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學年度第 2 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3 年 01 月 21 日（二）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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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裕凱委員、曾明淑委員、戴伯芬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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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秀雲
委員、申樂迪委員、楊巧如委員、陳秋燕委員（以上共
16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汪志雄委員、侯勝博委員、林志翰委員
列席人員：蕭啟良、曾思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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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8人、女性8人、校外6人、
非生物醫學專業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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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一：曾明淑委員(C102021)不得參與表決
案由五：曾明淑委員(C10124)不得參與討論
三、介紹新聘委員：陳秋燕女士(社會公正人士、家管)
執行長報告：
本年度的審查件數截至今日為止共有69件，已為上年度的2倍，預定
本年度的審查件數將超過100件，送交委員審查的頻率將會提高，請
各位委員多加協助。
副主任委員報告：
為讓委員會持續進步，應檢視每位委員的表現，執秘或行政人員應報
告審查時效統計(平均審查天數)、年度收案情況等業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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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學校及社區體位營養相關因素 通過
調查與介入
(通過:8 票、不通過:0 票、修正後通過:6
A school and community
票、修正後再審:1 票)
related intervention of posture 修正建議:
and nutrition investigation
1. 建議兒童版同意書增加「您可以決
定是否要參加本研究，若您願意參
1 C102021
加本研究，請您簽名表示瞭解與同
意」。
2. 提醒主持人依原住民委員會公文
實施。
3. 建議取得學校同意進行研究計畫
執行
敏捷訓練對國小羽球選手羽球 通過
步法及整體反應時間之影響 (通過:8 票、不通過:0 票、修正後通過:6
Agility training for elementary 票、修正後再審:1 票、修正後送下次
badminton players badminton 會議再審:1 票)
2 C102026 footwork and overall response 修正意見:
time of impact
1. 計劃書及受試者同意書有多處不
一致，請修正。
2. 同意書:家長簽名改為法定代理人
同意。

案由二：簡易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1 C102014

2 C102018

3 C102019

4 C102023
5 C102024

計畫名稱
決議
建構銀髮族園藝治療活動發展指標 The Study of 追認通過
constructing horticulture therapy activities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elderly
長者社群平台對長者社交與社會參與之影響
追認通過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for elderly
on the elderly’s social activities and social
engagement
憂鬱傾向大學生之羞愧經驗初探 The Exploration 追認通過
of Depression-Prone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of Shame
水質檢驗對於人體感官之飲用水管理
追認通過
Application of water palatable in drinking water
management
女性居家照顧服務員於職場中經歷性騷擾因應措 追認通過
施之經歷探索

序

編號

6 C102025
7 C102027
8 C102028
9 C102030

計畫名稱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for
encountering sexual harassment of female home
helper
高爾夫球揮桿動作分析
Motion analysis of the golf swing
八周運動訓練對國中女生排球選手敏捷力之影響
Eight weeks of exercise training on junior high
school girl volleyball players agile force of impact
法式滾球運動之拋擲動作分析
Pétanque sport of throwing motion analysis
短期功能性訓練對網球選手擊球表現之影響
Effects of a Short-term Functional Training on
Tennis Strokes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案由三：免除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1
2
3

編號

計畫名稱
以功能性分析及統合分析非藥物性介入措施對失智
C102020
症個案激動行為之影響
C102022 醫療品質組合分數的特徵探討
國際金融危機對歸因飲酒之傷病死亡及其經濟負荷
C102033
影響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案由四：變更案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C10020R 倫理敏感度教學融入 1. 受試者同意書格式改用
(含期中報 醫學教育之縱向整合
2013.06.27 新修訂版本
與成效評估
2. 內容文字修潤，簡要明瞭，
1 告)
已讓受試者更容易了解研究
內容及其相關權益。
C10112R 以論壇劇場訓練醫學 1. 受試者同意書格式改用
生倫理敏感度之效果
2013.06.27 新修訂版本。
研究
2. 受試者同意書內容文字重新
2
修潤，並更簡要說明研究方
法與程序以及受試者相關權
益。
C10121R 醫學人文課程中的同 1. 受試者同意書格式改用
理心經驗：現象學探
2013.06.27 新修訂版本。
索、量表發展及因素 2. 受試者同意書內容文字重新
3
修潤，並更簡要說明研究方
關聯性探究
法與程序以及受試者相關權
益。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案由五：結案審查申請案，請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1

C9813

2

C10124

計畫名稱
一所亞洲實施 PBL 醫學系學生知識架構與診斷策略
之研究
「身心靈健康管理與最適飲食方案之配適研究」
Study on physical and spiritual health management and
best-fit diet plan.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案由六：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請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1

C10122

2

3

4

C101033

C101034

C102013

計畫名稱
以社區固定世代回溯性追蹤模式探討第 2 型糖尿
病患者非酒精性脂肪肝合併小血管併發症疾病模
式及早期篩檢效益評估
The community-based fixed cohort retrospective
follow-up study model on the disease model and
efficacy evaluation of early screening f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mong type 2 diabetes
以健康促進學校模式進行學校性教育之成效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Sex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Following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Approach in
Taiwan
邊緣性人格特質在社會覺察、同理心、與情緒調
節之關聯性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ference,
Empath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Individuals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高齡失智使用者直覺互動承擔需求研究
Affordance Requirements for Intuitive User-product
Interaction for Elder-dementia Users

決議
同意撤案

同意撤案

同意撤案

同意撤案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學校成立受試者保護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提案人：李憶菁委員、簡志誠委員
說 明：
CHRP 功能
一、 確認執行之人體研究計畫各項程序已完備
(1) 取得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IRB、REC)同意函
(2) 有足夠預算執行
(3) 有足夠人力、能力進行研究

(4) 受試者保護(個資)
二、 確認人體研究計畫執行過程無違法
決 議：同意，建請學校進行相關討論。
提案二、案件送一般審查的共識與標準。
提案人：黃裕凱委員
決 議：
1. 修正相關標準作業流程(SOP-03、SOP-04、SOP-05)。
2. 表列不得簡易審查範圍:簡易審查範圍檢核表新增負面表
列。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下午 14 時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