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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09月 23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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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憶菁執行長、江明璋副執行長、王愈善委

員、林志翰委員、陳富莉委員、汪志雄委員、張陳弘委員、魏中

仁委員、曾玉華委員、邱倚璿委員、楊巧如委員、劉瓊瑛委員、

陳秋燕委員、戴伯芬委員、陳坤虎委員、郭樓惠委員、黃懷蒂委

員 

         （以上共 19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詹貴惠委員、釋高上委員 

列席人員：賴妤甄、王睿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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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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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介紹新任委員:本校臨床心理學系陳坤虎老師、臺灣師範大學郭樓

惠小姐、黃懷蒂小姐。 

壹、 會前禱：（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1.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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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件、期中報告 3件、結案報告 3件、執行偏

差 3件、實地查核 2件，共 27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9100 微電影運用在醫學院學生醫事法規教育之效

益研究 

Effects on applying micro-films in medical 

legal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通過 

投票人數:15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4票(男

性 3人、女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3

人、非學術專業 1人) 

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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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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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年 1次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2 C109102 慢性精神病人的長照復能服務之經驗與照護

品質指標之建構 

Experience of Reablement in Mental illness 

patient and Establishing of Care Quality 

Indicators in Long Term Care 

通過 

投票人數:15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4票(男

性 3人、女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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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年 1次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3 C109185 比較青少年菁英羽球選手髕腱病變對跳躍表

現之影響 

Compared the influence of patellar 

tendinopathy on jump performance of young 

elite badminton players 

通過 

投票人數:15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4票(男

性 3人、女性 1 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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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年 1次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4 C109190 臺灣手語經驗對中文詞彙構詞運作的影響 

The impact of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experience on Chinese morphological 

processing 

通過 

投票人數:14人 

迴避:1票(女性、機構內、學

術專業)；離席/遲到 4票(男性

3人、女性 1人；機構內 2

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3

人、非學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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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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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修正事項:N/A 

5 C109191 雙薪家庭母親依附腳本、幼兒親子依附、和

幼兒師生安全堡壘行為與社會能力的相關研

究 

The associations of maternal attachment 

scripts, young children’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and their teacher-

child secure base behaviors and social 

competence for dual-earner families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3票(男

性 2人、女性 1 人；機構內 1

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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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6 C109198 團隊導向學習法結合直播教學探討醫護情境

程式學習之研究－以跨文化醫病溝通為例 

A Study of Programming learning in Health 

Care Using Team-Based Learning Combined 

with Live-Streaming Instruction: Taking 

Intercultural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s 

an Example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3票(男

性 2人、女性 1 人；機構內 1

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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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7 C109210 國小學童在運動專業養成過程中視覺及聽覺

知覺對動作預測的影響:動作行為與腦電波

研究 

Development of perceptual ability during 

different professional sport training influence 

on child’s action anticipation: the research of 

motor behavior and EEG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3票(男

性 2人、女性 1 人；機構內 1

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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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8 C109223 2 天高強度負荷運動恢復期應用震動與高氧

對有氧-無氧閾值耐力與乳酸排除速度之效

果 

The Effect of Vibration and Hyperoxia on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3票(男

性 2人、女性 1 人；機構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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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recovery of 2-4 mmol/l threshold and Lactate 

exclusion in 2-Day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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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9 C109224 急性徒手運動負荷對一般人與運動員肌肉與

體循環代謝壓力之效果-居家自主訓練 

The Effects of Acute Short Duration 

Bodyweight Training on Muscle And 

Circulatory Metabolism Stress in Healthy 

Subjects And Athletes 

通過 

投票人數:17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2票(男

性 2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

業 1人、非學術專業 1人) 

可通過: 

通過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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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109225 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對前青少年期兒童動機及

焦慮症狀之預測效果—以兒童情緒調節能力

為中介變項 

Predicting Effect of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on Motivat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Preadolescent: the Mediators 

