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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6 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06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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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富莉執行長、王鵬智副執行長、王愈善委員、江明璋委員、李
憶菁委員、李惠暄委員、林志翰委員、陳秋燕委員、曾玉華委
員、劉若湘委員、詹貴惠委員、劉瓊瑛委員、魏中仁委員、釋高
上委員
（以上共 15 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曾育裕副主任委員、汪志雄委員、邱倚璿委員、陳若琳委員、楊巧
如委員、戴伯芬委員
列席人員：財團法人更生人保護會唐研田組長、教育部查核委員(邱文聰召
集人、白璐委員、戴君芳委員、張淑英委員、辛幸珍委員、孔建
民委員、楊翔莉副研究員、顏芝晴小姐、曾郁婷小姐共 9 人)、
翁珮涓、蕭啟良、賴妤甄、游慧婷
記
錄：翁珮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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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5人。非單一性別，男性7人、女性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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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會前禱：（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1. 106 學年度第 6 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確認。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般案申請案 6 件(書面審查通過 6 案)、期中報告 1 件、結案
報告 2 件、執行偏差 1 件，共 10 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1

編號
C106051

計畫名稱
以犯罪剖繪取向探討不同性
侵害加害人之決策歷程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exual Offenders: An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Profiling Perspective
1

決議
修正後再審
可通過: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1 票、不通過 3 票
迴避:1 票；離席 0 票

FJU-IRB F-062 /20151117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2

C106063

思覺失調症患者之執行功能
評量與療效驗證
Validations of Executive
Function Measures and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3

C106068

失智症患者之執行功能評量
與療效驗證
Validations of Executive
Function Measures and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Dementia

2

決議
追蹤審查頻率:
討論摘要:
1. 受試者人數。
2. 訪談地點、訪談人員專業度及安全
性。
3. 受訪者自主性。
修正事項:
1. 訪談人數是否需要到 70 人，請主持
人再考量。
2. 研究生是否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執行
計畫，請補充說明。
3. 由女性研究生單獨進行訪談如何確
保安全性，請補充。
4. 請主持人補充如何保障訪談對象的
自主性。
5. 請明確說明訪談地點。
6. 請研究團隊列席下次會議。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7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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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無相關經費、人力、收案機構
亦無法確認。
2. 正常人收案可以先植情，後續相關
資料確認後須提送修正案。
修正事項:
1. 核准正常人部分之收案，後續取得
機後同意後須申請修正案，審查通
過後方可繼續執行。
2. 請先增加研究人員資料。
修正後通過
可通過:
通過 4 票、修正後通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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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月 1 次
討論摘要:
1. 受試者納入條件。
2. 基本資料表適用性，
修正事項:

FJU-IRB F-062 /20151117
序
編號

4

C106070

5

C106107

6

C106115

計畫名稱

決議
1. 請主持人依研究內容修正基本資料
表。
以實證為基礎之創新水中運 修正後通過
動課程設計與驗證—以心血 可通過:
管健康、骨質密度與爆發力 通過 7 票、修正後通過 8 票
促進為導向
不可通過: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Innovative Evidence-based
迴避:0 票；離席 0 票
Water Exercise Program –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Improvement of
討論摘要:
Cardiovascular Health, Bone
1.受試者同意書。
Density and Muscle Power
修正事項:
Approach
1. 第一年受試者同意書請刪除與受試
者無關的內容如召開專家會議、文
獻，研究方法請勿複製計畫書。
長期照顧機構老人團體運動 通過
介入之成效
可通過:
The Effects of Group
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
Exercise program into Long- 不可通過:
term car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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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受試者同意書建議有見證人簽名
欄。
2. 機構同意函。
修正事項:
1. 請主持人在同意書增加見證人及有
同意權人的簽名欄
2. 機構同意函要提供影本備查。
3. 研究團隊成員不可擔任見證人。
開發新穎的基因標記應用在 修正後通過
氣喘的精確化醫療
可通過:
Translating gene signatures in 通過 6 票、修正後通過 9 票
asthma endophenotypes to
不可通過:
achieve precision medicine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for asthma
迴避:0 票；離席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檢體的保存、銷毀。
2. 資料庫建立後資料保存、輸出、銷
毀等機制。
修正事項:
1. 同意書中提到檢體保存與銷毀的執
行請主持人要確實遵守並特別留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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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7

C104048
期中報告

8

C103031
結案報告

9

C105002
結案報告

10

C104146
執行偏差

計畫名稱

典型發展幼童與自閉症類群
障礙症高危險手足之眼動儀
研究：以似臉刺激作業與自
發中文部件視覺搜尋作業的
第一掃視落點檢視自閉症之
病理機制
An Eye-Tracking Study with
Typically-Developing Young
Children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High-Risk
Siblings: Examining FirstSaccade Fixation in FaceLike Task and Spontaneous
Chinese-CharacterComponents Visual Search
Task
音樂節拍對智能障礙者工作
行為之影響
Impact of Music Tempo on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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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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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2. 兒童版同意書、計劃書請增加檢體
銷毀的說明
1. 期中報告通過備查。
2. 請研究團隊成員進行 4 小時教育訓
練，課程至少須包含 1 小時知情同意
課程。
3. 確認解說人員部分是否送修正案新
增，若無須送執行偏差報告。

1.
2.

