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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7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108年 7月 16日（星期二）13：30 

地    點：輔仁大學野聲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曾育裕副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王愈善委員、江明璋委員、汪志雄委員、楊巧如委員、陳若琳委

員、林志翰委員、陳秋燕委員、曾玉華委員、劉瓊瑛委員、劉若

湘委員、魏中仁委員、戴伯芬委員、釋高上委員 

         （以上共 14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聶達安主任委員、陳富莉執行長、王鵬智副執行長、李憶菁委員、

李惠暄委員、詹貴惠委員、邱倚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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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校外9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5人。非單一性別，男性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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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會前禱：（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1.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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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件(書面審查通過 3案)、結案報告 2件、執行

偏差 3件，共 8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7064 思覺失調症病人新式注意力評估工

具之研製與信效度建構 

Development of a new attention 

assessment tool for schizophrenia 

修正後通過 

投票人數:13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學術專

業、男性、機構內) 

可通過: 

通過 3票、修正後通過 9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票、不通過 0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年 1次 

討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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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收案地點、機構同意書。 

2. 招募廣告與受試者同意書花費時

間不一致。 

3. 計畫名稱是否與學位論文相同。 

修正事項:  

1. 收案地點為新莊全人康復之家請

提供機構同意函。 

2. 招募廣告請補充研究流程、施測

時間應與同意書一致。 

2 C107143 從人與雞的照顧關係探索身心障礙

者賦能之歷程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in the 

ca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bled 

persons and hens 

修正後通過 

投票人數:14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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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受試者同意書是否應增加照相相

關說明 

2. 同意書第七-1點建議刪除，研究

預期效益非指個人參與研究可獲

得之效益。 

3. 雞舍是否有合格飼養員檢視雞隻

之健康住況，以避免人畜共通之

傳染疾病。 

修正事項:  

1. 同意書第七-1 點建議刪除，研究

預期效益非指個人參與研究可獲

得之效益。 

2. 請補充說明移動雞舍是否有合格

養員定期檢視雞隻健康狀況，以

必免共通疾病的傳染。 

3. 同意書需增加照相的說明，並請

主持人拍照時盡量避免拍攝具可

辨識性個人的相片。 

3 C107152 部落合作共的母職經驗探討－以司

馬庫斯為例 

The mothering experiences of the 

tribal symbiotic living in Smangus 

通過 

投票人數:13人 

迴避:1票(學術專業、女性、機構

內)；離席/遲到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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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JU-IRB F-062 /20151117 

3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討論摘要: N/A 

修正事項: N/A 

4 C104132

結案報告 

增補綠茶萃取物對人體耐力運動表

現的影響 

Effect of green tea extract 

supplementation on endurance 

performance in human study 

提交執行偏差後予以結案備查。 

書面提醒主持人應依規定於期限內

繳交報告並使用蓋有核准章之同意

書進行收案。 

5 C105021

結案報告 

全穀營養教育對於大學生全穀知

識、態度與行為之影響 

The effect of whole grain nutrition 

education program on whole grai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提交執行偏差後予以結案備查。 

書面提醒主持人應使用蓋有核准章

之同意書進行收案。 

6 C106017

執行偏差 

大學生學習時間運用的歷程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ime 

Use and Management during 

Emerging Adulthood 

存查。 

7 C106165

執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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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查。 

8 C107009

執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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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Term Care 

Facility  

存查。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15件、免除審查 4件、修正案 3件、期中

報告 7件、結案報告 9件、撤案暨其他核備案件 5件，共 43

件，請 追認。 

決  議： 

案由二-1、簡易審查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7105 發展高齡照護的溝通合作能力之教學實踐行動研究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to teaching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tran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in geriatric nursing 

追認通過 

2 C107130 注意力不足過動特質大學生之執行功能與心智理論關聯性研

究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ory of mind 

in the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traits college 

students 

追認通過 

3 C107134 腸胃道間質腫瘤檢驗技術之精進- 人工智慧及新世代定序法

之導入 

Improving genetic tests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 tumors – the 

incorpo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ew generation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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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sequencing techniques 

4 C107137 慢性阻塞性肺病使用負壓呼吸器的血行動力學變化：回溯性

研究 

Hemodynamic Effects of Nega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Retrospective Study 

