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JU-IRB F-062 /2015111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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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5 年 06 月 08 日（星期三）13：30
地
點：輔仁大學野聲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聶達安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曾育裕副主任委員、黃裕凱執行長、李憶菁委員、王鵬智委員、
楊巧如委員、陳富莉委員、曾明淑委員、劉瓊瑛委員、林志翰委
員
（以上共 10 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田秀蘭委員、戴伯芬委員、汪志雄委員、劉若湘委員、釋高上委
員、詹貴惠委員、王愈善委員、陳秋燕委員
列席人員：翁珮涓、蕭啟良
記
錄：翁珮涓
壹、主席致詞：
一、 確認開會人數：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開會人數10人、校外4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5人。非單一性別，男性5人、女性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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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會前禱：（略）
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4 學年度第 5 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確
認。
肆、教育部不定期查核意見報告:
1. 對於以易受傷害族群作為受試者之研究計畫，或敏感議題之研究計
畫，在風險類別判定上可更為嚴謹，如列出可簡審之理由、或若有
一位審查委員認為應進行一般審查，則應改為一般審查。
2. 健保資料庫之研究案件，建議應依個別案件實際狀況，來判定風險
及應送審之審查層級。
3. 透過機構招募受試者應考量如何徵求機構之同意。
4. 醫院與學校合作案應考量所蒐集之資料有無共享、共享時是否提供
原始資料、資料有無去連結等細節，另應告知受試者有關資料共享
之規畫，並事先徵求同意為宜。
5. 審查結案報告時，應留意研究資料銷毀之追蹤。
伍、討論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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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委員會討論案 4 件、期中報告 1 件、結案報告 4 件，共 9 件，
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1 C104064

計畫名稱
跳遠起跳於水平與垂直轉換模式影響因
子之探討
The Investigation on factors of jumping
take-off model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transforming

2

C104071

工作前聆聽音樂對智能障礙者工作績效
影響之研究
Effects of Listening Music before Work
on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for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

C104074

幼兒的親子依附、師生關係、班級情緒
支持、自我概念和幼兒園適應的關連研
究(I)(II)
The associations among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class emotional support, young children’s
self-concept and preschool adjustment
(I)(II)

4

C104096

背景音樂對智能障礙者注意力表現之影
響
The effect of background music on
attention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2

決議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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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0 票；離席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無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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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0 票；離席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6 個月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無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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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0 票；離席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幼兒園教師是否屬研究對
象。
2. 教師參與研究同意書內
容。
修正事項:無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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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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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5

C103115
期中報告

6

C102035
結案報告

7

C102085
結案報告

8

C102100
結案報告

9

C102113
結案報告

計畫名稱

決議
迴避:0 票；離席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無
飼主個性與寵物狗特質之間的關聯性研 1. 期中報告同意備查。
究
2. 主持人使用簽名後再複印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
的同意書部分提醒主持人
Personality and Dog’s Characteristic
不可再犯，不予懲處。
臺灣中小學教師反生產力行為量表發展 1. 未經審查即自行變更同意
之系列研究
書內容，以印章代替簽名
A series of study analyzing the
等偏差事件，共同主持人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s
需進行 6 小時教育訓練。
within the school setting in Taiwan
2. 本案執行機關為政治大
學，此部分通知政治大學
並通報教育部。
3. 結案報告同意備查。
護理執業環境與應屆畢業護生職業選擇 1. 同意結案備查。
及感受之相關性探討
2. 以 E-mail 提醒主持人應按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ing Practice
時繳交結案報告
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Perceptions among the Nursing
School Graduates
防制藥物濫用與正確使用管制藥品議題 1. 同意結案備查。
結合社區相關網絡辦理教育行銷之研究 2. 提醒主持人取得同意書應
The Study of the Subject for the
注意完整性。
Prevention of Drug Abuse and the Correct
Usage of Restricted Drugs with
Educational Marketing Activity Through
Community-Related Network
麥寮六輕石化廠區作業環境測定
1. 同意結案備查。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2. 結案報告遲繳、主持人未
Petrochemical Factories in Mailiao No. 6
簽名、同意書簽名後影印
Naphtha Cracker Industrial Complex
使用等違規請主持人進行 4
小時教育訓練。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案 11 件、免除審查案 1 件、修正案 4 件、期中報
告 1 件、結案報告 5 件、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 2 件，通過審
查案共 40 件，請 追認。
決 議：

案由二-1： 簡易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3041 臺灣外籍生的準人種誌研究：以陸生、僑生、港澳生和
國際學生為例
3

