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防範未然 成大對觸法老師將祭出重懲 最輕處停聘一學期以上之處分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01027 14:37:12) 

依大學法第 20條規定『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

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但有鑑於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過於考慮當事人權益，審議結果常不

符社會觀感與期待。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賴明詔院士特別在 26日下午針對因老師個人不諳法令之規

定或不誠實的行為而導致憾事的發生，讓學校聲譽蒙受極大傷害，緊急邀集一級主管召開主管會

報臨時會議，專門討論經費報支法律問題。會中做成決議，被緩起訴處分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考慮予以停聘一學期以上；被起訴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輕

重考慮予以停聘一學年以上。此外，尤應加強督導人事管理與會計報銷工作，以防範未然。 

 

在主管會報臨時會議，成功大學校長賴明詔院士開宗明義指出，現在學校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危機，

老師個人不誠實的行為引起社會的關注，讓學校聲譽受到傷害。今天臨時請各位主管來集思廣益，

針對第一、如何防止類似的事情再發生，如何加強監督人事管理與會計報銷的考核，第二、如何

處置觸法的老師，第三、如何彌補成功大學的聲譽、如何彌補和政府各單位的關係，以及加強宣

導讓老師都能遵守法令規範等事項加以討論並提出解決之道。學校對違法的事宜，絕對會秉公處

理，依法嚴辦，以維護學校的權益及聲望。 

 

經過一番討論，會中一致決議：第一、有關人事管理與會計報銷方面，包括各項計畫內專兼任助

理之進用與差勤管理以及教師之差假申請與差旅費報支等等，除由人事室與會計室加強管理與查

核機制外，系主任與院長亦必須負起督導之責，發現有問題之申請案件，應主動了解與勸導，以

防範未然。各個學院院長應盡快召開會議向全院各系所與教師宣導，勿使類似事情再發生。 

 

第二、依據高等行政法院相關判決：『教師犯詐欺及行使偽造文書罪，自屬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學校得依教師法規定予以停聘處分…之意旨。』本校教師如假借其職務上

之機會，違反法律之規定，被緩起訴處分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考慮予以停

聘一學期以上；被起訴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考慮予以停聘一學年以上。有

關政治學系周副教授因計畫經費支用不當問題遭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一案，請社會科

學院立即啟動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處理。 

 

此外，成大校長賴明詔院士也在日前寫給全校老師、同學及校友的信箋中指出，報載本校教師因

計畫經費支用不當，遭致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之處分，引起社會的關注，讓學校聲譽再度

受挫。對於事件的發生，我們感到相當的痛心與遺憾，並向所有關心學校的師生同仁致上最深的

歉意！  

 

他表示，本校為研究型重點大學，相關計畫的執行對教師的成長及學校的發展影響甚巨。在過去，

我們對於計畫的執行及經費的控管都有嚴謹的程序與機制，希望老師們能將經費做最妥善的運

用，以達成最大的研發效益。最近幾件個案的發生，讓我們警覺到有些老師可能不諳法令之規定，

導致憾事的發生。學校相關單位也重新檢視了相關的管控與稽核機制，並採取了對應的輔助與防

範措施。其中包括專任助理的進用、差勤管理、差旅費之支用、會計稽核機制等，同時亦強化法



治教育的宣導，務使各項經費皆能有效合法的使用。  

 

我們都知道，所有計畫的經費非屬個人財產，其支用皆須依法定程序來處理。我們一方面尊重老

師的支配權限，但亦不容有違法的情事發生。學校對違法的事宜，絕對會秉公處理，依法嚴辦，

以維護學校的權益及聲望。盼全體老師同仁都能引以為戒，勿使類似情事再度發生。  

 

過去由於大家的努力，使得學校在各方面皆有長足的進步，並獲社會各界的肯定與讚許。期盼大

家勿因少數個案而沮喪，秉持一貫的優良傳統和信念，繼續朝國際一流頂尖大學的目標努力邁進，

讓學校的永續發展，能為國家社會作出更大的貢獻。  



成大詐領研究費 將追回補助  

【聯合報╱記者陳幸萱／台北報導】2010/10/26   

 

今年成功大學連續爆出多起詐領研究費事件，國科會主委李羅權昨天在立法院對此表「痛心」，指

出將對「詐領」補助款的教授追回補助金，並要求學校自行稽查，否則將扣各校管理費。國科會

綜合業務處處長陳宗權則表示，這兩天就會發文調查成大詐領事證，開會討論是否要扣減管理經

費。 

 

立委昨天在立法院輪番砲轟國科會補助金遭詐領濫用，應檢討稽查制度。多位立委均建議學校不

要再續聘詐領經費的老師；立委江義雄表示，高級知識份子應有高道德標準，建議以刑事論處；

楊瓊瓔指，國科會應建立稽查研究費核銷的標準作業程序，鄭金玲則建議冒領補助金應該「一輩

子不能再領」。 

 

李羅權表示，國科會無法管學校是否續聘老師，但針對詐領者會追回補助經費，並可使其在數年

內不得申請補助。他指出，國科會近日已主動查核許多學校，尤其是台灣大學及成大；國科會也

將要求各大學自行稽查，否則就扣減學校的管理費。 

 