同意結案備查。
書面通知主持人應留意同意書簽署
的完整性。

1. 修正後再審。
2. 請主持人說明相關資料是否有經其
他 IRB 審查或再提出相關說明以釐
清事實。IRB 編號若有誤用，需像台
灣衛誌申請更正。

請主持人完成教育訓練後存查。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16 件、免除審查 4 件、修正案 8 件、期中
報告 9 件、結案報告 6 件，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3 件通過
審查案共 46 件，請 追認。
決 議：

案由二-1：簡易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6062 羽球步伐敏捷訓練之系統設計與應用
System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gility training in the
4

決議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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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badminton footwork
2 C106065 沉浸式海底自然景觀的虛擬實境放鬆訓練研究
Relaxation with Immersive under the Sea Natural Scenes
presented Using Virtual Reality
3 C106078 應用劇場方法於同理心教學的課程模組設計、工具發展及師
資培育
Using theatre techniques to cultivate empathy: The study of
teaching modules, assessment tools,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4 C106081 大學生人際情緒、中庸思維於社會自我效能與積極富能
（Flourishing)、心理韌性之中介、調節角色研究：以一日重
建法為例
A Moderation/Mediation Study of Social Self-Efficacy,
Flourishing, and Resilience: Using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as Inquiry into the Interpersonal Emotion and ZhongYong Thinking of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5 C106085 八周複合式訓練對射擊選手穩定性與運動表現之影響
Effect Of Eight Weeks Complex Training On Hand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Of Shooters
6 C106090 反向跳離心與向心階段表現對跳躍高度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eccentric and concentric phases performance of
countermovement jump on jumping height.
7 C106095 役齡青年跑步訓練體能分級之常模建立
Percentile rank scale norm of foundation for men's physical
fitness of running training at conscription age
8 C106098 青少年歸因父母言語意圖與親子衝突因應策略之關聯性
The Relation Between Adolescents’ Intent Attribution of
Parental Verbal Disciplines an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Coping Strategy
9 C106101 高爾夫選手平衡能力、靜態關節活動度與肌力對高爾夫揮桿
表現之影響
The Effect of Balance, Joint Static Measurement of Range of
Motion and Strength in Relation to Golf Swing Performance for
Elite and Sub-Elite Players.
10 C106102 不同貼紮模式對年輕女性落地及切入動作的影響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kinesio taping modes on the young
women during landing and cutting movement.
11 C106103 女性乳癌患者疾病狀態與心理健康對其情緒狀態之影響
Effects of illness stage and mental health on emotion of women
with breast
12 C106105 影響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工作人員工作滿意相關因素之研究－
以台北市公辦民營為例
Comparative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Staff Satisfaction at
Public Adult Day Care Centers Managed by Private
Organizations
13 C106106 急性 HIIT 訓練對一般人無氧閾值能力之影響
Effect of Acute HIIT Training on the Anaerobic Threshold of
Common Peop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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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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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4 C106111 從美國 ESCOs 照護透析病人模式探討臺灣透析病患的整合
追認通過
照護
To investigate the integrated medicine for Taiwan dialysis
patients by the American ESRD Seamless Care Organizations
(ESCOs) care model
15 C106113 社區住民長期照護潛在風險的探討-以北部社群為例
追認通過
Long term care risk in potential among community dwellers In
case of community in north Taiwan
16 C106116 顏面損傷對求職面談的影響
追認通過
The influence of facial disfigurements on employment interviews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6093 心血管疾病型態之國際比較性研究
Patter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2 C106104 急診論質計酬計畫效益評估
The effects of a pay-for-performance program for emergency
medicine
3 C106109 心血管疾病型態之國際比較性研究
Patter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4 C106110 探討不同細胞型別及不同期別卵巢癌病患對於 Platinum 合
併 Cyclophosphamide 與 Platinum 合併 Paclitaxel 兩種處方之
療效比較分析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xploring Platinum merge
Cyclophosphamide and Platinum merge Paclitaxel efficacy
against different cells types and stages of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案由二-3：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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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105059 運用生活技能為基礎的教學模
式預防醫療人員職場暴力之研
究:採團隊合作學習及網路互動
平台介入策略 Application of
Life Skill Based Instruction to
Prevent Workplace Violence
among Health Care Workers:
Using Team-based Learning and
on Line Interactive Strategies

