉，指將歸屬於本院之科技研
發成果授權或讓與業者做產業利用，包括提供技術服務或材料。」
106
關此，請參同前註，第三點：「三、本原則所稱當事人，指研發成果之創作人及承辦或決行其科技移轉之
人員。本原則所稱當事人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一)當事人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當事人之二親等
以內親屬。(三)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四)由當事人、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本院科技移轉對象。但當事人擔任前述職務係經政府或本院指派時，應依其他法令規定
辦理。」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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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Stanford 的關係人範圍僅包含配偶、依賴親屬與同居人。在揭露主體的範圍上有所不
同。
（三）

揭露客體

我國明定的揭露客體包含財產上與非財產上利益，且僅限於顯在衝突(real conflict)，不
若比較法上及於潛在衝突(potential conflict)之例107 。此外亦未就利益的數額進行規範。

四、

揭露財務利益之資訊是否對外公開

未規定。

《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以及《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
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皆無關於「揭露財務利益之資訊是否對外公開」之規定，而中央研
究院科技移轉利益揭露表亦未提及所揭露之資訊是否保密。
而在國外機構中，UC Berkeley 、Stanford、Yale 和 MIT 原則上皆僅在必要的範圍內與校
方分享，NIH 則須公開所有內容。有關其他國內機構之規範，
《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利益迴
避及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所揭露之資訊及揭露之方式由研究發展處規訂，
而就當事人揭露之資訊，除因政府主管機關審查、本校行政程序之外，應對當事人揭露之資
訊進行保密；又依《國立臺灣大學技術移轉利益衝突處理要點》第八點，當事人依該要點揭
露之個人資料，僅使用於實施該要點之範圍內，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予以保護。

四之一、關於技術移轉授權之資訊是否對外公開

僅有徵求授權對象公告及有潛在專屬授權對象時之專屬授權公告（至
少一週），至於潛在授權對象等資訊，可簽訂保密契約，故推知並非
公開資訊。

關此，請參同 4 註，第四點：「四、本原則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財產上利益如
下：(一)動產、不動產。(二)現金、存款、外幣及有價證券。(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四)其他具有經濟價
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非財產上利益，指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於本院或承接本院科技移轉業者之任用、
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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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研究院院本部智財技轉處執行研發成果使用授權應注意事項》第三項 108，專屬
授權程序如下：
「1、徵求被授權對象公告；2、與創作人得透過下列方式，接洽有意承接授權
對象（於本組網頁公告、於發表會公告、刊登於學術期刊報紙、其他可週知於大眾之方式）
；
109
3、專屬授權公告，至少一週 ；4、專屬授權條件會議；5、協商授權條件，草擬契約；6、研
管會召集人指派一至二名委員審查契約內容；7、處長核定專屬授權草約條件；8、報院核示；
9、核定結果辦理簽約用印及後續請款作業。」其中，在流程 2 接洽有意承接授權對象時，依
照同項第三點，中研院得與之簽署保密契約，因此潛在授權對象、授權範圍、權利金等涉及
兩造談判內容的資料為非公開資訊。
另參照美國於 1980 年通過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35 U.S. Code § 209 (e)Public Notice.)
中關於專屬授權須於聯邦政府公報公開之要求：除非於同意授權前至少十五天提供適當方法
公開授權之目的（intention），且聯邦機構在回應公告的評議期間結束前已考慮收到的所有意
見，否則不得為聯邦政府所擁有發明之專屬或部分專屬授權（此規定不適用於授權合作研究
與發展協定下的發明）。

五、

針對高階行政主管的利益衝突規定

與研究人員相同。
中研院對於掌理行政職務者之兼職，並沒有特殊的規定，而是與未兼行政職的研究人員
採取相同的規定。以委員會報告所參訪的美國研究機關而言，多對於行政主管的利益揭露有
更高度的要求，例如 UC Berkley, Stanford, MIT 均要求行政主管揭露更多的利益資訊，Yale 則
要求行政主管除一般程序外需另外向法務室進行利益揭露，由機構法務部門就行政職務之利
益衝突進行特別評估。
在國內法規上，依科技部《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4 條 2 項
《中央研究院院本部智財技轉處執行研發成果使用授權應注意事項》第三項：「本處承辦技轉人員對國內業
者執行專業授權時，依以下程序辦理：（一）備妥行銷摘要表，於本處網頁進行徵求被授權對象公告。（二）與
創作人得透過下列方式，接洽有意承接授權對象：1.於本處網頁公告。2.於發表會公告。3.刊登於學術期刊、報
紙。4.依其他可週知於大眾之方式。（三）依實際狀況與需求，本院得與有意承接授權對象簽署保密契約或材料
移轉契約；並於第一次與有意承接授權對象接洽後一週內，填寫「商談摘要表」，經本處處長核定後存查。（四）
於有意承接授權對象提出專屬授權請求時，技轉人員進行徵求專屬授權公告，公告期間已至少一週為原則。
（五）
於協商授權條件時，要求有意承接授權對象提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設立證明文件及開發計畫。（六）並由
研管會召集人指派一至二名委員審查合約內容。（七）簽請本處處長核定授權草約條件。（八）協商完成後，檢
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設立證明文件、授權條件說明、開發計畫，併同專屬授權契約，簽請院方核定。（九）
依核定結果辦理簽約用印及後續請款作業。」
109
於第三項第一點「徵求被授權對象公告」後，若有意承接授權者提出專屬授權之要求，會依同項第四點進行
「專屬授權公告」，表明「有對象正就特定智財進行專屬授權的交涉中，其他有意願的相對人應盡速加入爭取」。
因此第一點和第四點的公告皆為 advertisement for licensing 而非如拜度法案所規定的 public notice of potential
licensee.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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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在公立專科以上學校之專任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若未兼行政職且為新創公司主要研發
技術提供者，經其任職學校同意，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但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八年。反面言
之，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行政職者，不得兼任董事。但公立研究機構則無此規定。

六、

個人可否在外兼職(conflict of commitment)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得兼任之職務（政府代表董事／監察人、教學研究
工作、非營利機構職務）、依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與《從事研究人員
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擔任機構之發起人、董事、顧
問、諮詢委員。兼職時數在辦公時間內每周不得超過八小時。
（一）

《公務員服務法》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屬於公務員，兼職應符合《公務員服務法》規定。
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中研院人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
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
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
司股本總額 10%者，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另同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非依法不得兼公營
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又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
或業務。而現行「法令所規定」之情形，除了《公務員服務法》已有規定者外，《生技新藥
產業發展條例》、《科學技術基本法》、科技部依照《科學技術基本法》17 條 5 項授權訂定之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亦另有兼職許可之規定。 同法第 14 條
之 2 規定，研究人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機構許
可；依同法第 14 條之 3 規定，研究人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
體之職務，亦應經機構許可。
（二）

《科學技術基本法》與《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按《科學技術基本法》17 條 4 項規定：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從事研
究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股本總額百分之十、第二項及第十四條兼任他項業務之限制。」
2016 年 10 月《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則擴張 17 條 4 項排除《公務員服務法》13 條
一項之範圍，
《公務員服務法》中「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亦在排除之列。若草案修正通過，
公務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將可經營商業，但「經營商業」行為之範
圍與限制應如何解釋仍有疑義。而參照委員會參訪美國研究機構結果，雖未完全禁止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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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兼 任董 事 職務 ，但皆 限 制不 得 擔任 公司之 經 常業 務 執行 或擔負 管 理責 任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y)之職位，例如常務董事、C-level managers。
科技部依《科學技術基本法》17 條 5 項授權制定之《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
事業管理辦法》規定，技術移轉進行的兼職，除工作性質須符合辦法第 3 條對「科學研究業
務需要」之定義且兼職機構須與學研機構訂立契約外110，得擔任之職務範圍亦以辦法第 4 條
所規定者為限，以與本職研究領域相關為限，且僅能擔任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
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111。又該辦法亦規定，從事研究人員兼任第一項、
第二項職務，於辦公時間內每週兼職時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兼任職務合計不得超過四個。
（三）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依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11 條規定，若經研究機構同意，研究人員得於
下列條件兼職：
1. 身為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主要技術提供者時，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
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第 10 條 1 項）
2. 研發人員在該機構同意下，得擔任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諮詢委員或顧問。（第 11 條）
（四）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職處理原則》

1. 得兼職與不得兼職之職務內容
中研院院內訂有《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職處理原則》，依照上開（一）
至（三）各法令規定，列舉得兼職之職務內容，依照該處理原則第 2 點規定：得兼職之職務
如下：
(1) 政府機關(構)職務。
(2) 公立學校、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及行政法人職務。
(3)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設立章程(或規程)所定之職務；如非屬設立章程（或規
程）所定之職務，須經本院認定屬教學或研究工作之範疇始得兼任。
(4) 依法代表官股之公司董事或監察人。
(5) 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諮詢委員或顧問。
(6)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但兼任人員須為該公司主要技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3 條：本辦法所稱科學研究業務需要，指從事研究
人員經學研機構許可執行下列工作：一、為技術移轉企業、機構或團體之目的，從事研發成果商品化或技術推
廣及管理工作。二、運用研發成果參與創辦新事業。三、至企業、機構或團體從事商品化研發工作。四、其他
於科學研究業務所必要之工作。前項工作，學研機構應同時與該企業、機構或團體就上開科學研究業務訂有契
約。
111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4 條 1 項：從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
於企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與本職研究領域相關，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
員、技術顧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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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提供者。
(7) 與本院訂有契約之企業、機構或團體，其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
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或技術顧問。
(8) 與政府機關(構)訂有產學合作計畫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其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
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或技術顧問。
(9) 其他經本院認定與教學或研究工作有關（如編輯研究學術之雜誌刊物）
，許可兼任或
同意參與其研究計畫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而未涉有經營業務之職務。
另外亦有明文規定不得兼職之職務如下：
(1) 其他政府機關(構)公職。但依法律規定兼任公營事業機構董事或監察人者，不在此限。
(2) 公私立學校專任職務。
(3) 行政法人專任職務。
(4) 前項第四款至第九款以外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職務（含獨立董事）。
(5)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護理師、醫事檢驗師等依專業法律規範，須領
證始得執行業務之職務。但法令另有規定或經本院認定屬教學或研究工作範疇者，
不在此限。
2. 兼職報酬之限度與支付方式
依照《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公務員兼職費領取以 2 個職務為限，
若支領 1 個，每月不超過 8,000 元，兼任官股代表董事或監察人每月不超過 12,000 元。支領
2 個，每月總額不超過 16,000 元。中研院院長、副院長及研究人員雖不受上開支給個數及數
額上限規定之限制，但兼任《兼職處理原則》第 2 點 1 項(4)至(9)款之職務者，兼職費每月總
額仍不得超過本職最高年功薪及專業加給 2 項合計數。
兼職費之支付方式依《兼職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除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並經兼職
機關於支付後函知中研院外，一律由中研院轉發。
3. 兼職時數限制
依照中研院《兼職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任職務其辦公時
間內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與委員會赴美所參訪之研究機構比較，美國各研究
機構亦多以每周一工作日（八小時）為兼職時數之上限，但時數之計算並不以「辦公時間內」
為限，而是以實際從事兼職活動的時數來判斷。
4. 兼職許可之程序
依照《兼職處理原則》第 4 點規定，中研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職應經所屬研究
所(處)、中心主管同意及院方核准後，始得兼職，於期滿續兼或兼任職務異動時，應重行報院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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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第 2 點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所列職務（與中研院或政府機關訂有契約之企業或機
構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或技術顧問）之人員，
須另填列「中央研究院人員因應科技移轉與科學研究需要兼職許可申報書」併同相關表件，
由研究所（處）所（處）務會議或研究中心業務會議審查同意，並經院長核定後，始得兼職。

七、

是否區分 licensed invention 與機構之研究
中研院相關規範

已授權予院外單
位之研發成果，
與其後續研究之
關係

1. 若有後續研發需求，得另訂研究契約。
2. 受贈單位在不影響其研究需要之範圍內，得准許贊助單位使用院內
實體資源；惟在技轉授權或產學合作型態下，並無相關規定。
3. 研究人員進行非由中研院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研究之研究工作，
過程中擬使用中研院資源，應報請所屬單位同意，並與中研院訂立契
約，約定研發成果所有權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
4. 已簽訂授權契約或研究計畫契約之情形，後續研發成果之歸屬，未
有明確之規範。

（一）中研院規範
關於研發成果112授權予院外單位後，該已授權之研發成果（licensed invention）後續研究
之進行，可否利用院內資源、或此兩者之區分等問題，中研院之相關規範有二：
〈中央研究院
管理技術授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及〈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
首先，〈中央研究院管理技術授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被授權人基
於與本院原已簽訂之技術授權契約之後續研發需求，在技術授權契約有效期間內，得與本院
簽訂研究計畫契約113。」除此之外，此作業要點並未就後續研究得否使用院內資源有相關規
定。

依〈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二點，研發成果，指本院人員因職務所產生之
知識、技術、著作、在院內製成之產品、積體電路布局、電腦軟體、商業機密、專業知識及其他技術資料，與
因而取得之國內外專利權、本院出版品、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所有衍生之權利。
113
依該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研究計畫契約為委託研究計畫契約及合作研究計畫契約之合稱。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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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依據〈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點規定，本院所
屬單位得接受其他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政府機關（以下簡稱贊助單位）贊助研究經費
或儀器設備（第一項）
，受贈單位在不影響其研究需要之範圍內，得准許贊助單位使用本院研
究室、實驗室、圖書、儀器設備及其他輔助工具；所產生之維護及其他使用費用，由贊助單
位負擔（第二項）
。詳言之，院外贊助單位以「gift」形式提供研究經費或資源時，受贈單位得
准許其使用院內資源。若被授權者同時亦為贊助單位，則後續相關研究則可能適用本規定而
得以使用院內資源。此處所謂院內資源僅包含研究室、實驗室、圖書、儀器設備及其他輔助
工具，若使用者為被授權者（亦為贊助單位）派駐人員，應無問題，然而，若使用者為該已
授權研發成果之研發者及其研究團隊，其所用以進行之研究，係該已授權之研究成果之相關
後續研究，則容有疑問。原研發者進行研究，使用院內資源固屬理所當然，惟若為已授權研
發成果之相關後續研究，則可能致有為他人（或研發者自己本身）利益而使用院內資源之疑
慮，違反該辦法第五點第一項：
「由本院編列預算，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之研究工作，除法
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者外，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歸屬於本院。」之規定。是故，該辦
法第十點雖針對院外單位「贈與／贊助」研究經費時院內資源之使用有所規範，然對於「原
研發團隊在此情形下得否使用院內資源從事後續研究」之問題，似亦未能提供解答。
與此問題相關之規範，尚有〈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五
點：
第一項：由本院編列預算，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之研究工作，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約定者外，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歸屬於本院。
第二項：本院人員非於前項情形下進行研究工作，過程中亦未使用本院資源（場地、設備或
經驗等）
，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者外，歸屬於該發明
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著作人（以下簡稱創作人）。
第三項：本院人員進行前項情形之研究工作，過程中擬使用本院資源，應報請所屬單位同意，
並與本院訂立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所有權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歸屬於本院之研發
成果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四項：就本條規定有疑義者，得經創作人或所屬單位主管，報請研管會認定。
根據此規定第三項，在研究人員進行非第一項由中研院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研究之研
究工作時，過程中擬使用本院資源，應報請所屬單位同意，並與中研院訂立契約，約定研發
成果所有權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原則上研究人員所進行之研究工作，皆屬第一項規範範圍
內，惟在原研發成果已授權予他人之情形下，後續相關之研究究竟是否仍得認定為第一項，
或者已屬於第三項規範範圍，難以據以認定，亦屬規範闕漏。
綜觀上述規範可知，若有後續研發需求，應另訂研究計畫契約114，非能直接由原已授權
研發成果之研發者利用院內資源進行後續研究，且應與中研院訂立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所有
114