陳宗權說，成大政治學系副教授周志杰已獲緩起訴，代表詐領事證明確；國科會這兩天就會發文

成大調查，並開會討論成大內部查核不實，是否應扣學校管理費用。 



《社會》四見教授詐領研究費，成大蒙羞  

 2010-10-21 08:47  

 時報資訊  

政府推動發展國內大學成為國際一流頂尖大學計畫，原是學術界好事一樁，但因部分學者貪小便宜，

使計畫蒙塵。成大政治系副教授周志杰藉研究之名，一年多內，申報一四○多次南北交通費近廿九萬

元，連返家休假、妻子搭高鐵上課交通費也拿來申報。  

  先前南檢已先後偵辦起訴成大教授鄒文莉、景鴻鑫、弭心馨等，這次再發現一名成大教授涉及詐

欺，令人驚訝，成大校譽再受重挫。 

  調查局台南市調站調查，卅九歲的周志杰是成大社會科學院政治系副教授，太太在台灣師範大學

授課，九十五年七月，夫妻搬到台南市居住。 

  九十七年四月至九十八年九月，周志杰受國科會委託，執行「從國際人權建制探究國際規範與國

家主權的互動關係，以東協國家之實踐為例」、「區域人權規範法制化與國內化之研究，以非洲聯盟

為例」二項研究計畫，加上受託執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未料這一年多時間，周志杰利用三項研究計畫，使用宏大出版社提供的空白收據，陸續填寫近九

萬元收據，向成大會計人員詐得款項，連研究聚餐都浮報詐領。 

  台南地檢署檢察官周文祥比對資料發現，周志杰並虛報妻子搭高鐵到台師大林口校區上課、自己

休假返回台北搭高鐵和火車、或其他事由的交通費用一四○多次，總金額廿八萬八千多元。 

  檢調發現，周志杰藉研究之名詐領總金額達卅九萬元。周志杰到案後，坦承犯行，並且繳回犯罪

所得，檢察官見他態度良好，所犯並非重罪，認為以緩起訴處分最適當，但諭令被告必須在六個月內，

再向公益團體支付台幣四十萬。成大指出，將於收到緩起訴書後，依序啟動系評、院評、校評等三級

機制。是否續聘，由校方人評會最後裁決。 (新聞來源：中國時報─黃文博、洪榮志／台南報導) 

 

 

 



國科會：追繳虛報經費 

 2010-10-21 中國時報 【李宗祐、林志成／台北報導】  

     成大副教授周志杰涉嫌利用國科會補助的研究案，詐領研究費近廿九萬元，國科會將召開專

案會議，依情節停權處分，未來周志杰可能若干年不能再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且虛報、浮

報的費用也要追繳回來。  

     學術界有一個陋習，經費使用不實報實銷，隨便拿個發票就報帳，所以會出現研究經費裡有

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支出，甚至教授小孩的保母費、家教費都來報公帳。但過去可以做的事，現在

不見得可以，教授詐領研究費事件因而一再被揭發。  

     今年成大接連發生數起教授詐領研究費事件。教育部次長林聰明表示，第一期五年五百億計

畫已明確規定，研究經費必須據實核銷，教授拿其他發票報帳，不符規定。成大每年取得十七億

元經費，過去四年多已領走約七十億元，教育部會徹底瞭解其經費使用情形。  

     教育部預計從明年三月起推動第二期五年五百億計畫，目前正審核各校申請計畫。成大一直

發生教授疑似詐領研究費事件，如果沒有能力杜絕，會影響下一階段爭取經費的結果。 

成大詐領研究費 教部：查明經費狀況 

中廣新聞／陳映竹    

 成功大學再傳出教授詐領研究費，成大政治系副教授周志杰以研究的名義，一年之內申報 140

多次南北交通費用、研究費達 39萬，被地檢署緩起訴。成功大學過去四年，獲得教育部五年五百

億計畫 70多億元的補助，教育部表示，將徹底了解成大經費使用情形。  

    半年來，成功大學連續傳出四名正副教授涉嫌詐領研究費，39歲的成大副教授周志杰被控利

用人頭、妻子，一年內詐領研究費、交通費。  

    成功大學主任秘書李偉賢表示，校方收到緩起訴書後，將依序啟動系評、院評、校評三級機

制，校方人評會也會進行裁決是否續聘周志杰，不過教師還沒最後定讞，校方仍會顧及教師權益。  

    今年三月，成大外文系教授鄒文莉案件發生後，成大就推動防弊措施，要求經手教育部、國

科會研究費的師生，要接受法治教育，會計單位也會加強經費核實，教育部表示，將徹底了解經

費使用狀況，如果無力杜絕，將影響下一階段爭取五年五百億經費的結果。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楊玉惠指出，這起弊案是在 97年到 98年之間發生，最近成大的防弊內