6

修改內容
第 5 次修正:
修正問卷內容

決議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追認通過
1. 新增助理郭亭亞。
2. 刪除第 2、3 年計畫內
容
3. 受試者人數由 3 年共
1839 人改為 1 年 160
人
4. 執行期間由 2017/08/01
至 2020/07/31 改為至
2018/12/31
5. 受試者同意書刪除第
2、3 年版本，並改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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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3

4

5

6

7

8

計畫名稱

C105101 動物輔助治療歷程的涵容經驗
探究
Animal relationship as a
container：A study of AnimalAssisted Therapy
C105107 同性戀者自我傷害行為下的關
係脈絡與反思
The Contextual Relation and
Reflec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Self-injurious Behavior
C105160 以事件相關電位探討不同大學
科系學生的腦電位生理訊號差
異以及觀點取替調節影響之研
究
The differences on the
physiological signals of brai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modulate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majors b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C106019 食在幸福的高齡健康飲食新對
策
New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healthy, aging and happy (3H) diet
C106024 建立學校教職員健康促進策略
模式計畫
Building a workplace health
promoting program for school
teachers and staff
C106113 社區住民長期照護潛在風險的
探討-以北部社群為例
Long term care risk in potential
among community dwellers In
case of community in north
Taiwan

修改內容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通
過核准版本
6. 修正問卷、招募廣告
內容
第 1 次修正:
1. 變更研究程序，新增
錄影設備
2. 同步修正相關文件

決議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修改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
書部份內容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修改問卷標題及內容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成員共 9 名
2. 新增收案地點

追認通過

第 2 次修正:
增加收案人數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修正問卷錯字及部分內容

追認通過

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1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C105023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齡兒童溝通困難的行為與神經機制：
追認通過
期中報告 語言發展、執行功能和社會認知的關聯性
Behavioral and Neural Correlates of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in School-Aged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Interactions among Language,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Social Cogni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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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2 C105047 台灣老人聽覺注意力評估工具之研製與信效度建構
期中報告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ory attention assessment tool for
Taiwan older adults
3 C105055 創造傾向量表在融合班體育教師背景變項之測驗恆等性檢
期中報告 定
Assessi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Creative Tendency Scale
between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Inclusive Classe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4 C105058 行動反思策略融入運動教育模式對學生學習表現之影響
期中報告 Action-reflection Strategy integrating Sport Education for
Influence of Stu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5 C105064 電腦輔助肌力訓練系統設計與應用
期中報告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aided training system for
muscular strength
6 C105080 從與自閉症類群障礙者相處經驗探討時間性
期中報告 Temporality, Face-to-Face Encounter Experience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7 C105081 社區式長期照護病人的心理支持服務需求調查
期中報告 The survey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ed service requirement for
community-Based long-term care patients.
8 C105086 退休的生活經驗
期中報告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retirement
9 C105119 台灣手語譯員與雙語者之工作記憶運作
期中報告 Working memory processing among Taiwa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and bilingual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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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1

2

3

4

編號
計畫名稱
C10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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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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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4079 羽球殺球速度與上肢的關節動力學相關之研究
結案報告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for Ball Speed and Joint Biomechanics
of Upper-Limb during Badminton Smash
C10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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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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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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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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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決議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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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5 C105078 警技射擊表現與心理技能研究：以中央警察大學為例
結案報告 The Psychological Skills of Poice Shooting Training-The
Student of Poic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6 C105085 臺灣幸福感計畫線上飲食頻率問卷信效度檢測及其應用 ─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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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106009 推行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教育介入方案後對知識、態度及
結案報告 行為意圖的影響—以輔仁大學學生為例
Effects of Autologous Cardiac Defibrillator Education
Intervention o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A Case Study of Fu Jen University Students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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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4078 失智症家庭照顧者運用社會支持之
計畫終止 經驗－以台北區「瑞智互助家庭」
為例
The experience of dementia family
caregiver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2 C105063 結合神經肌肉電刺激與引弓訓練分
計畫中止 析運動表現與肌力疲乏
Analysis of archery performance and
muscular fatigue during the
combination of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nd archerydrawing training
3 C104027 代間期望與合作：世代傳承新機制
第四次修 之探究
正
Intergeneration expec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 inquiry of a new
mechanism of continued tradition
across generations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會後禱：（略）
陸、散會：（16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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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決議

原指導教授辭世，研
究計畫方向變更，故
終止原計畫案申請。

同意備查

因科技部計畫未獲補
助，調整計畫後再執
行。

同意備查

107 年 5 月 7 日研究
團隊會議中，針對問
卷內容再次確認時，
進行部分文字修訂，
故需再次修改問卷。

同意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