〈中央研究院管理技術授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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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即便在院外單位「贈與／贊助」研究經費之情形下，院內資源可否
直接用以進行後續研究，仍然有必要訂立清楚之規範。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原已授權研發成
果與後續研究工作兩者之界分；後續相關研究之成果，是否直接得以為原已授權研發成果之
被授權者所使用，或者原被授權者優先成為授權對象？中研院似無既有之規範依據可循。另
外，在產學合作之研究型態（亦即本已有研究計畫契約存在）下、原有簽訂授權契約情形下，
後續研究，如臨床試驗或產品測試等，得否使用院內資源進行、或原研發團隊得否參與後續
研究，中研院亦無相關規定。
（二）國外規範簡述
UC Berkeley 之相關政策認為，雖然因對於原始已授權發明，該被授權者有最佳的發展潛
能，但新發明並不必然與原來已授權之發明有直接相關，因此，不應使原被授權公司自動擁
有新發明之排他權，而應挑選能最適當利用該技術的授權人；而在校長或實驗室主管指定的
特別委員會評估利益衝突風險後給予特別許可的條件下，研究人員可以為授權技術研發成果
進行臨床試驗或產品測試，惟基礎研究則不在此一特別許可之列。
Yale 之專利政策認為，被授權人自 Yale 取得技術授權後，後續基於授權技術所衍生的發
明成果，亦歸屬 Yale。被授權人不會自動取得衍生發明的授權，仍需要與合作研發辦公室另
外簽訂授權契約。不論是授權研發的技術或機構內研發之技術，只要研究過程中利用 Yale 的
資源，該發明之權利皆屬於 Yale；原則上，研究人員不可為存在財務利益關係的被授權人的
利益繼續在校內從事授權技術的研究，除非利益衝突的疑慮已被完全消除。
Stanford 之政策規範，一旦校方與他人簽署 agreement of an option to license （允許相對
人利用技術，保留授權的權利之契約）就不能使用校內資源進行相關研究，以維持兩種任務
與利益間的分離。
（三）建議
院內研究人員使用院內資源從事與已授權研發成果相關之後續研究工作，所得之研發成
果原則上應歸屬於院方，惟從既有規定中觀察，未見有明確規範，雖有〈中央研究院管理技
術授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被授權人基於與本院原已簽訂之技術授權
契約之後續研發需求，在技術授權契約有效期間內，得與本院簽訂研究計畫契約」之規範，
惟文字上規定「得」簽訂研究計畫契約，並非強制規範，換言之，是否可以不簽訂後續之研
究計畫契約？後續研究成果，可能直接被用以輔助原研發成果之發展或利用。除上述技轉授
權之型態外，產學合作型態中，歸屬於契約相對人之研發成果之後續研究，亦有相同問題。
而關於已授權研發成果之臨床試驗、產品測試等，未見中研院任何規範。為防止在技轉授權
或產學合作過程中任何型態之「利益輸送」（pipelining）問題，應增訂明確清楚之規範，以
避免研究人員涉入利益衝突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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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可否技轉授權給 faculty initiated start-ups
可。院方管理之研發成果，得對其他政府機關（構）
、廠商、其他團體
或個人為技術之移轉或使用之授權，但以有償、非專屬及我國管轄區域
內優先為原則。

根據「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中研院對於可否技
轉授權與 Faculty 成立 Start-Ups 採取不禁止的態度，僅要求應以有償、非專屬及我國管轄區
域內優先為原則115。
而美國學術研究機構關於可否技轉授權與 Faculty 成立 Start-Ups，除 NIH 百分之百禁止
以外，其他知名機構原則多採不禁止的態度，惟前提必須基於授權最適原則，亦及該 StartUps 與其他欲取得授權單位並不具備特別優先之地位。
比較上來說，美國學術研究機構對於可否技轉授權給 faculty 成立 start-ups 原則雖未禁
止，但強調須基於授權最適原則。而中研院對此雖亦採不禁止之態度，但似乎未強調授權最
適原則，而僅側重對於專屬授權及無償授權者的把關。基於技術移轉應以追求公眾最佳利益
的目的作為考量，同時確保擇定結果的公正性，建議仿照美國之通則在技術移轉規範內強調
應基於授權最適的指導原則。

九、

機構可否接受技術作價入股

可，但不得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並應先取得所屬單位主管同意、報
院核備。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8 條116之規定，中研院管理之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八條：「本院管理之研發成果，得對其他政府機關
（構）、廠商、其他團體或個人為技術之移轉或使用之授權，但以有償、非專屬及我國管轄區域內優先為原
則。以無償或專屬方式對我國管轄區域外之對象為技術之移轉或使用之授權者，應在促進科技發展、社會福
祉、國家利益，確保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之商品化，維護國家安全，遵守國際承諾，且不違反公平原則
下，以書面契約就其用途、授權地區、授權期間、再授權、再移轉或其他事項為適當之限制。前項所稱有償，
其方式包括以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交互授權、技術合作或其他業界通用方式，作為技術移轉或授權
之對價者。」
116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8 條：「Ⅰ本院管理之研發成果，得對其他政府
機關（構）、廠商、其他團體或個人為技術之移轉或使用之授權，但以有償、非專屬及我國管轄區域內優先為
原則。Ⅱ前項所稱有償，其方式包括以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交互授權、 技術合作或其他業界通用
方式，作為技術移轉或授權之對價者。」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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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得以股權做技術移轉，其限制規定於同辦法第 9 條第 5 項117，其一，不得違背公務
員服務法，如：公服法第 6 條：「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
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其二，接受股權做技術移轉前需取得主管單位同意並報
院核備。
關於中研院所持有之有價證券處分作業流程，於《中央研究院智慧財產權及成果所得收
入有價證券處分作業要點》中有詳細說明：

前揭辦法第 9 條第 5 項「本院人員將研發成果提供外界使用，並以入股或其他方式參與利益分配 時，除不
得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外，並應先取得所屬單位主管同意，並報院核備；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準用
之。」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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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授權金分紅 inventor 成數/有無金額上限

中研院相關規範
授權金分紅
inventor 成數/有無
金額上限

- 中央研究院著作權處理要點：著作財產權權益收入分配：原則上得
於扣除必要之衍生費用後，提撥分配著作人百分之四十，院方、著
作人所屬單位及國庫或資助機關至多各百分之二十。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七、Ⅰ屬於本院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得於扣除必要之衍生費用
後，提撥分配創作人百分之四十，本院、創作人所屬實驗室及國庫
或資助機關至多各百分之二十。
Ⅱ前項所稱權益收入，包括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材料移轉
收入或其他權益；衍生費用之項目（不含專利申請及維護費，主要
如匯兌費用），由智財技轉處簽報院長核定。
Ⅲ創作人所屬實驗室之權益收入，於提撥分配時，如創作人已未任
職於本院，該收入應分配予管轄該實驗室之單位。
Ⅳ創作人之權益收入得分配予其相關研究團隊；研究團隊之名單
由創作人指定之。
Ⅴ第一項所定權益收入以外之權利或利益者，歸屬於本院。
Ⅵ於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情形，研發成果權益收入依法律規定或契
約約定屬於本院者，準用第一項分配規定。」
●應有上限

（一）中研院規定：
依「中央研究院著作權處理要點」著作財產權權益收入分配之規定：「原則上得於扣除
必要之衍生費用後，提撥分配著作人百分之四十，院方、著作人所屬單位及國庫或資助機關
至多各百分之二十。」
另在「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有更詳盡之規範，權益收
入，包括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材料移轉收入或其他權益等。
（二）國外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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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 發明者會因授權而先拿到一筆 2000 美元的授權金，接下來，是拿授權金的 15%
（若是 2000 到 50000 之間），之後拿 25%授權金（超過 5 萬）；但一名發明者一年不能超
過 15 萬美金的授權金118。
依照加州大學的技轉政策，授權金和股票之收益，扣除專利和行政支出後，需與發明人
分享。權利金和股份 35%分配給發明者，50%分配給柏克萊校區，15%分配給大學。同時共
同創立者可以分紅。耶魯大學的做法則是分三部分：（一）前 100,000 美金授權金淨收入：
50 %分配予發明人，50 %用於校方的一般研究資助計畫，歸入校方所擁有的各研究基金。
（二）授權金淨收入 100,000-200,000 美金的部分：40 %分配予發明人，60 %用於一般研究
資助計畫（三）授權金淨收入超過 200,000 美金的部分：30 分配予發明人，70 %用於校方的
一般研究資助計畫。

建議：應比照國外有上限。

十一、 個人（或家人）可否參與設立 start-ups/可否持股，有無 COI 限制

中研院相關規範
研究人員或其家屬
可否參與設立新創
公司／持股比例有
無利益衝突相關限
制

1. 研究人員在訂有契約之情形下，得參與創辦新事業（但不得為實
際參與設立之發起人或執行經營業務）；
2. 持股不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
3.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設有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之例外規定，
在一定條件下得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擔任
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
4. 針對持有公司股份之研究人員得否代表中研院與公司洽談授權事
宜，並未規定。

118

https://www.ott.nih.gov/information-nih-cdc-and-fda-inventor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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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人員或其關係人可否參與設立新創公司？
關此，中研院內似未有相關規範；就中央法規而言，依行政院會銜考試院〈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在學研機構與特定企業、機構或團體
定有契約之情形下，研究人員得經機構許可執行下列工作：「一、為技術移轉企業、機構或
團體之目的，從事研發成果商品化或技術推廣及管理工作。二、運用研發成果參與創辦新事
業。三、至企業、機構或團體從事商品化研發工作。四、其他於科學研究業務所必要之工作。」
其中第二款所謂「參與創辦新事業」文義上可能包含參與設立新創公司，惟該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有規定：「從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於企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與本職研究
領域相關，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
意謂研究人員得兼任與其本職領域相關，但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而研究人員之關
係人，中研院亦無規範。
國外各學研機構之規範，除 NIH 外，原則上並未禁止研究人員或其關係人參與設立新創
公司，惟當涉及技術移轉時，研究人員若同時為潛在授權公司之相關人員（持股或兼任某職
位），原則上亦不得研究機構或公司進行授權內容之談判，亦即，不得介入研究機構之授權
決定（授權對象之選擇、權利金之金額等）。就有財務利益／持股之研究人員得否代表中研
院或公司進行授權談判問題，中研院院內未有相關規範，建議應增修之。
（二）研究人員持股比例有無限制？
中研院內部規定為〈中研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該原則第八條規定，「承
辦及決行科技移轉之當事人及其關係人，於科技移轉契約訂定後二年內，不得投資該接受科
技移轉之業者。但該接受科技移轉之業者已上市或上櫃者，不在此限。」換言之，非上市上
櫃之公司或技術移轉二年以後，承辦及決行科技移轉之當事人及其關係人得投資該公司，惟
未設有投資持股比例之限制；且關於該授權技術之研發人員得否投資，似不受本規定之規範，
亦即院內對於研究人員持股比例似無規範，而依行政院會銜考試院〈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
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五條，「從事研究人員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分得持有新創公司
創立時之股份，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不得超過該公司
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可知研究人員有持股不得超過新創公司之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之限
制。
另須注意者，前述〈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規定，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其主
要技術提供者為政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時，該研究人員經其任職機構同意，得持有公司創立
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
條之限制119。此規定放寬公立研究機構——如中研院研究人員——投資於相關產業之持股限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
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
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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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受百分之十比例之限制，若綜合上開〈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
法〉第五條之規定，則研究人員最高得以持有該公司百分之四十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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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院規範革新方向之具體建議

一、

科學研究客觀性 A（Objectivity）

（一）

具體建議

1.

組織上

設置一獨立之利益衝突委員會及專責辦公室，利益衝突辦公室負責利益衝突相關事項、
文件之管理，以及資訊揭露規定之教育等；利益衝突委員會則專責為利益衝突存否之認定、
利益衝突案件之管理、處理方案之決定等。

2.

程序上

研究人員於承接研究計畫前、計畫進行中利益變動時應揭露其與經費來源相關之財務利
益，由利益衝突委員會審查之，若經同意方送各該院所。若研究人員並非研究計畫主持人（PI）
，
而係擔任諮詢顧問、鑑定人或審查人之情形，則無須在承接該工作時另單獨揭露，依倫理規
約之規定，在有違反利益衝突規範之情事時，送倫理委員會審議之。

3.

實體上

實體上：研究人員負有定期揭露與其職務具備合理關聯之利益的義務；在承接研究計畫
前則應揭露與研究補助者間之利益關係。相關利益狀態變動時亦應動態揭露。

4.

管理手段上

違反利益揭露之規定、有利益衝突之案件，由利益衝突委員會決定其處理方案，包含否
決研究計畫之承接、或禁止擔任計畫主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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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說明

當科學研究之結果有使研究人員個人或其關係人獲益之可能，而可能驅使研究人員採取
危害或影響研究客觀性之行為時，便存在利益衝突，此類的利益衝突規範主要是為確保科學
研究之客觀性而訂定。中研院作為一國家型研究機構，確保其科學研究之客觀公正，係首要
之務，以下就組織架構、程序面及實體面之規範，與管理手段等方面，分別說明之。

1.

