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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6 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摘要) 
會議時間：民國 103 年 7 月 8 日（二）13：30-16：00 
會議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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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伯芬委員、傅秀雲委員、黃裕凱委員、曾明淑委員、釋高

上委員、王愈善委員、劉若湘委員、曾育裕委員、陳秋燕

委員、楊巧如委員、申樂迪委員（以上共 15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汪志雄委員、侯勝博委員、林志翰委員、陳富莉委員 
列席人員：李錦虹老師、蕭啟良、翁珮涓、黃淑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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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8人、女性7人、校外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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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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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102092 運動員公平知覺:概念的效化與團體動

力的關聯因子的關係檢驗 
Athletes’ perception of justice: 
Conception valid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rrelates in group dynamics 

(通過：15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

再審：0 票、棄權：0 票) 
修正建議:無 

2 C102060 同理心如何發生? ---  學習機轉與先備

因素之探討 
How Does Empathy Happen? -- An 
Exploration of Learning Mechanisms and 
the Influence of Pre-existing Factors 

(通過：1 票、不通過：1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

再審：13 票、棄權：0 票) 
修正建議:  
1. 研究計劃書請闡明研究

過程的的必要性。 
2. 同意書應確實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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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3. 建議小禮物的發放建議

應改為同意書拆封後或

全班發放，以確保學生參

與研究之自主性。 
4. 建議研究對象排除未滿

20 歲之學生。 
3 C10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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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fication, Awareness, and 
Imagination in the Ethical Situations: 
Instrument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ness Study of an Ethical 
Sensitivity Experiential Courses Model 

(通過：1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11 票、修正後

再審：2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

議再審：1 票、棄權：0 票) 
修正建議:  
1. 研究計劃書請闡明研究

過程的必要性。 
2. 同意書應確實彌封，如有

未成年人應注意同意書

簽署效力。 
3. 同意書應有法定代理人

簽署欄位。 
4. 建議小禮物的發放應改

為同意書拆封後，以確保

學生參與研究之自主性。 
4 C102111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檢核表中文版信效度

研究:以北臺灣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兒童

為例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hecklist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sample of school-aged 
children with High-Functioning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Northern Taiwan 

(通過：14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

再審：0 票、棄權：1 票) 
修正建議:無 

 

案由二：簡易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2037 

探討台灣學生學習英文學術寫作中評價語言:結合系統功

能語言學之平價理論與社會文化學習觀點 
An Investigation of Evaluative Language in EFL Students’ 
Academic Writing: Integrating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ppraisal Theory with a Socio-Cultural Theory 
of Learning 

追認通過 

2 C102076 
新移民醫療友善環境之設計與實踐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n immigrant friendly 
medical environment 

追認通過 

3 C102101 

台灣華語音節末鼻音合流之變異─從三種不同母語背景

探討 
The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s in Taiwan Mandarin-First 
Language Effect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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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免除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1 C102029 新竹縣鄉鎮市成年人吸菸行為調查 

Survey of Adult Smoking Behavior in Hsinchu County 
追認通過 

2 C102108 卵巢癌病患生活品質之研究—以台灣婦女癌症生物資料

庫病患為例 
Quality of life in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from Taiwan 
Gynecologic Cancers Network 

追認通過 

3 C102109 BC 肝論質計酬的時間序列評估 
Time series evaluation for Hepatitis B and C pay-for- 
performance (P4P) program 

追認通過 

4 C102123 專業課責活動的評估，以品質報告卡、論質計酬及品質私

下回饋為例 
The evaluation of accountability activities - quality report 
card, pay-for-performance, and private performance 
feedback 

追認通過 

案由四：變更案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無。 

案由五：結案審查申請案，請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1 C10011 私立完全中學的學生近視狀況與相關因素之探討-以某私

立中學為例 
Survey of Myopia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Private 
Complet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One Private High 
School Study 

追認通過 

案由六：實地訪查結果核備，請追認。 
決  議：無。 

伍、臨時動議：(略)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6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