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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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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3 日（二）15：4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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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憶菁執行長、杜繼舜委員、黃裕凱

委員、王愈善委員、劉若湘委員、楊巧如委員、釋高上委

員、侯勝博委員、曾育裕委員、林志翰委員、戴伯芬委員、

汪志雄委員、曾明淑委員（以上共 15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陳富莉委員、陳秋燕委員、申樂迪委員、傅秀雲委員 
列席人員：蕭啟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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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女性5人、校外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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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一- (C103019)：傅秀雲委員 
案由五- (C102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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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1 C103009 國小高年級學童精熟

動機及其相關因素的

探討 
The Investigation of 
Mastery motivation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t the Senior 
Grade 

不通過 
可通過: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7
票、不通過 6 票 
追蹤審查頻率:N/A 
討論摘要: 
1. 問卷的使用是否與研究目的有相關性。 
2. 對於學生填寫問卷後，若有高風險傾向之

學童，後續處理方式說明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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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修正事項: 
1. 主持人說明與各研究目的相對應的問卷、

必要性及是否可以刪除。 
2. 建議訂出明確的目的，減少問卷的使用，

且儘量避免使用用字較為尖銳的問卷。 
3. 對於高風險傾向之學童後續追蹤處理方

式。 
2 C103012 高礦物質水溶液補充

對不同年齡層之男性

抗疲勞效果評估 
Functional evaluation 
of high mineral water 
supplementation on 
anti-fatigue capacity in 
two different age-male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一年一次 
討論摘要: 
1. 攝取高礦物質對研究對象身體的影響。 
修正事項: 
1. 確認研究助理已完成相關教育訓練。 

3 C103015 職業性溴丙烷暴露環

境監測與改善及體內

溴丙烷暴露劑量評估

之研究 
The occupational 
exposure assessment, 
bi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xposure control of 
bromopropane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4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一年一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 
1. 同意書內容第二大項，建議保留前兩行文

字，「預計………」後面刪除，因不屬研究

目的內容。 
4 C103019 運用動機式晤談法對

愛滋感染者的男同志

安全性行為之探討 
The effectiveness of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strategies 
for safe sex of 
Homosexual males with 
HIV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6 個月一次 
討論摘要: 
1. 取得受試者同意之方式。 
注意事項: 
1. 提醒主持人確實依據修正內容執行。 

5 C103021 停止瑜珈訓練對體適

能及血液激素濃度變

化之影響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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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Effect of 
Yoga-detraining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Levels of Plasma 
Hormones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一年一次 
討論摘要:無 
修正事項: 
1. 確認計畫執行之起訖時間。 

6 C103022 發展遲緩幼兒精熟動

機個別差異：預測因子

及其與情緒行為問題

的關聯 
Mastery Motivation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Toddlers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3 票、修正後通過 9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2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1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6 個月一次 
討論摘要:  
1. 執行的助理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評分及施

測。 
2. 問卷內容是否可以精簡及是否需要翻譯。 
3. 招募方式 
4. 回饋機制 
5. 助理的訓練機制。 
修正事項: 
1. 問卷內容較長，是否可以再進行精簡，時

間是否可以縮短。 
2. 應落實助理的訓練機制。 
3. 對家長是否可以提供更多回饋? 

7 C103026 個人化無氧閾值偵測

與有效運動區間運動

處方之研究 
An investigation on 
individualized 
anaerobic threshold 
prediction and effective 
exercise prescription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0 票、修正後通過 4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一年一次 
討論摘要: 
1. 保險及賠償 
修正事項: 
1. 建議取消自負額的部分，參與者不應負擔

任何的費用。 

案由二：簡易審查申請案，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2048 夫妻與家庭共識的形成─以參與式行動研究深化本土家

庭理論建構與教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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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育實踐 
Developing consensu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Us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to advance family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2 C102097 全觀當下時間觀:構念建立、遞增效度及概念邏輯網絡探

索 
Tim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present: Construct 
development, incremental validity, and nomological 
network exploration 

追認通過 

3 C102102 「串連、引動與創化」:北部客家庄文化工作室的在地社

會實踐與文化建構 
“Connecting , Motivating,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ocial Practices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Organizations in Northern Hakka Village 

