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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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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09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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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暄委員、李
憶菁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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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瓊瑛委員、劉若湘委員、詹貴
惠委員、魏中仁委員、戴伯芬委員
（以上共 17 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曾育裕副主任委員、江明璋委員、楊巧如委員、釋高上委員
列席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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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校外8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4人。非單一性別，男性6人、女性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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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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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件(書面審查通過 11 案、修正後再審 1 件、
送委員會討論 1 件)、簡易審查 1 件(送委員會討論 1 案)、修正
案 2 件、結案報告 4 件、執行偏差 5 件，共 26 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1 C106128

計畫名稱
臺灣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經動脈
取栓術登錄（第二部份：前瞻
性研究）
Taiwan registry of transarterial
thrombectomy for the treating
acute ischemic stroke due to
major cerebral vessels occlusion
(prospective part)

1

決議
通過
投票人數:16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 票(非學術專
業、女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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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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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2

C106157

以教練選手為導向之精準運動
科學訓練計劃—智慧型育才選
材精準監控系統
Athlete & Coach Centered
Precision Sport Training Science
Project—Smart Precision Monitor
system for Sport Talent
Identification for Young Elite
Athletes

3

C106177

以公共心理衛生為基礎發展具
實證之老人心理健康服務方案
Evidence-based mental health
program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ublic 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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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決議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 無
通過
投票人數: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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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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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6 個月 1 次
討論摘要:
1. 受試者同意書。
修正事項:
1. 同意書請增加見證人欄位、建議
說明研究介入內容及期程。
通過
投票人數: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可通過:
通過 9 票、修正後通過 5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6 個月 1 次
討論摘要:
1.計劃書修正內容。
修正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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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5 C106182 音樂治療對自閉症幼兒社交技
巧之成效探討
The effectiveness of Music
Therpy on social skill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6

C106188

情緒困擾傾向高中生參與完形
取向團體諮商之情緒覺察改變
經驗
Chang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wareness from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Gestalt
Approach of Group Counseling

7

C106190

熱水足浴介入對腸癌術後輔助
化療病人疲憊與睡眠品質之成
效探討
The Effect of Hot Water Footbath
on Fatigue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during Postoperative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Colorectal cancer

3

決議
通過
投票人數: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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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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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由輔導老師或導師提供名單之正當
性。
2. 受試者同意書內容。
修正事項:
1. 同意書建議增加需要錄音錄影的
說明。
通過
投票人數: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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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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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8 C107012 以音樂介入具衝動行為特質之
青少年的執行功能－以節奏活
動改善其抑制控制能力
The Effects of Music Intervention
on Executive Functions for
Adolescent with Impulsive
Behavior Tendency : Enhancing
Inhibitory Control with Rhythm
Activity

9

C107015

10 C107016

11 C107017

決議
通過
投票人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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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
男性 2 人、機構內 3 人、機構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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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 無
下肢力量與無氧閾值耐力對柔
通過
道過肩摔 (Seoi- Nage) 之影響
投票人數:13 人
The Effect of Lower Limb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4 票(學術專業
Strength and Anaerobic Threshold 3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3 人、
Endurance on the Superior Strike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2
(Seoi- Nage)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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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無
修正事項: 無
使用吸管的半阻塞聲道運動於
通過
老人嗓音的成效
投票人數:14 人
The Efficacy of Semi-occluded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Vocal Tract Exercises with Straws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in Aging Voice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可通過:
通過 12 票、修正後通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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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同意書。
修正事項:
1. 受試者同意書建議增加見證人簽
名欄。
游泳間歇衝刺後進行動靜態恢
修正後再審
復對賀爾蒙反應之影響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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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Effect of Active and Passive
Recovery on Hormonal Response
After Swimming Sprint Interval
Training

12 C107019

視頻遊戲介入對智能障礙者平
衡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Video-Game on
Balance for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13 C107023

無氧與無氧非乳酸耐力對武術
運動員專項耐力之影響
Effects of Anaerobic and ATPCrP Endurance on Endurance
Capacity in Martial arts Athletes

14 C107030

國小高年級學生執行功能與學
業成就關聯研究
5

決議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可通過:
通過 7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3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研究採血量及採血方式及感染之風
險。
修正事項:
1. 請主持人請主持人考量減少採血
次數或減低採血量，並考量是否
有可能用耳垂血來代替。
2. 請說明採血後下水如何進行防護
以減低感染機會。
通過
投票人數: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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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 票(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女性 2 人、
男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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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通過
投票人數: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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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A Correlational Study on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5th
and 6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15 C106115
修正案