Effect of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本案本次不進行投票，諮詢學

校學術倫理管理單位後再議。 

11 C109228 影像發聲：女性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無言人生 

Photovoice: The Wordless Life of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1票(女性、機構內、學

術專業)；離席/遲到 2票(男性

2人、機構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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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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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修正事項:N/A 

12 C109230 兩天高強度 RSH 對於女性籃球運動員無氧

閾值耐力及速度與敏捷之效果 

The Effects of Two days Hight-Intensity RSH 

Training for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 

Anaerobic Threshold, Speed and Agility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3票(男

性 2人、女性 1 人；機構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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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人、機構內 1人；學術專業 2

人、非學術專業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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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13 C109233 兩天急性 IHHT-IHT 運動型態對肌肉能量

代謝無氧機制之效果 

Effect of Two Days IHHT- IHT on Muscle 

Energy Metabolism And Anaerobic 

Mechanism 

通過 

投票人數:17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2票(男

性 2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

業 1人、非學術專業 1人) 

可通過: 

通過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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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110016 台灣冤案救援的法律動員考察：以 1991 年

至 2020年為中心 

Investigation of Innocent Movement Legal 

Mobilization in Taiwan ( 1991 - 2020)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1票(男性、機構內、學

術專業)；離席/遲到 2票(男性

2人、機構外 2人；學術專業

1人、非學術專業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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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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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請主持人日後留意同意

書每一份均應親簽不可以職章

替代。 

16 C108078 

期中報告 

縮短同理心教學與臨床應用之落差：戲劇方

法的精緻化研究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empathy teach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A refinement study on 

drama skills 

修正後通過。 

1. 繳交執行偏差報告。 

2. 主持人進行 4 小時教育訓

練。 

17 C108064 

結案報告 

智慧壓力競技運動衣之樣衣版型建立與修正

－以足球國手運動疲勞監控為例 

同意結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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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Compression Smart Clothing Pattern-Making 

and Refining for Taiwan National Football 

Athletes by adopting Mechanomyography 

Electronic Module 

18 C109054 

結案報告 

動態貼紮對踝關節不穩定族群在動態平衡與

本體感覺的立即影響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dynamic taping on the 

dynamic balance and proprioception in CAI. 

 

同意結案備查。 

19 C108064 

執行偏差 

智慧壓力競技運動衣之樣衣版型建立與修正

－以足球國手運動疲勞監控為例 

Compression Smart Clothing Pattern-Making 

and Refining for Taiwan National Football 

Athletes by adopting Mechanomyography 

Electronic Module 

同意存查。 

 

20 

21 

22 

23 

C103066 

期中報告 

修正案 

執行偏差 

實地查核 

慢性精神疾患之日常生活環境與輔具改善策

略對於自我效能與行為表現的影響  

The effectiveness of daily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modified strategies of assistive devices on 

self-efficacy and skill performance in chronic 

psychiatric patients 

請主持人直接提交結案報告，

行偏差報告存查。 

 

24 

25 

26 

C104127 

結案報告 

執行偏差 

實地查核 

人機互動時的認知運作  

Cognitive processing under interacting with 

machines 

同意結案備查，執行偏差報告

同意存查。 

27 C110002 基於機器學習技術發展疾病之風險因子評估

與預測模式 

Development of risk factor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models for chronic disease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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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22件、免除審查 1件、修正案 11件、期中

報告 15件、結案報告 17件、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1件，共 67

件，請 追認。 

決  議： 

案由二-1、簡易審查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9094 輔仁大學公共

衛生學系 

發展素養導向教學模式以提升職業健康護理師

專業素養之研究:以大學職護為例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 

program for promoting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e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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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competency: University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e 

as an example 

2 C109097 輔仁大學生物

醫學暨藥學研

究所 

評估五個與肝癌相關的新穎循環微小核糖核酸

在臨床診斷及預後的應用價值並研究其功能 

Evaluation of five nove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lated circulating microRNAs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ir function 