組織架構

國外大學與研究機構
國外各大學與研究機構大體上皆有一專責處理各類利益衝突之機構或委員會等組織。UC
Berkeley 為了管理可能影響科學客觀性的利益衝突，乃是在其研究副校長（the 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之下，設有利益衝突委員會（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tee），負責校內所有研
究計畫財務利益揭露之審查及評估（assessment），並決定管理實際或潛在的財務利益衝突所
應採取之措施。Stanford 大學由研發副校長 Dean of Research （DOR）監督利益衝突事務，
各學院並應自行指派專責處理利益衝突的副院長或行政主管審查其成員之利益衝突案件。
Yale 大學亦在其副校長下設有利益衝突委員會（the Provost’s Committee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COIC）與利益衝突辦公室（Conflict of Interest Office, COI Office）。MIT 亦將其利益衝突專
責單位設於研發副校長之轄下，置一位 COI Officer 統籌相關行政事宜，並另外視具體個案需
求逐案設置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審查利益衝突事項。而 NIH 則由倫理辦公室
（Ethics Office）負專責處理之責，該辦公室隸屬於 NIH 之院長室。可見，本次參訪之各學研
機構針對利益衝突問題，皆設有專責處理之單位。
中研院
就科學研究之客觀性之維護，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倫理規約第六條規定：
「本院人員應本於誠信與良知，維護學術研究之自由與獨立，並應揭露其研究所獲之各項贊
助，避免因利益衝突而影響研究誠信。」在實際管控程序上，若係各公私立機關 （構）基於
業務或研究需要，委託本院研究人員或與本院合作執行之研究計畫，依《中央研究院接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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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係由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120（下
稱研管會）於研究計畫承接前，負責確保承接該研究計畫並無利益衝突，該制度設計理應包
括「維護科學客觀性」之目的，惟其並未於該要點明文，依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三點（註），亦可見其主管審議事項亦並未明文包含「維護科學研究客
觀性」，反而係技術移轉、國外之專屬授權等事宜。蓋研管會之主要任務，係確保研發成果
之授權對象確屬最能將系爭技術商業化、發揮其最大價值者，亦即確保授權最適原則之落實，
是以，將維護科學客觀性之任務交由研管會為之，其妥適性不無疑問。另外，上述規範僅屬
承接研究計畫前之「事前管理機制」，事後若發生危害科研客觀性之利益衝突案件，依上開
倫理規約第八條以下之規定，由倫理委員會審議管理之，亦即，就科學研究客觀性之違反，
事前與事後的管控單位不同，研管會就此無獨立調查權限（註：僅在違反中央研究院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時，有調查權）；然而，依《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設置及
作業要點》之規定，倫理委員會除僅有事後管理權限外，其規範對象亦僅及於公職人員（第
五條），其涵蓋範圍過窄。綜上所述，研管會及倫理委員會雖各別主掌事前及事後之控管，
惟研管會有適格與否之問題、倫理委員會有規範涵攝範圍不足之問題，中研院在組織上應有
所變革。

2.

程序規範

為確保科學研究之客觀性，各機構針對研究人員皆訂有「財務利益揭露」之義務要求，
避免研究人員因自身之財務利益影響其研究之設計、研究結果之解讀等。UC Berkeley、
Stanford、Yale、MIT、NIH 等學研機構之政策規範，大體相同，亦即，校內研究人員必須每
年定期揭露與其校內職務或專業責任有所關聯之財務利益，若欲申請研究計畫補助經費時，
也必須同時揭露。經揭露之利益若發生變動或產生新財務利益時，亦須於一定期間內（三十
日或九十日）予以揭露。簡言之，程序上必須「年度」「事前揭露」，而研究計畫進行中若有
所變動，應隨時更新其所揭露之資訊。

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係依據《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三點所設置：
「三、 本院應設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研管會），由院長聘請院內外人員組成，襄助院長監督
本院研發成果之管理及運用。下列事項應經研管會審議：
(一)本院以專屬方式對台灣以外地區之對象技術移轉。
(二)本院無償技術移轉。
(三)本院專利權拋棄或讓與之處分。
(四)本院受讓智慧財產權之決定。
(五)本院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應揭露利益、揭露方式及利益迴避。
研管會對於違反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得進行必要之調查，並於調查完成後，提請有關單位為必要之處置。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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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關於此問題之規範，依據《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第四點規定，研究人員受委託承接或合作進行研究計畫，「以不影響本職工作，達
應有研究水準為原則，並應遵守學術倫理規範及比照本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予
以揭露。若有揭露事項，則送請研究成果發展管理委員會審議」，係比照技術移轉之利益衝
突迴避處理原則管理之。依據該原則，研管會僅對研究人員自行揭露之內容進行審查，並有
以下幾點問題：
第一點：因僅限於研究人員承接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時，方依此規定由研管會審議，並
不包含「院內研究計畫、院外機關（構）補助研究計畫及因應科技移轉接受委託或合作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規範涵蓋範圍不完整，且研管會擔任專責機關之妥適性容有疑義，
已如前述，制度設計上應修正之；
第二點：除承接或申請研究計畫之外，在擔任鑑定人、諮詢顧問、審查人等情形，亦有
影響科學研究客觀性之可能，當有違反，有事後管控之機制，在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
技術人員倫理規約第六條及第八條以下，設有相關規範，就此部份，仍歸屬於倫理委員會管
轄；若涉及研究計畫之承接，其利益衝突之認定與管理，應交由利益衝突委員會專責處理。

3.

實體規範

在程序面向上，研究人員必須遵守之利益揭露規定，已如前述，至於何種利益將可能影
響科學研究客觀性，其定義則在各個學研機構之間有所差異；須注意的是，從各學研機構之
財務利益揭露規定，可歸納出，利益衝突之認定，可分為實際利益衝突（real conflict）及潛在
的利益衝突（potential conflict）121，亦即，主要著眼於該財務利益（無論是否屬於研究人員本
人或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是否使構成研究客觀公正性遭受懷疑，或遭致斲傷結果，作為認
定利益衝突存在與否之標準。
參考國外各機構之制度，在中研院內部制度之設計上，建議關於財務利益之揭露，研究
人員除個案申報外，應亦有年度申報；因有年度申報，在依個案需要（如承接研究計畫之時）
動態揭露，並送交利益衝突委員會備查審議時，即可作為參考。而所應揭露之利益，至少應
包含所有與研究人員（及其關係人）專業職務具有合理關聯之財務利益。

潛在利益衝突，亦包含外觀上有利益衝突之情形（Appearance of Conflict），其意指外觀上可能有利益衝突，
如研究人員之成年子女持有相關利益，因文化因素，在西方國家，一般情形下，不直接認定其有利益衝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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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Berkeley

年度申報
在 UC 所發布的 Conflict of Interest Code 中，對於申報義務有特別的設計。首先在規範上，
該法案將全校的不同職位（Title）分派進不同的揭露群組（Disclosure category）中，而針對不
同的群組設置不同的揭露類別。例如最高階的正副校長、顧問、投資主管、校務委員等，即
負有全面性地揭露其不動產持有、投資、所得、職位、受贈等所擁有的利益情況；而隨著職
務權限與影響力的不同，較低職位的職員所需揭露的範圍則會進一步限縮。這樣的設計有助
於降低行政成本，並督促職員注意自己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情事。
個案之動態申報：

在承接外部經費贊助之研究計畫時，所應揭露之利益，其定義如下：
A.

研究贊助上的「財務利益（Financial Interest）係指：
I.

直接或間接接受 2,000USD 或以上的投資；

II.

主管、合夥人、受託人、僱員或任何其他於贊助單位的管理職位；

III. 來自贊助單位的收入，包含在此贊助最近 12 個月以內接受或被承諾總超過
500USD 或以上的諮詢費；
IV. 一項或一項以上在受到贊助前 12 月以內提供總額達到或超過 Political Reform
Act 雙年度限額予 PI122的餽贈；
B.

「非直接投資」或「非直接經濟上投資」：
I.

其配偶、已登記伴侶或未成年子女對贊助者具有經濟利益；

II.

PI、PI 其配偶、PI 之已登記伴侶或受扶養子女直接或間接擁有，或受益超過
10%以上商業實體或信託，在贊助者研究上具有經濟利益；

III. “Equity （Ownership） Interest”：PI、PI 其配偶、PI 之已登記伴侶或受扶養
子女有超過 2,000USD 或以上對於贊助者的投資；
IV. 「餽贈」（Gifts）：未提供任何相同或以上對價之來自捐贈／贊助者之物。

122

Principal Investigator，計畫主持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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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顯著財務利益（SFI）之判斷標準：持有非公開發行公司（例如新創事業）具有股權性質
之利益；從股票公開交易之公司所取得大於 5,000 美元之利益；從單一機構每年取得 5,000 美
元以上之利益；或從單一公司或組織取得大於 5,000 美元之利益。
當涉及之財產利益高於 10,000 美元時，將被直接認定為具有利益衝突，受調查人應主動
說明理由與其參與關係，以證立其繼續參與的正當性；否則應減少涉及的財務利益金額（例
如轉讓持股），或者不得在校內進行該工作，或者至別處進行工作。
Yale
依照 Yale 大學利益衝突政策 section II.A 規定，全職人員或每週工時高於法定工時半數
（20 小時）與校內各負責研究內容審查的委員會成員負有每年揭露與其職務具備合理關聯
（reasonably appeared to be related to his/her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ies）的顯著財務利益之義
務，非屬上開人員，但負責研究的設計、實施、結果回報之人（包含學生），則負有基於所參
與之研究個案揭露顯著財務利益之義務。
應向該校利益衝突辦公室申報之顯著經濟利益，原則上以 10,000 美元為門檻，自股票公
開或非公開交易之公司受有逾 10,000 美元之報酬，或自己所有的智慧財產權授權收入逾
10,000 美元者，應申報之。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逾 5％，或持有任何非公開公司股份者，亦
應申報。若研究人員在任何組織中擔任法律上負有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之職位，則視
為存在顯著財務利益，也屬於須申報的資訊。但若研究經費來源機構有更嚴格的規定，則以
該機構為準，例如若申請 NIH 補助之研究經費，則依照 NIH 規定以 5,000 美元為顯著財務利
益申報之門檻。
若過去十二個月的顯著經濟利益數額合計超過十萬美元，則被視為高價值之顯著經濟利
益（high value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terest），COIC 將採取更嚴格的審查態度，可能要求當事
人具體說明資金的具體用途、報酬對價是否符合所提供的勞務內容、該經濟利益對任職研究
單位之影響等事項。詢問所得的資訊將提供給學院主管、研究中心主管、副校長做為參考。
MIT
當研究人員本人、其親屬（且其利益與該研究人員之職務相關）具有顯著財務利益，即
須揭露之，關於「顯著」財務利益之定義，其規範如下：
A.

近 12 個月以內自美國或海外公開發行公司接受超過總額 5,000 美元酬勞或有價證

券；
B. 自美國或海外公開發行公司接受超過總額 5,000 美元酬勞或有價證券，且該機構目
前贊助當事人任一項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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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美國或公開海外公開發行公司接受超過總額 100,000 美元酬勞或有價證券，且該

機構或其分支機構的商業行為被合理認為與當事人的職務有關；
D. 近 12 個月以內自美國或海外非公開發行公司或非營利組織接受超過總額 5,000 美元
酬勞或有價證券；
E.

任何美國或海外非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

F.

近 12 個月以內自美國以外政府組織接受超過總額 5,000 美元酬勞或有價證券；

G.

總額超過 5,000 美元由除 MIT 以外之公司所支付之智財權收入或利益。

NIH
研究人員本身、其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於財務揭露當日前一年內，獲得與其專業有
關之財務利益總數 5000 美元以上，除薪資、無處分權之共同基金、教學演講收入等外，屬
顯著財務利益。
中研院
中研院關於揭露主體之規範，除研究人員本身外，併負有揭露義務之關係人包含：其
配偶、共同生活家屬、二等親內親屬、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益人、或由上開人員
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之中研院技轉對象；僅在前開人員擔任該職務係依政
府或中研院指派時方豁免之123，所應揭露之利益包含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利益124，未有數
額之規定。此財產上及非財產上利益之區別，立法技術上引自於我國公務員財產申報法之
用語，公務員財產申報法之規範目的，與利益衝突之規範目的，顯有區別，目前中研院之
利益揭露規定直接複製公務員財產申報法之規範，是否適宜，應進一步檢討之。
綜上所述，雖各機構就顯著財務利益之認定有額度或範圍不一之差別，惟可觀察歸納
得出，利益衝突之認定，有實際利益衝突（real conflict）及潛在利益衝突（potential conflict）
之區分，涵蓋範圍不至於過於僵化，同時也並不失之過寬或過窄，可以考慮當成中研院建
構相關法制的參考對象。

《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第三點：「三、本原則所稱當事人，指研發成果之創作
人及承辦或決行其科技移轉之人員。本原則所稱當事人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一）當事人之配偶或共同生
活之家屬。（二）當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三）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四）由當事人、第
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本院科技移轉對象。但當事人擔任前述職務係經
政府或本院指派時，應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124
同前註，第四點：「四、本原則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財產上利益如下：（一）動
產、不動產。（二）現金、存款、外幣及有價證券。（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
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非財產上利益，指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於本院或承接本院科技移轉業者之任用、陞
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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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手段

研究人員揭露其財務利益後，各機構相關專責審查管理之機制設計上，亦有其管制之方
法或處理原則，如 UC Berkeley，當研究人員及利益衝突委員會認為該計畫與研究人員有直接
顯著財務利益，將可能影響研究設計、研究進行或報告，該份揭露報告及相關文件須轉交由
該校或所屬實驗室之獨立實質審查委員會（the campus or Laboratory Independent Substantial
Review Committee, ISRC）審查，由其向校長（Chancellor）或所屬實驗室主管提出最後的建議
與報告。在研究人員提交新的利益揭露表時，亦遵循相同的審查程序。研究人員被要求必須
提出如何處理利益衝突之作法，如修正研究計畫、甚至退出研究、自行放棄該財務利益等。
上述程序須在接受贊助之 90 天內完成125；在 Stanford、Yale、MIT 等大學，整體規範上亦大
同小異，皆由專責管理人員建議或要求該等具有利益衝突之當事人，必須採取消除研究客觀
性疑慮之行為，如禁止擔任該研究計畫之主持人、或研究計畫之安全性、有效性之專責處理
人員等。
中研院之處理手段，依據中研院技轉處之說明，當研究人員有利益衝突，將要求其自擬
處理計畫，並依照該計畫執行，其成效如何，容有疑問，因而建議應另設置一專責處理利益
衝突之事務之利益衝突委員會及辦公室。

二、

研究資源利用公正性 B（Impartiality）

（一）

具體建議

1.

組織上

設置利益衝突委員會及辦公室。

2.

程序上

已授權成果後續研究委託研究計畫契約之締結，除其主動發動權應歸屬於中研
院，且由院方或所方提出如經費需求等充分實質之理由，並應經利益衝突委員會審查

125

http://www.ucop.edu/research-graduate-studies/_files/research/policies/documents/coipolicy.pdf, at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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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必要性。

3.

實體上

已授權成果後續研究委託研究計畫契約之締結，主動權應歸屬於中研院。

4.

管理手段上

建議除不予核准與命終止外，可進一步賦予監管單位更多的工具加以利用，在確
保避免利益衝突發生的目的上，賦予管理手段更多的彈性。

（二）

說明

作為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管理目的之一個面向，「研究資源利用公正性」涉及
的議題主要在於：如何避免機構內研究人力物力等資源的利益輸送？研究資源之不當利用、
利益輸送等問題，應從三個不同時點或角度分別檢視及管控，第一：研究計畫承接前、第二：
技術移轉授權前、第三：原已授權研發成果之後續研究之相關計畫簽訂、資源利用、成果之
歸屬問題。
三個資源利用之利益衝突查核的時點：
(1) 承接計畫前（目前中研院已具備此程序）
(2) 技轉授權前（目前中研院未具備此程序，或可於未來院內 COI 專責機構負責）
(3) 技轉授權後應確保原研究之後續研發成果不會成為該技轉授權內容的一部份
其管理之組織、程序設計、實體規範等，以下分述之：

1.

