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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10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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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巧如委員、陳富莉委員、汪志雄委員、劉瓊瑛委員、劉若湘委

員、詹貴惠委員、陳秋燕委員、釋高上委員、王愈善委員、曾明

淑委員 

         （以上共 15 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王鵬智委員、田秀蘭委員、林志翰委員 

列席人員：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人體與人類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唐喬語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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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校外9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6人。非單一性別，男性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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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迴避名單如會議議程所列。 

貳、 會前禱：（略） 

參、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5 學年度第 1 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確

認。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般案申請案(書面審查通過 5 案)、簡易審查(送委員會審議 1

案)、結案報告 (送委員會審議 4 件、實地訪查後再議 1 件) 、

實地訪查案 3 案，共 14 案，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4059 理解式球類教學(TGfU)在運動教育賽

季下的教學實踐與成效評估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learning effects 

of 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TGfU) integrated into sport 

education seasons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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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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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無 

2 C104140 原住民族身分認定調查研究－以阿美

族、排灣族為例 

Research of Membership Criteria of the 

Amis and Paiwan Peoples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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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0 票；離席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研究主題為阿美族、排灣

族，但問卷、訪談大綱內

容皆以阿美族為主，是否

合適。 

2. 本案是否需適用諮詢取得

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

利益的辦法。 

修正事項: 

1. 請主持人再次確認訪談大

綱、問卷內容是否適用排

灣族之受試者。 

3 C105007 不同粒徑微粒與細懸浮微粒成分暴露對

國小學童呼吸道健康指標之影響 

Using respiratory indices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exposures to multi-

sized particulate matters and fine 

particulate species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0 票、修正後通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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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受試者招募方式。 

2. 資料收集一天五次，包含

睡前一次，睡前的資料如

何收集。 

3. 助理的培訓是否足夠。 

4. 活動紀錄表內容是否合

宜。 

修正事項: 

1. 本案收集資料多有賴助理

進行，請主持人特別留意

助理培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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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2. 請主持人再次確認活動紀

錄表內容是否可以適度修

改以讓孩童更容易理解。 

3. 本案應取得收案學校同意

書方可執行。  

4 C105011 自殺遺族汙名化經驗中自我位置的重構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icide survivors’ 

personal positions in stigma experiences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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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0 票；離席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收案人數。 

2. 研究計畫中所提量化分析

部分如何進行。 

3. 受訪者的情緒失控如何處

理、後續轉介方式。 

4. 經費預算表不一致。 

修正事項: 

1. 經費預算表未因提高受試

者費用而同步修正，請修

正。 

2. 請於訪談大綱前或開始訪

談前告知受訪者，中途可

以隨時停止或退出。 

5 C105013 音樂治療對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患者靈

性照顧之助益―以基督宗教音樂活動為

素材 

The benefits of spiritual care for patients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through music therapy 

―In Christianity creative mus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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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本案是否取得機構同意。 

2. 研究計畫是否有會造成汙

名化的可能。 

修正事項:無 

6 C105018 

(簡易審查) 

翻轉課堂在在職班(護理研究)與碩士班

(進階護理研究)運用的不同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0 票、修正後通過 3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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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Application Differences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Nursing Research, 

Advanced Nursing Research between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 and 

Master Degre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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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的自主性是否完

整、師生間權利關係如何

處理。 

2. 期中問卷的必要性。 

修正事項: 

1. 請主持人再次考量期中問

卷的必要性。若期中問卷

一定必須進行，師生間的

權力關係如何避免，請補

充說明。 

7 C103047 

結案報告 

台灣高齡者住宅空間設計之調查研究—

以台北市「老人住宅」為例 

A Study on elderly Space Design for 

Taipei City Elderly Residential Space- 

As” Elderly house” for Example 

1. 本案自行變更收案地點，

應送修正案而未送修正

案，請主持人繳交執行偏

差報告並進行 3 小時教育

訓練。 

2. 目前主持人所提供的受試

者影本皆為朱崙公寓。請

主持人提供部分大龍公寓

的受試者同意書影本供審

查。 

8 C103069 

結案報告 

短時間高強度循環訓練對中高齡女性身

體組成、代謝症候群、相關血液指標及

肌力表現之影響 

Effect of 6 Weeks of Short-term High-

intensity Circuit Training on Body 

Composition, Metabolic Syndrome, Blood 

Parameters and Muscular Strength 

Performance in the Middle-age Women 

1. 本案新增研究助理 1 名，

應送修正案而未送修正

案，請主持人繳交執行偏

差報告並進行 3 小時教育

訓練。 

2. 請主持人提供陳竑廷相關

資料以供審查，若資格不

符則下次再議。 

9 C103072 

結案報告 

Power of Pedometer~~~以計步器促進身

體活動的有效策略與身心效益 

Power of Pedometer~~~ Pedometer-based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mental benefits 

