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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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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19 日（二）15：4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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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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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育裕委員、汪志雄委員、陳秋燕委員、曾

明淑委員、傅秀雲委員、林志翰委員、楊巧如委員、申樂

迪委員（以上共 14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簡志誠副主任委員、戴伯芬委員、釋高上委員、侯勝博委

員、陳富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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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8人、女性6人、校外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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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離席，不得參與討論、表決 
案由一- 6- (C103076)：陳富莉委員 

 得不離席，但不得參與表決 
案由四-1- (C102021)：曾明淑委員 
 
業務報告: 
1. 104年7/9-/711進行FERCAP查核。 
2. 近期會請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進行委員考核。 
3. 科技部對於社會行為科學計畫倫理審查，未來可能會有另一

套審查標準或委由特定委員會進行審查，相關政策尚在評估

中。 

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3學年度第7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記

錄確認。案由七標準作業程序，雖決議為授

權執行長及行政人員修正後通過，建議類似

案由，所完成的SOP能於下次IRB會議時，

送委員會備查，這樣整個程序才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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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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3097 感恩介入大專校院學生選修舞蹈

課準實驗法的行動驗證 
The Action Validation of 
Quasi-experimental on Gratitude 
Intervention for the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Elective Dance 
Classes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2 票、修正後通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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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內容是否依照前次會議決議

修正。 
2. 回溯性研究。 
修正事項:無 

2 C103055 生命與生命的相遇(III)：探究教師

在服務學習(網路讀書會)中對生命

意義的學習經驗及專業發展的轉

化 
Encountering Selves and Others 
(III): Exploring Teachers’ 
Learning of Meaning in Lif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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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103063 D型人格在失智症家庭照顧者的心

理健康扮演之角色 
Mental Health of Dementia Family 
Caregivers: The Role of Type D 
Personality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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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研究計畫 bias 
2. 研究計畫主持人是否應主動通報 
3. 通報前是否有其他支援系統。 
修正事項:無 

4 C103070 短期改變阻力訓練頻率與量對運

動員身體組成與肌力之影響 
Short-term effects of changing 
resistance training frequency and 
volume on body composition and 
muscle strength in athletes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3 票、修正後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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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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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討論摘要:  
1. DEXA 操作是否由具證照的專業

人員操作。 
2. DEXA 檢測項目。 
3. 中途退出車馬費給付標準。 
修正事項: 
1. 受試者中途退出時，車馬費應依

照完成研究之比例給予，請於受

試者同意書中說明。 
2. 請特別注意 DEXA 操作應由具備

證照之人員操作。 
5 C103074 身心障礙運動員完美主義量表之

編製及驗證研究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erfectionism Scale for Adult 
Athletes with Disabilities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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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因臺北市立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審

查會業經教育部查核通過，並已

開始運作，應確認代審計畫後續

追蹤審查事宜，必要時應修正合

約相關內容。 
修正事項:無 
 

6 C103076 醫學院學生職場暴力預防教育訓

練計畫與效能之研究：應用技能為

基礎之小組學習及互動式科技介

入策略 
Effectiveness of Workplace Violence 
Prevention Program for Medical 
School Students- Applications of 
Skill-Based Group Learning and 
Interactive Technolog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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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103110 智慧型個人體能分析與應用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for physical fitness of individual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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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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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8 C103112 高年級學童身體活動量與健康體

能商和學業成績之研究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quoti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 of Grade 5 and 6 
Students in the Northern Taoyuan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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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同意書的取得過程。 
修正事項: 
1. 建議補充說明受試者同意書的取

得方式，建議於施測前由研究人

員到班說明，並將同意書先發與

學生攜回，待家長與學生皆同意

並簽署同意書後，在予以施測。 
9 C103113 不同運動方式對高齡者足壓、極限

穩定及體適能之影響 
Effect of different exercise in Foot 
Pressure, Limit of Stability, and 
Fitness of elderly people 

修正後再審 
可通過: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4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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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介入的安全性。 
2. 受試者非隨機分組。 
3. 諮詢專家審查意見。 
修正事項: 
1. 請補充說明依受試者意願選擇分

組組別之原因。 
2. 提供諮詢專家審查意見與主持

人，並請計畫主持人予以回覆及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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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3024 台灣大學生日語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研究-以輔仁大學非日語

專攻學習者為對象- 
The Study of the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Taiwanese 
Students Taking Japanese Language as the Elective course-Example 
of Fu Jen University 

追認 
通過。 

2 C103046 居家型運動導向之肺部復健計畫對於長期呼吸照護患者之成效 
Home-based and exercise-base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long-term care 

追認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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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3 C103102 大學生愛情分手後心理社會調適相關研究 

A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after 
Breakup 

追認 
通過。 

4 C103103 我國設置專業運動仲裁機構之可行性研究 
A Feasibility Study of Establishing Expert Sport Arbitration Bodies 

追認 
通過。 

5 C103105 棒球投球動作下肢特徵與 FMS 深蹲評估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lower limb kinematics and the FMS “deep squat” 
screen in baseball pitching 

追認 
通過。 

6 C103108 高齡者功能性動作訓練對預防跌倒相關因子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Functional Movement Training on Prevent Falling 
risk in Elderly 

追認 
通過。 

7 C103116 國際人格題庫大五因素特質量表之繁體中文版發展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Inventory Pool Big-Five Factor Markers: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追認 
通過。 

案由三：免除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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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2021 花東地區某國小及社區體位

與營養相關因素調查與教育

介入研究 
Anthropometric and 
nutritional survey and 
education intervention on 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neighboring community in 
eastern Hualien 

1. 修正收案人數，原家長加居

民各 40 人，改為家長家居民

共 40 人。 
2. 若班級導師即為該班健教老

師則合併訪談。 
3. 將計畫書之研究執行期間修

正。 
4. 不進行後測，並將原 2 個月

測量一次體位時間，修正為

4 個月測量一次。 

追認通過。 

2 C102067 糖尿長者用藥配合度之相關

因素探討 
Factor related to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ic 

1.改回原先使用之問卷 追認通過。 

3 C103006 女性失智症家庭照顧者之自

我效能、積極因應、正向照

顧經驗與幸福感之關係研究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lf-Efficacy, Proactive 
Coping, Positive Aspects of 
Caregiving, and Well-Being 
of Female Dementia Family 
Caregivers. 

1. 新增三位共同主持人。 
2. 刪除 1 計畫執行地點。 
3. 受試者同意書改為慈濟醫院

規定格式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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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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結果 
1 C10110

期中報告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患童於私語內化表現與外化行為之關連研

究 

The Internalization of Private Speech in Children with ADHD and 
Its Relations with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同意備

查。 

2 C102067 
期中報告 

糖尿長者用藥配合度之相關因素探討 
Factor related to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ic 

同意備

查。 

3 C102017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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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How the rhythm of the background music affect the 
work of nurses’ attention 

同意結案

備查。 

4 C10202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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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結案

備查。 
5 C102030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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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結案

備查。 
6 C102031

結案報告 
背景音樂對精神長期照護機構照顧服務員工作時間知覺之影

響 
Effect of Background Concentration of Works on Nurse Aids in 
the Psychiatric Long-term Care 

同意結案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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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狀態 
1 C103084 多元資料庫對疾病的成因及醫療資源與其品質之研究(II)  

Multiple databases on the causes of the disease and the study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their quality(II) 

同意撤案

備查。 

2 C103114 有影響力的夢與人格特質之關聯性探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actful Dreams and Personality 

同意撤案

備查。 

伍、臨時動議：無 

下次會議時間：104 年 07 月 10 日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7 時 5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