追認通過 

3 C109112 輔仁大學全人

教育中心 

疫情期間境外生活之失落與復原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loss and resilience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追認通過 

4 C109170 輔仁大學職能

治療學系 

營養對於長期照護機構罹患肺炎老人死亡率風

險差異之探討 

The influence of nutrition on the mortality risk of 

the elderly suffering from pneumonia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 

追認通過 

5 C109175 輔仁大學生物

醫學暨藥學研

究所 

使用台灣肝癌網去連結檢體評估新穎循環微小

核糖核酸在肝癌臨床診斷及預後之應用 

Using TLCN unlink samples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novel circulating microRNAs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追認通過 

6 C109188 輔仁大學師培

中心 

從整合取向探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專業發

展與地方政策推動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local policy 

enactment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追認通過 

7 C109194 輔仁大學跨文

化研究所 

由發音與感知實驗探討漳州方言的語音變化 

Explore the sound changes of Zhangzhou dialect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experiment 

追認通過 

8 C109196 輔仁大學大眾

傳播學研究所 

大數據分析結果是否真的可以預測選舉結果? -

-以 2022年台灣六都市長選舉之候選人形象認

知、喜好度與投票決定為例 

Election forecasts with big data analysis -- Take 

the candidate's image recognition, preference and 

voting decision in Taiwan 2022 local elections as 

an example 

追認通過 

9 C109197 輔仁大學影像

傳播學系 

非主流族群自我再現影片的社會對話意涵—多

元文化觀點 

The Meaning of Social Dialogue in the Self-

Representation Film of Sub-cultural 

Community—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追認通過 

10 C109199 輔仁大學音樂

學系 

焚而不毀的音樂傳承 — 陳泗治音樂生命史之

研究 

A Burning Bush of the Western Music Legacy in 

Taiwan: A Research on Chen Su-Ti’s Musical 

Life 

追認通過 

11 C109201 輔仁大學音樂 以歌行詩：游昌發中文藝術歌曲之研究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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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學系 Not Merely Poetry But Also Song: A Study in 

Chinese Art Songs of Composer Cfa Yiu 

12 C109203 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護理系 

探討虛擬實境課程對失智症個案的居家照顧服

務員之照顧態度、能力與同理心之成效 

Virtual Reality Intervention Course: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ttitude of Care, Competence 

of Care, Empathy among the Home Care Workers 

with Dementia People. 

追認通過 

13 C109204 輔仁大學景觀

設計學系 

聲音分貝量與頻率差異對於個體沉浸式景觀體

驗之情緒反應、狀態焦慮與心率變異之影響 

The Effect of Sound Volume and Frequency on 

Emotional Response, State Anxiety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of Individual's Immersive 

Landscape Experience 

 

追認通過 

14 C109206 輔仁大學醫學

系 

長照機構高齡長者多重用藥與營養狀態關係之

探討-以臺北市長照機構為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ypharmacy and 

nutritional status for elderly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in Taipei city 

追認通過 

15 C109208 國立台北護理

健康大學運動

保健系 

探討牛角筋絡按摩對頭、頸、肩、背部痠痛者

之經絡能量與心率變異度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horn meridian massage on meridian 

energy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 subjects with 

head, neck and shoulder pain syndromes 

追認通過 

16 C109211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

理系 

孕產婦的孕期適應、網路社會支持與自尊之關

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justment during 

pregnancy,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追認通過 

17 C109218 輔仁大學體育

學系 

法式對比組急性激活後增強現象之研究 

Acute effects of the French Contrast Method on 

the vertical jump ability in male athlete 

追認通過 

18 C109227 國立體育大學

競技與教練科

學研究所 

2 天不同震幅震動刺激對於不同肌纖維型態下

肢動力之影響 

Effect of 2 Days Different Amplitude Vibration 

Stimulation on Lower Limb Power of Different 

Muscle Fiber 

追認通過 

19 C109232 輔仁大學心理

學系 

代間對話之社區實踐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and community 

practice 

追認通過 

20 C109234 輔仁大學織品

服裝學系 

產業導向課程學習成效與評估以機能時尚服裝

課程為例 

Evaluation of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Industrial Based Course of Functional Fashion 