本案同意結案備查，書面提醒

主持人受試者同意書應親簽

並加註日期 

10 C103125 

結案報告 

臺北市中學教學輔導教師學習領導之研

究 

A Study of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of 

Mentor Teachers at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本案同意結案備查，書面提醒

主持人受試者同意書應使用

蓋有核准章版本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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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1 

12 

C102074 

結案報告 

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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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自行修正計畫收案人數、

超過核准期間收案、同意書未

使用蓋有核准章版本、結案報

告延遲一年繳交，請主持人提

執行偏差報告並進行教育訓

練 12 小時，若主持人於所屬

單位舉辦並主持一場 3 小時

以上之倫理課程，可抵免 6 小

時教育訓練，完成後同意結

案。 

13 C103044 

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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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據查核委員建議請主

持人提修正案、研究團隊於 6

個月內進行 3 小時教育訓練。

修正案未通過前請主持人暫

停收案，已收 59 人因未依照

原核定內容進行施測，不可列

入後續結果分析。 

14 C103153

實地訪查 

高爾夫選手在不同強度風下的推桿動作

控制與重心穩定之策略  

The Effect of Wind on Golf Putting 

Movement Control and Balance Strategy 

同意書未簽署日期部分，請主

持人補正並書面通知主持人

日後應使用蓋有核准章版本

使用。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11 件、免除審查 2 件、修正案 8 件、期中

報告 10 件、結案報告 9 件，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3 件通

過審查案共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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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4138 資訊科技結合跨文化溝通：國際連線專題之研究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A Study on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追認通過 

2 C104143 打造萵苣外銷市場:合作社、農民以及社會技術創新 

Assembling Lettuce Export Markets: Cooperatives, Peasants, 

and Socio-Technical Innovation 

追認通過 

3 C104145 音樂聆聽與宗教信仰之情感分析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stening to music and religious 

belief: a sentimental analysis approach 

追認通過 

4 C104148 環境氣味對工作專注度及情緒影響之研究 

Effects of Ambient Scents on Working Concentration and 

Emotion 

追認通過 

5 C104149 智慧型手機使用、人際互動與生活感受之相關研究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martphone usag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Feelings of Life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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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6 C105001 兒童職能治療臨床技能評量表之信效度研究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ed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Clinical Examination Form 

追認通過 

7 C105002 台日家長身體活動信念與幼兒生活型態、健康狀況之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ents' physical activity belief,young 

children lifestyle and health statu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追認通過 

8 C105004 高爾夫下桿期下肢動作與 FMS 深蹲動作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lower limb kinematices and the FMS"Deep 

Squat" screen in golf down swing 

追認通過 

9 C105008 運動服務模式對民眾運動行為之影響 

Effects of exercise service domain on exercise behavior 

追認通過 

10 C105009 臨床心理師自學校教育邁入實務之經驗：一個現象學的探

究 

The Experience of Clinical Psychologists to Be in Practice after 

Graduate School: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追認通過 

11 C105010 不同女同性戀風格的出櫃困境探究 

Investigation of coming out difficulties in different lesbian style 

追認通過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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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尋找治療與繼發性預防胰臟癌之策略 

Evaluation of the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Care Pattern and Drug 

Utilization of the Pancreas Cancer with Taiwan NHI Claims 

Database 

追認通過 

2 C105015 重要癌症之危險因子相關研究─乳癌(105 年) 

Risk Factors of Major Cancers─Breast Cancer(2016) 

追認通過 

案由二-3：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審查狀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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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助理謝靜

儀 

追認通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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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次修正 

1. 新增社會知識與社

會知覺題庫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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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審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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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修正 

1. 新增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核准同意書版

本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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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團隊成員

1 名-鄧筑霞 

2. 新增研究指導語 1

份 

追認通過 

5 C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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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次修正 

1. 研究助理由鄭安邑

改為孫淨如 

2. 第一階段受試者人

數由 150 人改為

250 人 

追認通過 

6 C104045 以 OSCE 為主軸，建構兒童標準病

人應用於兒童職能治療專業教育 

To establish children standard 

patients in ped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 using the OSCE 

第 1 次修正 

新增兒童職能治療實

習評分表 2 份 

追認通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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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次修正 

研究程序刪除教學觀

察錄影部分，並同步修

正計畫書、同意書此部

分內容。 

追認通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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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次修正 

