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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7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105年 07月 19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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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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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若湘委員、詹貴惠委員、陳秋燕委員 

         （以上共 13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田秀蘭委員、汪志雄委員、釋高上委員、王愈善委員、林志翰委員 

列席人員：翁珮涓、蕭啟良、陳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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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校外6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5人。非單一性別，男性4人、女性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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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確

認。 

會議議程追蹤事項之違規事件追蹤部分增列人體研

究與人類研究之分類。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委員會討論案 2件、結案報告 4件，共 6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4058 以混合式研究法評值癌症青少年與青年

之復原力促進照護之成效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nursing care 

on promoting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with cancer by using 

mixed methods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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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型研究計畫每

次追蹤時皆重新取得同意書之

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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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修正事項:無 

2 C104117 急性健身運動對早產孩童執行功能之影

響 

The effect of acute exercise on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preterm birth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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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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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102071

結案報告 

動作功能性診斷與運動技術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of Functional Movement 

Assessment and sport skills 

同意結案，書面提醒計畫主持

人執行研究應注意同意書簽署

的完整性。 

4 C102074

結案報告 

運動迷好奇心之概念化、量表發展與驗

證 Conceptualization, Scale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Sport Fan 

Curiosity 

1. 提執行偏差報告。 

2. 進行實地查核後再議。 

5 C103026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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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結案，書面提醒計畫主持

人執行研究應使用蓋有核准章

之同意書影印後供受試者簽

署。 

6 C103120

結案報告 

自我對話類型與排球表現之關聯 

THE EFFECTS OF TYPES OF SELF-

TALK AND VOLLEYBALL SPORT 

PERFORMANCE 

同意結案，書面提醒計畫主持

人應按時繳交報告，同意書應

親簽，不可簽名後影印使用。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案 11件、修正案 2件、期中報告 3件、結案報告

5件，通過審查案共 21件，請 追認。 

決  議： 

案由二-1： 簡易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4076 音樂對電療、熱療、牽引治療復健患者在復健過程中之

輔助作用 

The Helping Role of Music to Patients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of Electrotherapy、Thermotherapy 

and Traction Treatment 

追認通過 

2 C104104 轉眼球運動與頸部穩定運動對慢性頸部疼痛患者疼痛改

善效果之比較 

The Acute Effect of Eye Circuit Exercise and Neck 

Stabilization Exercise for Chronic Neck Pain. 

追認通過 

3 C104107 連續式與累積式健身運動對認知功能之影響：事件相關

電位之研究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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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Effect of continuous and accumulated exercis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 ERP study 

4 C104110 我國民間機構贊助學校運動代表隊現況調查與擬訂契約

範本之芻議 

A Study on Investigating the Condition of Sponsoring 

Varsity Teams by Private Organizations, and Advising its 

Standard Model Contracts 

追認通過 

5 C104118 強迫性囤積與強迫購買關聯性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arding and 

compulsive buying 

追認通過 

6 C104120 使用腦電波儀和眼動儀探討薰衣草與迷迭香香精油對人

類腦形圖的功能網絡連結 

Exploring the human brain mapping of functional networks 

with Lavender and Rosemary essential oil using EEG and 

Eye-tracking 

追認通過 

7 C104124 台灣高齡社會下祖父母教養之當代意涵:從「帶孫」建立

起代間支持網絡 

Redefinition of Contemporary Grandparenting: From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to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追認通過 

8 C104126 台灣卵巢癌病患睡眠品質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Sleep Quality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Women Ovarian 

Cancer in Taiwan 

追認通過 

9 C104127 人機互動時的認知運作 

Cognitive processing under interacting with machines 
追認通過 

10 C104131 台灣手語譯員與雙語者之認知與語言轉換運作 

Cognitive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among Taiwa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and bilingual individuals 

追認通過 

11 C104133 台灣版幸福感問卷之效度與信度研究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Well-Being Question in 

Taiwan 

追認通過 

案由二-2：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C104005 

第 1次

修正 

失智症家庭照顧者之失眠

脆弱特質、照顧壓力、因

應型態、與睡眠之關係研

究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ulnerability to Insomnia, 

Caregiving Stress, Coping, 

and Sleep Quality to 

Dementia Family Caregivers 

第 1 次修正 

1. 新增 6名協同主持人。 

2. 問卷錯字勘誤、字型放

大 

3. 增加受試者費用 

4. 同意書改為北醫核定版

本 

5. 海報修正連絡電話、執

行機構 

6. 招募方式增加網路招募 

7. 研究計畫執行時間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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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2 C104035