控機制，逐漸看出成果。不只是五年五百億計畫的研究費，只要運用到政府預算的研究案，都要

符合會計規定。



學生當人頭 教授被控詐研究費                 

【聯合報╱記者鄭惠仁、修瑞瑩／台南市報導】 2010.03.25 08:23 am  

成大外文系教授鄒文莉涉嫌找學生當「人頭」，詐領國科會及教育部研究經費，昨被起訴。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鄒文莉，執行國科會、教育部研究計畫，涉嫌找學生當「人頭」

詐領酬勞及津貼，連孩子的保母費、家教費也拿來報帳，共詐領約一○八萬元，昨被依詐欺、偽

造文書罪起訴。  

 

四十二歲鄒文莉開庭時向檢察官表示，許多教授都像她這樣做，用人頭虛報助理，用來支付研究

計畫不易報銷的行政費用；她否認詐領補助，表示都有經過「助理」同意。  

 

成大表示，等接到起訴書，再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處理。鄒文莉昨天未到校，無法獲知她的看法。  

台南地檢署指出，教育部推出「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共有成大等十二所大學獲得補助；

成大成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成鷹計畫），鄒文莉為計畫主持人之一，同

時還獲得國科會其他兩項研究計畫，每年約七十萬元。  

 

檢方查出，她在九十六至九十八年間主持這些研究計畫期間，涉嫌要求研究助理蒐集親友帳戶，

虛報工讀生或臨時工，詐領工資；她也為助理申報研究計畫，以靈活運用經費為由，要求助理領

出薪資交給她。若助理中途離職，仍繼續申報薪資，中飽私囊。  

 

檢察官查出，鄒文莉請學生當保母及家教，未自己支付費用，而將學生報為「人頭」助理，再以

助理薪資支付保母及家教費。教育部去年七月得知她涉嫌詐領補助費消息，向台南地檢署檢舉。  

 

鄒文莉辯稱這些學生確實有當研究計畫的助理或工讀生，因研究計畫許多行政費用不能報支，才

經學生同意，要他們領出來當作零用金，支付演講者的計程車費、餐費、工作費用等開銷。  

 

但檢察官發現，她所詐領的錢用在行政費用上的相當少，且擔任保母、家教的學生不知被報為助

理，加上企圖串證，因此將她起訴。  

 

學生「助理」領 6000 稅單 12000  

【聯合報╱記者陳智華／台北報導】 2010.03.25 02:58 am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楊玉惠昨天指出，教育部撥經費給大學後，各大學會計室都要針對經費使用

查核，防範亂用、用錯，甚至放入私人口袋。審計部則再採抽查方式，而非全面普查。成大鄒文

莉這件事大學可能是尊重教授，未嚴格查核造成。  

她表示，教育部也曾接獲家長投訴，指孩子當教授的助理一個月只拿六千元，但所得稅扣款憑單

卻是一萬兩千元。調查後發現，有的教授是希望多用一個學生，因此將一萬兩千元拿來聘兩位學

生，一人給六千，但依規定，只能聘一人，金額上限就是一萬兩千元，這種行為雖是好意卻是違

法。  

她表示，鄒文莉使用五年五百億計畫經費，執行「成鷹計畫」，主要是協助學生提升英文能力，該

計畫沒有問題。  



冰山一角／大家都虛報？耗材、助理有黑洞  

【聯合報╱記者喻文玟、楊德宜╱連線報導】 2010.03.25 08:24 am  

逢甲大學一名不願透露姓名教授表示，近年屢傳國科會研究計畫經費被詐領，其實教育部和國科

會應該檢討申報名目是否寬鬆，研究器材比較不能造假，但「耗材類」就容易被用來買私人用品，

只要教授和經常合作的業者關係好，開假發票不無可能。  

 

中興大學理學院一名教授表示，若真要走旁門左道，還是有漏洞可鑽，如研究計畫規定聘用專任

助理，只要跟學生講好聘為兼任助理，依然向上面申請專任助理經費；只要學生「配合」就能「撈

一筆」。  

 

資歷較淺的大學副教授、助理教授們表示，部分教授因為資深、論文發表多，再加上研究成效不

錯，申請的研究計畫經費逐年提高，金額越多，詐領越容易。  

 

他們感嘆，因為資淺，研究經費很少，有些研究器材金額太高，費用不夠，得申請好幾個計畫才

能購買器材。  

 

中興大學表示，避免教授核銷不實，把關嚴謹，以聘用研究助理為例，需經過研發處審核，受聘

學生也要簽訂聘用契約書，由校方直接撥款至帳戶，另需檢附出勤紀錄表。  

 

中央大學研發長朱延祥說，為避免詐領研究經費弊端，會定期追蹤每筆研究經費的發票明細，若

發現業務費、差旅費名目異常，就開會討論，會計室再做第二層把關。  

 

【記者鄭惠仁／台南市報導】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多所大學拿到補助，在鄒

文莉被查出涉詐補助費前，即傳有學校「報假帳」，檢方認為鄒案只是冰山一角。  

 

上月間，教育部和國科會開業務協調會，國科會人員抱怨某些大學執行研究計畫時「虛報」費用，

亂買東西、亂花錢，後來行文受補助單位，要求加強查核。  

 

