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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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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0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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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富莉執行長、王鵬智副執行長、江明璋委
員、林志翰委員、汪志雄委員、邱倚璿委員、陳若琳委員、陳秋
燕委員、曾玉華委員、楊巧如委員、劉若湘委員、詹貴惠委員、
魏中仁委員、戴伯芬委員
（以上共 16 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王愈善委員、李惠暄委員、李憶菁委員、劉瓊瑛委員、釋高上委員
列席人員：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朱培倫醫師、翁珮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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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校外8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4人。非單一性別，男性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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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會前禱：（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1. 106 學年度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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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件(書面審查通過 12 案、送委員會審議 1
件)、期中報告 1 件、結案報告 5 件、執行偏差 1 件，共 20
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1 C106040

計畫名稱
106 年輔仁大學一年級上學期新進學生甲組運
動競賽選手體檢報告的統計成果--生理、中醫
與心理狀態-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irst - year Students of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First Group Athletes – Physi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ental State --

1

審查狀態
修正後通過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 票
(學術專業、女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7 票、修正後通過 8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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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2 C106060

中草藥成分及其萃取物於過敏性皮膚疾病之治
療策略與應用
The therapeutic strateg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extracts in allergic
skin diseases

3 C106069

家長自主性支持親職行為之預測因子效益：以
發展遲緩兒童為例
The predictors and effect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4 C106134

職能治療新式聽覺注意力評估工具之研製與信
效度建構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ory attention assessment
2

審查狀態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受試者納入條件。
2. 12 年期執行方式，分別
送審或一次核准 12 年。
修正事項:
1. 本案欲分別收 12 年新生
健檢資料，請主持人分
年送審。
通過
投票人數:12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4 票
(學術專業 3 人、非學術專
業 1 人、女性 3 人、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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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去連結、去辨識之差異。
修正事項:無
通過
投票人數:11 人
迴避:1 票(學術專業、男
性、機構內)；離席/遲到 4
票(學術專業 3 人、非學術
專業 1 人、女性 3 人、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2 人)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無
修正事項:無
通過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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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tool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5 C106151

6 C106152

7 C106153

審查狀態
(學術專業、女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受試者自主能力。
修正事項:
1. 建議補充說明回饋是每
次給予或只給一次。
改變體表溫度對不同運動型態肌肉缺氧機制與 通過
心跳率調節之影響
投票人數:14 人
The Effects of Skin Temperature Changed on
迴避:1 票(學術專業、女
Muscle Hypoxia and Heart Rate Regulation in
性、機構外)；離席/遲到 1
Different type Exercise
票(學術專業、女性、機構
內)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無
修正事項:無
HIIT 運動組合負荷對高強度心跳率與肌肉能量 通過
代謝調節之效果
投票人數:14 人
Effect of HIIT Exercise Combined on High
迴避:1 票(學術專業、女
Intensity Heart Rate and Muscle Energy
性、機構外)；離席/遲到 1
Metabolism Regulation
票(學術專業、女性、機構
內)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無
修正事項:無
急性運動後使用低溫及鎂片補充劑對生理機制 通過
調節效果之影響
投票人數:14 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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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Effects of Cooling and Magnesium on the
Regulation of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After
Acute Physical Exercise

8 C106155

高齡失智使用者產品介面設計
Product Interface Design for Elderly User with
Dementia

9 C106159

以教練選手為導向之精準運動科學訓練計畫－
子計畫五：運動員心理壓力與認知功能之評估
及回饋
Athlete & Coach Centered Precision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Project - Subproject 5: Precise
Assessment of Athletes’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4

審查狀態
迴避:1 票(學術專業、女
性、機構外)；離席/遲到 1
票(學術專業、女性、機構
內)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無
修正事項:無
通過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 票
(學術專業、女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受試者回饋。
修正事項:
1. 請主持人確認給予受試
者的回饋為現金或禮
品，並統一修正。
通過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 票
(學術專業、女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國中、小招募地點、收
案地點。
2. 兒童版受試者同意書。
修正事項:

FJU-IRB F-062 /20151117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0 C106160