決議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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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A quasi-ethnographic study on the study abroad students’
experience in Taiwan: Tales from the Mainland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Macau,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2 C103131 從認知語義學探討漢語文化特色詞之法譯
Using Cognitive Semantics to Investigate Frenc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Terms and Phrases
3 C104088 中文語系數字型聯覺者在 SNARC 的表現
Chinese language number type of synesthesia performance in
SNARC
4 C104090 不同型態自我對話在不同壓力情境下對於射箭成績之影
響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elf-talk at difference stress
conditions in archer performance.
5 C104099 打鼓運動訓練對高齡者之協調性、反應能力、平衡能
力、以及認知功能效益之探討
The effect of percussion training on the coordination, reaction
time, balance and cognition in the elderly
6 C104100 傳統整復推拿應用默會感知之探索研究
A Study Related to Exploring the Role Effects of Tacit
Knowledg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assage (TCM)
7 C104101 急性壓力對執行功能之影響：心肺適能扮演之角色
The Effect of Acute Stress on Executive Function: The Role
of 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
8 C104103 北部大學生性知識、性態度、性行為與網路行為之調查
研究
A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Sexual Knowledge, Sexual
Attitude, Sexual Behavior and Internet Behavior in Northern
Taiwan
9 C104105 母語為閩南語的華語學習者音節頭有聲子音之偏誤分析
Analysis of Errors on Voiced Syllable-onset in Taiwan
Mandarin by Taiwan Southern Min Speakers
10 C104115 音韻密度對台灣海陸客語發音的影響
Effects of phonological density on the production of Taiwan
Hakka Hailu
11 C104116 開發整合性健康職場管理核心指標檢核工具
Developing core indicators tool for Integrated Healthy
Workplace Management

案由二-2： 免除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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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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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1 C104121 超越賦權與規訓的二元想像：臺北市運動中心裡的 1. 本案發函通
運動實踐、休閒消費與性別意涵
知計畫主持
Beyond the dualism of empowerment and discipline:
人、研究機
the gender implications of the practice of sport and
構不符合免
consumption of leisure in Taipei’s Citizen sport centers
除審查條
件，撤回免
除審查通過
證明。
2. 本案應以簡
易審查為
之。

案由二-3：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3041 臺灣外籍生的準人種誌研
第1次
究：以陸生、僑生、港澳生
修正
和國際學生為例
A quasi-ethnographic study on
the study abroad students’
experience in Taiwan: Tales
from the Mainland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Macau,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2 C104027 代間期望與合作：世代傳承
第1次
新機制之探究
修正
Intergeneration expec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 inquiry
of a new mechanism of
continued tradition across
generations
3 C104042 運動團隊有效溝通之概念化
第1次
及建構效度檢驗
修正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Effective Team
Communication in Sports
4

C104076 音樂對電療、熱療、牽引治
第1次
療復健患者在復健過程中之
修正
輔助作用
The Helping Role of Music to
Patients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of
Electrotherapy、
Thermotherapy and Traction
Treatment
5

修改內容
刪除共同主持人。
預算來源由科技部改為
輔仁大學。
執行期間由 3 年縮短為
1 年。
研究對象由共 60 名外
籍生、老師改為 5-8 名
外籍生

審查狀態
追認通過

1. 新增協同主持人-唐先
梅教授
2. 同意書新增協同主持人
姓名
3. 修訂訪談大綱

追認通過

1.
2.
3.
4.

受試者總人數由 900 人改 追認通過
為 900-1200 人，研究一階
段一由 200 人改為 200-300
人，階段二由 300 人改為
400-500 人；研究二由 400
人改為 300-400 人
1. 問卷內容修正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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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1 C102047 師資培育、核心認同與教育政策: 「好」老師專業認同之 追認通過
形塑歷程
Teacher education, core 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policy: the
formation of good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ts’
impact on educational practices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2063 父母教導幼兒道德之言談內涵與幼兒道德情緒歸因解釋能
力的發展
Parental discourses about moral teaching: Linka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s justifications of moral
emotion attributions
2 C103094 振動刺激對平衡的立即性影響
An immediate impact on the balance of whole-body vibration
stimula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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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103149 情緒虐待經驗、憂鬱認知和早期憂鬱之關聯性研究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otional Abuse Experience,
Depressive Cognition and Early Depression
5 C104037 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心智推理與社會功能之關聯研究
Theory of Mind and its Relations with Social Functioning in
Schizophrenia

審查結果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案由二-6：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3121 臺灣服務學習的學習成效之後設分析與驗
證
A Study on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s in Taiwan
2 C104102 四週極低量高強度間歇訓練對不同體位國
中生之心肺適能及身體組成的影響
Effects of four weeks of extremely lowvolume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on
cardiopulmonary endurance and body
composi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weight for length index.
3 C104109 四週呼氣保留的衝刺間歇訓練對國中生 50
公尺捷泳表現及無氧動力之影響
Effect of four weeks sprint interval training
combine with voluntary hypoventilation at
low pulmonary volume on 50 m front crawl
performance and anaerobic power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6

原因

審查狀態

逾期多時仍未
回覆審查意
見。

同意備查

因配合學校有
全校性體育活
動，無法配合
實驗進行。

同意備查

經聯繫受試者
後，無法贊同
一個游泳隊找
到足夠參與
者，考量分隊
執行時平日訓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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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審查狀態

練之差異會影
響介入效果，
故擬不執行本
計畫。

案由三：有關研究計畫「白噪音分貝數對成年過動症工作者工作績效影
響之研究」(本會編號：C103111)是否屬人體研究法第四條所
規定之範疇，請 討論。
決 議：
1.從本案主持人所屬系所之屬性，管理學院應屬人類研究之範
疇。
2.本案雖涉及亦受傷害族群(過動症患者)，但其主要研究目的為
工作績效影響，此部分亦屬管理面向之核心研究主題，屬人
類研究之範疇。
3.本案未涉及任何生物檢體或醫學、遺傳方面相關資訊分析，
應非屬人體研究法第四條所定義之範疇。
案由四：修訂本委員會計畫審查收費標準，請 審議。
決 議：將逐項審查分開收費方式列入考量，緩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會後禱：（略）
捌、散會：（16 時 15 分）。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