開發新穎的基因標記應用在氣
喘的精確化醫療
Translating gene signatures in
asthma endophenotypes to
achieve precision medicine for
asthma

16 C106193
修正案

父母諮詢與兒童心理治療課程
教學設計與成效評估
The course design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for
parenting consulting and child
psychotherapy

6

決議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2 票(學術專業
1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男性 2 人、
機構內 1 人、機構外 1 人)
可通過:
通過 3 票、修正後通過 1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2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直接與間接受試者。
2. 是否可以免除知情同意。
修正事項:
1. 研究對象應包含直接與間接受試
者。
2. 建議申請免除或修正老師及家長
同意並應詳述原因
3. 應取得機構同意函後方可執行。
通過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2 票(學術專業
1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男性 2 人、
機構內 1 人、機構外 1 人)
可通過:
通過 15 票、修正後通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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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 2 票(學術專業
1 人、非學術專業 1 人、男性 2 人、
機構內 1 人、機構外 1 人)
可通過:
通過 2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2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 次
討論摘要:
1. 問卷改以網路方式進行如何取得
知情同意。
修正事項:
1. 請主持人補充說明如何進行知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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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17 C103092
結案報告

18 C104057
結案報告

19 C104068
結案報告

20 C106034
結案報告

21 C104036
執行偏差

22 C105002
執行偏差

23 C105025
執行偏差

24 C105108
執行偏差

計畫名稱

3C 商店的照明環境對不同性別
消費者的認知與心理影響
The Effects of Lighting
Environments on different Gender
Consumers’ Perception and
Psychology in a 3C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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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強度模擬賽場體能訓練對男
子跆拳道選手心跳率、血乳
酸、血尿素氮及血清肌酸激酶
之影響
The Effect of High Intensity
Simulated race fitness training of
male Taekwondo Athletes on
heart rate, blood lactate, blood
urea nitrogen, creatine kinase
influence.
背景音樂對慢性思覺失調症患
者注意力表現之影響
An Effects of Background Music
on Attention Performanc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臺灣菲律賓天主教移民的心理
磨難及幸福感應對資源
Coping Resources for Distress
and Well-Being of Filipino
Catholic Migrant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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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台灣大學生的時間利用與
家庭關係
Making Time: Exploring Tim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單碳葉酸營養不良與非小細胞
肺癌惡性轉移風險性及預後存
7

決議
2. 建議可以取得同意後給予受試者
一組密碼填寫問卷。
同意結案備查
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應依規定時程提
交報告。

修正後通過
受試者同意書簽署未符合規定，研究
團隊進行 4 小時教育訓練後予以結
案。
修正後再審
1. 請主持人自行比對第 1 版與第 3 版
同意書之差異並製作對照表。
2. 未滿 20 歲且無法定代理人簽署之
個案不得列入研究分析。

修正後通過
1.請剔除受試者同意書簽署有誤之個
案。

存查。

存查。

存查。

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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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活率：建立肺癌幹細胞營養能
量代謝分子檢測指標與作用機
轉
Folate one-carbon malnutrition as
the metabostemness risk factor of
malignancy tumor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nostic predictor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25 C106001 高血壓患者服藥遵從行為及其
執行偏差 相關因素探討-以新店區為例
The exploration of Medication
Adherence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for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
Case Study of Xindian
26 C106162 利用人臉辨識探討懷舊音樂對
於長期照顧機構住民情緒的影
響
The use of facial recognition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nostalgic music on residents of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決議