以教練選手為導向之精準運動科學訓練計劃—
體能與疲勞精準測量及運算模式建立
Athlete & Coach Centered Precision Sport
Training Science Project—Algorism of Precise
measurement of Fitness and Fatigue in Top
Athletes

11 C106178

研究人類尿液及腸道微生物基因體在健康人及
泌尿疾病患者所扮演之角色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urine and gut
microbiome in health subjects, and patients with
urological diseases

5

審查狀態
1. 補充說明國小、國中學
生招募地點。
2. 8-11歲受試者同意書請
加註注音。
通過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 票
(學術專業、女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14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無
修正事項:無
修正後再審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 1 票(學術
專業、女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2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3 票、不通過
0票
追蹤審查頻率: N/A
討論摘要:
1. 開刀房收案之必要性。
2. 檢體、研究材料保存年
限。
3. 串聯各項資料庫資料內
容。
修正事項:
1. 同意書建議增加是否同
意資料庫連結之選項及
剩餘檢體的處理方式。
剩餘檢體可於同意書增
列以下選項:
是否同意剩餘檢體提供未來
醫學研究之用，並授權輔仁
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審
議是否需要再取得您的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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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12 C106195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不同意保存我的剩餘檢
體，研究結束後請銷毀
簽名：
日期：
□同意以去連結之方式保存
我的剩餘檢體簽名：
日期：
*若您選擇去連結，您未來
無法要求銷毀檢體，因為一
旦去連結後，就無法辨識出
哪一個檢體是您當初所提
供。
□同意以非去連結之方式保
存我的剩餘檢體，若超出我
同意使用檢體的範圍，需再
次得到我的同意才可使用我
的檢體進行新的研究。
2. 請主持人明確列出檢
體、剩餘檢體的保存年
限。
3. 請確認收案方式，如欲
於開刀房收案，受試者
同意書請以時間軸方式
列入個時間點須受試者
配合事項，如採血、採
尿時間點、方式及糞便
的採集方式。若分別於
門診、開刀房收案，請
分別說明檢體採集方
式。
4. 知情同意程序建議於手
術前進行。
5. 建議設立 DSMP。

探討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飛鏢技術特徵與動
作控制
The investigation of dar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on control between Elite and Sub-elite
players

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1 票(學術專業、女
性、機構外)；離席 2 票(學
術專業 1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機構內 1 人
機構外 1 人)
可通過:
通過 13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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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無
13 C105108 單碳葉酸營養不良與非小細胞肺癌惡性轉移風 修正後通過
期中報告 險性及預後存活性:建立肺癌幹細胞營養能量代 1. 未使用核准版同意書，請
謝分子檢測指標與作用機轉
主持人提交執行偏差報告
Folate one-carbon malnutrition as the
並重新簽署核定版之同意
metabostemness risk factor of malignancy tumor
書，如重新取得同意書有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nostic predictor of non困難，則應通知研究參與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者2版同意書差異之處。
14 C103091 我國食品技師職業現況、困境及影響因素之探 修正後通過
結案報告 討
1. 提交執行偏差報告後予以
Practice difficulties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food
結案。
technologists in Taiwan
15 C104036 臺灣菲律賓天主教移民的心理磨難及幸福感應
結案報告 對資源
Coping Resources for Distress and Well-Being of
Filipino Catholic Migrants in Taiwan

16 C105025 探究台灣大學生的時間利用與家庭關係
結案報告 Making Time: Exploring Tim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17 C105089 增強式訓練刺激對大專橄欖球選手專項能力之
結案報告 立即性影響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plyometric stimulate on
rugby players.
18 C105157 生理回饋與意象訓練應用於高中棒球選手競賽
結案報告 焦慮及提升心理技能之研究
Research of the influence towards high school
baseball players’ competitive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using biofeedback and
imagery.