台南檢方偵辦鄒文莉涉嫌詐領研究費案時，她指稱有許多教授都這麼做，即以人頭虛報助理；檢

察官詢問其他教授，發現確有這種現象。  

 

檢方認為，若情況屬實，意味這是長期以來積習，因為沒有人管，而見怪不怪。  

 

檢方希望藉由這一案件，讓教育部、國科會及相關單位重視問題，建立嚴格把關機制；否則研究

費未用在研究上，卻進入私人荷包，打造頂尖大學，可能淪為口號。  

 

 

 

 



張文昌：此案例應該是「人的問題」  

【聯合報╱記者蔡永彬／台北報導】 2010.03.25 02:58 am  

國科會副主委張文昌指出，成大這起案例應該是「人的問題」，國科會將開始徹查鄒文莉近年研究

計畫的帳目，看是否有違規情事。  

 

張文昌表示，每年國科會約執行兩萬個研究計畫，審計部授權國科會「就地查核」，各大學第一線

的會計人員就相當重要。近年國科會已經放寬「業務費」中的人力、耗材支出可以互相流用；只

要學校自行簽准，也可以挪「研究設備費」的百分之廿至卅到業務費使用。  

 

針對某些大學老師用「人頭」詐領研究費，張文昌認為這的確「不好抓」，因為表面上看來可能一

切合規定，這些人頭也是合法領錢。他盼各大學會計人員可加強查核，國科會也會仔細抽查。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傅仰止說，近來他們不斷透過研討會、業務說明會宣導學術倫

理和經費使用問題。張文昌補充，有些教師可能會以為只要沒有把錢放進自己口袋，不同計畫的

經費互相流用也沒關係，但只要用在與計畫無關的地方，都是不合法。  

 

助理、學生被當人頭 拒為師解套  

中國時報  2010.03.25 

     調查指出，鄒女以需要零用金支付計畫為由，要求多名不知情的行政助理、學生，提供身

分證及郵局存摺等資料，再代填申請表，每月製作不實清冊，再向會計室申請核撥薪資，等於把

研究經費當成家中的開銷來源，包括孩子的家教費、保母費等都由此支付，兩年期間共詐領一○

八萬餘元。  

 

     鄒女甚至還辯稱，請學生教自己兩個女兒，是研究上的必要，一組教陳醫師小孩，一組教

她的女兒，是實驗對照組；但後來檢方發現，行政助理、學生被檢察官傳訊時，不願意為鄒女解

套，鄒女還在電話中要這些人幫她講話，但沒被接受。  

 

     後來鄒女乾脆向檢察官說，大部分教授都是這樣做，檢方也答應調查看看，檢方認為鄒姓

教授犯罪事證明確，昨天依詐欺、偽造文書等罪提起公訴。 

 

被教授當人頭報帳 研究生:非新鮮事 

公視新聞 -  2010 年 3 月 25 日  

這位涉嫌詐領研究費的成大教授為自己辯護時表示很多教授都這樣做；事實上老師把學生當人頭

報帳,的確不是新鮮事,也有研究生說,到了研究計畫快結案的時候,他們就要幫忙收集發票。 

 

而到底要如何防堵這樣的漏洞？教育部認為學校應該承擔起責任，學生也建議校方成立一個申訴

管道,並且透過調查委員會遏止公款私用的歪風。 

 



努力拼上研究所，為的是更漂亮的學歷和更專業的知識，但研究生邱崇偉說，不少正在念研究所

的同學，得幫教授做好多額外的事！ 

 

做了這些事還不夠，有的人還得在案子快結案時，幫忙找發票，只因為教授太忙了，沒空理這些，

他說，甚至有學生被拿來當人頭報帳，又或是明明做了事，卻拿不到費用！ 

 

學生敢怒不敢言，但這些假發票又或是虛報難道查不出來嗎？以教育部和國科會的流程來看，計

劃通過時會有使用原則，明訂哪些項目可以支出，教授執行計劃時，學校會計部門審查，不符的

就會被退，最後審計部進行事後抽查。 

 

如何防弊?教育部認為學校這一端很重要，可是這麼多年來，學生被當人頭不是新鮮事，現在還爆

發教授涉嫌詐領研究費，所以研究生學會建議，應該設立匿名的申訴管道，還有調查委員會釐清

真相，至少能夠改正這些現象。 

 

請學界積極「自清」吧！  

【聯合晚報╱社論】 2010.03.25 02:41 pm  

「許多教授都這樣做」，一名成大教授被發現浮報虛報研究費用而受到偵查，竟提出這樣的理由自

我辯護。多麼熟悉的理由！之前，我們不是才在媒體上、法庭上一再聽到「過去的總統都是這樣

做」、「別的政務官都是這樣做」的說法嗎？  

 

顯然，這已成為台灣社會的「潛規則」了：只要別人都這樣做，我們就可以跟著做，不必管其間

是非曲直，甚至不必問是否合乎規定、是否觸法。一來，那麼多人都做，總不致倒楣到剛好抓到

我；二來，就算倒楣我被抓到，反正這是「歷史共業」，也總不能只罰我一個嘛！要罰統統罰，那

罰得完嗎？  

 

