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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105年 09月 23日（星期五）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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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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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雄委員、林志翰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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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育裕副主任委員、田秀蘭委員、釋高上委員、王愈善委員、曾明

淑委員 

列席人員：翁珮涓、黃筱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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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校外7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6人。非單一性別，男性5人、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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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會前禱：（略） 

參、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4學年度第 7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確

認。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委員會討論案 2件、結案報告 1件、修正案 1件、期中報告 1

件，共 5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4129 漸進性失語症使用者直覺互動產品介面

設計 

Intuitive Product Interface Design for 

Users with 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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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其他機構收案隻

研究計畫損害賠償責任歸屬。 

修正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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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2 C104132 增補綠茶萃取物對人體耐力運動表現的

影響 

Effect of green tea extract supplementation 

on endurance performance in huma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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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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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4007

結案報告 

青少年面對親友罹患重症之死亡焦慮與

邊界經驗探討 

Death anxiety and border experiences of 

adolescents facing relatives or friends 

having critical illness. 

考量執行研究的性質，同意結

案。惟任何變更應事先提出申

請，本案修正未經申請，即自

行增加收案人數，雖無對受試

者造成重大傷害或增加風險，

但仍屬違規，此部分請主持人

進行持續教育訓練 3小時。 

4 C103144 

修正案 

以力場分析法暸解飯店環保策略使用之

驅動力及限制力 

Understanding the Driving and Restraining 

Forces for the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n the Hotel Industry: A Force 

Field Analysis Approach 

同意修正 

附帶決議: 同意本案修正內
容，並於修正案通過證明載明:

「本案業經 105年 9月 23日

105學年度第 1次人體研究倫

理委員會決議議通過，惟因原

核准效期已過，且第 2年計畫

確已不執行，本通過證明無效

期限制，主持人最遲應於原通

過證明有效期結束後 3個月內

依規定向本委員會辦理結案，

繳交結案報告。」 

5 C103061 

期中報告 

執行功能：構念、測量與發展 

Executive Functioning: Construct, 

Measurement and Development 

1. 同意通過，惟請主持人留意

後續報告繳交時書面資料影

本部分請提供清晰版本，以

利審查。 

2. 所收個案中如有同意書未簽

署完整之個案，敬請主持人

不可將其資料列入分析。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案 13件、免除審查 1件、修正案 8件、期中報告

12件、結案報告 4件，通過審查案共 38件，請 追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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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1： 簡易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3148 綠能導向之屋頂違建治理: 都市政治生態學觀點 

A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Green Energy-oriented 

Governance of Rooftop Squatting 

追認通過 

2 C104060 社區婦女居家呼吸練習對停經症狀之成效探討 

Effects of a home-based breathing training on menopausal 

symptoms among community menopausal women 

追認通過 

3 C104108 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醫療利用程度之軌跡預測模式與

社區處遇介入後其再犯風險與經濟評估 

The trajectory and prediction model of medical service 

utilization and recidivism risk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community treatment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sexual 

offenders 

追認通過 

4 C104119 探究文化變遷中幼兒教師形成與實踐發展合宜教學信念

之經驗研究 

Understand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Experiences in 

Forming and Implementing Beliefs of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in a Changing Culture 

追認通過 

5 C104123 調整式同儕教導運用於地板滾球教學對國小資源班自閉

症學生動作技能之影響 

Study on Employing Adjusted Peer Tutoring as an 

Instructional Approach in the Boccia to Affect Motor Skills 

of Exceptional Students Placed in Resource Room of 

Elementary School 

追認通過 

6 C104125 適應體育課程對師資生課程認同與教學效能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the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on 

student teachers’ acceptance of this course and their teaching 

efficacy 

追認通過 

7 C104130 使用不同基質之皂類對運動誘發肌肉損傷的間接指標之

改善效益 

Effects upon indirect markers of exercise-induced muscle 

damage by soap with variant base materials 

追認通過 

8 C104135 建立並運用體外培養與臨床之腎細胞癌磷酸化標碼資料

庫，探討腎細胞癌之舒癌特抗藥性機轉與新穎治療標的 

Construction of clinical phospho-barcode database and in-

vitro sunitinib-resistance pathway in renal cell carcinoma for 

the study of sunitinib resistance as well as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追認通過 

9 C104136 幼教人員對幼兒學習活動的社會多樣性思考與文化回應

教學實踐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social diversity thinking and 

cultural responsive teaching praxis for young children’s 

learning activities 

追認通過 

10 C104142 俄羅斯與台灣優秀女子一百公尺跨欄選手技術分析探討 

Russia and Taiwan Elite Woman 100m hurdler Technical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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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1 C104144 思覺失調論質計酬計畫效益評估 

The effects of a pay-for-performance program for 

schizophrenia 

追認通過 

12 C104146 童年記憶、在地性與客家：一種文化心理學的探究 

Childhood Memories, Localization and Hakka: Inquiry from 

Culture Psychology Approach 

追認通過 

13 C104147 三天 HIIT 跑步機訓練對急性負荷之效果 

The Effect of Acute Exercise by Three-Days HIIT Treadmill 

Training 

追認通過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5003 台灣中老年健康相關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重要影響因子之

驗證 

Determinants of Perceived Health-Related Status/Well-being 

of Elderly in Taiwan 

追認通過 

案由二-3：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C103049 串聯步態平衡訓練於改善社區

高齡者跌倒相關步態參數之研

究 

An intervention study of tandem 

gait balance training: Improving 

fall-related gait parameters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第 1次修正 

1. 預算來源改為自籌 

2. 修正第 2年執行進

度 

3. 刪除受試者補助費

用 

4. 新增執行地點 

追認通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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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新增 2名研究團隊