組織架構

外國學術機構均設有專責機構管理研究資源之利用，名目互有不同，亦有集中或分散型
的組織設計差異。如 UC 由 Office of President 及各校區校長及各級院所專責主管校內資源之
利用；Stanford 為研發主管（Dean of Research）與各學院院長（School Dean）分層負責，前
者負責對教職員直接的督導，後者則為統一解釋機關；Yale 同時設有 COI 委員會與研發管理
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Administration），MIT 設 COI 委員會（COI Committee），NIH 則
以健康與人體試驗部門（DHH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中的倫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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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Ethics Division）為首，將管理權限授權給各機構與研究中心的倫理辦公室（Ethic Office）
負責管理工作等，有不同的組織形式。
中央研究院依據「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下稱《作
業要點》）第 4 點規定，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承接「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若有利益衝突應
揭露事項時，送請「研究成果發展管理委員會審議」，是以研管會至少有於計畫「承接前」，
避免研究資源利益輸送的管理權責，制度設計上，同於前述確保科學研究客觀性之程序，屬
事前管理機制，但研究計畫「執行後」若產生技術移轉中研究資源利益輸送的情況，目前的
管理權責則仍不明[1]。至於研發成果已授權後，關於該成果之後續研究，受《中央研究院管
理技術授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所規範，惟仍卻無專責管理之機關。
（註：不僅在專責管
理機關有所闕漏，在實體規範層面亦有極大問題，詳見後述）此外，
「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
雖亦有補充性的利益衝突違反案件之管轄權，但其管轄範圍僅限於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五條認定之利益衝突為限（「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
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不包括一般研究人員，且亦僅及於「違反」之事後處理，而
不及於事前之管理，此部份之問題同於上開科學研究客觀性一節中關於中研院專責機構之說
明。

2.

程序規範

在一貫的 COI 與 COC（Conflict of commitment）政策目標下，從最前頭的研究目標選定、
研究活動的進行過程、授權對象的擇定、到完成授權後的契約義務上，此一連串過程的規範
目的屬同一，均在避免教職員本身與校方間的利益衝突，以及教職員的兼職等情事妨害其學
術研究的本業。實際上各校規定的差別，多在於技術性的細節上。例如應隨同教職員揭露利
益的親屬範圍、強制揭露的利益型態、利益數額高低等，惟在大方向上均屬一致。申言之，
在維護科學研究客觀性以及確保研究資源利用之公正性兩者，以及後述關於確保技術移轉決
策之公正性，程序上皆透過「財務利益之揭露」予以控管。
是以程序問題之關鍵在於如何發見利益衝突的情事。外國學術機構如 Stanford 對教職員
課以雙重的公開義務，其一是年度例行性者，其二是在教職員發現己身潛在或實質之利益衝
突時，亦應主動向學院院長進行申報。此時學院院長基於其督導權，即可以後述多樣的管理
手段進行介入，以排除此等衝突之情事，亦如前述。
就中研院而言，按《作業要點》第四條：
「本院研究人員承接研究計畫，以不影響本職工
作，達應有研究水準為原則， 並應遵守學術倫理規範及比照本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
原則予以揭露。若有揭露事項，則送請研究成果發展管理委員會審議。」
，同要點第五條：
「本
院研究人員承接研究計畫前，應經各該研究所（處）、研究中心審查通過， 函報院本部核定
後辦理後續投標及簽約事宜。」
，為程序上的主要規範。準此，中研院研究人員首先在承接研
究計畫前即須在避免職務與利益衝突的目標下，對己身的情況進行揭露；同時，此類揭露資
76

料除送研管會審議外，研究計劃本身也須經各教職員所屬研究所、研究中心進行審查後，方
得進行後續簽約事宜。故而，可以推知無論在管理機關或程序之設計規範上，關於科學研究
客觀性及研究資源利用公正性，中研院大致上以完全相同之機制管理之。

3.

實體規範

此處的原則在於確保校方的研究資源得以發揮最大的價值，並禁止利益輸送（Pipelining）
的可能。其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第一係禁止對特定被授權人「量身訂作」研究內容，第二則
係嚴格區分校內與校外，以及授權前與授權後的研究活動，防止將校內資源挪作校內研究以
外的用途。例如 UC 在授權後即禁止再投入後續的研究資源，Stanford 明確指出校方不能成為
被授權對象的研發基地，因此教職員在校內的研究生、器材、等均不得挪作校外使用，且必
須明確區分校園內的學術工作與外部的營利活動；Yale 也禁止新創事業使用校內的空間、研
究資源或雇用校內的研究生；MIT 亦規定經授權的發明，其後續的開發與研究必須由被授權
單位自行負責，不得再使用校內資源，NIH 亦明訂在經授權後即不得再以校內經費挹注研究
計畫。
中研院則按《作業要點》第十一條：
「本院研究人員承接研究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不予核准或要求其終止該計畫：」
，並列舉九種禁止之樣態如：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三）有損本院形象之虞。
（四）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五）有營私舞弊之虞。（六）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七）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本
院公物之虞。 （八）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虞。（九）有危害人員安全或健康之虞。核其第一、
二、四、五、六、七款均係為達此一目的而設。然而，此作業要點因有以下之規範，可謂形同
具文，說明如下。
已有研究成果，且已授權予外部單位之情形，中研院似欲透過《中央研究院管理技術授
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範並區分原授權研究成果及其後續研究，然而，依該要點第三
點第一項，
「被授權人基於與本院原已簽訂之技術授權契約之後續研發需求，在技術授權契約
有效期間內，得與本院簽訂研究計畫契約。」另第二點第二項規定，在被授權人與中研院所
簽訂者為委託研究計畫之情形，「其所產生之成果，由被授權人取得」，該等規定反而大開利
益輸送之門，而且，此成果歸屬之規定並未訂於主要規範委託研究計畫契約之《中央研究院
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中，反而規定在規範後續研究之作業要
點中，此種法律效果及法律位階之規範體系，顯然有所謬誤。
所謂委託研究計畫契約，係指「（中研）院與被授權人約定，由被授權人提供全部經費，
指定特定研究領域及目標委託（中研）院研發，（中研）院允為執行之契約」，與其相對者為
合作研究計畫契約，兩者之不同在於，契約類型若屬合作研究計畫契約，其研究成果係依雙
方貢獻比例分配（同要點第二點第一項）
，一經對比之下，對被授權人而言，其有極大誘因，
透過先前的產學合作契約，獲得授權後，再以委託研究計畫契約之形式，百分之百取得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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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研究成果智財權，亦即，外部單位／廠商（依上開規定）得基於其後續研發需求，主
動提供經費、並與中研院締約，其效果一如以一筆經費承租中研院之設備資源、研究人才等
為其從事研發，並使其獲利，如此結果正是利益衝突之典型。因此，實體規範上，應將締結
後續研究之研究計畫契約之主動權，歸屬中研院，而非目前條文所稱被授權人「得」基於後
續研究之需求而與中研院締約。再者，已授權成果後續研究委託研究計畫契約之締結，除其
主動發動權應歸屬於中研院外，程序面上，應由院方或所方提出如經費需求等充分實質之理
由，並經利益衝突委員會審查其必要性，方屬妥適。
實體規範之另一方面，為了完成技術移轉而進行之後續服務（可視為契約義務之一部）
，
例如在機構內實驗室為被授權人對方進行教育訓練，以達成研究成果之充分使用，但由於此
將影響到機構資源利用公正性，因此建議應於簽訂合作契約時就將此一狀況納入考量，並於
契約中予以明訂其許可性與資源利用之範圍。

4.

管理手段

管理手段可分前後兩階，以利益衝突之危險發生為區分，即事前揭露與事後危險排除之
不同方法。本次研究所比較的外國學術機構，制度上均有包含兩者；包括在承接、執行研究
計畫時應揭露潛在與實際利益衝突外，COI 主管亦有廣泛的指令權得加以排除造成利益衝突
之情事，包括直接的要求排除衝突狀況，或間接的要求揭露利益衝突情事、接受 COI 教育訓
練、減俸、告誡等不同方法。
中研院依《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四條：
「本院
研究人員承接研究計畫，以不影響本職工作，達應有研究水準為原則， 並應遵守學術倫理規
範及比照本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予以揭 露。若有揭露事項，則送請研究成果發
展管理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
「本院研究人員承接研究計畫前，應經各該研究所（處）
、研
究中心審查通過。」、第十一條：「本院研究人員承接研究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
准或要求其終 止該計畫」，雖然可對研究資源利用產生的利益衝突加以規範，但在事後管理
的手段上僅有不予核准或終止兩種，則較欠缺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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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發成果移轉決策合理性 C（Reasonableness）

（一）

具體建議

1.

組織上

設置利益衝突委員會及辦公室（同Ａ）

2.

程序上

技轉處、研管會專掌審查技術移轉對象是否符合授權最適原則，以及授權條件之談判等
事項，而授權決定是否涉及利益衝突或利益衝突案件之管理及審查，則應由利益衝突委員會
專責處理，並一併管理財務利益揭露事項；無償、或專屬授權之潛在授權對象資訊應予以公
開；

3.

實體上

授權最適原則，即「授權最適性及授權必要性」之要求，應予以落實。

4.

管理手段上

應就研究人員持股成數及金額、設定上限；研究人員若持有股份，則不得參與與該財務
利益相關之技轉決策；將接受技術作價入股，限於被授權人無力以現金支付授權金的情形等。

（二）

說明

所謂利益衝突，其規範面向除上述科學研究客觀性之利益衝突、研究資源利用之利益衝
突之外，尚有「技術移轉決策公正性」之利益衝突問題，此即目前產學緊密合作、政府大力
促進生技產業發展之現況下，可能觸發公立研究機構甚或公共科學之公共性危機者。為避免
學術服務之公共性因商業或財務利益而斲傷，在程序規範層面，亦以「財務利益之揭露」為
主要規範，而此處之財務利益揭露，係屬技術移轉前的動態揭露，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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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織架構

美國制度有兩種模型，一是在技轉單位之決定之外有一利益衝突控管單位，如 MIT、Yale
及 NIH 所採之模式；另一種模型為 UC、Stanford 所採，其制度設計，技轉決策專責單位，處
理技術移轉事項，同時也管控該技轉決定之合法妥適性，兩者由同一單位負責，在 UC，則在
研究計畫主持人有必要參與技轉決策時，會開啟另一獨立審查程序。
中研院目前制度與 UC、Stanford 之組織設計較為類似，技術移轉之決策，包含授權對象、
授權條件，或判斷是否有申請專利必要等，係由中央研究院智財技轉處專責處理，但授權最
適原則的落實似乎並不理想，而今在另設置一獨立利益衝突委員會之前提之下，前述研管會
所被授權審查之事項，如承接研究計畫是否妥適、有無不當資源利用等，皆歸屬於利益衝突
委員會之權責，研管會所主掌之事項，即應回歸到《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第三點之前四項，並應加強研管會在授權最適原則之判斷與落實。則技轉處與
研管會之權責劃分，應重新界定。

2.

程序規範

(1)、 問題意識
在確保研發成果移轉決策公正性的程序規範上，主要的目標在於界定發明人（Inventor）
或計畫主持人（PI）與被授權人（Licensee）之間的關係，透過正當程序的建置避免在移轉過
程中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是故主要的問題在於：發明人可否介入被授權對象的擇定與授權
條件的談判？若可以，那麼應經何種程序方得以發見，並排除利益衝突之情事？
(2)、 各機構規範簡述
UC Berkeley
由技術移轉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OTL）專責處理技轉授權事宜，原則
上專責處理技轉授權事項，原則上研究人員（PI、inventor）不得參與決策程序，然主管授權
決策者認為有必要讓該等人員參與決策，則將另開啟一道實質授權決定審查程序（licensing
decision review, LDR）
，此時，研究人員即得參與決策程序；OTL 必須紀錄（document）PI 之
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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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OTL 在發明人涉入被授權對象（Inventor-associated）的授權協議審查中，OTL 明確規範
校方必須與其「保持距離」（An arm-length relationship），亦即事前的 COI 審查是完成任何授
權協議的必要條件，倘個案的情況對獨立的第三人足以產生「特定的教職員的專業行為受到
它自身的財務利益影響」的合理懷疑時，COI 主管即有介入排除的義務。除此之外，教職員
不得代表被授權人與 OTL 進行談判。
Yale
PI 不得代表公司或校方參與授權談判，PI 向技轉機關申報發明技術之後，全權由技轉機
關負責授權契約的協商。
MIT
PI 不得代表該公司與校方進行談判。以 MIT 來說，機構內所研發之技術進行技術移轉授
權時，皆須透過該校的技轉授權辦公室（TLO, 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統籌進行，在規
範上，MIT 並不禁止當事人參與 Start-Ups 設立，惟其並不具備相較其他機構外媒合對象更優
先的地位。
NIH
NIH 設有專門負責授權與專利之專責人員，由其評估發明成為專利以及後續商業化的可
能性，因為研發成果需要專利的保護來確保其後迅速的發展。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所要追求的是最廣泛可能的專利保護，
以維護研發的商業價值，也會盡可能地爭取提出世界各國的專利申請，獲得專利一年後，美
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會重新審視其商業價值的可能性。
中研院之規範
依《中央研究院院本部智財技轉處執行研發成果使用授權應注意事項》第二項，非專屬
授權程序如下：
「1、備妥行銷摘要表於中研院智財技轉處網頁進行徵求被授權對象公告；2、
與創作人得透過下列方式，接洽有意承接授權對象：於本組網頁公告、於發表會公告、刊登
於學術期刊報紙、其他可週知於大眾之方式；3、與有意承接授權對象接洽後一週內填寫商談
摘要表；4、協商授權條件，草擬契約；5、處長核定非專屬授權草約條件；6、報院核示；7、
核定結果辦理簽約用印及後續請款作業。」又依第三項，專屬授權程序如下：「1、徵求被授
權對象公告；2、與創作人得透過下列方式，接洽有意承接授權對象（於本組網頁公告、於發
表會公告、刊登於學術期刊報紙、其他可週知於大眾之方式）；3、專屬授權公告，至少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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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屬授權條件會議；5、協商授權條件，草擬契約；6、研管會召集人指派一至二名委

員審查契約內容；7、處長核定專屬授權草約條件；8、報院核示；9、核定結果辦理簽約用印
及後續請款作業。」其中，在流程 2 接洽有意承接授權對象時，依照同項第三點，中研院得
與之簽署保密契約，因此潛在授權對象、授權範圍、權利金等涉及兩造談判內容的資料為非
公開資訊。
依上開規定，技術移轉事務主要由技轉處專責處理，若涉及國外之專屬授權等事項，則
由研管會處理。

3.