真是可怕的「潛規則」。更可怕的是，遵循這種「潛規則」的人，不只是那些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的商場競逐者而已，還包括了政界和學界人士。並不是說政界、學界人士應該有比較高的操守，

而是他們各有理由應該對這種「從眾犯規」的做法有所質疑、有所反抗。  

 

政治人物是公共事務規則的制定者，身受人民對於公共利益的託付，也有一定的權力可以介入改

變不合理的規則。如果他們理直氣壯，覺得別人都這樣做，自己也就可以做，意味著在看守公共

利益上失職，也意味著他們無心追求可長可久的制度，這當然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麼學界人士呢？教授們都受過高等教育，受過嚴格的思考與研究訓練，當然應該對這個社會提

供獨立、盡量客觀的判斷才對。研究費的申報如果有問題，我們期待教授會比其他人更敏銳指出

其不合理之處，更期待教授能夠擺脫私人利益，追求原則的一致性。如果一個教授無法如此獨立

判斷，無法這樣堅持原則，我們幹嘛用公共資源去養教授，幹嘛給他們經費去做研究？現在，不

只是一個教授放棄這種堅持原則的立場，而是許多教授參與共犯結構，都用這種「從眾犯規」的

方式來花費、報銷公帑，可見問題之嚴重！學界應該要有「自清」的力量，出面號召認真進行內

部整頓；否則，一旦學界的社會公信力破產，場面將極難看，付出的公共代價也將大到難以衡量！ 



冰山一角 核銷寬鬆檢驚嘆 

 2010-03-25 中國時報 【黃文博／台南報導】      

教育部推動的「五年五百億」計畫，早在去年底，國科會就發現有些執行計畫的教授，有虛報

的情形，南檢介入偵辦與許多學者接觸後，發現教育部舉發的成大女教授鄒文莉個案，可能只

是冰山一角。  

     南檢為了調查成大教授鄒文莉詐欺案，辦案人員全面了解「五年五百億計畫」和國科會主導

的多項研究計畫，發現教育部及國科會對經費支出和審核，寬鬆得令人驚嘆。  

     南檢與許多了解計畫內容的學者接觸後，發現五年五百億計畫，被部分不肖教授上下其手，

在學術界早已不是祕密，難怪鄒文莉會向檢方供稱，大部分教授都這樣做，為何只辦她一個人？  

     了解內情的人士說，學術研究本來就是良心工作，助理、或研究生充當人頭，再領出來讓教

授分配，這是集團式的行為，鄒女所以會遭人檢舉，應該是吞了太多研究費，這種情況，公立大

學更是特別明顯。  

     檢調人員進入大學校園辦案，得有充分證據，否則會被扣上白色恐怖帽子，到時候弊案反而

會失焦。  

     辦案人員認為，解鈴還需繫鈴人，既然教育部和國科會都已發現問題，在即將進行的第二階

段，要馬上建立嚴格的把關機制，才不會浪費人民血汗錢。 

 

一國兩制Ａ錢教授 國科會只追錢不法辦 

中國時報  2010.03.29 

     成大教授鄒文莉涉嫌以學生當人頭詐領研究經費被檢方起訴，類似案例若被國科會發現，

涉案學者僅須繳回補助款，接受行政處分，不用吃牢飯。一國兩制矛盾現象引起監察院關切，國

科會將研議是否須把涉案學者移送法辦，以免涉及包庇刑責。  

 

     鄒文莉被檢方提起公訴之前，監察院剛好在上周「提醒」國科會，過去以行政命令，處理

學者涉嫌以不實發票或研究助理及學生當人頭等詐領研究經費的案件，國科會只要求涉案學者繳

回補助款，再停權若干年、不得申請研究補助，就直接結案，未移送檢調偵辦學者是否涉及詐欺

與偽造文書等刑責，可能有縱放或包庇之嫌。  

 

     監察院的「提醒」加上鄒文莉被起訴，國科會決定加速研議以行政處分懲處類似案件的適

法性，以免受到波及，吃上官司。  

 

     國科會相關官員坦承，學者以不實發票或人頭詐領研究經費，確實構成詐欺和偽造文書。

但國科會主要任務是提升我國研究水準，而培養一個學者不容易，「我們實在不忍為了幾萬塊，就

毀了一個教授。」因此從未想過少數學者類似行為是否涉及刑法的問題。  



 

     相關官員直言，學者Ａ研究經費，向國科會檢舉被查證屬實就只有行政處分；向檢調舉發，

就是刑法侍候，明顯有差別待遇。但同樣是向政府部會檢舉，部會間也各行其是，教育部接獲相

關資料就移送檢調偵辦，鄒文莉就是因此被教育部移送法辦，只有國科會「與人為善」，以行政處

分處理相關案件。  

 

