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學年度第 1 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二）1 下午 13：30 

地    點：野聲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聶達安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簡志誠副主任委員、杜繼舜執行長、李憶菁副執行長、劉

若湘委員、陳富莉委員、王愈善委員、釋高上委員、曾育

裕委員、楊巧如委員（以上共 10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黃裕凱委員、曾明淑委員、汪志雄委員、侯勝博委員、傅

秀雲委員、申樂迪委員、林志翰委員、戴伯芬委員、黃敏

郎委員 

列席人員：湯于賢、陳莉如、翁珮涓 

記  錄：翁珮涓 

壹、會前禱(略) 

貳、主席報告：  
一、確認開會人數：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開會人數10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6人、女性4人、校外4人、

非生物醫學專業4人。 
二、宣讀利益迴避原則：請各位委員於會議進行審查案件過程中，

確實遵守利益迴避原則，應迴避審查之案

件請委員主動迴避。 
三、介紹102學年度新聘委員: 

1. 李憶菁老師:醫學系副教授  
2. 曾育裕老師: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

所副教授/法律專家 
3. 楊巧如女士:信望愛臍帶血基金會關懷專員 

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般審查申請案(0 案)，請 審議。 
決  議：無。 

案由二：簡易審查申請案(10 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1032 

以進口美牛殘留萊克多巴胺事件初探大學生

對政府因應牛肉食品政策瞭解與知覺風險之

相關性研究-以輔仁大學為例 
Preliminary college students to imports of U.S. 
beef residues of ractopamine event correlation 
study of the beef food policy and perceived risk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tudents 

追認通過 

2 C101035 老化研究的跨文化認知 
Cross Cultural Perceptions of Aging Study 

追認通過 

3 C101036 

合板廠作業勞工甲醛暴露危害評估及問卷調

查工作 
Formaldehyde exposure assessment with 
questionnaire health survey for the workers in 
plywood mills 

追認通過 

4 C101037 
腦電波儀於飲食偏好之研究 
Investigation of eating preference using 
electroencephalography  

追認通過 

5 C102001 
不孕夫妻決定收養的心理改變過程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process of infertile 
couples in the decision making toward adoption 

追認通過 

6 C102002 
護理執業環境對護理人員及照護品質之影響 
Effects of Nursing Practice Environment on 
Nurses and Quality of Care  

追認通過 

7 C102005 

輕度智能障礙者機構生活適應與復原力關

係:三角交叉法之敘事研究 Triangulation of 
narrativ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mechanism of 
people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追認通過 

8 C102007 探討修飾澱粉對魚丸口感之影響 
Effect of modified starch of texture of fish ball 

追認通過 

9 C102010 

初探台北市與新北市唐氏症學童的營養追蹤

與照顧 
Investigation of nutritional and healthy status in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in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追認通過 

10 C102015 
陸生與外籍生來臺文化適應之研究 
A series of study on the Mainland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odel of acculturation 

追認通過 

 

案由三：免除審查申請案(8 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1038 
102 年至 103 年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計畫 

2013-2014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program in Taiwan 

追認通過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2 C102003 

糖尿病論質計酬的效率探討-效率整合的品質

觀點 

Discuss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DM 
pay-for-performance –incorporation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追認通過 

3 C102004 

急性心肌梗塞服務量、過程品質與結果之關

係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among volume, 
quality, and outcome of AMI care 

追認通過 

4 C102008 
基隆市高齡友善城市需求調查計畫 

A Survey for Age-friendly Cities in Keelung 
City  

追認通過 

5 C102009 
重症護理教育課程對護生學習成效之探討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Critical Care Nursing 
Curriculum on Nursing Students 

追認通過 

6 C102011 
憂鬱量表的計分模式探討 

The Study of Scored Strategies for Depression 
Scale 

追認通過 

7 C102012 
急性中風的住院利用及治療品質 

Inpatient Utilization and Quality of Care for 
Acute Stroke 

追認通過 

8 C102016 

臺北市食品衛生查驗成果分析及違規行為調

查暨追蹤輔導計畫 
Analysis of the food hygiene inspections in 
Taipei City; investigation of violation cases and 
track of consulting plans 

追認通過 

 

案由四：變更案申請案(1 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C10104R 

探討平板電腦顯示器技

術與環境光源對生理疲

勞的影響 

Explore physical fatigue 
in different display 
medium of tablet and 
ambient illumination 

1.加收 36 位 7-12
歲之正常受試者。 
2.減少 2 項量測項

目:肌電訊號量

測、眼動儀 
3.延長收案時間(由
1 年展延至 2 年) 

追認通過 

 

案由五：結案審查申請案(5 案)，請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030 

溫度變化、微粒濃度及其成分對老年人心跳

速率變異性之影響 
The effect  of ambient temperatur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and composition on the heart rate 

追認通過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variability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2 C10031 
平安量表之編製與信效度建構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for the Scale 
of Peace 

追認通過 

3 C10105 
0-6 歲兒童營養監測計畫 
Nutrition monitoring system for 0-6 year old 
children 

追認通過 

4 C10115 
年輕族群使用保健食品之問卷調查 
Survey of functional food consumption in young 
people 

追認通過 

5 C10128 

物件顏色對配電工程圖長度閱讀準確率影響

之研究 
The effect of object color for the length reading 
accuracy in engineering 

追認通過 

 

案由六：增訂本委員會作業程序，共 1 項，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內容如附件一。 
修正內容: 刪除「或經本校同意代審」，僅受理與本校訂有合約

之機構所委託之研究計畫審查。 

案由七：擬修訂本委員會審查費收費標準及審查費給付標準，請

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為因應明年的教育部查核，委員會應例行性注意審

查時效、審查會議委員出席率、及落實實地查核制度。 
    提案人：簡志誠副主任委員 

決  議：通過。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5 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