Design Class 

追認通過 

21 C110006 輔仁大學臨床

心理學系 

健康「心」觀點：探討健康行為指標對壓力知

覺與幸福感之調節效果 

New Aspects of Mental Health: Behavioral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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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22 C110009 輔仁大學生物

醫學暨藥學研

究所 

新穎循環微小核糖核酸在肺癌臨床診斷及預後

之應用性之研究 

Study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novel 

circulating microRNAs on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lung cancer 

追認通過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案由二-3、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C106069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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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新增 2名研究人員 

追認通過 

2 C107076

修正案 

提升倫理敏感度之後— 倫理行動

的決策歷程、影響因素以及教學策

略之探討 After promoting ethical 

sensitivity: Exploring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ethical ac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第 2次修正: 

1. 變更主持人邱浩彰 

→卓妙如。 

2. 變更助理邱子樵→李

忠勤。 

追認通過 

3 C107173

修正案 

托嬰機構托育品質、師生依戀關係

以及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研

究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ldcare 

Quality, Infant-Caregiver Attachment 

and Infa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n Institutional Care 

第 2次修正: 

新增訪談(含人數、同意

書、訪談大綱、邀請

函)。 

追認通過 

4 C108040

修正案 

原住民族自治的制度設計與比較研

究 

Making indigenous self-governments 

work in Taiwa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omparison 

第 1次修正: 

新增 1名研究人員。 

追認通過 

5 C108042

修正案 

新自由主義時代台灣電視戲劇創意

工作者的軌跡、倫理與自我照顧

The working lives, ethic and self-care 

of Taiwanese television drama 

creative workers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ism 

第 2次修正: 

1. 變更主持人職稱。 

變更科技部補助時程。 

追認通過 

6 C108085

修正案 

健康純素飲食 vs. 低普林飲食，搭

配或不搭配油甘對高尿酸血症及其

他心血管代謝危險因子的影響: 2x2

第 3次修正: 

1. 增加抽血次數。 

2. 新增問卷。 

追認通過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9220 輔仁大學公

共衛生學系 

糖尿病發生風險之圖譜：基因與生活型態之獨

立作用與交互作用 

The interplay of lifestyle an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in type 2 diabetes risk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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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多因子隨機臨床試驗 Effects of a 

healthy vegan diet vs. low purine diet, 

with or without amla fruits (Emblica 

officinalis) on hyperuricemia and 

other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a 

randomized two-by-two factorial trial 

7 C108175

修正案 

物質使用者治療性社區評估表單之

建構計畫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Form 

for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of 

Substance Users 

第 1次修正: 

1. 修正樣本數量。 

2. 修正研究時間。 

3. 修正受試者回饋。 

追認通過 

8 C109036

修正案 

學齡期自閉症孩童之執行功能訓練

成效 Executive function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第 2次修正: 

1. 修正主持人服務機構

及聯絡方式。 

追認通過 

9 C109069

修正案 

以電腦視覺科技發展與評值微電影

教學對於提升醫學生同理心的成效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micro-film teaching on enhancing 

empathy among medical students by 

using computer vision techniques 

第 1次修正: 

1. 新增一位研究人員。 

追認通過 

10 C109118

修正案 

高頻補償與否對老年性聽損族群語

音辨識表現的影響 The effect of 

spectral shaping on the speech 

recognition of people with age-related 

hearing loss 

第 1次修正: 