追認通過 

4 C102116 以 CEFR 為大學英文畢業門檻:應用及改版於台灣大學

教育裡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llege English exit requirements 
employing the CEFR as a reference tool: to what extent can 
the CEFR be adopted and adapted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追認通過 

5 C102120 多團隊系統之電子化領導機制與行動應用軟體(APP) 開
發:心理資本與情緒渲染之動態移轉觀點 
Developing the E-leadership and the Mobile Application 
Software (APP) for Multi-team System: A Dynamic 
Shifting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motional Contagion 

追認通過 

6 C103003 高齡者儲筋運動之體適能研究-回溯型研究 
Muscle Exercise and fitness of the elders: A retrospective 
study 

追認通過 

7 C103016 使用磁振造影儀與腦電波儀探討正常老化進程中嗅覺腦

形圖的功能網絡 
Exploring the olfactory brain mapping of functional 
networks in the normal progression of aging using MRI and 
EEG 

追認通過 

8 C103020 將全球教育融入大學英語課程：在科技輔助文學圈模式

下進行與全球議題相關之跨文化對話的實行與成效 
Integrating Global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um: A Study on the Practice and Outcomes of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nversations on Global Issues in 
the Technology-enhanced Literature Circle Setting 

追認通過 

9 C103025 肌內效貼布張力對踝關節肌群本體感覺功能與平衡能力

之影響 
Effects of Kinesio taping tensions on proprioception in 
ankle muscles and balance control 

追認通過 

10 C103027 以世界咖啡館進行倫理兩難困境討論之成效探討 
An Effectiveness Study of Using World Café to Discuss 
Ethical Dilem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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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1 C102098 未來工作自我、生涯調適與主動生涯行為:自我調節觀點 

Future work selves, career adaptability, proactive career 
behavior: a self-regulatory perspective 

追認通過 

2 C102112 臺灣地區海港自由貿易港區物流作業安全行銷之研究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safety marketing on logistics 
operations in Taiwan Free Trade Zone 

追認通過 

3 C103034 急診品質提升方案的評估-運用全國資料庫 
Evaluation o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emergency care - 
using nationwid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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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1 C102048 夫妻與家庭共識的形成─以

參與式行動研究深化本土家

庭理論建構與教育實踐 
Developing consensu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Us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to advance family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1. 執行期間改為

1030801-1050731(三年期

改為兩年期) 
2. 取消個別夫妻訪談；焦點

團體改為實務工作者及方

案參與者 12-20 名，進行

2-3 場。 
3. 研究參與者刪除個別夫妻

訪談之項目。 

追認通過 

2 C1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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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ropometry formula for 
Predicting Body Fat and 
Muscle Mass in Adults Aged 
50 Plus-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 

新增一名協同主持人鐘承諺

副總技師。 
追認通過 

3 C103001 開發營養照顧教材為唐氏症

學童主要照顧者之飲食與生

活型態照護賦能 Develop 
nutritional care education 
materials to empower primary 
caregivers of Down's 
syndrome children 

1. 納入條件放寬至國中生 
2. 介入時間(面談)，間格時間

縮短為 1-3 周一次 
3. ICF 內容修正 
4. 收案方式新增基金會及門

診 

追認通過 

4 C103013 探討內側足跟墊對不同第一

趾節鬆弛度拇趾外翻者足壓

的影響 
The effect of Medial Wedge 
on the pressure under 1st 
metatarsal, on the patients of 

延長計畫執行期間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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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Hallux Valgus with different 
degree of first ray mobility 

案由五：期中報告、結案審查審查案，請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2015 

期中報告 
陸生與外籍生來臺文化適應之研究 
A series of study on the Mainland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odel of acculturation 

同意備查 

2 C10116 
結案報告 

社會創業孕育環境對創業家育成創業模式與社會價值之

影響 
Impact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contex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model and social value creation 

同意備查 

3 C102023 
結案報告 

水質檢驗對於人體感官之飲用水管理 
Application of water palatable in drinking water management 

同意備查 

4 C102077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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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5 C102082
結案報告 

單手肘支撐穩定測試與躲避球擲準之關聯 
Stability tests with single elbow support Throwing the dodge 
ball association 

同意備查 

6 C10208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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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7 C102101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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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7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