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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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三）15：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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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富
莉委員、林志翰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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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 15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汪志雄委員、侯勝博委員、釋高上委員、申樂迪委員
列席人員：教育部查核委員共 7 人(何弘能召集人、白璐委員、陳東
升委員、蘇雅慧委員、顧長欣委員、黃美智委員、趙乃璋
先生)、蕭啟良、陳宗瑋、高國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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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7人、女性8人、校外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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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117 (陳富莉委員)
案由三、C102129 (陳富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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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2038 高齡失智使用者承擔性直覺互動設計資訊
系統
An Affordance Design Information Scheme
for Intu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Dementia
User and Product
1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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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2

C102080 優質休閒經驗: 壯遊經驗對青少年心理幸
福感的影響
Optimal leisure experience: Grand tour and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3

C102105 父母負向管控、幼兒社會訊息處理與攻擊
行為的關連研究
The Relations among Negative Parental
Control,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reschoolers' Aggression

4

C102106 耳穴貼壓對睡眠品質與褪黑激素的立即與
追蹤影響
Auricular acupressure on sleep quality and
Melatonin immediately and follow-up
influence

2

附帶決議:
提醒計畫主持人任耕莘醫院
人體研究倫理審查會有進行
修正，應提出修正案。
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通過：0 票、不通過：4 票、
修正後通過：票、修正後再
審： 6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
議再審：5 票、棄權：0 票)
修正建議:
1. 請確定計畫書及同意書
之計畫名稱應一致。
2. 請調整研究設計，考慮以
「旅遊經驗」取代「壯遊
經驗」。
3. 請確定題目有修正仍可
用以執行科技部研究計
畫。
4. 請主持人提供實際施測
的問卷。
5. 請確認研究對象的年齡
範圍。
6. 建議修正受試者收案方
式，如何避免影響學生的
受教權。
7. 問卷已獲得口頭授權，但
無具體文件，建議可請原
作者以 e-mail 方式授權。
通過
(通過：13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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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通過
(通過：3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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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害賠償主體改為輔仁
大學，並考慮增加保險。
2. 研究以健保方式就醫有
違反法規疑慮，建議應由
研究計畫負擔就醫費用。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5

C102115 焦慮與工作記憶效能:腦波與近紅外光譜
之大腦活動與腦區連結研究
Anxiety and reduced working memory
function: An EEG and NIRS study of brain
activities and connectivity

6

C102125 瑜珈對孕婦壓力與睡眠之成效
Effects of Yoga on Stress and Sleep in
Pregnant Women

決議
3. 請說明執行時若發生暈
眩或其他較嚴重需及時
處理的情形時，是否有能
力處理或就醫地點。
通過
(通過：13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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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招募廣告建議刪除補償
費用。
通過
(通過：11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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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說明適合孕婦之特定
瑜珈課程內容。
2. 請說明是否必須收到 30
周之孕婦的原因，30 周介
入 8 周，很多孕婦已生產。
3. 請說明若 38 周內生產是
否視同退出研究。

案由二：簡易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1

2

3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師資培育、核心認同與教育政策: 「好」老師專業認同之形 追認通過
塑歷程
C102047 Teacher education, core 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policy: the
formation of good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ts’ impact
on educational practices
生命與生命的相遇:大學生在服務學習(網路讀書會)中對生命 追認通過
的學習經驗探究(II)
C102090 Encountering Selves and Others: Exploring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of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Social Service Experiences
(Internet Reading Club )
工作鑲嵌與離職行為之整合性研究:主管、同事與個人鑲嵌之 追認通過
多層次分析
C102091 Job Embeddness and Voluntary Turnover Behavior: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Supervisor's，Co-Workers' and
Individual's Job Embededness

3

序

4

編號

計畫名稱
父母輩在祖孫關係中的支持與抵制:認知、情感與行為
Support and undermining of parents on
C102096 grandparents-grandchildren relationship: Perception, affection
and behaviors

5

C102100

6

C102103

7

C102104

8

C102113

9

C102117

10 C102118

11 C102119

12 C102122
13 C102124
14 C102126

15 C102127

防制藥物濫用與正確使用管制藥品議題結合社區相關網絡辦
理教育行銷之研究
The Study of the Subject for the Prevention of Drug Abuse and
the Correct Usage of Restricted Drugs with Educational
Marketing Activity Through Community-Related Network
3D 虛擬環境體驗式任務導向英語學習之行動研究
An Action Research Study on Experiential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in 3D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s
台灣及英國的英語為非母語學習者線上學習風格之研究
Online learning styles of non-native English speaking learners in
Taiwan and UK
麥寮六輕石化廠區作業環境測定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Petrochemical Factories in
Mailiao No. 6 Naphtha Cracker Industrial Complex
器官捐贈訊息接收與民眾器捐行為意向關係之研究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organ donation message reception
and the people’s organ donation behavior intention
不同壓力下護膝對膝關節穩定度與人體舒適度影響之研究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knee stability and comfort effects on
the human body
協商過動症診斷與治療的臨床不確定性
Negotiating the clinical uncertainty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論壇劇場教學技巧之改善計畫與成效評估
Teaching Skill improvement in forum theatre and its outcome
evaluation
輔仁大學心理衛生檢測分析
The Psychoanalysis for Students of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運動團隊有效溝通概念之質性探討
Effective Team Communication in Sports :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以呼吸治療師為導向之自我管理衛教對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之影響:自我效能、運動耐力與生活品質
The impacts of respiratory therapist -directed self-management
education program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self-efficacy, exercise toler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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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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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 C102129

2

C102130

3

C103004

計畫名稱
以群體分類法研究急診壅塞對住院醫療服務品質之影響
Assessing overcrowding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hospitalization
品質報告、論質計酬及品質私下回饋的評估
The evaluation of quality report, pay-for-performance, and
private performance feedback
腎臟癌病患醫療資源、耗用之預測模型與影響因素探討
A study of the forecasting model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medic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patients with kidney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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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102031

2

C102040

3

C102064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背景音樂對精神長期照護機構照顧 1. 原計畫執行期間
追認通過
服務員工作時間知覺之影響
自 2013/09/15 至
Effect of Background Concentration of
2014/06/30 延長至
Works on Nurse Aids in the
2014/12/30
Psychiatric Long-term Care
2. 修正研究研究步
驟順序，以減少受
試者的反應因實
驗順序對實驗的
影響
3. 受試者同意書
以架構歸納學習方法補強醫學系學 1. 計畫書:新增受試 追認通過
生知識架構與診斷策略之研究
者。
Use Scheme-inductive Learning to 2. 新增 MCQ 內容受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試者同意書。
and Diagnostic Strategy of Medical 3. 受試者新增教
Students
師，並採口頭同
意。
4. 新增 MCQ 問卷、
招募廣告。
家庭韌力對於失能個案主要照顧者
計劃書納入排除條 追認通過
的希望感及其生活品質相關探討
件修正為與同意書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一致。
Family Resilience、Hope and Quality
of Life on the Primary Caregivers of
Home Care Patients

5

案由五：結案審查申請案，請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1

C102005
結案報告

2

C102044
期中報告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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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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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recovery from exercise-induced muscle soreness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7 時 35 分)。

6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