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學年度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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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3 日（三）13：30-16：00
會議地點：羅耀拉大樓 SL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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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芬委員、王愈善委員、曾明淑委員、劉若
湘委員、曾育裕委員、申樂迪委員、陳秋燕委員（以上共
12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侯勝博委員、林志翰委員、釋高上委員、汪志雄委員、陳
富莉委員、傅秀雲委員、楊巧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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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7人、女性5人、校外6人、
非生物醫學專業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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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明淑委員(C102054)、陳富莉委員(C10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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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編號

計畫名稱
建構與驗證中高齡者體脂肪與肌肉量預
測公式-以社區應用為導向
Establishment and Evaluation of
C102050 Anthropometry formula for Predicting
Body Fat and Muscle Mass in Adults
Aged 50 Plus-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
利用即時定量 PCR 探詢台灣自閉症之
影響基因
C102057 Detection of gene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by using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in Taiwan

決議
修正後通過
(通過：0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10 票、修正後
再審：0 票、棄權：2 票)
修正建議：請確認受試者人數
計算方式
通過
(通過：8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3 票、修正後再
審：1 票)
修正建議：無

序

3

4

編號

計畫名稱
以整合觀點探討中年婦女從事水中與陸
上增強式運動急性反應之差異
C102058 Comparison of Acute Responses with
Water-based and land-based Plyometric
Exercise in Middle-aged
Women-Integrated Approaches
不同 BMI 分級青少女身體活動量與骨
質密度之關係研究
C10207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among female
adolescents with different BMI levels

5

動作功能性診斷與運動技術之關係
C102071 The relationship of Functional Movement
Assessment and sport skills

6

「這是我最喜歡的書」：從幼兒的觀點
看閱讀
C102081
“This is my favorite book”：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reading

7

倫理情境中的辨、察、想：倫理敏感度
體驗性教學模式與評量工具之建立及成
效探討
C102059 Identification, Awareness, and
Imagination in the Ethical Situations：
Instrument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ness Study of an Ethical
Sensitivity Experiential Courses Model

決議
通過
(通過：12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
修正建議：無
通過
(通過：12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
修正建議：無
通過
(通過：12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
修正建議：無
通過
(通過：12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
修正建議：無
修正後再審
(通過：0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1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
議再審：2 票)
修正建議：
1. 學生不同意的流程中，對
學生的保護不足，請重新
設計流程。
2. 注 意 知 情 同 意 要 預 先 完
成。
3. 注意不參與計劃學生的替
代方案。

案由二：簡易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1

2

編號

計畫名稱

從音樂治療角度看背景音樂節奏對護理師工作專注力影響
之研究
C102017
Study on the rhythm of the background music affect the work
of nurses’ attention
臺灣中小學教師反生產力行為量表發展之系列研究
C102035
A series of study analyzing the Counterproductive Work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序

3

4

編號

C102051

C102054

5

C102064

6

C102072

7

8

9

C102073

C102077

C102078

10 C102079

11 C102084

計畫名稱
Behaviors within the school setting in Taiwan
大學教職員工壓力管理方案之規劃與成效評估-以輔仁大
學教職員工為例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Study on a Stress Management
Program in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以營養與運動改善大學教職員體位與代謝症候群之健康促
進方案研究與評估
A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 for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taff
focused on nutrition and exercise for weight management and
metabolic syndrome
家庭韌力對於失能個案主要照顧者的希望感及其生活品質
相關探討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Resilience、Hope and Quality of Life on the Primary
Caregivers of Home Care Patients
奧林匹克運動員福利發展研究
The Development of Olympic Athletes welfare
觀賞性運動賽會服務品質：概念化、量表發展與驗證
Service Quality in Spectator Sporting Events：
Conceptualization, Scale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高中男子短距離選手與跳遠選手軀幹及下肢等速肌力特徵
分析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Isokinetic Strength of Trunk and
Lower Limb in High School Men's Short Distance Runner and
Long Jumper
由社會交換理論觀點下探討門診顧客對健康照護服務者可
信任行為和忠誠度之研究-以價值認知為中介變數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utpatient customers to health care
service providers' trustworthy behavior and patient loyalty perceived value as a mediator
出國民眾對旅遊健康的知識、態度及預防行為之研究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of Travel Health among
Taiwanese who travel overseas
臺灣健康促進學校申請認證後之師生健康行為調查計畫
A Study Health Behaviors Survey amo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After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Accreditation

案由三：免除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免除審查申請案共計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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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結案審查申請案共計 0 件。
案由六：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請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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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決 議：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共 0 案。
案由七：修訂本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及表單共 7 項，提 請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八：「課程教學型的」的人體研究計畫之審查共識， 提請
討論。
決 議：
1. 事先告知、事先同意、成績脫鉤
2. 建立 Check list-不當誘因負面表列、不需公開拒絕、
課程要求等於研究要求
3. 收集相關資料，下次再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6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