實體規範

在實體規範方面，主要的問題可以歸納成：技轉授權的基本原則、可否技轉給研究人員
參與之新創公司、機構在何條件下可取得股份、研究人員因技術移轉成果分配而取得股份，
有無成數或金額上限、個人或其關係人得否參與設立新創公司／可否持股等問題，以下分述
之：
(1)、

技轉授權之基本原則：授權最適原則

在擇定被授權人的選擇標準上，共通點乃基於「授權最適原則（Best able to develop）」，
要求談判機關必須選擇對於將來對於所授權的發明有最佳發展潛力的對象，而非對機構已持
有股份的公司進行圖利。
(2)、

可否技轉給研究人員之新創公司

UC Berkeley
允許技轉予研究人員之新創公司，但在決策上，學校並不會給予優先待遇。雖然有時學
校承認發明人的新創公司在商業化的過程中可以帶來技術發展早期階段的獨特利益時，作為
公立的州大學，仍並不允許對特定公司提供優先處理。當發明人和學校談判授權協定時，該
發明人以作為公司代表人的身分進行談判，而對於授權價額的討論也必須保持一定距離。亦
即，在決策程序上，控管其產生利益衝突之可能。而研究人員／發明人被鼓勵參與新創公司，
前提是其活動不會造成兼職衝突。另外，因為發明人可能有機會影響學校的授權決定，並可
能導致私人與之有財務利益關係的公司獲利，發明人必須遵守加州政治改革法（California
Political Reform Act of 1974）關於失格和利益揭露要件的規定。

於第三項第一點「徵求被授權對象公告」後，若有意承接授權者提出專屬授權之要求，會依同項第四點進
行「專屬授權公告」，表明「有對象正就特定智財進行專屬授權的交涉中，其他有意願的相對人應盡速加入爭
取」。因此第一點和第四點的公告皆為 advertisement for licensing 而非如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所規定的
public notice of potential licen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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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不禁止，但不會特別偏好授權予校內人員發展的新創事業127，原則上避免股權代替授權
金投資校內新創的情形。為了避免利益輸送（pipeline）的發生，校內人員之新創公司不當然
能取得所開發技術的專屬授權，且專屬授權可能期間較短，或僅給予非專屬授權。若授權技
術涉及研究工具（research tools），應盡量重視公眾近用技術之可能性128。
Yale
可以，校方有定型化的新創授權契約，專門適用於校內新創事業129，授權條件與給予一
般企業的條件類似，但考量到新創事業資金不足，通常收取較少的預付授權金130。Yale 的專
利授權條款皆為定型化契約，根據訪談內容，約 80％的授權契約為專屬授權。
在授權原則上，而 Yale 更重視技術成果為公眾近用之可能性，而非市場利益之高低。尤
其針對專利技術屬於研究工具（research tools）的情形，除了非專屬授權之外，縱使採用專屬
授權，授權範圍也會受到限縮（field-exclusive license）
。例如若授權涉及基因體學或蛋白體學
技術，專屬授權的範圍將只限於產品或服務的銷售，而不及於實施，如此校方就能將技術另
外授權第三人利用131。
MIT
對於技轉授權給當事人設立 Start-Ups 雖非禁止，但必須基於授權最適原則，同時當事人
不得代表該公司與校方進行談判。最終技術移轉對象的選擇結果應尊重 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的專業判斷，並以追求公眾最佳利益的目的作為考量，而專屬或非專屬授權
之判斷將根據何種方式將能最合適的達成上述目的為之。TLO 將對所有潛在的授權對象一視
同仁，以確保擇定結果的公正性。
NIH
一般而言不可授權給員工參與之新創公司。OTT 協助新創公司推出「企業評估許可協議」
和「企業排他性許可協議」
，這個技轉是只給成立五年內、資本少於五百萬美元、員工少於五
十人且具有生醫新創公司，其業務範圍包括研發新藥、疫苗、治療方法和特定裝置，且皆由
NIH 所決定認為是應要發展的重要投資，例如等待 FDA 許可的臨床研究或第三級還在等待專
127

Stanford Best practices for faculty start-ups, https://otl.stanford.edu/documents/bp_faculty_sus.pdf
In the Public Interest: Nine Points to Consider in Licensing University Technology,
https://otl.stanford.edu/documents/whitepaper-10.pdf
129
Yale University Startup Guide, http://oc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startup-guide.pdf ; Yale Startup License,
http://ocr.yale.edu/faculty/startup-support/yale-startup-license
130
Alfred Brown & Jon Soderstrom, Creating and Developing Spinouts: Experiences from Yale University and
Beyond, http://www.iphandbook.org/handbook/ch13/p01/
131
In the Public Interest: Nine Points to Consider in Licensing University Technology, point 5,
http://oc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Points_to_Consider.pdf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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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診斷等。這些新創公司必須要在美國拿到專利，並且承諾要在美國研發產品或是服務，
供應美國市場。只要不違反合約，他們要在其他國家發展專利也可以。因為這些具有商業價
值的生醫早期發展，都需要時間和具有很高的風險，如此可以鼓勵公司提早投資外，對於小
型企業來說，也減少它的投資障礙 。
中研院
依照《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第七點規定：
「除法令另有規定、契
約另有約定或經本院研管會同意以外，當事人或其關係人不得將本院科技研發成果自行提供
予業者或參與籌設營利事業。」
，是以教職員除了經法令或契約約定，或經研管會審查同意之
外，原則上不得涉入其發明之被授權對象，以避免可能的利益衝突情事。
(3)、

機構在何條件下可取得股份（技術作價）

UC Berkeley
學校可以接受以股票作為技轉授權之財務對價。股票亦可代替有困難的新創公司其餘的
現金報酬132。此時須將教育、研究、公共服務目的置於大學或個人財務利益之前。大學對於
企業的技術移轉係本於公共利益考量，為了將發明商業化的目的，發明人可能會被邀請參加
與大學技轉人員與潛在被授權人有緊密的合作，而其中任何研究發明者皆須遵守 1974 年加州
政治改革法 （the California Political Reform Act of 1974） 之規定133。
基於發明人有機會因為潛在的個人獲利或圖利（個人存在財務利益的）被授權公司而影
響大學的授權決定，發明人必須對上述規範有所知悉，並遵守之。一般來說，如果發明人在
被授權人候選者中具有足以令其喪失程序參與資格的個人財務利益（disqualifying personal
financial interest in any candidate licensee，下稱「失格財務利益」）134，即被禁止參與大學授權
決定之程序，包含被授權者的選擇、或是研究結果的商品化過程中的任何決定，除非採取法
定審查程序確保利益衝突可能性被除去。ALO（the Authorized Licensing Office）必須決定、
並記錄研發人員在授權相關決定中之參與程度 （document the level of inventor involvement in
the licensing-related transac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若已參與程序、或即將參與程序之人員具有失格財務利益，則必須揭露其利益。若研發
An Inventor’s Guide Technology Transf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18,
http://ipira.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shared/docs/InventorsGuide.pdf
133
Business and Finance Bulletin, Guidelines on Accepting and Managing Equity when Licensing University
Technology （Feb. 15, 2002）, Section III.D. Conflict-of-Interest Considerations,
http://policy.ucop.edu/doc/2520490/BFB-G-44
134
依照加州政治改革法 section 87100 規定，失格財務利益的種類如下：一、持有商業組織超過 2,000 美元的
投資，或擔任受託人、負責人、管理人等職務。二、超過 2,000 美元的房地產利益。三、過去一年收受合計超
過 500 美元的報酬，包含配偶或伴侶。四、過去一年合計收受超過 460 美元的贈與。五、涉及個人或家庭的理
財事務。See California Political Reform Act of 1974 §87100, available at
http://www.fppc.ca.gov/content/dam/fppc/NS-Documents/LegalDiv/The%20Political%20Reform%20Act/2016-actfinal.pdf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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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並未完成該表之填具，則 ALO 得開啟授權決定審查程序（licensing decision review, LDR）
。
依加州政治改革法規定，若進行一個適當的實質審查程序（an appropriate intervening substantive
review）
，即 LDR，則例外允許具有不適任財務利益者在大學技術移轉授權決定程序中，得給
予建議，進而影響該授權決定。
Stanford
學校可接受股權作為授權金的替代。若被授權人是非公開公司，校方不會指派董事或列
席董事會135。
校方原則上不會投資由內部教職員創立的新創事業，因利益衝突發生可能性高。若有例
外投資的情形，校方持股不超過 10%，校方的行政人員（officer）不得在此類新創事業中擔任
董事、經理人、股東136。
在經過適當利益衝突審查後，校方可接受股份作為授權金之替代給付。在被授權公司作
為授權之對價而發行之新股總額中，百分之十五（15％）將發行予 OTL，以支付其一般行政
開銷；上述剩餘之股份，扣除行政開銷後，將被視為「淨股份」 （Net Equity）
。
「淨股份」的
137
三分之一歸發明人所有，三分之二歸校方所有 。
Yale
可以，在被授權人現金不足或 OCR 認為接受股份更為有利的情況下，可接受股份作為授
權金之替代。在將技術授權予新創事業的情形，Yale 接受以股權作為授權金的替代給付，Yale
維持少數股東的地位，雖保留指派董事的權力，但應盡可能避免介入公司的日常經營。若新
創事業開始進行上市準備程序，校方所指派的董事應辭職。
MIT
MIT 可接受技術作價入股，但僅是作為權利金的替代，而非進行投資138。但若當事人（技
術發明者）亦在該機構中持有股權，則擬以技術作價入股者須事先得到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同意方得為之139。

135

Exclusive Agreement with Stanford, Section 7.3, http://otl.stanford.edu/documents/revstdagmt.pdf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5 University Investments in Start-Up Companies Involving Stanford
Faculty,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university-investments-start-companies-involving-stanford-faculty#anchor-657
137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6 Equity Acquisition in Technology Licensing and Distance
Learning Agreements,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equity-acquisition-technology-licensing-and-distance-learning-agreements#anchor-661
138
Guide to the Ownership, Distribution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MIT Technology, 4.9.2 Distribution of
Equity, https://tlo.mit.edu/community/policies/part4#48
139
Id, 4.10.2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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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
NIH 的教職員身分上為聯邦政府員工，除非經辭職，否則不得籌設外部的營利事業。根
據 1992 年公布的美國行政機關公務員倫理行為標準手冊之規定，NIH 員工不得兼任外部工
作，或其他會影響到政府工作的外部活動140。《Business Innovation and the Law: Perspectives
from Intellectual Property》書中更明確指出，NIH 不同於其他大學，NIH 研究人員不得在有
NIH 職務之下，又再出外創設公司141。
中研院
按《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八條：
「本院管理之研發成果，
得對其他政府機關（構）、廠商、其他團體或個人為技術之移轉或使用之授權......前項所稱有
償，其方式包括以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交互授權、技術合作或其他業界通用方式，
作為技術移轉或授權之對價者。」是以中研院原則上可接受被授權人以技術作價方式支付授
權金。
(4)、

研究人員因技術移轉成果分配而取得股份，有無成數或金額上限

UC Berkeley
OTL 需負責經營與技術協定有關之支出收入。依照加州大學的技轉政策，授權金和股票
之收益，扣除專利和行政支出後，需與發明人分享。而當學校所持股份償付 University’ s Office
of the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之後，剩餘資金依照發明人分紅政策142分配予發明人。
權利金和股份 35%分配給發明者，50%分配給柏克萊校區，15%分配給大學。同時共同創
立者可以分紅。
Stanford
技術授權收入扣除 15%費用（administrative overhead）後，其餘之部分發明人占三分之
一，該發明人所屬之系所與學院分別占三分之一143。
Yale
依據校方專利政策，專利授權金的分配如下144：

140

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5/2635.801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THE LAW: PERSPECTIVES FROM INTELLECTUAL PROPERTY，頁 427。
142
http://www.ucop.edu/innovation-alliances-services/staff/financial-administration/inventor-share-policy.html
143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9.1.3 Licensing,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intellectual-property/inventions-patents-and-licensing#anchor-519
144
Yale University Patent Policy, para. 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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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授權金淨收入前 100,000 美元：50 %分配予發明人，50 %用於校方的一般研究資助計畫
（general support of University research），歸入校方所擁有的各研究基金。

B.

授權金淨收入 100,000-200,000 美元的部分：40 %分配予發明人，60 %用於一般研究資助
計畫。

C.

授權金淨收入超過 200,000 美元的部分：30%分配予發明人，70 %用於校方的一般研究資
助計畫。

當 PI 過去十二個月的顯著財務利益超過 100,000 美元時，利益衝突委員會啟動高額顯著
財務利益 （High Value Significant Interest） 審查機制，COIC 會針對與該等利益之來源及當
事人所負職業義務相關之細節進行更高密度的審查145。
MIT
在當事人（Inventor）授權金分紅成數和金額上限方面，授權金（Royalties）扣除 15%作
為 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營運費用及其它必要費用後，剩餘部分的 1/3 分配予當
事人146。
NIH
發明者因為授權會先拿到 2000 美元，接下來是拿授權金的 15%（若是 2000 到 50000 之
間），之後拿 25%授權金（超過 5 萬）；但一名發明者一年不能超過 15 萬美元的授權金147。
中研院
按《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七條：
「屬於本院研發成果之
權益收入，得於扣除必要之衍生費用後，提撥分配創作人百分之四十，本院、創作人所屬實
驗室及國庫或資助機關至多各百分之二十。前項所稱權益收入，包括授權金、權利金、價金、
股權、材料移轉收入或其他權益」；以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第五條：
「從事研究人員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分得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份，或已設立公司
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不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
，兩者
規定下，就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於扣除必要費用後，創作人除可分得其中之 40%外，該數額
亦不得超過被授權公司股份總數的 40%。

145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I.E.
Guide to the Ownership, Distribution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MIT Technology, 4.8 Royalty Distribution,
https://tlo.mit.edu/community/policies
147
Information for NIH and CDC inventors: Licensing Royalties, https://www.ott.nih.gov/information-nih-cdc-andfda-inventors#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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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人或其關係人得否參與設立新創公司／可否持股

UC Berkeley
COI 法案關於撤銷資格的規定，要求有使其不合格之私人財務利益的發明人避免影響技
轉決定之作成。然而，若 Licensing Professional 決定發明人的參與是必要的；若發明人代表有
使其不合格之私人財務利益的公司和學校談判，只要該授權決定有經過 LDR 複審，該發明人
即可參與。
（在此法案下，若學校與之談判的發明人為候選的被授權人之單獨擁有者，或者可
單獨或與其配偶共同行使對候選的被授權人之決定權和控制權，則無需發動 LDR）。該法案
的揭露規範要求，當發明人牽涉於其中時，須具體明確的揭露在授權決定中任何使其失去資
格的個人財務利益。
Stanford
參與 start-ups 如同兼職之規定，禁止擔任管理職位，非管理之職位時數以每周一日為限。
教職員須遵守以下禁止規定：不得代表公司進行與校方的任何協商、不得收受來自公司的餽
贈、公司員工不可任職於學校或參與學校的研究、不得要求學生參與公司業務（若學生要求
休學逾公司任職，應交由學院院長審查並由院長給予中立建議148）
、不得令本人負有督導責任
的資淺教職員參與公司業務（粽本人無督導責任，亦應避免）
、不得為公司利益使用學校資源、
不得擔任 PI 實施以人為對象之研究或監督該等研究。教職員投資學生新創事業時，因師生權
力關係之不對等，不論與學生是否有直接的學術上關係，都應將學生的學術利益置於第一位，
避免不當影響學生之決定149。Faculty 如參與 licensee，需在授權之前進行 COI 審查。家人對
新創事業之參與則未硬性限制，但個案上仍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疑慮而被主管單位要求迴避。
Yale
可以，但配偶與受扶養之子女 （dependent children） 所享有之財務利益若符合條件，也
屬於應申報之範圍。PI 本人不可代表公司與校方進行契約協商（反之亦然）
，當 PI 有持股時，
可能會被限制不得實施公司所贊助的研究，尤其是涉及以人為對象之研究人體試驗的部分150。
PI 若擔任董事，對於公司與大學相關的所有決策都必須迴避151。利益衝突委員會對於當事人
的家人可能產生

148

Stanford Best practices for faculty start-ups, https://otl.stanford.edu/documents/bp_faculty_sus.pdf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1.6. Attachment B: Faculty Investment in Stanford Student
Companies,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faculty-policy-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nchor-4955
150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Appendix C.1.
151
Yale Faculty Handbook, p.160, section XX.E.5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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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MIT 允許當事人參與設立 Start-Ups，但當事人不可代表公司與校方進行授權談判152。至
於有關當事人之家人是否能代表公司與校方談判方面，在相關規定中似乎僅明文禁止當事人
不得代表公司參與技轉談判，而未規範其家人不得為之，但根據訪談記錄內容153，MIT 在實
務運作上並不鼓勵甚至是拒絕當事人的家人代表公司與校方談判，以避免潛在的利益衝突發
生。
NIH
具有特定公務員身份之人154禁止參與任何對與其財務利益有直接或可預期影響之特定事
務155。
中研院
按《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第八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契約另有
約定或經本院研管會同意以外，當事人或其關係人不得將本院科技研發成果自行提供予業者
或參與籌設營利事業。」
，是以除經特別約定或例外許可外，教職員與其個人不得參與新創公
司的籌設，以避免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

4.