修正後通過
未依規定使用蓋有核准章受試者同意
書進行收案，請研究團隊進行 4 小時
教育訓練後存查。
修正後再審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 票(非學術專
業、女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5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半年 1 次
討論摘要:
1.利益衝突與揭露。
修正事項:
1. 受試者為弱勢族群，請主持人說
明如何讓住民在沒有壓力、自由
的情況下參與研究。
2. 請說明取得知情同意之過程。
3. 豪門與貴族長照機構負責人為姻
親關係，請揭露利益衝突，或改
於其他機構收案。
4. 因本案研究對象為易受傷族群，
故本案將列為優先實地查核之案
件。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29 件、免除審查 3 件、修正案 10 件、期中
報告 7 件、結案報告 15 件，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8 件通
過審查案共 72 件，請 追認。
決 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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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1：簡易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6079 網球選手移動式擊球與定點式擊球動作運動學特徵分析
Kinematic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ennis player between
moving and on-spot
2 C106088 發展及評價以需求為導向之公共心理衛生課程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n Public Mental Health Course
3 C106108 多媒體學習內容對大學生桌球學習認知負載影響之研究
The Influence of Multimedia Learning Content on the Cognitive
Load of College Students into table tennis Learning
4 C106144 自我按摩手法對中老年人壓力及心率變異度的影響
Effects of self-massage on stress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5 C106146 社會金融如何建立？貧困扶助組織的社會金融方法測試及建
立
How to build up a "social finance" framework? Applying social
finance method to poverty-caring organizations
6 C106158 以教練選手為核心之精準競技運動科學計畫：精準訓練量化
對運動員準備狀態之應用
Athlete & Coach Centered Precision Sport Training Science
Project: Effect of precision quantifying training volume on
athletes’ preparedness.
7 C106169 新手父母的育兒、親職壓力、教養聯盟、托育環境支持與 13 歲嬰幼兒社會情緒發展的研究(I)(II)
Child-rearing, parenting stress, child-rearing alliance, child care
classroom support and infant-toddler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for first-time parents(I)(II)
8 C106174 假新聞與事實查核迷思?新聞可信度對主觀認知雙歧態度影
響之研究
Fake news leads to fact checking?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news
credibility on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9 C106179 數位健身運動服務可行性驗證
Feasibility Verification of Digital Workout Service
10 C106185 個人修養與夫妻互動─華人本土婚姻關係調節轉化機制理論
建構與檢驗
Self-cultivation and couple interaction：building and testing the
theory of self-regulatory marital transformative mechanism
among Chinese couples
11 C106186 病患逛醫師之資訊尋求行為研究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patients engaged in doctor
shopping
12 C106187 以「意義」的觀點探討學生運動員的適應與發展─測量工具
發展
The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 athlet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ea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ment
13 C106189 預防代謝症候群衛生教育介入成效研究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Metabolic Syndrome
Preventi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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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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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4 C106191 探討營養性維生素 D 對於血液透析患者骨頭重塑作用的影響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tritional vitamin D on bone remodeling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15 C106192 進行不同距離與高度之旋踢時對軸心腳著地時膝關節活動度
與肌肉活化之影響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istance and height for the Knee joint
range of motion and muscle activation during the landing of the
Round House Kick In pivot leg
16 C106193 父母諮詢與兒童心理治療課程教學設計與成效評估
The course design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for parenting
consulting and child psychotherapy
17 C106194 心肺適能與持續性注意力之關係：事件關聯電位研究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ardiovascular fitness and sustain
attention: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18 C107002 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工作價值觀與留任意願之研究-以 ALL-INONE 創新照顧服務模式為例
A Study of the Work Value and Intention to Stay Among Home
Care Workers An Example of The ALL-IN-ONE Innovational
Care Service Model
19 C107003 以關懷為導向之不同型態代間共融方案設計與成效探討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ringoriente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on Programs
20 C107004 老人之健康識能與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關聯性之研究
The Study of Health Literac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among the Elderly
21 C107005 照顧服務員工作滿意度與專業承諾之研究
A Study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mong Nurse Aides
22 C107006 社會工作兒童福利跨域合作課程創新計畫
Curriculum Innovation of Child Welfare for Future Social
Workers
23 C107007 利用失眠 3P 模式探討大學生族群失眠、身體意象、社交焦
慮、反芻行為和社會評價之相關研究
Correlation Study of Insomnia, Body Image, Social
Anxiety,Rumination and Social Evalu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by 3P Model of Insomnia
24 C107008 融入全人性教育之「性別與社會」通識課程實施計畫
The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 Curricular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25 C107009 以照護管理角度探討機構式照護之照護計畫
An Exploration of Care Plan for Care Management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y
26 C107010 探討以音樂治療活動於社區衰弱前期老人體適能、活動力及
憂鬱情緒改善之成效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usic therapy activities in
improving physical fitness, physical health and depress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status of pre-frailty in local communit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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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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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27 C107013 建立體外培養人類 gamma-delta T 淋巴細胞的方法
Establishment of in vitro expansion techniques for culturing
human gamma-delta T cells
28 C107018 倫理敏感度教學之師資培育與評量工具發展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Scale Construction in Ethical
Sensitivity Teaching
29 C107025 107 年度「健康食品消費調查工具更新與實際應用調查」
Survey of Renewal and Usage of Health Food Consumption
Surveying Tool