     國科會副主委張文昌表示，國科會的想法是，涉案學者若被查證確認詐領研究經費，除必

須繳回研究補助，也被依違反學術倫理停權處分，依情節輕重裁處若干年或終身不得再申請研究

經費補助。  

 

     張文昌表示，研究計畫被停掉，在學校「很難好好活下去」，在學術界也難以立足，不是是

學者學術生涯最大的汙點，也是最嚴厲的懲罰。 

 

教授任職單位 補助削減 

2010-03-29 中國時報 【李宗祐／台北報導】  

     近年頻頻有學者以人頭或不實發票詐領研究經費，國科會最近發函呼籲各大學及研究機

構，加強內部查核機制，若再有學者Ａ錢被查獲，將調降其任職單位管理費補助比例，作為連帶

處分。  

     國科會每年補助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研究計畫經費約一萬八千件左右，平均每兩件申請案，

就有一件獲得補助，計畫審查通過率約五○％；每位學者原則上每年以主持兩個研究計畫為限。

無論主持一個或兩個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者每個月都有一萬元主持費。  

     此外，國科會也從補助研究經費中提撥十％到十五％管理費，供主持研究計畫學者任職機

構統籌運用，包括彈性調整教授薪資等用途。  

 

     依國科會現行研究計畫經費核銷稽查，所有國立大學和元智大學及逢甲大學等較大規模私

立大學均採「就地查核」方式，授權學校自行審查原始單據及核銷作業，再由國科會依比例抽查。

其他私立大學則必須把各項計畫原始單據全送回國科會審查。  

 

     相關官員指出，過去以人頭或不實發票詐領研究經費的案例大部分發生在「就地查核」的

大學；由國科會自行審查的私立大學鮮少發生問題。  

 

     為督促「就地查核」的大學校方確實負起稽核責任，國科會已發函二八四所大學及研究機

構，並彙整最近三年稽核發現的各項缺失類別，要求各機構加強內部審查及督導，並強調若再有

相同缺失出現或一犯再犯，相關學者任職機構會被調降管理費補助比例，祭出「以錢制錢」策略，

希能遏阻學者Ａ錢歪風。 

 

國科會不可繼續縱容 

2010-03-29 中國時報 【李宗祐／特稿】  

     「培養一個學者並不容易，我們實在不忍心為了幾萬塊，就毀了一個教授！」這是國科會



長期堅持以行政處分懲處涉嫌詐領研究經費學者的思考邏輯，但學者教授為人師表、教育下一代，

應該有更高的道德標準，接受更嚴格的社會規範，國科會核發研究經費，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不

能持續縱容不肖學者享有特權。  

 

     傳統上，台灣社會多尊重學者，但不代表學者利用人頭、以不實發票詐領研究經費、Ａ錢，

就可以享有治外法權。長期以來，國科會卻一再包庇，以沒有法源依據的行政命令，讓Ａ錢的學

者逃過牢獄之災；審理相關案件時，還以密件處理，保護涉案學者不會因案件曝光而身敗名裂。

此種作法十足是鴕鳥心態。  

 

     國科會對學者的呵護幾乎已達「密不透風」的地步，此次若非監察院「提醒」注意長此以

往是否有包庇或縱放之嫌，又剛好碰到成大教授鄒文莉利用學生當人頭詐領研究經費被檢方起

訴，國科會也不會正視這個問題。  

 

     國科會以不忍心為了幾萬塊毀掉一個教授為由，將過去的包庇及縱放合理化，就看不到有

市井小民為了溫飽，在便店商店或大賣場偷個幾百塊、甚至是幾十塊的麵包或食物，就被移送法

辦的悲慘遭遇。兩相對照，學者Ａ了幾萬塊，甚至數十萬、上百萬，卻能逍遙法外，這是徹底踐

踏法律尊嚴與執法公平性。  

 

     去年金融風暴橫掃全球，國內失業人口屢創新高，到處都有人放無薪假，勞工大眾苦哈哈

之際，各界還頻頻為台灣教授待遇偏低，比不上日、韓、新加坡和香港而叫屈，大聲疾呼政府應

該積極改善教授待遇，可見學者教授在國人眼中多麼「尊貴」。因此少數學者更應自重自愛，國科

會也不應讓他們繼續躲在保護傘下，假學術之名、行Ａ錢之實。 

教授Ａ研究費 衛生棉發票報帳 

中國時報  2010.03.29 

     成大教授鄒文莉涉嫌以學生人頭詐領研究經費，檢方偵訊時，她辯稱「很多人都這樣做」，

凸顯此一行為已成學術圈內公開陋習。國科會歷年查核發現，學者Ａ錢花招百出，有男教授拿衛

生棉發票核銷；有人內舉不避親，請太太當研究助理，儼然成為學術界的「國務機要費」翻版。  

 

     國科會補助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研究計畫經費，近幾年屢傳學者遭學生或研究助理向媒體踢

爆或向檢調舉發Ａ錢，被以詐欺和偽造文書等罪起訴案例。但國科會每年補助兩萬件研究計畫，

主動查核發現以不實發票或人頭詐領的案例僅「個位數」，相關官員無奈說，除非有人提供確實證

據，不然就像大海撈針，很難「人贓俱獲」。  

 