管理手段

確保研發成果移轉公正性的管控手段，各大學與研究機構透過下列幾種方式為之：首先
是賦予研究人員財務利益之資訊揭露義務，並規定揭露時機、揭露資訊應公開，此同時亦為
管控前述研究客觀性以及資源利用公正性利益衝突之手段；其他如：公開授權決策資訊、程
序上之中介稀釋、對決策進行監督、迴避參與決策；或在實體面向要求研究人員、出脫或限
制利益、禁止參與，其中程序及實體面向之管控手段，多已敘明於前，以下簡述其他管理手
段補充之。而當違反相關規範，至有利益衝突存在，則不應同意技術移轉。

152

Conflict of Interest Guidance to Researchers for New Start-ups, http://coi.mit.edu/sites/coi/files/uploads/coiguidance-for-startups_rkg-0426-2013.pdf (The researchers must not...negotiate with the Institute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153
2016 年 9 月 8 日 MIT Office of Sponsored Programs 訪談記錄第 30 點：「Faculty member 絕對不可以參與
negotiation，有時候太太是律師，MIT 不與太太協商」
154
18 U.S.C §208 (a)
155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2635.4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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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機構的規範

UC Berkeley
PI 原則上不應參與授權決策，然若是啟動上述的 LDR 程序，即允許 PI 參與授權決策。
此外，在授權決策資訊方面，UC Berkeley 則並未要求公開潛在技轉授權對象。
Stanford
PI 原則不得介入授權過程，例外時則需事先經過 COI 審查。關於授權決策資訊，該校設
有專門網站，但是不對外向一般大眾公開。
Yale
PI 不得代表公司或校方參與授權談判外，亦要求 PI 定期揭露財務利益與職務義務衝突，
其揭露資訊原則上不予公開，僅在有法定事由出現時方予以公開，而且上述授權決策資訊，
亦不公開於校內網站。
MIT
財務利益揭露時機為年度 COI 報告及提出研究計畫的 Grant Proposal 之際，至於授權決
策資訊的取得，則可以書面方式向 Office of Sponsored Programs（OSP）提出申請，但授權決
策資訊內容並不主動在網站上公開。
NIH
NIH 之規範，公開利益揭露的內容包括 SES（Senior Executive Service）、前六個 NIH 副
主任、旗下二十七個機構主任、副主任、臨床主管（Clinical Director）、科學主管（Scientific
Director），以及機構外計畫辦公室須向機構主管報告者。每機構裡的 Ethics 辦公室會協助處
理。每年 1 月 1 日起，即可到內部網站申報年度計畫，且新進人員需要儘速申報[1]。在內部
財務利益揭露方面，人員在一定的職位以上就必須到內部網站揭露。就任後 30 天內首次申報，
並建立檔案，其後則每年申報，每年申報不得晚於 2 月 15 日，如果向 Ethics Office 申報核准
後，最多延到 90 天。

(2)、

中研院之規範

有關揭露財務利益之資訊是否對外公開，《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以及《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皆無相關規定。而關於
受權決策之資訊是否對外公開，僅有徵求授權對象公告及有潛在專屬授權對象時之專屬授權
公告，至於潛在授權對象等資訊則可簽訂保密契約，故可推知並非公開資訊。另外，當事人
90

執行科技移轉業務時若有可能發生利益衝突之情形，應自行向研管會核備；當經研管會主動
認定有迴避必要時，亦應提出具體處理意見，並呈報院長核定。

四、

工作義務衝突 D （Commitment）

（一）

具體建議

1.

組織上

維持人事室管理工作義務衝突事務之功能，具體案件有疑義者則交由 COIC 判斷

2.

程序上

主管機構透過年度申報與個案申報，追蹤兼職事務資訊的管理。

3.

實體上

應效法美國各機構利益衝突政策，針對各種職務的性質與對本職工作的影響程度設計不
同的管理密度，尤其針對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所放寬之兼職規定，應有相應配套措施。

4.

管理手段上

除了落實申報義務的執行與審查外，對於違反申報義務或兼職規定者，依照院內倫理守
則或人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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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說明

工作義務衝突(conflicts of commitment, COC)屬於利益衝突的一種態樣，係指人員在外兼
職的職務所消耗之勞力與時間，與投入機構本職之勞力與時間發生衝突的情況。在義務衝突
的判斷上，與財務上的利益衝突不同，著重在當事人的外部活動投入的時間精力，是否可能
導致其有不能完全履行本職義務之可能。在義務衝突的管制模式上，美國多交由各研究機構
自主規範規定，而不由聯邦或州法規做強行規定。財務上利益衝突與義務衝突為不同之概念，
在後者的管制上，美國各機構多以外部活動兼職時數上限之規定與特定兼職之禁止兩方面進
行管理。

1.

組織架構

有關美國各研究機構管理利益衝突的組織設計，以 UC Berkeley 為例，義務衝突事務由
研究副校長(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下轄的利益衝突委員會(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tee)
進行管理，另有研究管理與法令遵循辦公室(Research Administration and Compliance Office)擔
任行政事務的處理。Stanford 則由研發副校長 （Vice Provost and Dean of Research, DoR） 與
各系所共同管理利益衝突事務156 ，各系所由系主任或院長指定副院長或行政主管（Cognizant
dean or COI program administrator） 審查利益衝突事項，各學院須自行建立利益衝突審查程
序，並由 DoR 擔任監督角色，義務衝突之處理即包含於此一程序157。Yale 亦在副校長室（The
Provost’s Office）下設立利益衝突審查委員會（The Provost’s Committee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COIC）與利益衝突辦公室（Conflict of Interest Office），根據利益衝突政策，業務範圍即包含
了對義務衝突之審查。MIT 亦是由掌管研究事務的學術研究副校長（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所屬的利益衝突主管依個案召集委員會進行審議；在 NIH 則是由倫理辦公室(NIH Ethics Office)
負責處理外部活動的許可。上開美國研究機構負責內部控制的機關，皆為統一處理個人財務
利益衝突與外部兼職義務衝突事務之單位，可見美國權威科學研究機構在組織上多對利益衝
突採取統一管理之模式。在中研院方面，研究人員的義務衝突問題由《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
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職處理原則》規範，以中央研究院人事室為法規的主管單位。
義務衝突與財務上的利益衝突雖為不同概念，但義務衝突的存在，可能提高財務利益衝
突發生之蓋然性，因此，委員會所參訪美國多數的研究機構，多以統一的利益衝突處理機制
一併審視財務利益衝突處理兼職的義務衝突問題，藉以綜合性的評估問題。相較之下，中研
156

Stanford University Condlict of Interes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8. Who will see my report?
http://web.stanford.edu/group/coi/faq/faq.html#q8
157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1 Facul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faculty-policy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nchor-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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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是以人事室處理兼職義務衝突之問題，而財務利益衝突由研究成果管理委員會與倫理委員
會負責，利益衝突審查制度之設計，在組織法範圍內容屬機關內部之自主選擇，但利益衝突
處理機制中，各機關之權責與分工應加以明確化。

2.

程序規範

基於外部活動對於本職研究或教學工作可能產生的影響，外部活動應即時向機構的利益
衝突主管單位申報，由利益衝突單位進行審查，若認為有影響本職工作的可能，應採取必要
之措施消除義務衝突，如辭職或申請借調。在加州大學，依照兼職工作之性質，甚至需要事
前許可方得進行兼職工作。若屬於高階主管(Senior Management Group, SMG)，則所有的兼職
活動都要事前取得許可158。而在耶魯大學，高階主管的外部活動除了利益衝突主管機關外，
同時要由校方的法務室(general counsel)進行審查159，但中央研究院目前對於院方行政主管的
兼職，並無個別規定，而是與一般研究人員相同。因行政主管職位享有較高的學術資源分配
權力，是否有以特別規範管制之必要，或現有規定一體適用已足夠，宜加以檢討。
中研院內依照《中央研究院兼職處理原則》第 4 點規定，中研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
員兼職應經所屬研究所(處)、中心主管同意及院方核准後，始得兼職，於期滿續兼或兼任職務
異動時，應重行報院核准。兼任《兼職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所列職務（與
中研院或政府機關訂有契約之企業或機構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
之科技諮詢委員或技術顧問）之人員，須另填列「中央研究院人員因應科技移轉與科學研究
需要兼職許可申報書」併同相關表件，由研究所（處）所（處）務會議或研究中心業務會議
審查同意，並經院長核定後，始得兼職。
整體而言，在美國各機構有針對不同兼職工作之性質，採取不同的管制密度者；亦有採
取統一標準由主管機關個案審酌者，共通點在於著重研究人員自律與主動申報之義務，利益
衝突審查機關相互合作以追求雙贏。中研院現行的利益衝突審查規定由人事室主管，未來的
制度改革需考慮人事室與其他單位在利益衝突審查事務的定位與分工關係，此外，基於機構
內高階行政主管的業務性質，國外研究機構對於其義務衝突有更嚴格的要求，中研院亦宜考
慮是否針對行政主管另立特別規範。

15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egents Policy 7707 Senior Management Group Outsid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http://regents.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policies/7707.pdf
159
Yale University Policy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http://you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coi_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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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體規範

義務衝突之實體規範多自「兼職時數」與「得兼職之職務種類」兩方面進行控制，以
下就美國各研究機構之規定，與中央研究院之規定分別論之。
(1)、 UC Berkeley
根據加州大學學術人員守則 APM025 (Academic Personnel Manual(APM)-025: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Outside Activities of Faculty Members) 規定，人員的兼職類型依照工作性質
的不同分為三類，分別有不同的管制密度160：
兼職時間限制：依照雇傭契約之約定，以學年計算者，一年 39 日；以會計年度計算者一
年 48 日。
兼職活動分成三種類型，同時符合兩種類型以上則以要求較嚴格者為準：
I. 類型一與學術人員的教學研究任務直接相關，最容易出現義務衝突，因此規範最嚴
格，須經過校長(Chancellor)事先批准、每年申報。此類型包含（不限於）：
i.

在教育機構、政府機構、基金會等校外機關，從事教學、研究等。

ii.

校外的受雇工作。

iii.

擔任公司之發起或共同發起人。

iv.

於校外擔任行政或管理職務。

II. 類型二表列的工作通常屬於短期的專業諮詢性質，較不易出現衝突，只須每年申報，
不需要事前許可。此類型包含（不限於）：
i.

由大學額外支薪的教學課程。

ii.

以專家或職業上的證人從事顧問或檢驗工作。

iii.

從事外部顧問服務，或以一人公司或個人名義提供專業服務。

iv.

在外部機構擔任董事。

v.

為企業舉辦工作坊或參與研討會。

vi.
為與校方有特別合作關係的校外機構擔任顧問或受雇工作。（例如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與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160

General University Policy APM - 025 Regarding Academic Appointees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Outside
Activities of Faculty Members, http://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25-07-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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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類型三最不可能出現衝突，不須事先批准或每年申報。但仍須以不妨礙員工對學校
的義務為前提。此類型包含（不限於）：
i.
服務於政府或特定職業的專門小組或委員會，或在私人、學術協會擔任幹事或
委員會成員。
ii.

編審稿件；擔任期刊編輯職位。

iii.

參加學術討論會或會議上演講。

iv.

撰寫學術作品或其他原創著作。

v.

在本職學術工作範圍內收取的禮金(honoraria)。

vi.