7

修正後通過
1. 變更受試者人數未提交修
正案，請主持人提交執行
偏差報告後予以結案。
2. 日後如有人數異動應提送
修正案，經本會審查通過
後方可收案。
修正後通過
1. 變更受試者人數未提交修
正案，請主持人提交執行
偏差報告後予以結案。。
2. 日後如有人數異動應提送
修正案，經本會審查通過
後方可收案。

不通過，如欲展延請提交期
中報告。

修正後通過。
1. 受試者同意書主持人簽署
日早於研究參與者，不符
合知情同意之程序，請主
持人提交執行偏差報告後
予以結案。

FJU-IRB F-062 /20151117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9 C104140 原住民族身分認定調查研究－以阿美族、排灣
執行偏差 族為例
報告
Research of Membership Criteria of the Amis and
Paiwan Peoples
20 C106196 青少年肌力與體能訓練課程建構與實踐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course for youth athletes

8

審查狀態
存查。

修正後通過
投票人數:14 人
迴避:0 票；離席 2 票(學術
專業 1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機構內 1 人
機構外 1 人)
可通過:
通過 1 票、修正後通過 13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
請初審意見修正。
1. 由 桃 園 市 平 鎮 高 中 和 幸
福國中招募，應取得二所
學校的同意，請提供學校
同意證明予本會備查。
2. 請說明本案受試者為 45
或 50 位 ？ 如 何 分 配 分
組？
3. 本案為 14～24 歲受試者，
同意書八之（一）中說明
監控年長者有氧運動強
度……等內文，請確認或
說明。
4. 計 畫 申 請 表 的 納 入 條 件
和計畫書研究目的納入
課程不一致，請確認。
5. 同意書三、最後一段語意
不明，請修正內文，以利
瞭解。
6. 如經費許可，建議幫參加
研究之學生保險。
7. 本 案 國 中 或 高 中 的 受 試
者須接受 3 次體能測試，
每次約花 2 天時間，請特
別注意運動介入及檢測
時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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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14 件、免除審查 1 件、修正案 6 件、期中
報告 13 件、結案報告 22 件，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5 件通
過審查案共 61 件，請 追認。
決 議：

案由二-1：簡易審查案
序
編號
1 C106114

2

C106121

3

C106122

4

C106131

5

C106132

6

C106136

7

C106138

8

C106150

9

C106154

10 C106165

11 C106166
12 C106172

13 C106176

計畫名稱
技擊運動員賽前減重對於睡眠品質之影響
Effect of Weight Reductions on Sleep Quality before Competition
in combat athletes
大學生睡眠品質與手機成癮之相關研究
The Association among Sleep Quality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再現了什麼？然後呢？：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的自我敘事、自
我省察與社會對話
The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Dialogue of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The Study and Praxis of Visual Empowerment
探討按摩推拿介入結合豆漿增補對於運動疲勞恢復能力與運動
表現之影響
Effects of Chinese Massage Combined With Soy MilkSupplement
on the Recovery of Exercise Fatigue and Exercise Performance
正向帶孫模式:影響因素之探討
Positive perspective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Predictive factors
線性震波應用於更年期婦女顏面膠原蛋白增生之研究
Using Linear Shockwave Therapy (LSWT) to increase skin
collagen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審查狀態
追認通過

朝向「縮退城市」？—臺灣與日本的比較
Toward “Shrinking cities”?-Comparing Taiwan and Japan
傳播工具與社會資本—新聞工作者如何經營人脈?
Communication tools and social capital - How journalists operate
networks?
生物資訊視覺化應用於互動設計之研究 – 台灣特有鳥類的行
動應用程式開發
Applying biological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o interactive design
–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Taiwan's endemic
birds
智慧醫療於健康維護行為之科技使用經驗與態度之調查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ttitude and experience of using
technology and smart healthcare in health maintenance behavior.
拇指副木臨床效益之探討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thumb orthosis
以單管數位聚合酶連鎖反應鑑別不同之序列標靶
Identify different targeted sequences by digital PCR in single-tube
reaction
擴增實境融入高齡族群懷舊治療活動之系統開發與成效評估
System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Using Effectiveness on the

追認通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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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狀態
Integration of Augmented Reality into Reminiscence Therapy for
Elderly People
14 C106183 以體感控制學習人因作業原則時，腦部活化模式—以腕隧道症 追認通過
候群為例
Brain activation patterns during using digital body game to learn
“Ergonomic principle—an example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序
1

編號
計畫名稱
C106181 區域糖尿病照護網特徵對病人過程、結果品質和成本的影響
The effect of regional diabetes shared care network on patients’
process quality, outcome, and cost