1. 變更聽力正常組收案

人數。 

2. 變更高頻聽力損失組

人數及年齡。 

3. 變更聽力正常組聽力

範圍。 

追認通過 

11 C109187

修正案 

幼兒教師對族群接觸假說與多元文

化教學素養之省思實踐 The 

reflective praxis of ethnic contact 

hypothesis and multicultural 

pedagogical literacy for preschool 

teachers 

第 1次修正: 

主持人變更任職單位。 

追認通過 

 

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7076

期中報告 

提升倫理敏感度之後— 倫理行動的決策歷程、影響因素以及

教學策略之探討 

After promoting ethical sensitivity: Explor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ethical ac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同意備查 

2 C107173

期中報告 

托嬰機構托育品質、師生依戀關係以及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

之關聯研究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ldcare Quality, Infant-Caregiver 

Attachment and Infa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n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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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Institutional Care 

3 C107176

期中報告 

執行功能理論機制於中風病人之驗證 

Validations of Executive Function Theory and Construct for the 

patients with Stroke 

同意備查 

4 C108057

期中報告 

脈衝振盪肺功能在國人之正常值及在阻塞性/限制性肺疾之診

斷 

Impulse oscillometry reference values and in the diagnosis of 

obstructive / restri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同意備查 

5 C108071

期中報告 

以肌肉品質觀點探討中高齡爆發力訓練之劑量效應 

Dose-response of PowerTraining in Middle and Older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cle Quality 

同意備查 

6 C108100

期中報告 

以機械效率修正自行車功率計之能量消耗預估公式-適用於不

同體能族群 

Correct the energy expenditure estimation equation of bicycle 

ergometer with mechanical efficiency-applicable to different 

physical groups 

 

同意備查 

7 C108155

期中報告 

利用落地動作錯誤評分系統去探討不同性別運動員的下肢二

維關節角度之差異 

Sex Differences on the Landing Error Scoring System Among the 

Two-Dimensional Joint Angles of the Lower Limbs 

同意備查 

8 C108160

期中報告 

探索管家理論在企業永續的角色 

The Role of Stewardship Theory in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同意備查 

9 C108175

期中報告 

物質使用者治療性社區評估表單之建構計畫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Form for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of Substance Users 

同意備查 

10 C108192

期中報告 

從與治療師的互動探析創傷兒童之語言狀態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status of traumatized children from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ir therapists 

同意備查 

11 C108197

期中報告 

以計劃行為理論探討台灣和馬來西亞華人失能者的家庭照顧

者的照顧意願和照顧者負荷研究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Intention of Care and Caregiver Burden of Family Caregiver in 

Taiwan and Malaysia 

同意備查 

12 C108199

期中報告 

從治療師的無助感探索治療方向的啟蒙 

Exploring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rapeutic direction from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therapist 

同意備查 

13 C108202

期中報告 

血液透析過程中的心律分析 

Analysis of cardiac rhythm during hemodialysis 

同意備查 

14 C109001

期中報告 

快速和慢速離心阻力訓練對女性大專乙組籃球選手之下肢肌

力、爆發力及敏捷能力影響 

Effects of fast and slow eccentric contraction strength training on 

lower extremity strength, power and agility of College Division III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同意備查 

15 C109024

期中報告 

以產前環境因子及臍帶血基因變異來預測異位性皮膚炎及過

敏進行曲的不同表現型 

Prediction of atopic dermatitis and various phenotypes of the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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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atopic march by prenat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ord blood 

genetic variants.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6058

結案報告 

探討自閉症孩童感覺調節能力、生活品質與動作表現及本體

覺運動介入之影響 

Exploration of the Sensory Modulation Abi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Motor Performance in Children with ASD and the Influence 

from Proprioception-Based Exercise Intervention 

同意備查 

2 C106070

結案報告 

以實證為基礎之創新三合一水中運動課程設計與驗證—心血

管健康、骨質密度與爆發力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Innovative Evidence-based Water 

