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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7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07月 13日（星期二）13：30 

地    點：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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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璋副執行長、王愈善委

員、傅秀雲委員、林志翰委員、汪志雄委員、詹貴惠委員、張陳

弘委員、釋高上委員、魏中仁委員、曾玉華委員、邱倚璿委員、

楊巧如委員、劉若湘委員、劉瓊瑛委員、陳秋燕委員、戴伯芬委

員 

         （以上共 19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李憶菁委員、潘榮吉委員 

列席人員：賴妤甄、游慧婷、翁珮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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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人、校外10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5人。非單一性別，男性9人、女性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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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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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9217 兩天 IHHT 訓練對運動不規律者有氧-無

氧閾值耐力與低氧負荷生理反應之效果 

Two Days Intermittent Hypoxia-Hyperoxia 

Training on Aerobic-Anaerobic Threshold 

and Normobaric Hypoxia Physiological 

Response in Physical Inactivity 

通過 

投票人數:15人 

迴避:1票(機構外、女性、學術專

業)；離席/遲到 3票(機構外 2

人、機構內 1人、男性 2人、女

性 1人、學術專業 2人、非學術

專業 1人) 

可通過: 

通過 15票、修正後通過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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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 年 1次 

討論摘要: 

1.採血人員是否符合資格。 

修正事項:N/A 

2 C109156 109-110 年度學生漸速耐力折返跑暨捲腹

仰臥起坐常模建立計畫委辦案 

109-110 A commission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norm establishment of progressive 

aerobic cardiovascular endurance run and 

abdominal curl up in students 

通過 

投票人數:17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2票(機構

外 1人、機構內 1人、男性 1

人、女性 1人、學術專業 1人、

非學術專業 1人) 

可通過: 

通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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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版受試者同意書分為注

音及無注音版的原因。 

2. 兒童版同意書是否應加註不

提供補助。 

修正事項:N/A 

3 C109184 間接嗓音治療以減輕小學教師一個月之

嗓音負荷相關之影響 

An indirect voice therapy program for 

mitigating the effects of one month of 

occupational vocal loading i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通過 

投票人數:19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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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修正事項:N/A 

4 C109219 男同性戀身份壓力因應策略之內在轉化

學習歷程-以花蓮地區為例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processes of the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Identity Pressure 

of Gay Men in Hualien. 

通過 

投票人數:19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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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條件設定居住一年以上

的原由。 

修正事項: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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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13件、免除審查 1件、修正案 2件、期中

報告 1件、結案報告 4件，共 21件，請 追認。 

決  議： 

案由二-1、簡易審查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9168 尿路結石治療的復發率與護理的相關性研究及照護軟體開發 

Study on correlation of urinary calculi recurrence and nursing care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 software 

追認通過 

2 C109169 探討輪椅角度定位對機構照顧者移位作業負荷之影響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Wheelchair Angle Position on the 

Transfer Workload of Institutional Caregiver 

追認通過 

3 C109172 兒少安置機構工作人員面對工作創傷經驗之研究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the trauma experience of the staff of the 

residential care institution 

追認通過 

4 C109173 文章段落結構對網路閱讀理解之影響：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儀之

研究 

The impacts of text structure on web-bas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 functional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study 

追認通過 

5 C109174 亞奧運技擊項目運動傷害與損傷恐懼對運動成就之探討 

Explore of the influence of sports injury and fear of injury on sports 

achievement in the Olympic/Asian combat sport athletes 

追認通過 

6 C109177 六週皮拉提斯呼吸訓練對坐式工作者肺功能、呼吸肌肌力和肩

頸痠痛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6 weeks Pilates-respired exercise training on lung 

function, respiratory muscle strength and shoulder and neck pain in 

sedentary workers 

追認通過 

7 C109180 青少年游泳選手上肢肌力與短距離自由式游泳表現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per Limb Strength and Short distance 

freestyle swimming performance in Young competitive swimmers. 

追認通過 

8 C109181 2021年花蓮地區日間照護長者之行動輔具手杖使用需求訪談研

究 

The requirement of walking aid（cane）in the elder in Hualien , 

2021. 

追認通過 

9 C109182 妨礙性自主青少年的性知識、性態度、同理能力及攻擊性的研

究 

A Study on Sexual Knowledge, Sexual Attitudes, Empathy and 

Aggressiveness of Juvenile Sexual Offenders 

追認通過 

10 C109193 客製化核心肌群與本體感覺訓練對於足球員運動表現與大腦皮

質興奮性的助益 

The efficacy of a fully quantifiable, tailor made core and 

proprioception training to soccer performance and cortical 

excitability 

追認通過 

11 C109200 在台東南亞新住民的媒體參與研究：以公共廣電與社會企業為

觀察 

Media Particip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The Case Studies on Public Broadcasting Media and Social 

Enterprise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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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2 C109202 台灣 Covid-19危機期間的學校防疫韌性之研究 

A study for school resilience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in Taiwan 

追認通過 

13 C109213 以活動導向復健理論為基礎之腦中風患者手部復健智能環之開

發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Ring based on Task-oriented 

Rehabilitation model for Hand Rehabilit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追認通過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9159 台灣民眾疾病末期簽署放棄積極治療意願與健康素養及其他因

素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literacy and other factor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ign up for active treatment at the end of illnes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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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7093

修正案 

速度依準之複合式訓練對運動

表現、肌肉損傷及壓力荷爾蒙

之影響 

Effects of complex training with 

the velocity based on 

performance, muscular damage 

and stress hormones responses 

第 3 次修正： 

1. 新增助理一名-陳孟渝 

2. 修正第 2年研究程序 

3. 修正第 1年血液生化指標 

追認通過 

2 C109202

修正案 

台灣 Covid-19危機期間的學

校防疫韌性之研究 

A study for school resilience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in 

Taiwan 

第 1 次修正： 

1. 新增三位研究人員 

2. 修改問卷 

追認通過 

 

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1 C108060

期中報告 

編製青少年執行功能量表台灣繁體中文版本：檢驗心理計量特

質並比較自評與他評結果 

Developing Taiwa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Teenage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ventory (TC-TEXI): Investigating 

Psychometrical Properties and Comparing Results of Self-report 

and Other-report 

追認通過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1 C106116

結案報告 

顏面損傷對求職面談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facial disfigurements on employment interviews 

同意備查 

2 C107135

結案報告 

以近紅外光分析儀探討音樂與情緒之前額葉活化 

A study on music perceived emotion by Hemodynamic prefrontal 

activity.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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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3 C107158

結案報告 

移住者行動主義在台灣：「望見書間」文化行動之考察 

Migrant Activism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SEAMi 

同意備查 

4 C108144

結案報告 

蘭格正念量表中文化之編製與信效度衡鑑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Langer Mindfulness Scale in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同意備查 

5 C108195

結案報告 

台灣地區 12 歲以下兒童意外事故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A Study of Accidents of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in Taiwan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同意備查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會後禱：（略） 

陸、 散會：（15時 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