收受被定義為褒獎個人成就的饋贈獎金，而非服務的酬勞。

(2)、 Stanford
禁止擔任管理職務，或任何隱含管理責任意涵的職位161。外部兼職以每學季 13 日為限
（13 days per calendar quarter）
，約相當於每周一日，此一時數限制在寒暑假或休假（paid time
162
off）期間皆適用 。人員之研究活動應以學校為中心，可以在學校進行的研究，就不能接受
外部資助進行163。（must not…act as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n sponsored projects that could be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but instead are submitted and managed through another institution）。
教職員的外部兼職或諮詢契約須於契約條款中載明：若發生義務衝突，以大學之勞動契約或
校方與其他第三方贊助者間之契約內容為優先。
(3)、 Yale
學術性兼職：原則上不得接受其他機構的正式教職，例外允許但須經 Provost 同意並揭露
者：遠距教學合作計畫、於外校合開課程（原則上不得領取報酬）
；例外允許且無須 Provost 同
意或揭露者：研討會或聚會中的單次講課、系所所舉辦的暑期課程且未另外收受報酬、非互
動性的線上課程164。
非學術性兼職（如企業顧問）
：不禁止，但平均時間不得逾每周一日，須向利益衝突委員
會申報，並由系所主管或副校長決定如何處理義務衝突問題165。

161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5.3 Attachment A: Stanford University Requirements for Faculty
Consulting Activities and Agreements: Limitations on time spent as a consultant and type of responsibilities,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faculty-policy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nchor-616
162
Stanford Research Policy Handbook, Section 4.4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 for Academic Staff and
Other Teaching Staff,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policies/research-policy-handbook/conflicts-commitment-andinterest/conflict-commitment-and-interest-academic-staff-and-other-teaching-staff#anchor-653
163
Id.
164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7, section XX. 2.
165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7, section X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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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兼職涉及管理責任的負擔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ies）
，因涉及職務義務衝突的可能性
高，不論兼任管理的組織係營利或非營利皆應儘量避免。雖然 Yale 並不完全禁止擔任外部機
構的管理職務的兼職（例如學會理事），但須經 Dean 或 Provost 審查後提交利益衝突委員會
審查，且 Yale 的全職人員禁止在外部公司擔任涉及公司業務執行的高階經理人 （operating
officer）
，即不得擔任 C-level 管理職務166。為了避免利益衝突，教職員可請求不超過一年的留
職停薪進行兼職。
在外部機構擔任董事：董事具有法定受任人義務，故擔任董事之事實須提交利益衝突委
員會審查，若當事人掌有行政職務，或在基於當事人之發明設立之新創公司擔任董事，事前
應與系所主管或副校長諮詢。當事人須遵從利益衝突委員會為防免利益衝突所決定的措施。
董事職位與其他非學術性的兼職時數合計不得超過每周一日。
(4)、 MIT
MIT 禁止成員在外擔任 C-level 管理職，且注重實質更勝於形式。當事人在新創公司中之
兼職（包含有給職或無給職）應受每週最多 1 日之限制（一學年 39 日），但某些職位者之上
限可經其上級主管同意後另訂之。同時當事人應僅擔任顧問性質之角色，若擔任管理職則應
先向校方正式請假167（take a leave of absence if engaging in a management role）。
(5)、 NIH

168
169

NIH 員工為聯邦政府僱員，必須遵守聯邦政府對公務員及 HHS 受雇人員的法規命令規範
。不同的外部活動依照工作的類型、服務機關的種類、是否符合法規明文允許的條件要件
，需要的許可層級及管制密度亦有規範170。

(6)、 中研院
依照《公務員服務法》、《科學技術基本法》、《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
理辦法》、《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各法規內容，中研院研究人員在外兼職之規定，依照其
在外部機構擔任職務的性質，允許之情況可分為以下類別：
擔任公司股東
I.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若持股公司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不涉入公司業務之執
行（非兩合公司股東、有限公司執行業務股東）
，得持有公司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

II.

依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規定，若為新創公司技術主要提供者時，經任職機

166

Yale University Faculty Handbook, p.157, section XX. 4
Conflict of Interest Guidance for Start-ups, p1, http://coi.mit.edu/sites/coi/files/uploads/coi-guidance-forstartups_rkg-0426-2013.pdf (“The researcher must...”)
168
5 C.F.R. 2635, 5 C.F.R. 5501.
169
NIH, Summary of HHS Supplemental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Outside Activities (5 CFR 5501) (The “3-39 Framework”), https://ethics.od.nih.gov/topics/339-OA-Summary-8-05.pdf
170
NIH Official Duty Activity Table, https://ethics.od.nih.gov/topics/ODA/2-ODA-Chart.pdf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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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同意，得持有公司不超過百分之四十之股份。
擔任公司或營利事業機構職務
I.

II.

發起人（以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為限）：
i.

自己為主要技術提供者的生技新藥公司。

ii.

在與政府機關(構)訂有產學合作計畫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iii.

與中央研究院訂有契約的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研發諮詢委員／顧問（非執行業務，）：
i.

自己為主要技術提供者的生技新藥公司。

ii.

在與政府機關(構)訂有產學合作計畫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iii.

與中央研究院訂有契約的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III. 董事／監察人：
i.

依照《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得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政府董事指派之自然
人代表／政府股東指派之自然人代表當選）

ii.

依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規定，若為新創公司技術主要提供者時，得擔
任公司董事（個人）

IV. 其他營利機構或團體職務：
i.

依中研院《兼職處理原則》規定，非屬(1)-(3)規定之營利事業或團體職務皆明文
規定禁止兼任。

ii.

惟依照《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規定，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
或兼職者，得經營商業；揆諸「經營商業」之文義，似包含各種營利事業或團
體職務之兼任行為。若法律修正通過，中研院《兼職處理原則》之行政規則與
法律發生衝突時，
《兼職處理原則》條文效力應解釋為不得禁止兼任而失效？或
院方仍得另行約定兼職限制？解釋上似仍有爭議。

擔任其他非營利機構或團體職務
I.

非營利事業或團體章程所定之職務。

II.

非營利事業章程所定以外之職務：以與教學研究工作相關為限。

III. 公立學校、已立案之私立學校、行政法人之非專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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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經許可之認定屬於教學或研究工作相關之兼職（例如學術期刊之編審）
擔任政府機構職務（以與本職工作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為限）。
另外，在得兼任職務之時數與報酬上限部分，中央研究院之兼職時數規範與美國研究機
構類似，另外設有兼職規範薪酬之硬上限。
I.

兼職時數上限：依照中研院《兼職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
員兼任職務其辦公時間內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II.

兼職所受報酬數額上限：每月最高不得超過本職最高年功薪及專業加給二項合計數。

(7)、

2016 年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對現行制度的影響

依照行政院 2016 年 10 月《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規定，該草案擴張 17 條 4 項排除
《公務員服務法》13 條一項之範圍，
《公務員服務法》中「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亦在排除之
171
列 。此一兼職限制的鬆綁，可能導致「（專業）義務衝突」
（conflicts of commitment）的結果
發生。依照草案規定，公務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將可經營商業，此
一「經營商業」行為之定義，文義上顯然涵蓋擔任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之情形。然而參照委
員會參訪美國研究機構結果，美國各機構雖未完全禁止研究人員兼任董事職務，但皆限制研
究人員不得兼任公司中擔負管理責任(managerial responsibility)或日常業務執行之職位，例如
常務董事、C-level managers。中研院對於研究人員兼任董事之情形，反應從實際管理責任之
有無方面加以判斷義務衝突是否存在。
「技術移轉」已是學研機構利益衝突爭議的主要根源，而今進一步透過科技基本法修法
此一手段，去排除適用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不得經營商業」規定之適用，以
便達到容許研究人員至新創公司「兼職」的目標。然而此一做法無異於是以法律手段創造出
「科學研究」與「商業利益」兩個「不同角色」所擔負的「專業義務」之間的矛盾，有鑑於新
創公司之兼職通常涉及兼職者本身研發成果的技術移轉。以美國研究機構之實務為例，研究
人員若需負擔新創公司的經營管理責任，則必須以借調或請假方式為之，以避免本質義務衝
突與此間涉及的財務利益衝突。
在任何學研機構中，凡是涉及學研機構成員利益衝突規範及管理之事項，其主要責任大
多必須由擔任行政職務者承擔，而機構的利益衝突風險如何降低與控管，也是擔任行政職務
者的責任。甚至，以美國為例，在學研機構中擔任行政職務的中高階主管，均受到比一般研

按修正條文第十七條之修法說明：「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及公立研究機關（構）從事研
究人員，因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其兼任新創公司之職務，仍受該法相關規定之限制。為擴散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促進公立學研機構研究人員投入協助新創事業、強化研究發展成果之產業運用，爰增列『不得經營
商業』之文字，以排除適用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此外「研究人員為研
究發展成果產業運用而兼職經營商業，除應依本法規範外，仍應遵守其他可能涉及之相關法規（例如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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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員更為嚴格的利益迴避要求。而此次修法以行政主管為主要鬆綁對象，在利益衝突事務
的審查上，可能出現球員兼裁判的危機。就此而言，
《科學技術基本法》17 條修正案一概放寬
兼職及於行政主管人員，對於機構職務如何兼顧與科學研究治理公正性的保障配套措施則付
之闕如，實有失之過寬之疑慮。
雖然，上述修法理由中指出：研究人員仍應遵守例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規範，
然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並非特別針對科學研究機構利益衝突量身訂作之法律，其規
定是否能充分處理技術移轉過程中之利益衝突問題，不無疑問，而現行針對科技移轉利益衝
突迴避之法規命令，如上開科技部《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中研
院之《兼職處理原則》
，在《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通過之後是否仍能保持其規範功能亦不無
疑義，此次修法可能造成既存管理規範皆遭到實質掏空的後果。對於學研機構執行利益迴避
規範的能力與有效性，恐有大打折扣之嫌。
現行中央研究院的兼職規範，雖然對於兼職事務有詳細的規範，但總體而言，相對於美
國研究機構多半於利益衝突政策中有明確指引，依照各種兼職工作的與管理責任擔負之有無
決定兼職規範的管制密度，中研院現行規定因襲現有法規命令與法律修正而有許多列舉規定，
但就各種工作之許可／不許可之規範目的難由法規文字探知，難免有疊床架屋之感。此外就
現行規定模糊之處，例如擔任董事之範圍是否及於公司日常業務之執行，或僅及於重大決策
的參與？擔任監察人時，是否得依公司法規定於特定情形代為執行公司業務？仍有討論空間。

4.

管制手段

鑒於義務衝突規定多屬機構自行規定範圍，美國研究機構多半以內部紀律手段進行管制，
例如薪俸、升遷、勞動契約的延續等手段進行義務衝突之控制，此方面中研院與國外機構差
異較小。但回到組織層面，義務衝突問題應由人事室或專門的利益衝突機關進行審查？其主
管享有何等職權？與各所屬研究單位內部程序如何分工？制度設計上仍有討論空間。

五、

受試者保護 E（Human Subject Protection）

（一）

具體建議

中研院未設有獨立的 COI 委員會，因此雖涉及人體試驗之研究可能於 IRB 審議時一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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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利益衝突問題，但對於非人體試驗相關研究之利益衝突之審議則有待加強，或可參考美國
研究機構之方式成立專責 COI 委員會開啟另一程序進行利益衝突議題之審議。

（二）

說明

可能影響受試者保護的利益衝突，類型大致可分為（一）
「研究成果客觀性之利益衝突」
、
（二）
「工作義務之利益衝突」及（三）
「IRB 委員之利益衝突」
。一般而言，類型（二）的「工
作義務之利益衝突」多由機構內負責人事行政之組織負責把關。而在類型（一）的「研究成
果客觀性之利益衝突」方面，若機構內已設有利益衝突（COI）專責機構者，此類型的利益衝
突多將回歸利益衝突（COI）審查委員會此一軌道處理，但若機構內未設有利益衝突專責機構
或委員會者，則該機構就僅能仰賴在 IRB 審查階段時一併處理。而類型（三）
「IRB 委員之利
益衝突」主要側重於維持 IRB 委員會的公正性，其相關辦法則依據各機構 IRB 設置規定之利
益衝突禁止內容而定。

1.

組織架構

依據美國聯邦法規 45 CFR § 46: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之規定172，若研究計畫中之
經費來源包含政府資金，即須遵守聯邦相關關於人體試驗的規定，並同時須於研究機構內成
立 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而此即為各機構主要關於「受試者保護」事務的權責單
位，主要任務為受試者的權利與福祉的保護。另須特別強調者，雖然前開規範之對象為經費
來源包含政府資金者，但由於各研究機構多以此內容建立機構對於人體試驗之規範，因此對
於資金來源非屬於政府資金者，亦須遵守。
在 IRB 的組織方面，各機構多以案件性質作為區分，分別設有複數個 IRB 以進行審議有
關人體試驗之研究案。比較上，UC Berkeley 有設 2 個 IRBs173，分別由 CPHS1 負責生物醫學、
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和一小部分的社會行為研究，以及 CPHS2 負責社會行為、人權和一
部分的生物醫療科技；Stanford 設有 8 IRBs （7 個負責醫學類別，1 個負責其他類別）174；
Yale 設有 5 IRBs（四個自然科學領域、一個人文科學領域）
；MIT 設有 1 個 IRB（其委員會及
行政幕僚單位合稱為 COUHES）175；而中研院則設有「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及「人文社會
172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 45 PUBLIC WELFAR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PART 46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http://www.hhs.gov/ohrp/regulations-andpolicy/regulations/45-cfr-46/。
173
UC Berkeley Committee for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1 (CPHS-1) & Committee for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2 (CPHS-2)，http://cphs.berkeley.edu/committee.html。
174
Yale IRB，http://researchcompliance.stanford.edu/hs/new/schedules_contacts/rosters.html#about。
175
MIT IRB (COUHES)，https://couhes.mit.edu/committee-members-and-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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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二個 IRBs。
NIH 部分是設立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Program（HRPP)，所有 NIH 人體試驗相關研
究都受其管轄，主要分成 Governance（監督管理）部門、法規執行和標準流程檢視等三大部
門，法規執行部門底下設立 IRB，負責審查人體相關的所有研究，確保其符合安全與保護受
試者的原則，目前 NIH 因機構與組織架構、任務與研究標的之因素，分成 12 個 IRB，但同時
都要遵守 HRPP 相關規範，力求一致的標準作業程序176。
各機構的 IRB 在性質上皆屬於獨立委員會，其組成成員名單須對外公布。依據美國聯邦
法規 45 CFR § 46.107 IRB membership 之規定177，每個 IRB 應至少有 5 名不同背景的成員，
以促進對該機構內研究適當且完整的審查。同時 IRB 成員中應至少各包含一位科學及非科學
背景之成員178。

2.

程序規範

在程序上，根據美國聯邦法規，任何有關於人體試驗之研究，除了明定可豁免審查者（但
仍須提交豁免申請並得到 IRB 同意），皆須「事先」經過 IRB 審查後方得執行。因此原則上
任何與人體試驗相關的研究皆須得到 IRB 的審查。
由此次所參考的美國知名研究機構觀察，COI 委員會與 IRB 審議的內容或有重疊，但仍
分別有其側重之處。由於 COI 委員會所審查之案件並非皆與人體試驗有關，因此似乎並不強
調 IRB 與 COI 委員會橫向的聯繫，而以分別獨立針對其所側重之處進行處理。惟兩者皆屬機
構內整體防止利益衝突機制的一環。
而在中研院方面，則未設有獨立的 COI 委員會，因此雖涉及人體試驗之研究可能於 IRB
審議時一併處理利益衝突問題，但對於非人體試驗相關研究之利益衝突之審議則有待加強，
或可參考美國研究機構之方式成立專責 COI 委員會開啟另一程序進行利益衝突議題之審議。

3.