追認通過 

5 C107140 服飾店視覺複雜度對高齡消費者行為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visual complexity on aging consumers in a fashion 

store 

追認通過 

6 C107144 108年度「消費者對健康食品認知及飲食評估與行為調查」 

Survey of Consumers'Perception of Healthy Foods and Dietary 

Assessment and Behavioral 

追認通過 

7 C107146 台灣香蕉及豬肉外銷市場之「去/全球連結」:科學知識、防

疫技術與田間實踐 

Dis/articulating banana and pork markets in East Asia: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diseases 

追認通過 

8 C107154 五虎流行歌曲唱片研究 

A Case Study on the Pop Music of the Wuhu Record Company 

追認通過 

9 C107156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對原住民家庭之態度與服務模式之探討

-以某市家防中心為例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Attitudes and Service experiences to Indigenous Families 

追認通過 

10 C107160 探討多模態創作應用於英文讀寫教學的創新與挑戰: 建構意

義、參與學習、學術寫作實踐 

Why Multimodal Composing Matters in EFL Literacy 

Instruction: Meaning Making, Engagement, Academic Literacy 

Practices 

追認通過 

11 C107162 新住民子宮頸抹片檢查健康素養、健康信念與子宮頸抹片檢

查行為之關係研究－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among health literacy, health belief of 

Pap Smear Test of New Residents and Acceptance of Pap Smear 

Test: Taipei Metropolitan as Example 

追認通過 

12 C107164 基礎耐力對女子拳擊專項能力之影響 

The Effect of Basic Endurance on Women's Boxing Special 

Ability 

追認通過 

13 C107168 護理人員職場受暴相關因素之探討:應用工作要求-資源(JD-

R)模式 

Research on the related factors of nursing staff's workplace 

violence: application job demands-resources (JD-R) model 

追認通過 

14 C107169 新手父母親職教育通訊內涵建構、實施與成效之研究(I)(II)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s of 

Parenting 

Newsletters for New Parents (I)(II) 

追認通過 

15 C107180 不同等級射箭選手瞄準軌跡之探討 

The comparison of aiming modes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archers 

追認通過 

 

案由二-2、免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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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7166 台灣末期腎臟病人發生繼發性副甲狀腺功能亢進之治療模式

與醫療利用研究 

End-Stage Renal Disease Patients of 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 Treatment Patten and Medical Utilization in 

Taiwan 

追認通過 

2 C107167 以健保資料庫探討牙周病跟食道癌之關係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dontal disease and 

esophageal cancer with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 

追認通過 

3 C107175 台灣醫院疾病別標準化死亡率的趨勢及預測模型:以心肌梗

塞及嚴重敗血症為例 

The trend  and prediction models of Taiwan's disease-specific 

hospital standarized mortality ratio (HSMR): Taking AMI and 

severe sepsis as examples 

追認通過 

4 C107181 使用消毒紙巾清潔呼吸器表面對於多重抗藥性菌種的效益評

估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infecting Wipes on the Presence of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 on Mechanical Ventilator 

Surfaces 

追認通過 

 

案由二-3、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C106075

修正案 

發展與評估醫院臨床主管

預防職場暴力管理技能之

教育訓練模式_應用技能取

向之小組學習與互動式科

技學習策略 

The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an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 of 

Competence and Skills in 

Supervision to Prevent 

Workplace Violence for 

Clinical Supervisors in 

Hospital: Applied skill-based 

TBL and E-learning 

Technology. 

第 1次修正： 

1. 三年期計畫改為二年期，刪

除第 3年計畫 

2. 新增收案地點 

3. 新增協同主持人-王祖琪 

4. 受試者人數修正 

(1) 第 1年總人數 1110 人

改為 1090人（訪談由

10人改為 20人；問卷

由 80人改為 50人） 

(2) 第 2年總人數 1100 人

改為 1070人（介入由

80人改為 50人） 

5. 受試者同意書 

(1) 主管訪談改用北市聯

醫及新北市聯醫版本 

(2) 問卷由免簽書面同意

書改為簽署醫院版同意書 

追認通過 

2 C106125

修正案 

八週懸吊式訓練對功能性

踝關節不穩定患者於下肢

運動功能表現影響 

第 1次修正：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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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Effect of Eight-weeks 

Redcord training for Lower 

Extremities Motor Function 

in subjects with unilateral 

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1. 執行期間由 2018/04/20-

2019/04/20 改為 2018/04/20-

2019/10/20 

2. 訓練計畫由 8周改為 4周 

3. 新增主持人聯絡資訊 

3 C107162

修正案 

新住民子宮頸抹片檢查健

康素養、健康信念與子宮

頸抹片檢查行為之關係研

究－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among 

health literacy, health belief 

of Pap Smear Test of New 

Residents and Acceptance of 

Pap Smear Test: Taipei 

Metropolitan as Example. 