審查狀態
追認通過

案由二-3：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4033 台灣幸福感生活研究
Wellness Living LaboratoryWELLTaiwan Cohort
2

C104063 丹參增補對耐力運動表現後心肌
生物標記、氧化壓力與發炎反應
的效益
Effects of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on cardiac biomarkers,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fter endurance exerci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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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5069 建立不同等級之高爾夫選手 FMS
常模特性與代償動作對高爾夫揮
桿表現影響之機制 Establishment
of Criteria for FMS Scores in
Relation to Golf Swing Performance
for Elite and Sub-Elite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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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10

修改內容
第 4 次修正：
1. 刪除研究人員 1 名-鄭
宇珈
2. 新增檢驗單位及報告表
第 1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人員-林書丞
2. 修正研究對象納入條
件；年齡由 20-40 歲改
為 18-30 歲，長跑選手
改為籃球選手
3. 修正丹參及安慰劑增補
劑量
4. 修正運動檢測內容及採
血點
5. 增加可預見風險之說
明，修正研究材料保存
期限
第 1 次修正：
新增研究人員黃昱
揚、董煒業

審查狀態
追認通過

第 2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人員 1 名-黃
聰育

追認通過

第 2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人員 3 名：游
季瑾、李翔閎、林建淵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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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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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內容
2. 檢測項目新增維生素
D、PTH 濃度、白血球
端粒長度、粒線體拷貝
數
第 1 次修正：
1. 同意書版本日期修正

審查狀態

追認通過

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1 C103087
期中報告

2

C104045
期中報告

3

C105030
期中報告

4

C105069
期中報告

5

C105090
期中報告

6

C105101
期中報告

7

C105111
期中報告

8

C105113
期中報告

9

C105116
期中報告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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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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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風格與社交焦慮之相關研究─以台灣大學生為例
Humor Styles and Social Anxiety in A Samp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建立不同等級之高爾夫選手 FMS 常模特性與代償動作對高爾
夫揮桿表現影響之機制
Establishment of Criteria for FMS Scores in Relation to Golf
Swing Performance for Elite and Sub-Elite Players
追蹤急性後期照護計畫與一般復建之一年期成效—以中風病
患為例
Comparison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between post acute care and
usual care - a one-year following of clients with stroke
動物輔助治療歷程的涵容經驗探究
Animal relationship as a container：A study of Animal-Assisted
Therapy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齡兒童的語用溝通、語言理解缺陷及其
神經心理機制
Pragmatic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deficits in school-aged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evidence from behavior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繭居族生活經驗之詮釋現象學研究
Experience of being Hikikomori: A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study
不同複合運動課程對改善高齡者跌倒因子、功能性體適能年
齡的影響，以及跌倒因子對 Y 字平衡測試的影響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Multicomponent Exercise Program on
improving the factors of fall, the age of functional fitness in
11

審查狀態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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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derly , and the impact of the fall factor on the Y balance test.
10 C105130
社群媒體之正負聲量以及其對選民之於候選人的形象認知與
期中報告 喜好度影響研究—以 2018 年台北市市長選舉之事件行銷與危
機事件為例
The research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volume of the social
media and its influence on voters’ perception towards candidate
image and preference — take the event marketing and crisis
events in 2018 Taipei Mayor Election as examples
11 C105133
工作敬業到員工績效的多重路徑：員工建言與公平知覺的角
期中報告 色
The Multiple Ways from Work Engagement to Employee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Employee Voice and Justice Perceived
12 C105138
藝術治療運用於燒燙傷個案之療效研究
期中報告 A study of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rt Therapy with burned patient
13 C105156
開發腎細胞癌的標靶治療策略預測模組: 整合性臨床檢體與
期中報告 體外培養細胞之磷酸化標碼資料庫
A guiding indication for optimal targeted therapy sequencing in
renal cell carcinoma using an integrated phospho-barcode
database from clinical tissues and in-vitro cell lines