決議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追認通過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1 C107020 接軌理論與實務：情境模擬、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翻轉教
學及團隊導向學習於護理教學之應用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pplication
of Simulation,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Flipped Teaching, and Team Based Learning in Nursing
Education
2 C107021 台灣地區子宮頸癌篩檢國家健康預算之財務衝擊分析
Budget Impact Analysis of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
in Taiwan
3 C107029 探討台灣繼發性副甲狀腺功能亢進症的人口學和臨床特徵
Explore demographic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 in Taiwan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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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3061 執行功能：構念、測量與發展
Executive Functioning: Construct,
Measurement and Development
2

3

修改內容
審查狀態
第 2 次修正：
追認通過
1. 刪除兒童版 ICF 多
於文字，前次修正
未同步修正。
C104033 台灣幸福感生活研究
第 5 次修正：
追認通過
Wellness Living Laboratory1. 新增 4 名研究團隊
WELLTaiwan 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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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4045 以 OSCE 為主軸，建構兒童標準
第 3 次修正：
追認通過
病人應用於兒童職能治療專業教育 增加收案人數 120→225
To establish children standard
人。
patients in ped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 using the OSC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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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4 C104050 居家教練運動處方與穿戴式裝置的
介入對冠心病患者身心健康與自主
管理成效之研究
Effect of Home-based Coach
Prescription and Wearable Device
Intervention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elf-Management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5 C105096 執行功能、心智理論與嘲諷理解的
關聯研究 The relations among irony
comprehension, theory of mind and
executive function
6 C105122 台灣學齡前兒童家庭生活型態對身
體質量指數之影響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lifestyle and body
mass index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in Taiwan
7 C106070 以實證為基礎之創新水中運動課程
設計與驗證—以心血管健康、骨質
密度與爆發力促進為導向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Innovative Evidence-based Water
Exercise Program – Improvement of
Cardiovascular Health, Bone Density
and Muscle Power Approach
8 C106097 大臺北地區大學學生對全穀類的知
識、態度與飲食行為之研究
The Study on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Dietary Behavior of WholeGrain Food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of Taipei Area
9 C106100 探討透過單腳著地於傾斜地面時執
行支撐動作時對下肢肌群肌肉活化
誘發之成效
The analysis of the lower limb
muscle activation during the single
leg drop landing on the tilted
grounds
10 C107006 社會工作兒童福利跨域合作課程創
新計畫 Curriculum Innovation of
Child Welfare for Future Social
Workers

修改內容
第 3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人員柯莉
蓁。
2. 修正計畫書及受試
者同意書內容。

審查狀態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修正問卷與測驗題目內
容。

追認通過

第 2 次修正：
修正問卷內容。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1. 新增研究人員郭庭
卉。
2. 修正招募廣告誤植
內容。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新增研究人員張雅筑。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修正招募對象條件，並
同步修正相關文件。

追認通過

第 1 次修正：
收案人數變更 40→47
人。

追認通過

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1 C104033
期中報告

計畫名稱
台灣幸福感生活研究
Wellness Living Laboratory-WELLTaiwan Cohort
12

決議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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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2 C104034
建置中老年人急性健身運動與神經認知功能之健身運動處
期中報告 方：容量、強度、時間及 ApoE 基因之角色
Establishing Exercise Prescription for Acute Exercise and
Neurocognitive Functions in Middle-Aged Population: Roles of
Volume, Intensity, Duration, and the ApoE Ge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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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報告 經驗研究
Understand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Experiences in
Forming and Implementing Beliefs of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in a Changing Cult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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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報告 析
Analysis of neurofeedback signals and implementation of
emotion and social evaluating interface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5 C105079
不同層級飛盤爭奪賽選手正手長傳上肢與軀幹之運動學分
期中報告 析
Kinematic Analysis of Forehand Long Throw between Upper
Limbs and Trunk in Different Level of Ultimate Player
6 C105096
執行功能、心智理論與嘲諷理解的關聯研究
期中報告 The relations among irony comprehension, theory of mind and
executive function
7 C105149
國人微生物菌相型態變異性之探討
期中報告 Intra- and Inter-person variation of microbiota patterns- a pilot
study