第 1次

修正 

老年人口腔健康及吞嚥狀

況與飲食攝取之關聯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ral 

health, swallowing status and 

dietary intake of the elderly 

第 1 次修正 

新增研究人員 1名-牙醫師-

林慧宜 

追認通過 

案由二-3：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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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 C103087 兩岸視障學生部落格專題導向學習之成效—以音樂科為

例 

The Effect of Using Blog on Project Based Learning for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between Two Coasts - 

Take the Music Curriculum for Example 

同意備查 

3 C103118 生物回饋遊戲對於癌症青少年的心率變異量、壓力感受

與復原力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the game-based biofeedback on th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perceived stress, and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 

with cancer 

同意備查 

案由二-4：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2116

結案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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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 C102021

結案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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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 C103036 

結案報

告 

他殺喪親家庭於調適哀傷歷程之生命故事 

The life story of bereaved families adjusting to grief by 

homicide 

同意備查 

4 C104019

結案報

告 

臺灣慢性失眠症患者求助非藥物專業治療之阻礙與相關

因素研究 

Barriers to Treatment seeking in chronic-insomnia patients in 

Taiwan 

同意備查 

5 C104044

結案報

告 

邊緣性人格患者的早期經驗與社會情緒功能 

Early experiences and social-emotion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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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修訂本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 1項暨相關表單 7項，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修正內容：結案證明中文部分所新增文字內容，英文需一併加註。 

案由四：修訂本委員會計畫審查收費標準，請 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計畫審查收費標準(修正後全條文) 

101.12.04訂定草案 

101.12.12 101 學年度第 1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11.26 102 學年度第 1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10.28 103 學年度第 2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7.19 104 學年度第 7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本收費標準依據輔仁大學人體研究或試驗計畫申請暨審核作業實施細則第九條訂定

之。 

二、收費標準一覽表： 

案件類型 
新申請案 修正案 

輔大 契約學校 輔大 契約學校 

廠商贊助(委託)計畫、產學

合作計畫、跨國合作計畫 
30,000 元 5,000 元 

政府通過(委託)計畫 

(如科技部、國衛院、基金

會、財團法人、協會、學

會) 

一般審查:16,500 元 

簡易審查:14,500 元 

免收 
學校自行補助或計畫主持

人自籌經費之研究計畫 
4,000元 6,000元 

碩、博士論文※ 2,000元 3,000元 

免除審查計畫 2,000 元 N/A 

※註: 碩、博士論文僅限本校或契約機構在學學生，申請時須檢附學生證影本備查。 

三、審查費繳交方式： 

1. 申請人需持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開立之繳費單至輔

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出納組、或利用郵局劃撥、轉帳等方式繳交審查費。如計

畫主持人為本校專任教師，另可透過本校會計室由計畫直接扣繳。繳費後需將收

據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回傳至本委員會，始完成送審程序。 

2. 如計畫補助單位(如科技部、國衛院…..等)要求計畫須先通過人體研究倫理會審

查，審查費得暫免繳交，待計畫審查通過並撥款後，計畫主持人應請於 10個工

作日內通知本委員會，並依規定繳交審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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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繳交審查費，本委員會將不再受理該計畫主持人之新申請

案。 

4. 免除審查計畫若經本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為不符合免審，則改依其他符合之案

件類型收費標準計收。 

四、一經繳費後，若撤回申請或所提之申請案經審查無法通過時，均不退費。 

五、本收費標準經本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五：研究計畫若有其他審查會先行通過審查且以已先行收案之計

畫，其期中或結案報告內容及收案程序之規定應如何規定，請 

討論。 

共  識：多中心計畫囿因各家 IRB通過日期不同若收案機構通過日期早

於本會，可追認其執行期間。若已通過審查之研究案，本會以

簡易審查為原則。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會後禱：（略） 

柒、 散會：（16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