     官員指出，教授最常以學生或研究助理當人頭，冒領研究經費，也有教授被國科會發現聘

請自己的太太當研究助理。官員說，僱用研究人員沒有公務人員不得聘任三等親的規定，但請自

己的太太當研究計畫助理，總是怪怪的。  

 

     有些教授被查獲後，自知理虧就把錢繳回；但也有教授請校方背書，指稱請太太當助理，

廿四小時都可以幫忙，讓人啼笑皆非。但因為有校方背書，國科會只能無奈接受。  

 



     僅有產品代碼、而未標示產品名稱的電子發票，也是教授最常使用的Ａ錢招數。國科會累

積長期與教授鬥智經驗，現在只要看到電子發票，就會打電話到開立發票的公司或店面詢問該代

碼是什麼產品。資深稽核官員透露，有次意外發現一名男教授竟然拿衛生棉的發票報帳，事後雖

然把錢繳回，卻把責任全推給學生，辯稱是研究生不小心把自己買衛生棉的發票拿來報帳。  

 

     也有教授一次買好幾箱衛生紙，發票也向國科會報帳，被稽查發現後，還請校方出面說明，

是因平常都一包、兩包向校向借用衛生紙，過一段時間再「零存整付」，一次買好幾箱還給學校。  

 

     另有許多教授常以研究計畫經費請學者專家吃飯，被稽查發現，也要全數繳回。餐敘宴請

在政府機關屬特別費性質，把研究費拿來請客吃飯，當然不行。  

 

     用研究經費大量採購組裝電腦零組件更屢見不鮮。官員表示，很多教授為逃避國有財產管

理，明明買的是電腦，卻用電腦零組件發票報帳，這樣就不必把電腦登錄為校方財產，愛怎麼用

都行，只要有經費，三不五時就可換新電腦。  

 

     以不實發票報帳在學術界最轟動的案例，是某大學校長同時主持國科會和教育部研究計

畫，卻挪用計畫經費，把兩個計畫的錢合起來購置某項大型設備，再用購置其他小型設備的假發

票，分別向教育部和國科會報帳。官員指出，這名校長的作法構成偽造文書和詐欺罪嫌。但國科

會僅要求補登記財產，未再追究相關責任。  

 

     官員指出，國科會稽查類似案件，最為難的是教授都把責任推給學生或研究助理，如果追

根究柢，最後倒楣的是這些學生，這是國科會一直希望學者能自愛，而未進一步追究刑事責任的

原因。 

 

一億多元墨水匣所印何物？  

 【聯合晚報╱社論】 2010.04.05 01:27 pm  

大學教授虛報研究經費的風波，才剛剛受到社會嚴厲批評，現在又發生台大等校在三年半內花了

1 億 1700 萬元購買碳粉匣和墨水匣事件，正受到監察委員調查，可能被提起糾正。一億多元可以

做多少事？現在被大學教授花在買碳粉匣和墨水匣上面！任何人稍微想一下，就會知道其中必有

問題。  

 

監委調查「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的經費使用情形，說起來 1 億 1700 萬在其中占的比例不算

高，可是買碳粉匣和墨水匣要用掉這麼多錢，也不是容易的事。這麼多錢，到底印掉多少紙張？

這麼多紙，到底印出些什麼名堂？  

 

長久以來，教授申請國科會和其他機關的研究計畫，出現以各種浮濫、不實名目核銷經費的問題，

最近還發生被檢察官起訴事件，當事人卻稱很多人都是這麼做的，於是產生是否「歷史共業」的

說法。國科會一再行文各大學，提醒教授避免不當申報經費；而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經費使用浮濫，

也一直有所傳聞。那麼，從這次誇張的一億多元墨水匣事件來看，「五年五百億」計畫好像真有經

費浮濫問題。  



 

五年五百億計畫從提出到執行，始終都有質疑之聲，因為近年國家財政情形並非寬裕。但「提高

學術水準」的說詞冠冕堂皇，如今事實顯示，這些領用五年五百億經費的大學，是否錢多到花不

完，必須用碳粉匣和墨水匣的項目去「消化預算」？甚至是否可能，這些錢其實沒有真正用到做

研究，只不過被以某些方便的名目報銷，錢進到了不該去的地方？又或者，這些「頂尖大學」其

實很窮，窮到連買墨水匣的一般性事務經費都不夠，所以要求校內教授以教育部的研究費支援「回

饋」校方？  

 

無論如何，真相總該查個清楚，給個說法，不要推給「歷史共業」或「助理報帳出錯」一筆混過。

已經有教授因研究經費而吃上官司，學界實在應自愛。此外，更重要的是制度改革，資源應作有

效分配。傳統是問「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人卻想問讀聖賢書的大學教授，「一億多元墨水匣所

印何物」？ 

 

國科會補助 教授買相機報燒杯 

【2010-02-27/聯合報/A16 版/綜合】 

找助理或研究生當「人頭」最普遍 除非分配不均才會被檢舉 國科會決加強查核   

  