決議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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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3059
結案報告

2

C103127
結案報告

3

C104052
結案報告

4

C104123
結案報告

5

C105016
結案報告

計畫名稱
以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 NGS)研究胰
臟癌病人之癌細胞之基因變異及其分子變異機轉
A pilot study of genetic alterations and its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ancreatic cancer by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運動、情感與形構社會學：臺灣女子舉重的進程
Sport, Emotions and Figurational Sociology: The Process of
Female Weightlifting in Taiwan
運動介入對肥胖孩童感覺調節能力、生活品質及動作表現
之影響
The Influence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on Sensory Modula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Motor Performance in Children with
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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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與陸地跳躍動作之加速規與測力板相關性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celerometor and Force Plate of
13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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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and Land jump motion
6 C105076
背蹲舉對棒球投球的急性效應
結案報告 Acute Effects of Back Squats on Baseball Pitching
7 C105117
北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之社會支持、休閒因子對生活品質
結案報告 影響探討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and Leisure
Related Factors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Disabled in Northern
Taiwan Area
8 C105126
負離子貼布對於改善肌肉酸痛與提升循環作用之功效
結案報告 Anion Taping for Improving Muscle Soreness and Enhance the
Circulatory Function
9 C105128
從社會語言學看台灣閩南語塞尾音的發音影響
結案報告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duction of Taiwan Southern Min's final
plosives-from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10 C105145
探討環境永續遊客行為以及其決定因素
結案報告 Explor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Tourist Behaviour and
Its Determinants
11 C105152
正念訓練對有氧耐力表現與執行功能關聯之影響：事件關
結案報告 聯電位研究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Aerobic Exercise
Performance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n ERP study
12 C106020
亂倫受害者經通報安置到返家及復原歷程初探
結案報告 Exploring the processes of being placed to return home and the
processes of recovery of incestuous victims.
13 C106023
籃球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生注意力及職業體能之影響
結案報告 Impact of basketball course on attention and occupational
physical performance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14 C106027
D 型人格對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知覺壓力、自我效能、自
結案報告 我照顧行為與焦慮之關係研究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ceived Stress, Self-efficacy, Selfcare Behaviors,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he Role of Type D Personality
15 C106120
單身者對共居住宅需求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
結案報告 A Study on Unmarried Persons'Co-housing needs in Taipei City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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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6：撤案暨其他核備審查案件
一、計畫終止
序
編號
1 C106050
計畫終止

計畫名稱
我正向，所以我健康？以認同及心理資本觀點探討邁向成
人期之正向發展
I Am Positive, Am I Healthy? Understanding Positive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Adulthood: From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Viewpoint

決議
同意備查

二、撤案
序
編號
2 C106043

計畫名稱
音樂治療對酒癮患者應用之研究
The Studies of Music Therapy for Alcoholism
14

決議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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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3 C106077 氣候變遷及空氣汙染對於內分泌系統之影響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air pollution to the endocrine
system
4 C106127 3D 列印拇指副木臨床效益之探討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3D printed thumb orthosis
5 C106143 大學生生活壓力與身心健康之研究-以輔大醫學院為例
Research of College student’s life stres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ak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as an example
6 C106148 全球英文學習架構在地化：英文課程設計
Localize the global learning framework: curriculum design
7 C106170 地方感與社區集體行動：以美華新村為例
Sense of place and community collective action: A case study of
Meihua Village
8 C106180 不同非侵入性方式評估動靜脈廔管功能
Investigation of the arteriovenous fistula function by noninvasive methods

決議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案由三：擬修訂本會標準作業程序 P-07 人體研究計畫一般審查程序、
P-10 人體研究計畫複審案程序、P-13 人體研究計畫結案審查
程序、P-18 會議通知、會議議程及記錄程序、P-20 知情同
意、免除或修正知情同意程序五項標準作業程序及 F-034 通過
證明、F-036 修正案通過證明、F-037 期中追蹤報告通過證
明、F-043 一般審查案件初審審查表、F-044 一般審查案件複
審審查表 5 項表單，請 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會後禱：（略）
陸、散會：（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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