審查狀態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1 C104039
結案報告

2

C104043
結案報告

3

C104060
結案報告

4

C104061
結案報告

5

C104064
結案報告

6

C104066
結案報告

7

C104145
結案報告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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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心智化理論探討邊緣性人格之心理病理特徵與治療方案發
展
The psychopathology and treatment design based on Metallization
Model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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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盂肱關節內旋活動度缺損對軀幹在投擲時產生的代償影響
The influence of the glenohumeral internal rotation deficit to the
compensation in trunk rotation in pitching
跳遠起跳於水平與垂直轉換模式影響因子之探討
The Investigation on factors of jumping take-off model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trans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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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ive Function and Adaptive Skills in Elementary Schoo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Correlational Study on
Inhibition, Working memory and Adaptive Skills Func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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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審查狀態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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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105084
急性健身運動對執行功能之影響：社經地位之調節角色
結案報告 Effects of acute exercise on executive function: the modulating
rol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9 C105088
使用行動電話拍照功能對於飲食紀錄及體重控制之效益
結案報告 The Effectiveness of mobile phone camera features on diet record
and weight control
10 C105093
冷水浸泡恢復策略對高強度間歇運動後食慾之影響
結案報告 Effects of Cold Water Immersion on Appetite following High
Intensity Intermittent Exercise
11 C105099
人際需求因子在人格脆弱性與自殺意念關聯之中介角色
結案報告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Interpersonal Needs Factors between
Personality Vulnerability and Suicide Ideation
12 C105104
設計線上多媒體評量試題─以籃球裁判測驗為例
結案報告 Designing an Online Multimedia Evaluation Question - Taking the
Basketball Referee Test as an Example
13 C105131
網路新聞敘事探賾—以超文本類型為例
結案報告 Exploring the internet news narrative—Taking the hypertext genre
as an example
14 C105140
健身指導教練對於運動營養之看法與需求
結案報告 The needs and perspective of sports nutrition for fitness trainer
15 C105143
探討護理職場霸凌之質性研究
結案報告 A Study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Nursing Workplace
Bullying
16 C105144
探討社區老人自覺健康狀況、社會參與與生活品質之關係
結案報告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ceived health,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elderly in community.
17 C105147
新店區老人身體功能、社會參與、自尊與生活品質之相關性
結案報告 研究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hysical Function, Social Engagement,
Self-esteem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elderly at Xindian Distract.
18 C105148
演員入戲的經驗研究
結案報告 The experience research of getting into a rol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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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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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106013
受保護管束人復原力之詮釋現象學探究
結案報告 A Study on the 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 of the Resilience
of Probationers
21 C106024
建立學校教職員健康促進策略模式計畫
結案報告 Building a workplace health promoting program for school
teachers and staff
22 C106096
懷孕婦女網路健康資訊搜尋行為對其飲食營養攝取之影響
結案報告 The Impact of Pregnant Women’s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on their Dietary and Nutritional Intake

案由二-6：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13

審查狀態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FJU-IRB F-062 /20151117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5056
食道癌病人之酒精代謝酶基因多樣性及其臨床
計畫終止 價值
Clinical value of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alcoholic
metabolic enzymes and oral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2 C105062
酒精代謝酶基因多樣性對於心臟病病人使用硝
計畫終止 化甘油之血管擴張之影響
The influence of vasodilatation on using
nitroglycerin by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alcoholic
metabolic enzyme in patients with heart disease.
3 C105065
酒精代謝酶基因多樣性之社區世代的流行病學
計畫終止 調查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alcoholic metabolic enzyme in a community cohort.
4 C105109
鄉村年長者之肌肉適能評估與接受 10 週下肢肌
計畫終止 力訓練對行動能力之影響
Muscle Fitness Assessment and Effects of 10-Week
Lower Limb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on Ability
of Action in Rural Elderly
5 C105123
食在幸福的全齡健康飲食新對策
計畫終止 New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healthy, aging and
happy (3H) diet

14

原因

審查狀態

計畫未申請 同意備查
到研究經
費。
未獲科技部 同意備查
補助。

未有任何收 同意備查
納之研究參
與者。
未獲科技部 同意備查
補助。

計畫名稱有 同意備查
誤，已另申
請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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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擬修訂本會設置辦法第 5 條，請審議。
決 議：通過。