第 1次修正： 

1. 修正問卷內容 

2. 新增翻譯後之印尼文及越南

文問卷 

追認通過 

 

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3044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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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2 C104140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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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3 C105119

期中報告 

台灣手語譯員與雙語者之工作記憶運作 

Working memory processing among Taiwa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and bilingual individuals 

追認通過 

4 C106049

期中報告 

性犯罪之持續與終止：探討自我差距與自我調節之角色 

Sexual Offenders’ persistence and desistance：Exploring the 

role of Self-discrepancy and Self-regulation 

追認通過 

5 C106115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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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6 C106126

期中報告 

脊髓損傷婦女性生活的主觀經驗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sexual life among women with 

spinal cord injuries 

追認通過 

7 C106177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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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5059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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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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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Application of Life Skill Based Instruction to Prevent 

Workplace Violence among Health Care Workers: Using Team-

based Learning and on Line Interactive Strategies 

2 C105096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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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 C106004

結案報告 

應用三維列印技術於動態伸直副木之製作 

Application of three dimensional sprinter for dorsal dynamic 

extension splint 

同意備查 

4 C106046

結案報告 

高強度間歇訓練的適應功能性：壓力賀爾蒙、肌肉損傷、整

體性發炎、免疫反應及有氧運動能力表現之間的系統關聯 

The functional adaptation of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systematic correlations between stress hormones, muscle Injury,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immune function, and aerobic 

performance 

同意備查 

5 C10616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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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6 C107031

結案報告 

65歲以上老年人用藥知識、態度及行為之探討-以新北市新

莊區為例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Using Medications 

among The Elderly over 65 Years Old in Xinz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同意備查 

7 C107032

結案報告 

台北地區民眾對器官捐贈的意願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Willingness to Donate Organs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Adults in Taipei Area 

同意備查 

8 C107035

結案報告 

新北市公共托育現況與需求調查 

The study of parental usage and demand for public child care 

services in New Taipei City 

同意備查 

9 C107039

結案報告 

探討大學生睡眠品質及其可能影響因素 

Determinates of Sleep Quality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Students 

in an University 

同意備查 

 

案由二-6、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審查狀態 

1 C106164

行政撤案 

基因大數據、生心理訊號及

穿戴式科技之應用：發展精

準運動員選材與科學化訓練
/Application of genetic big data,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ignals, and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precision talent 

identification and scientific 

training in athletes 

案件逾期多時仍未回覆審查

意見 

本案已於 108年 2月 21、5

月 3日進行催覆，主持人仍

未回覆審查意見。 

108.07.04

同意撤案 

2 C106173

行政撤案 

青少年家庭旅行動機之衡量

與比較: 探索文化價值與社

會特徵之角色 

案件逾期多時仍未回覆審查意

見 

108.07.08

同意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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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原因 審查狀態 

Measuring and comparing 

adolescents motivation of 

family travel: Exploring the 

Roles of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etal Features 

本案已逾期多時未回覆，本案

已於 108/3/6、108/5/3提醒回

覆。 

3 C107024

行政撤案 

個別化全身性振動訓練對運

動表現之功效 

In recent years, whole-body 

vibration (WBV) has been 

utilized more as a training 

method in order to enhance 

exercise performance. 

案件逾期多時仍未回覆審查意

見 

本案已於 108年 3月 16日、5

月 3日進行催覆，主持人仍未

回覆審查意見。 

108.07.04

同意撤案 

4 C107090

行政撤案 

行動裝置應用軟體應用於醫

學臨床技能訓練研究計畫 

Using mobile device 

application in medical clinical 

skill training 

缺件逾期多時仍未補件 

本案囿因送件時計畫名稱有誤

需抽換相關送審文件，已於

108/01/02、108/01/23提醒補

件。 

108.07.08

同意撤案 

5 C107136 

自行撤案 

照顧服務員身心壓力之描述

探討 

Descriptive approach of stress 

to careworker in long term care 

system 

學生自行撤案。 108.06.05 

同意撤案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會後禱：（略） 

陸、 散會：（14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