實體規範

各機構對於 IRB 規範的相關程序大致相同，所有與人體試驗相關研究有關之研究計畫，
在執行之前須送 IRB 審查，各單位要求相當詳盡，以 NIH 為例做較詳盡之說明：
不論是快速審查或是一般性審查，都要經過 IRB 委員審查通過，NIH 有關於 IRB 倫理跟
176

https://ohsr.od.nih.gov/OHSR/about.php。
§46.107 IRB membership. (a) Each IRB shall have at least five members, with varying backgrounds to promote
complete and adequate review of research activities commonly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ion.
178
§46.107 IRB membership. (c) Each IRB shall include at least one member whose primary concerns are in scientific
areas and at least one member whose primary concerns are in nonscientific areas.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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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的審查要求之規定，開會過程方面，IRB 會議一般不對外開放，但仍有例外，包括被授
權人、可邀請研究主持人（PI）參加會議，解說其研究計畫（但討論和投票時其不得在現場，
亦可在 24 小時前申請陪同人員，最後決定仍為 IRB）、可要求非委員專家協助審查研究計、
收集資料者等。此外，被訓練者或相關合作人員也可事先申請而獲准參加，但 IRB 主席仍有
拒絕權利。以上所有參與者須簽保密協定。
委員會組成方面，需有一名非科學專業之委員；投票也有相關規定，須半數委員以上出
席，出席中有半數委員同意（委員會若由十名獲十一名委員組成，需有六位出席）。
會議中必須維持法定人數，開會期間內，IRB 工作人員會隨時監視會議進行時有無到達
法定人數，一旦會議中未達到法定人數（如因利益衝突、提早離席）或非科學領域委員離開，
所有投票和須達法定決議的事項都不得再進行，直到回復法定人數。
IRB 會議召開流程方面，全體 IRB 委員都會接到被審查研究計畫的相關資料，審查有初
審與複審機制，初審與複審委員都是 IRB 會議主席指派，大部份是基於專業，或曾經審查過
類似案件的經驗，如果有利益衝突或是為研究計畫的參與則不得參加。而初審或複審委員皆
可在 IRB 開會以前與研究者做進一步了解，來解決審查過程所發現的議題，委員的責任是要
做深度審查，必須做成簡單的結論，在會議前提供所有 IRB 委員參考。核准標準包括盡可能
避免受試者受到傷害、受試者的風險與其預期利益應有合理相關性、現有知識對其風險提供
合理評估、受試者選擇公平性、研究計畫進行中對資料收集與保護受試者安全隨時監測機制、
保護隱私權等，目的在於採取對受試者最有利的研究設計，儘可能降低受試者的風險，並且
儘可能讓受試者接受常規性的治療。此外，在投票上則採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才算通過。
計畫開始執行後，計畫期間內受試者的保護仍是 IRB 關心範圍，IRB 須決定監測研究計
畫的頻率，一般是一年一次，且不得少於一年一次，可以更頻繁，如一年兩次，每季一次179。
由於計畫合作者多，NIH 將是否送審 NIH IRB 分成四種情形，分屬不同規定，一為所有
計劃在 NIH 執行，二為多中心其中一名計畫主持人在 NIH 以外機構，三為 NIH 內部研究計
畫，以 NIH 為主的多中心研究，四為 NIH 僅做一部分的受試者的招募與執行；上述情況一與
三是送 NIH IRB 審查，但若是二、四情形則是 NIH 外機構的 IRB 審查180。
NIH 認為，研究的客觀性對於科學研究和取信於大眾來說是必要價值，研究人員必須忠
於他的研究數據，而不受其他利益干擾。
IRB 審視計畫程序來保護受試者時，主要考量有四：受試者風險降到最低、未來的好處
對受試者的風險是合理的、選擇受試者的公平性、每位受試者都有完整的告知後同意。
若計畫合適，IRB 應該確保研究計畫的資料提供的適當性、保護受試者隱私和維持資料
的隱私性。保護受試者所需要的溝通風險、選擇條件、研究內容同意、收集分析報告資料的

179
180

https://ohsr.od.nih.gov/ohsr/public/SOP_7_v3_9-25-2015_508.pdf。
https://ohsr.od.nih.gov/ohsr/public/SOP_21_v4_10-20-15_AppD4-16-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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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性的時候，雖然沒有法規要求 IRBs 去思考研究者財務上的利益衝突，但 IRBs 應該去了
解該機構的利益衝突辨別與處理政策與過程。在某些個案中，IRB 會將其利益衝突合併考量。
IRB 有時會衡量研究者本身的利益衝突，有評估顯示，25% 的 IRB 會將處理研究者和
IRB 委員們的利益衝突列入考量。可能的處理方式如下：
(1)、 IRB 委員們了解該機構利益衝突的政策與處理流程，要求將機構的指引原則列入在
受試者同意書上。
(2)、 要求研究者完成簡短的問卷，內容包含為此計畫擬定、執行或報告之人員，是否有經
濟利益的涉入，或身為可能影響研究客觀性之外部項目的指導者或執行者。
(3)、 提供 IRB 委員審查時對財務、學術和其他的利益衝突的指導原則181。
4.

管理手段

各機構 IRB 最嚴厲的手段為終止研究，以 NIH 為例，IRB 可以依聯邦法令之要求、IRB
之要求、NIH 政策或此研究已造成受試者嚴重傷害，或發生未預期性的問題等原因，暫停或
終止所有的研究。有權利提出暫停或終止者，包括 IRB 主席、被授權之副主席、IRB 委員、
NIH 內部審查辦公室的主席或輪值主席、其他 NIH 資深人員如所有 NIH 機構、中心的主任
等，IRB 仍保有最後決定權利，即最終仍有 IRB 委員會確認。一旦 IRB 終止要暫停研究的部
分或全部，必須書面通知研究計畫主持人182。
NIH 對 HRPP 研究人員訓練要求也相當嚴格，所有內部研究計畫的研究者都必須完成相
關訓練，保證其對研究過程、人類保護的充分了解。不同計畫有不同的訓練，如參與 FDA 者
須參加 GCP（good clinical practice）的訓練；而其 HRPP 人員，包含主席、會員、工作人員
等，須接受 NIH 臨床研究、生物醫學、社會或行為科學、臨床研究倫理規章等相關訓練183。

181

https://grants.nih.gov/grants/guide/notice-files/NOT-OD-00-040.html。

182

https://ohsr.od.nih.gov/ohsr/public/SOP_11_v3_9-4-15_508.pdf
https://ohsr.od.nih.gov/ohsr/public/SOP_25_v4_2-29-16_508.pdf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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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與附圖

附表 1：中央研究院內部法規檢討／修正要旨整理
院內法規名稱

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
設置及作業要點

建議修正條文

修正要旨

一、第 2 點
二、第 5 點

一、釐清倫理委員會之職掌係對違反利益衝
突管理規範之行為的「事後」處置。
二、將院級倫理委員會之管轄，擴大及於與
「資源利用公正性」、「研發成果移轉合理
性」、「人員之工作忠誠義務」與「研究受試
者保護」相關之所有利益衝突案件。
一、設立隸屬於院本部之院級利益衝突管理
辦公室 (COIO)，負責與「科學研究客觀
性」、「資源利用公正性」與「研發成果
移轉合理性」相關財務利益揭露之審閱
與管理措施之執行。
二、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與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倫理委員會繼續負責審議與「研究受

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組
織法／利益揭露規範

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組
織法

新增法規

新增法規

試者保護」相關之利益衝突與管理措
施，但得依實際需要，由利益衝突管理
辦公室提供必要協助。
三、增訂相關規範，規定研究人員負有義
務，定期向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申報一
定期間內本人、配偶與子女所有之一定
金額或股權數以上，而與研究人員職務
具備合理關聯之利益。該等申報資訊應
予保密，屬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應限制
公開或不予提供之資訊。
設立以院內外研究人員為主之利益衝突管理
審議會 (COIC)，負責獨立審議與「科學客觀
性」、「資源利用公正性」、「研發成果移轉合
理性」、「人員之工作忠誠義務」相關之利益
衝突與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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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之任務
職掌，定位於確保研發成果移轉之決策
符合「授權必要性」與「授權最適性」
原則。原第 3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之
「本院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應揭露利
益、揭露方式及利益迴避。」事務，改
由新設立之「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
(COIO)」與「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
(COIC)」處理。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

二、將接受技術作價入股，限於被授權人無
力以現金支付授權金的情形，並避免在
被授權人屬非公開發行公司時，指派董
一、第 3 條第 2
監事或列席董事會；研發成果移轉契約
項第 5 款(刪
中，應明訂技轉授權後於本院進行之後
除)
續研究成果，不歸屬於被授權人。
二、第 8 條
三、修訂《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三、第 7 條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7 條規定，就本
四、新增或修訂
院研究人員因研發成果移轉之收入，依
現有條文
研究人員原有年薪之一定倍數，訂定適
五、新增或修訂
當之年度總額上限，以避免技轉所生財
現有條文
務利益過於龐大而致破壞其與科學發現
六、新增或修訂
現有條文

間的良性循環。
四、技轉授權之目的在促使公共科學之發現
能轉化為社會利用，而非為政府財政增
加營收，因此授權金之定價宜有固定之
標準，以降低授權之交易成本。
五、擔任本院研究人員之發明人或其關係人
無論是否與潛在被授權人間有授權金以
外的其他財務上利益（例如持有股份），
不得參與本院的技轉決策。除本身即為
獨資之被授權人的自然人代表外，亦不
應代表被授權人與本院進行技轉授權談
判。
六、專屬授權後相關之授權基本資訊，應主
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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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本部智財
技轉處執行研發成果使
用授權應注意事項

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
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將「授權必要性」與「授權最適性」原則，
新增或修訂現有
條文

一、第 1 條
二、第 6 條
三、第 7 條
四、新增或修訂
條文

明訂為技轉授權最應關注之重點（而非技術
之訂價），並由智財技轉處負責提出足以說明
授權必要性與授權最適性的事實基礎。
一、依委員會建議(i)(2)結論，將利益衝突事
務之審議機關由研管會改為利益衝突處
理審議會。
二、將現行於「執行科技移轉業務時」，對研
管會之利益揭露（當事人與潛在之被授
權對象間之利益關係），改為向利益衝突
管理辦公室為之，並由利益衝突管理審
議會負責管理措施之審議。相關利益狀
態發生變動時，亦應動態揭露。並依委
員會建議(ii)(1)結論，明文規定利益揭露
內容之資訊有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適用。
三、依委員會建議報告(i)(2)結論，將利益衝
突事務之審議機關由研管會改為利益衝
突處理審議會。
四、將「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之任務
職掌，定位於確保研發成果移轉之決策
符合「授權必要性」與「授權最適性」
原則。

中央研究院管理技術授
權後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

一、第 2 點第二
目
二、第 3 點
三、新增或修訂
現有條文

一、修訂第 2 點第二目得由私人指定特定研
究領域及目標委託本院研發，所產生之
成果，由委託人自動取得之規定。蓋委
託研究計畫即使係由委託者指定研究領
域並提供全部經費，亦仍係利用本院各
項人物力之公共研究資源，其成果之歸
屬仍應依雙方人物力貢獻比例定之。
二、修訂第 3 點由被授權人就後續研究單方
發起簽訂研究計畫契約之規定，改由本
院依實際合作之必要性提出，並經利益
衝突管理審議會審查其必要性。
三、新增原則性規定，避免本院研究過度仰
賴私人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經費，以致
影響研究方向之自主設定與研究結果之
自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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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儘速依《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
研究技術人員倫理規約

第 8 條第 2 項

術人員倫理規約》第 8 條第 2 項之規
定，通過各級倫理委員會之設置及作業
要點，以處理違反「科學研究客觀性」
之利益衝突案件。
二、發表學術研究結果、擔任鑑定人、諮詢
顧問、審查人及其他運用研究人員本職
相關專業權威或其科學判斷能力之工
作，雖亦有因財務利益而影響科學客觀
性與誠信之可能，但除前述之職務相關
利益定期申報與個案揭露外，僅於疑有
違反科學客觀性與誠信時，依《中央研
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倫理規
約》由各級倫理委員會就違規案件進行
事後之審議。
一、將現行於「承接研究計畫前」，對研管會
之利益揭露（研究人員與該研究補助者
間之利益關係），改為向利益衝突管理辦
公室為之，並由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負
責管理措施之審議。此外，院內研究計

中央研究院接受各機關
(構)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

一、第 4 點
二、新增或修訂
現有條文
三、新增或修訂
現有條文
四、新增或修訂
現有條文

畫、院外機關（構）補助研究計畫及因
應科技移轉接受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雖
排除於前述要點規範之列，但若同時涉
及私人資金者，關於利益之揭露與衝突
之管理，亦應準用該點規定。相關利益
狀態發生變動時，則應動態揭露。該等
個案揭露之資訊應屬政府資訊公開法中
可被動對外公開之資訊。
二、避免本院研究過度仰賴私人委託或合作
研究計畫經費，以致影響研究方向之自
主設定與研究結果之自由發表。
三、私人委託或與私人合作之研究計畫，以
有助於達成本院自我設定之研究目標為
原則，並藉由適當的公開程序，確保公
共資源利用的機會均等。
四、研發成果移轉授權後，除了為完成該次
技術移轉而進行之附隨服務（例如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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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內實驗室為被授權人之人員進行教育
訓練，以達成研究成果之充分使用），可
視為原契約之附隨義務外，應與研究人
員於本院之後續研究進行切割。由於附
隨義務之履行與服務之提供仍關係到本
院公共資源利用公正性，因此應於原授
權契約中，就附隨義務之範圍予以明
訂。

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
益衝突案件審議處理規
範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
研究技術人員兼職處理
原則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合
聘及借調作業要點

一、規定名稱
二、第 1 條

新增或修訂現有
條文

依委員會報告(iii) (2)結論，修訂倫理委員會
之《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案件審議
處理規範》，擴大其適用範圍，使其及於所有
違反利益衝突管理規範案件之程序，不以科
技移轉為限，並同時修正規定名稱。
一、除非辦理借調，仍不應於私人公司擔任
實際執行公司業務之董事、經理人或 Clevel 之管理職。
二、依據本院研究人員承擔之不同公共任務
性質，與兼職對本職之影響程度，訂定
不同密度的兼職容許規範。
三、人事室繼續負責與「人員之工作忠誠義
務」相關之利益（兼職）揭露審閱，但
衝突管理措施之審議移交由利益衝突管
理審議會負責。

新增或修訂現有
條文

一、為確保本院承擔不同公共任務之研究人
員能妥當履行其義務，仍不應於私人公
司擔任實際執行公司業務之董事、經理
人或 C-level 之管理職。
二、人事室繼續負責與「人員之工作忠誠義
務」相關之利益（兼職）揭露審閱，但
衝突管理措施之審議移交由利益衝突管
理審議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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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中央研究院組織建議關係圖
院長

研究發展
成果管理

醫學、人文社

院級倫理委員會 (ABCDE)

利益衝突管
理審議會

(違反利益衝突規範之責任)

(ABCD)

委員會

理委員會 (E)

副院長

各級倫理委員會(A)

會科學研究倫

院本部

學術及
儀器事
務處

智財
技轉處

人事室
(D)

利益衝突管理辦
公室
(ABC)

實線為上下隸屬之行政單位；虛線為獨立委員會。

塗色為建議新設組織；網底為原組織調整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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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中央研究院組織建議關係圖說明表

本院應追求之價值目的與可能發生利益衝突之面向

業務決策
相關單位

A 科學研究客觀性

B 公共研究資源利用
公正性

C 研發成果移轉
合理性

D 人員工作忠誠義務

E 研究對象權益保護

各所、處、中心
學儀處

各所、處、中心
學儀處

智財技轉處
研管會

各所、處、中心
人事室

BS-IRB, HSS-IRB

人事室

BS-IRB, HSS-IRB
COIO

利益資訊
申報揭露
之審閱單
位

利益衝突管理辦公室 (COIO)

利益衝突

利益衝突管理審議會

管理措施
審議單位
事後責任
處理單位

BS-IRB, HSS-IRB

(COIC)
各級倫理委員會

院級倫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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