Exercise Program –Cardiovascular health, bone density and 

muscle power 

同意備查 

3 C10607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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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4 C106163

結案報告 

過猶不及的力量：員工自我調節焦點、工作塑造在組織變革

的角色 

Perhaps too much of everything is as bad as too little: The role of 

employee regulatory focus on job craft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同意備查 

5 C108027

結案報告 

慣性量測裝置用於人體校正方法之評估及其於步態分析之影

響 

Evaluation of IMU Sensor-to-body calibration methods and its 

influence in gait analysis 

同意備查 

6 C108030

結案報告 

核心運動誘發對非特異性下背痛患者之起坐、行走、登階肌

肉活化影響 

Effect of core muscle induced exercise during sit to standing, 

walking and stepping for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patients 

同意備查 

7 C108066

結案報告 

額葉腦波同調性變化之研究 – 使用 3D-VR 學習心臟生理結

構 

A study on the coherence of the frontal lobe - Learning Heart 

Anatomy with VR 

同意備查 

8 C108107

結案報告 

職能治療訓練結合運動處方概念於腦損傷病人之上肢動作上

肢功能、生活功能與生活品質之效益：先驅研究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occupational therapy with exercise on 

prescription in brain injury: Preliminary study 

同意備查 

9 C108108

結案報告 

參與知情同意課程對研究參與者之成效評估研究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ic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course to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同意備查 

10 C108125

結案報告 

觸控型裝置對認知彈性及抑制功能的立即效果：以 3-4歲孩

童為例 

Preschoolers on Touchscreens: The Immediate Effects on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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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Inhibitory Control of 3 to 4-year-olds 

11 C108152

結案報告 

探討乳清蛋白萃取物 (Proentry 霈恩萃) 對產婦先天性免疫之

影響 

The effect of whey protein extract on postpartum women’s innate 

immune response 

同意備查 

12 C108154

結案報告 

團體運動課程介入對社區據點老人健康體能之成效評估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n the Intervention of Team 

Exercise in Physical Fitness Toward Community Elders 

同意備查 

13 C108164

結案報告 

電子護具得分觀點的旋踢技術 

Technique analysis of the roundhouse kicks for electronic body 

protector in Taekwondo 

同意備查 

14 C108181

結案報告 

跑步依準無氧衝刺測驗及 Wingate無氧動力測驗對運動員無

氧能力評估之效益 

Validity of the running-based anaerobic sprint test and Wingate 

anaerobic power test for assessing anaerobic abilities in athletes 

同意備查 

15 C108187

結案報告 

健康促進學校國際網絡計畫(109-110 年) 

2020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同意備查 

16 C108209

結案報告 

運用翻轉教學結合人形圖 App教學模式提升護理學生臨床推

理能力及自我導向學習之成效探討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Humanoid-Diagram-based into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in Promoting Student Nurses’ 

Ability in Clinical Reasoning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同意備查 

17 C109139

結案報告 

人體計量參數與 N95口罩密合度之相關性研究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and the Fit 

Test of N95 Respirators 

同意備查 

 

案由二-6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原因 決議 

1 C109093 

撤案 

輔仁大學

醫學系 

解剖學神經構造互動式 3D動

畫課件輔助教材對醫學生學習

成效影響的縱向研究 

A Longitudinal Stud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Nervous Structure Interactive 

3D Animation Courseware 

Supplement of Anatomy 

Curriculum on Medical Students 

本研究計畫申請

案未獲科技部補

助 

追認通過 

 

案由三：因疫情影響實體課程減少，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僅可透過視訊課

程取得相關證明，是否同意採計“線上”課程時數，請討論。 

說  明：通過。自 110年 8月 1日起，於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二級時之新

申請案或補件案可採計線上課程時數，惟課程時數證明需載明

需課程名稱、授課時數且課程內容需為人體研究相關課程。可

採計之課程連結由研究倫理中心確認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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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會後禱：（略） 

陸、 散會：（16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