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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5 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106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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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芬委員、李憶菁委員、

陳富莉委員、王鵬智委員、劉若湘委員、汪志雄委員、林志翰委

員、劉瓊瑛委員、楊巧如委員、陳秋燕委員 
         （以上共 13 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王愈善委員、曾明淑委員、釋高上委員、田秀蘭委員、詹貴惠委員 
列席人員：翁珮涓、蕭啟良、賴妤甄、李諺儒 
記  錄：翁珮涓、李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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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非單一性別，男性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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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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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5 學年度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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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件(書面審查通過 5 案、修正後通過 2 案、送

委員會審查 1 案)、結案報告 2 件、執行偏差 2 件。共 12 件，

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5048 自閉症孩童之情緒與社交評估介面開

發與神經回饋訊號分析 
Analysis of neurofeedback signals and 
implementation of emotion and social 
evaluating interface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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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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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105066 語言發展落後幼兒動機研究：發展穩

定性、自我調節、親職因素、以及與

兒童適應之關聯 
Studying Motiva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ech Delay: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5 票、不通過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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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Self-regulation, Parenting Practice and 
Relations with Children’s Competence 
and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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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5076 背蹲舉對棒球投球的急性效應 
Acute Effects of Back Squats on Baseball 
Pi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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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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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105080 從與自閉症類群障礙者相處經驗探討

時間性 
Temporality, Face-to-Face Encounter 
Experience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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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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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105081 社區式長期照護病人的心理支持服務

需求調查 
The survey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ed 
service requirement for community-
Based long-term care patients.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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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是否經信效度檢定。 
2. 收案機構同意書 
修正事項: 
1. 請注意施測問卷之信效度檢

定。 
2. 請提供收案機構之同意書。 
3. 受試者同意書第十項應提供受

試者勾選，第 2 點請改為依計

畫所訂時程處理或銷毀。 
6 C105084 急性健身運動對執行功能之影響：社

經地位之調節角色 
Effects of acute exercise on executive 
function: the modulating rol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5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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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收取唾液樣本之用意 
2. 唾液樣本之保存方式 
3. 問卷量表內容 
修正事項: 
1.請提供所有問卷量表進行審查。 

7 C105091 
 

棒球運動員肩峰下夾擠症候群與不良

姿勢之關聯性 
The relevance with shoulder 
impingement syndrome and poor posture 
in baseball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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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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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105065 
 

酒精代謝酶基因多樣性之社區世代的

流行病學調查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alcoholic metabolic 
enzyme in a community cohort.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9 票、修正後通過 3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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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依照審查委員之複審意見進

行修正。 
9 
11 

C104004 
結案報告 
執行偏差 

優秀女子網球選手雙手反拍凌空抽擊

上肢肌電活化與運動學分析 
Muscle Activity and Kinematics Analysis 
of the Upper Extremity during the Two-
handed Backhand Drive Volley for Elite 
Female Tennis Players. 

1.本案使用未蓋核准章之受試者

同意書。 
2.自行變更收案地點，為應送變

更而未變更。 
3.請主持人進行教育訓練 3 小

時，完成後同意結案。 
10 
12 
 

C104127 
結案報告 
執行偏差 

人機互動時的認知運作 
Cognitive processing under interacting 
with machines 

本案招募 150 位受試者，其中 61
位未滿 20 歲，超出預計收案年

齡範圍，屬嚴重偏差，實地訪查

後再議。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11 件、免審案 5 件、修正案 8 件、期中報

告 5 件、結案報告 8 件，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2 件通過審

查案共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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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4112 

簡易審查 
運動數據配對與選擇之研究:以路跑運動為例 
A study on Sport Data Matching and Selection: taking Road 
Running as an Example 

追認通過 

2 C105028 
簡易審查 

正常與暴食成人的人格特質差異之研究 
The research of the personality trait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adults and adults with bulimia 

追認通過 

3 C105047 
簡易審查 

台灣老人聽覺注意力評估工具之研製與信效度建構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ory attention assessment tool for 
Taiwan older adults 

追認通過 

4 C105058 
簡易審查 

行動反思策略融入運動教育模式對學生學習表現之影響 
Action-reflection Strategy integrating Sport Education for 
Influence of Stu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追認通過 

5 C105061 
簡易審查 

職場健康促進-以聲光音波及芳療介入對企業員工亞健康影

響之研究 
Occupational health promotion - The study of influences with 
sound and Light technology and aromatherapy to the Sub-health 
of enterprise’s employees. 