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全條文
91 年 12 月 19 日 91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95 年 12 月 07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03 月 08 日 9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04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2 月 04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07 月 09 日 97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07 月 08 日 98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9 月 08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03 月 08 日 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05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09 月 05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12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 年 04 月 12 日 106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9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貫徹天主教之精神，妥善執行以人為對象的研究、涉及資料與人體檢體
的採集與使用、尊重研究對象之尊嚴並保障研究對象權益，依「人體研究
法」、「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
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設置「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視需要得設分組運作，並統一接受主管機關查核；其辦法另定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擬定本校人體研究及人類研究計畫審查範圍。
二、 擬定人體研究及人類研究相關計畫審查要點。
三、 審查及追蹤人體研究及人類研究計畫。
四、 審核研究對象權益與倫理道德法律事宜。
五、 擬定本委員會作業基準及各項作業流程。
六、 其他有關以人為研究對象之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二十一人，包含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執行長各乙
名，並得視需要增聘副執行長。主任委員由校長指派本校非擔任與研究相關主
管職務之相關專業人員擔任之；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推薦，報請校長同意後聘
任，副主任委員、執行長及副執行長由主任委員自委員中選任。以上委員名單
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改聘、增聘或變更時亦同。
一、 委員會組成除學術專業人士外，另應有法律、宗教專家及其他社會公正
人士。
二、 委員之組成應兼顧委員性別與專長學科，其中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
三、 本會委員至少應有五分之二以上為校外人士。
四、 委員任期兩年，連聘得連任。惟每次改聘人數以不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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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為原則。
五、 本會委員如與審查案件有利益衝突時，應自行迴避該案件審查。
六、 委員如有出缺，由本會陳請校長另聘之。
第四條

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然解聘：
一、 任期內累計無故缺席三次以上或超過應出席次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 負責審查案件，因可歸責事由致會議延期，累計三次以上。
三、 嚴重違反利益迴避原則。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開會四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
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列席指導；或邀請研究對象所屬特定群體代表列
席提供意見。會議由主任委員主持，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派副主
任委員或委員一名為主席。委員會之召開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
應含校外、非具學術專業背景委員及具法律專業背景委員各一人以上。僅單一
性別委員出席時，不得進行會議。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超過半數同意始
得通過。

第六條

本委員會委員，應遵守下列利益迴避原則：
一、 審查案件時，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參加審查：
1.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2.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
3.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4.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5.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二、 參與會議時，應遵守下列利益迴避原則：
1. 於下列情形應離席，不得參與討論、表決：
(1) 受審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為委員之本人、
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
(2) 受審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與委員為另一申請或執行
中之專題研究計畫之共同或協同主持人。
(3) 受審之研究計畫為整合計畫或其子計畫，而委員為該整合計畫或
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
(4) 其他經委員會決議應離席者。
2. 於下列情形得不離席，但不得參與表決：
(1) 受審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為委員最近五年內，曾指
導博碩士論文之學生或博士後研究員。
(2) 受審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曾為委員之博碩
士論文或研究計畫指導者。
(3) 受審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為委員之同系、所同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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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經委員會決議不得參與表決者。
三、 委員與研究計畫委託人之下列關係，應揭露之：
1. 聘僱關係。
2. 支薪之顧問。
3. 財務往來狀況。
4. 本人、配偶與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對研究計畫委託人之投資。
但本校人員，無須揭露。
第七條

委員會會議程序及記錄，應予公開。
前項公開內容應包括會議日期、出、缺席委員姓名、計畫名稱、討論內容摘
要及決議。

第八條

本委員會獨立行使職務，不受校方、研究計畫主持人及研究計畫委託者之不當
影響。委員會相關事務及計畫審查由本委員會決議。

第九條

本委員會委員、諮詢專家及相關行政人員於聘任、出席或業務執行時均應簽署
保密協議及利益迴避同意書。

第十條

有關本委員會任務範圍內之各項辦法、細則及標準作業程序由本委員會另訂
之。

第十一條 執行本委員會相關工作之經費，由研究倫理中心統籌編列支應。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請秘書處留意受試者同意書如最後一頁只剩主持人簽名一
欄，請主持人調整排版。
決

議:通過

伍、會後禱：（略）
陸、散會：（16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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