1. 放寬受試者年齡，

收案地點由新北市

五區改為全區。 

2. 受試者人數 200 人

改為 250 人。 

3. 研究地點改為新北

市全區。 

4. 修正問卷內容。 

追認通過 

案由二-4：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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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1 C102059 

期中報告 

倫理情境中的辨、察、想：倫理敏感度體驗性教學模式與

評量工具之建立及成效探討 

Identification, Awareness, and Imagination in the Ethical 

Situations: Instrument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ness Study 

of an Ethical Sensitivity Experiential Courses Model 

追認通過 

2 C103060

期中報告 

舉重技術分析系統設計與應用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nalysis system for weight-lifting 

technique 

追認通過 

3 C103123

期中報告 

邊青中心處遇方式的成效評估 

An Evaluation Research of the Intervention Method of 

theYouth at Risk Ministry Office 

追認通過 

4 C103132

期中報告 

花蓮偏鄉地區國小學童體位營養調查及教育介入研究 

Anthropometric and nutritional survey and education 

intervention on rural elementary schools in Hualien 

追認通過 

5 C103141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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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6 C103142

期中報告 

由教師對於文學融入英語教學之態度與看法探究文學作品

應用於台灣的大學英語教育之現況與未來 

A study of the current and potential use of literature in 

University English courses in Taiwan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into teachers’ attitudes and views about using literature in 

ELT 

追認通過 

7 C104005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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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8 C104014

期中報告 

臺灣族群主要疾病之流行病學特性、治療型態以及醫療成

本負擔 

Epidemiology, Care Pattern and Medical Burden of Major 

Disease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Taiwan 

追認通過 

9 C104020

期中報告 

臺灣罕病之流行病學特性、治療型態及其負擔 

Epidemiology, Care Pattern and Medical Burden of Rare 

Disease in Taiwan 

追認通過 

10 C104084

期中報告 

TRX 懸吊系統對智能障礙學生核心穩定能力及體適能之

影響 

The effects of TRX suspension training on core stability and 

physical fitness of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追認通過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1 C102048

結案報告 

夫妻與家庭共識的形成─以參與式行動研究深化本土家庭

理論建構與教育實踐 

Developing consensu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Us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to advance family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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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2 C103025

結案報告 

肌內效貼布張力對踝關節肌群本體感覺功能與平衡能力之

影響 

Effects of Kinesio taping tensions on proprioception in ankle 

muscles and balance control 

同意備查 

3 C103042

結案報告 

轉型領導行為與教練能力：量表修訂與多層次關係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Coaching Competency: 

Research of Chinese Version Coaching Competency Scale 

and Multilevel Relationships 

同意備查 

4 C10305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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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5 C103090

結案報告 

功能性運動訓練結合豆漿增補對慢性中風病患日常功能活

動能力之影響 

Effects of functional exercise program plus soy milk 

supplementation o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individuals 

with chronic stroke 

同意備查 

6 C103093

結案報告 

中小學體育教師融合式體育的教學現況與關聯模式之比較

研究 

Comparison of Current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Instruction and Relational Models betwe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of Taiwan＇s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同意備查 

7 C103098

結案報告 

使用腦電波儀探討香蜂草與咖啡因對人類腦形圖的功能網

絡連結 

Exploring the human brain mapping of functional networks 

with Melissa officinalis and caffeine using EEG 

同意備查 

8 C103124

結案報告 

再探台灣閩南語入聲韻尾聽辨與發音關係 

Re-explore the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the unreleased 

final coda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同意備查 

9 C103134

結案報告 

智慧型多功能懸吊減重助行復健系統設計與實現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Intelligent Multifunctional 

Suspending Weight Reduction Walking-assistance 

Rehabilitation System 

同意備查 

案由二-6：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一、計畫中止/終止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審查狀態 

1 C102034 

計畫終止 

正念瑜珈介入對輪班護理人員主

客觀焦慮之長期改善成效 

未獲科技部研究經

費，故決定中止研究

計畫案。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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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審查狀態 

2 C103082 

解除計畫中

止 

醫學教育中的同理心教學專業與

師資培育計畫 

The faculty development program 

of professional empathy teaching in 

medical education 

主持人原因病留職停

薪一年，現留職停薪

期間結束 

同意備查 

3 C104083 

計畫中止 

老化與工作記憶：以多元記憶運

作廣度測量高齡者的認知能力 

Aging and working memory - The 

declined cognitive abilities as a 

function of aging tested by various 

working memory span 

研究計畫未獲科技部

經費補助。 

同意備查 

 

伍、 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日後校內自行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承辦人員可以領取時

數證明。 

決  議:通過。  

陸、 會後禱：（略） 

柒、 散會：（17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