追認通過 

6 C105067 
簡易審查 

肺癌患者之疲倦與憂鬱、生活品質的關係:社交限制、癌症

相關自我效能感與疾病侵擾的中介效果評估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tigue and Depression , Quality of Life 
among Lung Cancer Patients: Social Constraints , Cancer-related 
Self-Efficacy and illness  intrusiveness as Mediators 

追認通過 

7 C105072 
簡易審查 

國民小學健康飲食教育特色課程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on Distinguishing Curriculum of Healthy Diet 
Education in Elemental School 

追認通過 

8 C105073 
簡易審查 

以健康信念模式分析熟齡人口施打流感疫苗之態度及行為意

向：米蘭、首爾和台北之比較研究 
Using Health Belief Model to Analyze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Injecting Influenza Vaccination of 
Mature Ag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lan, Seoul and Taipei 

追認通過 

9 C105078 
簡易審查 

警技射擊表現與心理技能研究：以中央警察大學為例 
The Psychological Skills of Poice Shooting Training-The 
Student of Poic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追認通過 

10 C105085 
簡易審查 

臺灣幸福感計畫線上飲食頻率問卷信效度檢測及其應用 ─ 
雙北地區 30-70 歲成人外食飲食品質及礦物質（鈉、鉀、

碘）營養狀況初探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on-line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or Well Taiwan Project and its applications – A 
pilot study on diet quality of out-eaters and mineral (sodium, 
potassium, iodine) status among 30-70 year-old rehabilitant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 Taiwan. 

追認通過 

11 C105086 
簡易審查 

退休的生活經驗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retirement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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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2：免除審查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5033 

免除審查 
探討抑制 DNA 結合蛋白家族在肺癌生成過程中的角色及作

用機轉 
The functional role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the inhibitor 
of DNA binding family members in lung cancer progression 

追認通過 

2 C105087 
免除審查 

105 年度科學及技術類委託研究計劃「新醫療技術診療項目

之經濟效益評估研究」計畫案 
The commissioned research progra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16 「Health economic evaluations of new medical 
technology 

追認通過 

3 C105092 
免除審查 

全民健保低價特材內含至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研

究_支付點數 100 點以下特材內含收載模式之建立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fee schedule for medical services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ntains low reimbursement prices of 
medical devices - The principle for reimbursement model of 
medical devices under 100 points  

追認通過 

4 C105097 
免除審查 

結直腸癌診療照護型態及醫院間照護變異研究 
Hospital-based comparison of medical care pattern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追認通過 

5 C105102 
免除審查 

皮膚癌住院患者之醫療資源耗用影響因素與預測模型探討 
Determinant Factors and Forecasting Models of Medic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Inpatients with Ski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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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3054 

修正案 
有氧運動訓練搭配紅景天與冬蟲

夏草複合物補充對身體組成與代

謝適能之影響 
Effect of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with Rhodiola Crenulata plus 
Cordyceps Sinens Supplementation 
on Body Composition and Metabolic 
Fitness 

第 1 次修正 
1. 新增 4 位研究人員 
2. 修改執行期間 
3. 修改研究對象、納入

條件及樣本數量 
4. 同步修正計畫書及同

意書相關內容 

追認通過 

2 C103061 
修正案 

執行功能：構念、測量與發展 
Executive Functioning: Construct, 
Measurement and Development 

第 1 次修正 
1. 修正 ICF 家長版內

容 
2. 提送修正知情同意 

追認通過 

3 C103076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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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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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審查狀態 
4 C104027 

修正案 
代間期望與合作：世代傳承新機

制之探究 
Intergeneration expec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 inquiry of a new 
mechanism of continued tradition 
across generations 

第 1 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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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104039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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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修正 
1. 計畫書收案地點修

