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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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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01 月 23 日（五）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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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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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育裕委員、曾明淑委員、陳

富莉委員、陳秋燕委員（以上共 11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簡志誠副主任委員、汪志雄委員、傅秀雲委員、釋高上委

員、侯勝博委員、林志翰委員、戴伯芬委員、申樂迪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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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5人、女性6人、校外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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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離席，不得參與討論、表決 
案由四-2(C102075)：陳富莉委員 
 得不離席，但不得參與表決 
案由一-5 (C103033)：戴伯芬委員 
案由二-1 (C103023)：曾明淑委員 
案由三-1 (C103052)：陳富莉委員 

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一、 103學年度第4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確認。 
二、 追蹤事項:103.11.25第3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臨時動議-提

案一：C103011撤案部分建議委員會做成處理方式之決議。

本案已送104.01.14 103學年度第1次人體研究倫理評議委員

會審議。 
決議： 

1. 依評議委員會決議進行實地查核，查核委員為簡志誠副

主任委員、李憶菁執行長、黃裕凱委員。 
2. 依評議委員會建議修正撤案標準作業程序，提下次會議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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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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3017 研究國軍高風險訓練人員

熱適應狀況並設計預防熱

傷害產生之訓練模式 
Investigation on training 
status in the heat and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protocol for heat injuries 
prevention in Taiwan army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3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6 個月 1 次 
討論摘要: 
1. 受試者招募方式、群體、自主性。 
2. 冰敷頸動脈的科學性及安全考量。 
3. 追蹤審查頻率。 
修正事項: 
1. 建議補充說明以冰敷袋冰敷頸動脈降溫

的科學基礎。 
2. 建議於兩個以上單位招募參與者，以避免

同一單位全體人員皆納入研究。 
3. 請說明納入條件是否可考量排除有生理

狀況(如便祕)的受試者。 
4. 提醒研究執行過程軍方長官應僅進行行

政及聯繫工作之協助，受試者招募、研究

說明皆應由研究團隊執行。本案考量研究

參與者自主性之維護，於研究計畫執行期

間將安排實地查核。 
2 C103018 低氧結合豆漿增補或振動

運動對重覆深蹲跳運動後

恢復能力之影響 Effects of 
Hypoxia plus Soy Milk 
Supplementation or 
Vibration Exercise on 
Recovery Capacity After 
Repeated Vertical Jump 
Exercise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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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研究受試者排除女性是否合理。 
2. 建議取得研究地點的同意函。 
修正事項: 
1. 建議取得研究地點的同意函。 

3 C103029 核心肌群訓練對桃園縣緊

急救護人員下背痛改善成

效之探討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lleviating Low Back 
Pain (LBP) by intervening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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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core muscle training on 
Taoyuan County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 
無 

4 C103031 音樂節拍對智能障礙者工

作行為之影響 
Impact of Music Tempo on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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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6 個月 1 次 
討論摘要: 
1. 24 小時聯絡人資料。 
修正事項:無 

5 C103033 從小（學）到大（學）─台
灣家庭文化資本的啟動、累

積與代間傳遞 
The Activation, 
Accumul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in Taiwan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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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無 
修正事項:無 

6 C103044 發展思覺失調病人社會知

覺與社會知識之電腦適性

評量工具 
Development of a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for assessing 
social perception and social 
knowledge in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6 票、修正後通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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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問卷題目較多是否可在主持人預定時間

內完成。 
2. 招募人數較多，風險是否增加。 
3. 同意書中應說明填寫問卷所需花費的時

間。 
修正事項: 
1. 研究計畫執行前需取得通德松德醫院

IRB 通過。 
2. 建議請松德醫院醫師擔任研究團隊成員。 
3. 受試者同意書應說明參加研究填寫問卷

所需花費的時間，以供受試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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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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3023 營養諮詢對乳癌婦女治療後恢復期間營養狀況、體能活動與

生活品質影養之先驅研究 

Effects of nutrition counseling on nutritional status, physical 
activity and life quality of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a pilot trial 

追認通過 

2 C103032 壓力褲壓力對運動能力表現與服裝舒適性之研究 
The effects of compression tights pressure on the athletic 
performance and clothing comfort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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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3052 妊娠糖尿病婦女與後續睡眠障礙發生的探討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and Risk of 
Sleep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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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2030 短期功能性訓練對網球選

手擊球表現之影響 
Effects of a Short-term 
Functional Training on 
Tennis Strokes 

1. 納入條件由男性改為

健康受試者，人數減少

至 15 人  
2. 研究目的新增對網球

專項體能之影響 
3. 研究變項改變 

追認通過 

2 C10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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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修正研究目的。 
2. 納入條件新增為持續

篩檢民眾。 
3. 收案人數 60 人改為 78

人。 
4. 訪談時間依類型分別

縮短為 20-30 分鐘及

5-10 分鐘 

1. 追認通過。 
2. 研究計畫執

行偏離，請計

畫主持人進

行教育訓練 4
小時。 

附帶決議： 

1. 書面提醒計畫主持人注意相關規定。 
2. 建議新增執行偏差相關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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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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101 

結案報告 
產後女性之自尊、樂觀與憂鬱相關研究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lf-esteem optimism, and 
depression in pregnant women 

同意結案備

查。 

2 C10108 
結案報告 

知覺自己過重的女性其完美主義、自我效能以及情緒

因子對心因性暴食症傾向之相關研究 
The interaction of perfectionism ,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al factor to predict bulimic symptoms in women 
who perceived over-weight. 

同意結案備

查。 

3 C102019
結案報告 

憂鬱傾向大學生之羞愧經驗初探 
The Exploration of Depression-Prone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of Shame 

同意結案備

查。 

4 C102025
期中報告 

高爾夫球揮桿動作分析 
Motion analysis of the golf swing 

追認通過 

5 C102040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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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6 C10206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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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結案備

查。 

7 C102128
期中報告 

不同層級選手在不穩定表面划船測功儀對於運動表

現的影響 
Effects to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Levels of Rowers on 
Unstable-Surfaced Ergometer 

追認通過 

案由六：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請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撤案原因 決議 
1 C103057 以台灣健保資料庫之資訊，分析台灣胰臟癌

病人之臨床特徵，並尋找治療與継發性預防

胰臟癌之策略 
Searching the strategy of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by analyz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ncreatic cancer 
in Taiwa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 
(T-NHIRD) 

更換計畫

主持人 
同意備查 

2 C103058 以雲端架構整合癌症臨床-病理與生物檢體

系統之開發與應用:以胰臟癌為例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integration 
of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bio-specimen 
network system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architecture: Pancreas cancer as an example 

更換計畫

主持人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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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委員會議討論速度要加快，並考量是否需要增加開會

議。 
決  議： 

1. 每次會議討論案不要安排超過 10 件。 
2. 請中心確認案件數考量是否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下次會議時間：104 年 3 月 24 日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6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