【記者蔡永彬／台北報導】  

日前教育部和國科會開業務協調會，國科會抱怨某些大專院校執行計畫報帳「虛報」、亂買東西、

亂花錢。隨後正式發公文給各受補助單位，列舉近年查帳發現的諸多缺失，要求加強查核。 

 

國科會綜合業務處處長陳宗權表示，受補助單位只要帳目有問題，綜合處一定會把錢追回；如果

是經常性、很嚴重的缺失，甚至「特別離譜的」大買私人物品，他們就把該計畫主持人停權。 

 

「教授都很聰明。」相關官員表示，見過最多的情況是某些教授要求助理或研究生充當「人頭」，

提供帳戶接受匯款，再領出來讓教授私下分配。因「分錢」是現金往來沒有單據，這種「集團式

行為」根本無從查起。「會爆出來的，都是分配不均被檢舉的」，官員打趣說是教授「做人失敗」。 

 

但官員也說，就算有學生、助理檢舉，帳也很難查，因為「所有程序都做得非常好」，檢舉人也不

敢公開指控。以前曾經有告上法院的案例，但法院認為實驗室成員分配金錢屬於「私下往來」，判

無罪。 

 

某官員表示，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些學校聽到被檢舉風聲，就會「突然」自動把錢繳回。他

估算，這種情況在公立大學反而嚴重，因為助理人多，需要的錢也多，挪用別的計畫經費支付、

找人頭情事就會出現。 

 

有官員透露，日前監察院曾調查國科會某些「可疑的」研究案帳目，也是「查無實證」，目前已經

送檢調單位。 

 



沒花完 比亂花還麻煩 

【記者蔡永彬／台北報導】國科會、教育部都發文要求各申請補助單位加強會計帳目查核監督，

並列舉有研究單位開不實的收據報帳、亂報人頭、不同計畫間經費挪用或等計畫結束前才大量採

購等，官員感嘆，學術單位也應體認花的是民脂民膏。 

每個研究都要錢，如果錢不夠了，為了不想「勒緊褲帶過活」，的確很多人會挪用。某林姓研究員

說，他以前讀交通大學時，最常見的就是申請助理時多報人頭，兩個博士生、兩個碩士生的工作

其實只有一個碩士生在做，等錢撥進帳戶後，再給他們「封口費」，讓他們報稅。 

電腦耗材、零件都是報帳漏洞。台灣大學某王姓博士班學生認為這是「歷史共業」，各研究室都可

能這樣做，「只是多和少而已。」他說，老師想要新相機，就報幾十個燒杯來抵帳，反正廠商合作

已久，帳單亂開，金額對就好，大家也心照不宣。 

也有單位在計畫結束前才發現錢花不完，買電腦、影音數位產品時有所見。王姓博士生說，如果

錢用不完、執行能力被質疑，明年申請經費就有麻煩。「沒花完比亂花麻煩還大！」他認為，這怎

麼可能查得出來？不可能！ 

有國科會官員說，近年來會計內控加強許多，有些查核嚴格的單位，換個電腦零件都要拍照、一

切照程序來；也有紀律嚴謹的教授實驗室，收學生、助理，大小帳目筆筆都會簽字，保證清白。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總主筆賴澤涵與中央大學副教授謝艾潔，標得桃園縣政府「編纂

桃園縣志」案，涉嫌以不實發票申領經費，詐領超過百萬元，被新竹地檢署依偽造文書罪嫌起訴。  

 

學界很多人這樣做 賴澤涵謝艾潔 涉假核銷起訴 

六十九歲的賴澤涵曾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客家研究中心主任及文學院長，學術地位高；五

十三歲的謝艾潔，為傑出藝術薪傳獎金獅獎、第一屆民族歌謠獎得主，是知名聲樂家，爆發詐領

案讓人意外。  

「學界核銷經費的方法千奇百怪，偵辦這個案子時，很多人都說『大家都這樣做』；但不是大家

都這樣做就是對的，積非成是的道理須破除！」檢察官表示，希望藉由起訴此案讓學界知道：「不

能為了貪方便，就不依法處理。」  

檢方調查，賴澤涵九十三至九十六年在玄奘大學任職期間，以玄奘大學名義標得桃園縣政府「編

纂桃園縣志專業服務」案，為使編纂工作順利進行，向玄奘預支一千三百五十八萬元至指定專戶，

委託謝艾潔任副總編纂，管理帳戶。  

起訴指出，賴澤涵與謝艾潔明知有向玄奘核實報銷的義務，賴卻在九十三年間，向不知情的一家

影印公司表示「有影印工作要交給你辦」，要求對方先提供一百卅萬元發票三張，再由謝艾潔交

給助理彙整向玄奘核銷。  

九十三至九十四年十二月間，賴、謝二人明知僅實際支付三百八十六萬元給七名「子志」編纂主

持人，卻利用各主持人未核對帳戶資料機會，讓七人簽署與實際所得不符的收據，最後核銷金額

高達五百七十三萬元。【2009-09-15/聯合報/A4 版/要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