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學年度第 3 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3 年 3 月 20 日（四）15:00-16:30
會議地點：羅耀拉大樓 SL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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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志雄委員、曾明淑委員、劉若湘委員、陳富莉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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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侯勝博委員、林志翰委員、黃裕凱委員、戴伯芬委員、王
愈善委員、釋高上委員
列席人員：蕭啟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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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6人、女性7人、校外7人、
非生物醫學專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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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陳富莉委員(C102043、C102055、C102075)
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補充說明：教育部已修訂今年委員會查核基準，建議盡快依據其辦法
建置HRPP。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般審查申請案，請 審議。
決議：
序

1

編號

計畫名稱
Mindfulness Base Stress Reduction(MBSR)課
程介入對運動員訓練與生活壓力、運動表現
C102041 和心理康寧效果研究
Effects of Mindfulness Base Stress Reduction
(MBSR) on Athletes’ Training and Life Stress,
Performa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決議
通過
(通過:8 票、不通過:0 票、修正後
通過:5 票、修正後再審:0 票)
修正建議:無

序

2

3

4

5

6

7

編號

計畫名稱
不同深度的冷水浸泡對離心運動引起下肢肌
肉酸痛恢復的影響
Effects of different cold water immersion depth
C102044 on the recovery from exercise-induced muscle
soreness

決議

通過
(通過:12 票、不通過:0 票、修正
後通過:1 票、修正後再審:0 票)
說明:
1. 追蹤審查依 DSMP 執行，每 3
個月 1 次。
2. 招募廣告刪除 2000 元。
探討顛簸震動對於自行車把手型式的影響─ 通過
從上肢肌群活化及模擬的觀點
(通過:13 票、不通過:0 票、修正
C102046
The effect of bicycle handlebar on upper limb 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審:0 票)
muscles of different road surface in cycling
棘上肌肌肉內效貼紮對棒球投手疲勞後肩部 通過
穩定肌群神經肌肉控制與本體感覺影響
(通過:13 票、不通過:0 票、修正
C102052 The effect of kinesiotaping to the supraspinatus 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審:0 票)
after fatigue on shoulder neuromuscular control
and proprioception in baseball pitchers
甜菜鹼增補對力竭性高強度運動表現與細胞 通過
(通過:7 票、不通過:0 票、修正後
凋亡之影響
Effects of betaine supplementation on 通過:3 票、修正後再審:3 票)
C102053 performance and apoptosis after exhaustive 修正建議:
high-intensity exercise
1. 補充說明安慰劑。
2. 補充說明未完成抽血亦可領
取補助及隨時可退出。
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患者的動態平衡探討
修正後通過
The Assessment of Dynamic Balance in (通過:4 票、不通過:0 票、修正後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通過:8 票、修正後再審:1 票)
修正建議:
1. 建議找一位醫師擔任共同主
持人，以確認病人之情況。
C102062
2. 增加納入、排除條件:排除心肺
功能 2 級以上之病人、神經系
統正常、無心臟衰竭、中風病
史
3. ICF:執行單位改為國立體育大
學。
父母教導幼兒道德之言談內涵與幼兒道德情 通過
緒歸因解釋能力的發展
(通過:12 票、不通過:0 票、修正
C102063 Parental discourses about moral teaching: 後通過:1 票、修正後再審:0 票)
Linka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s justifications of moral emotion attributions

案由二：簡易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本案請陳富莉委員先離席。
決議：

序

編號

1

C102031

2

C102034

3

4

C102040

C102042

5

C102043

6

C102049

7

C102055

8

C102065

9

C102074

10 C102075

計畫名稱
背景音樂對精神長期照護機構照顧服務員工作時間知覺之影響
Effect of Background Concentration of Works on Nurse Aids in the
Psychiatric Long-term Care
正念瑜珈介入對輪班護理人員主客觀焦慮之長期改善成效
Continuous effects of the use of mindful yoga fo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nxiety indicators among shift nurses
以架構歸納學習方法補強醫學系學生知識架構與診斷策略之研
究
Use Scheme-inductive Learning to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Diagnostic Strategy of Medical Students
教練效能與團隊效能、個人效能:轉型領導的中介效果
Coaching Efficacy and Team and Individual Level of Effectiveness:
The Mediation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以技能訓練及組織資源介入的職場菸害防制計畫成效之長期追
蹤性研究-應用 PRECEDE-PROCEED 模式
A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Life Skill-based
Training and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Intervention Program on
Workplace Tobacco Control- Applications of PRECEDE-PROCEED
Model
失聰族群知識學空間記憶運作
The visuo-spatial working memory of deaf signers
建構大學教職員工之健康職場模式_多元健康促進計畫評價研究
Building a Healthy Workplace Model for Faculty and Staff in the
University _An evaluation of multicomponent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
國中生對物理環境的感知與其身體活動量之關連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Percep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運動迷好奇心之概念化、量表發展與驗證
Conceptualization, Scale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Sport Fan
Curiosity
癌症篩檢宣導訊息揭露與臺北市民眾篩檢行為相關性之探討-以
大腸癌、口腔癌及乳癌篩檢為例
A Study of Cancer-Screening Message Exposure Associate with
Screening Behaviors among Taipei Residents : as Example of Colon
Cancer-Screening, Oral Cancer-Screening, and Breast
Cancer-Screening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通追認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附帶決議：修正 SOP，將目前補交訓練時數證明程序寫入作業程
序。
案由三：免除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議：
序

1

編號

計畫名稱
長期使用安眠藥物之原發性失眠患者，其因應睡眠困擾策略之
調查研究-以全民健保資料庫為例
C102066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primary insomnia patients who has been
long-term use of hypnotics-using the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 as an
example

審查狀態
追認通過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2

C102069

品質活動的評估與分析
The evaluation of accountability activities

審查狀態
追認通過

案由四：變更案申請案，請 追認。
決議：變更審查申請案共計 0 件。
案由五：結案審查申請案，請追認。
討論:
決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103

2

C10109

3

C10125

決議
進行實地訪查
背景音樂對工作行為之影響：音樂心理學與行為科
訪查委員:聶達安主任
學觀點
Effects of Background Music on Work Behavior: Point 委員、簡志誠副主任委
of Music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Science
員、杜繼舜執行長
以眼動儀探討罹患自閉症類障礙疾患之兒童對自然 通過
情 境 圖 片 中 社 會 訊 息 之 凝 視 型 態 / Gaze Pattern
Investiga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oward Special Information in Naturalistic
Pictures- with the Eye Tracker
以半結構試訪談及紮根理論探討亞斯伯格症患童之
執行偏差
特徵
請研究團隊半年內補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ldren with
上 3 小時教育訓練
Asperger's Syndrome based on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and Grounded theory

案由六：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請追認。
決議：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共 0 案。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每次會議進行一般審查案件討論時將利益與風險評
估表投影至螢幕。
提案人：簡志誠委員
決 議：通過。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7 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