成員 

2. 預算來源改為耕莘

醫院 

3. 新增招募廣告 

4. 受試者同意書改為

耕莘醫院核定版本 

追認通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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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次修正 

1. 修正同意書中問卷

發放時間 

2. 問卷內容修正 

3. 新增協同主持人一

名。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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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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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刪除協同主持人莊

書豪 

2. 研究地點新增長庚

大學 

3. 研究目的新增夢境

經驗。 

4. 第二階段改為網路

問卷。 

5. 修正問卷內容及新

增夢境經驗量表。 

6. 計畫執行期間改為

2015年 3月至 2017

年 7月 

追認通過 

5 C103141 探討國際志工旅遊者之文化適

應歷程：以僑委會「海外華裔

青年英語服務營」為例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ts: A 

case study of AID Summer 

program 

第 1次修正: 

1. 受試者同意書錯字

修正。 

2. 新增當地教師/輔導

員英文版同意書。 

3. 3.刪除小朋友/家長

同意書。 

追認通過 

6 C104033 台灣幸福感生活研究 

Wellness Living Laboratory-

WELL Taiwan Cohort 

第 1次修正 

1. 新增 4名研究團隊

成員 

2. 收案人數 10,000人

改為 14,000人  

3. 問卷內容修正 

4. 新增邀請函、海報

內容修正 

5. 新增檢體運送及保

存的擔保信 

追認通過 

7 C104039 如何打造服務導向工作團隊：

以多層次分析探討運動服務業

員工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前

因變項的研究 

How to cultivate a service-

oriented workforce: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antecedents 

第 1次修正 

1. 新增研究地點 

2. 禮物由 100元改為

80元 

3. 修正問卷及招募廣

告內容 

追認通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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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修訂問卷內容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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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2058 

期中報告 

以整合觀點探討中年婦女從事水中與陸上增強式運動急

性反應之差異 

Comparison of Acute Responses with Water-based and land-

based Plyometric Exercise in Middle-aged Women-Integrated 

Approaches 

追認通過 

2 C103044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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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3 C103046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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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103049

期中報告 

串聯步態平衡訓練於改善社區高齡者跌倒相關步態參數

之研究 

An intervention study of tandem gait balance training: 

Improving fall-related gait parameters among community-

dwelling older adults 

追認通過 

5 C103064

期中報告 

資訊科技融入體育教學之成效研究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Instruc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追認通過 

6 C103065

期中報告 

中草藥成分及萃取物對發炎性皮膚疾病之治療潛力及其

分子作用機轉探討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extracts in inflammation-related 

diseases of skin 

追認通過 

7 C103076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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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8 C103079

期中報告 

肌酸與 β-羥基-β-甲基丁酸增補對輕艇選手上肢複合式訓

練後之運動能力及發炎指標的影響 

Effects of creatine and bate-hydroxy-bate methylbutyrate free 

acid supplementation on athletic performance and 

inflammation-related biomarkers after the upper limb 

complex training in kayakers 

追認通過 

9 C103107

期中報告 

醫療化與商品化下健康素養的建構與教育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of Health Literacy in the Age of 

Medicaliz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追認通過 

10 C103129

期中報告 

高等教育縮編中的職涯轉換— 性別差異與不平等 

Career Change in the Great Wave of Downsizing in Higher 

Education:Th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y 

追認通過 

11 C103135

期中報告 

台灣學者撰寫國內與國際學術期刊著作之個案研究—評

價語言、立場建構和學術著作發表歷程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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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ese Scholars’ Writing for Local 

and English-Medi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Publication: 

Evaluative Language, Stance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Practices 

12 C104006

期中報告 

使用定量餐具對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及生活品質之影

響 

Effects of using quantified table wares on blood sugar control 

and quality of life o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追認通過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3116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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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 C103146

結案報告 

3到 5歲構音音韻異常兒童在單元音、雙元音及三元音

表現上之分析 

The analysis of vowels, diphthongs and tripthongs for 3 to 5 

years old children with articulation phonological disorder 

同意備查 

3 C104070 

結案報告 

三天小型比賽型態訓練對足球選手專項耐力之影響 

Effects of three days small-sided game training on football 

players’ endurance capacity 

同意備查 

4 C104090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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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案由二-6：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一、撤案 

二、計畫中止/終止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決議 

1 C102128

計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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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職涯

規劃，先以

代理教師工

作為主。 

同意備查 

2 C103074

計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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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獲得補

助，但有在

尋求其他經

費之支援。 

同意備查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決議 

1 C103078 

行政撤案 
骨折病患血液中骨質疏鬆相關礦物質鈣、

磷、鎂、硒及鋁濃度與骨骼健康之關聯性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lasma osteoporotic-

related minerals Ca, P, Mg, Se, Al and bone 

health in bone fracture patients 

逾期多時仍

未回覆審查

意見。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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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決議 

3 C103106

計畫終止 

運動中心員工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前

置變項與顧客結果變項關係之研究：多層

次模式觀點 

A study of employee service 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ts 

antecedents and customer outcomes at sports 

centers: A multilevel approach 

本案原申請

科技部補

助，因未獲

通過所以未

執行計畫也

無收案，因

此申請終

止。 

同意備查 

 

案由三：有關本校與醫院等其他單位合作計畫之損害賠償主體歸屬及規

範，請 討論。 

共  識：如為多中心研究案，且收案機構各自設有倫理審查委員會，損

害賠償責任應由各收案機構共同負責。 

伍、 臨時動議：無 

陸、 會後禱：（略） 

柒、 散會：（15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