正 
2. 增加收案人數 
3. 修改禮物金額 
4. 刪除員工問卷第 16

題 

追認通過 

6 C104062 
修正案 

以台灣文化特徵為基礎之情境記

憶測驗 
Contextual Memory Test base on 
Taiwanese Context Characteristic  

第 1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人員孫淨

如 
2. 計畫展延至 2018/03 

/03 

追認通過 

7 C104144 
修正案 

思覺失調論質計酬計畫效益評估 
The effects of a pay-for-performance 
program for schizophrenia 

第 1 次修正 
修正申請表及計劃書

研究期間 (2016/10/31-
2017/12/31) 

追認通過 

8 C105039 
修正案 

人格與情緒評估的關聯性研究 
Cor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emotional evaluation 

第 1 次修正： 
1. 增加研究圖片 30→ 

39 
2. 同步修正相關文件 

追認通過 

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1 C103119 

期中報告 
亞洲國際組織 UMAP, ASEAN 及 Campus Asia 交換計劃發

展模式及品質保證組織對區域整合影響之研究 
Developmental Model of Exchange Programs in UMAP, 
ASEAN and Campus Asia and Roles of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and Networks and their Impact on Higher Education 
Harmonization 

追認通過 

2 C104057 
期中報告 

臨床牧靈關懷教育應用於醫學生的溝通技巧教學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in 
Communication Skills Teaching of Medical Students 

追認通過 

3 C104060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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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104062 
期中報告 

以台灣文化特徵為基礎之情境記憶測驗 
Contextual Memory Test base on Taiwanese Context 
Characteristic 

追認通過 

5 C104066 
期中報告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學童在執行功能與適應功能之關聯性研

究：以抑制能力、工作記憶表現預測適應技巧功能 
追認通過 



FJU-IRB F-062 /20151117 

7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Executive Function and Adaptive Skills in Elementary 
Schoo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Correlational 
Study on Inhibition, Working memory and Adaptive Skills 
Functioning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1 C103051

結案報告 
「腦性麻痺成年人休閒滿意度量表」之編製與信效度衡鑑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atisfaction Scale for Cerebral Palsy 
Adults and Validation Study 

同意備查 

2 C104015
結案報告 

交替式與連續式有氧結合阻力訓練對健康男性系統性及不

同角速度下局部血流動力學之影響 
Effect of aerobic combined resistance training between 
alternating and continuous mode on systemic and local 
hemodynamics of different angular velocity in healthy men 

同意備查 

3 C104021
結案報告 

多層次穿著系統對服裝舒適性影響之研究 
Effects of layering system on clothing comfort 

同意備查 

4 C104022
結案報告 

父母由入櫃到接納孩子是同志的生活經驗歷程 
An exploration of parents’ life experiences: From closeting 
themselves to accepting their child’s sexual orientation 

同意備查 

5 C104031
結案報告 

台灣幸福感和整體健康之相關研究 
Well-being and Wellness in Taiwan 

同意備查 

6 C104099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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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7 C104147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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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8 C105027
結案報告 

中學教師職業危害暴露現況及相關因子之探討─以新北市

高中教師為例 
Discussion on occupational hazard exposure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its related factors─A case study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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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4072 

計畫終止 
台灣幸福感生活研究調查計畫 
Wellness Living Laboratory-WELL 
Taiwan Cohort Project 

未執行計畫，且已另

外申請相關計畫。 
同意備查 

2 C105070 
計畫中止 

病人在想甚麼? – 網路健康資訊量

性和質性內容的病人認知、可靠性

以及實用性探討 
How a patient think about the health 
care? - the discussion on the patient 
awareness of the internet health 

未申請科技部計畫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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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審查狀態 
information and its validity and 
usefulness 

案由三：有關健保資料庫研究研究資料使用範圍規範，請 討論。 
決  議：修改免除審查通過證明，於免審證明上加註「請依資料提供單

位規定使用資料」。 
伍、 臨時動議： 

提案一、關於期中報告及結案報告數量遠不及新案的情況，請倫理中心說

明處理方式。 
決  議：請行政人員統計期中報告及結案報告未繳交數量，於下次會議

提出來檢視，並討論是否建立相關行政結案 SOP 及相關罰則。 

陸、 會後禱：（略） 

柒、 散會：（17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