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JU-IRB F-062 /20151117 

1 

 

110 學年度第 3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111年 1月 12日（星期三）14：00 

地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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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憶菁執行長、江明璋副執行長、王愈善委

員、林志翰委員、曾玉華委員、邱倚璿委員、楊巧如委員、陳富

莉委員、陳秋燕委員、陳坤虎委員、詹貴惠委員、黃懷蒂委員 

         （以上共 14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劉瓊瑛委員、汪志雄委員、張陳弘委員、魏中仁委員、戴伯芬委

員、郭樓惠委員、釋高上委員 

列席人員：賴妤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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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校外8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6人。非單一性別，男性6人、女性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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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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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件、期中報告 1件、結案報告 2件、執行偏差

4件，共 12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1 C110008 輔仁大學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

所 

兒童心理分析、統計調研、

白皮書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statistical research, 

white papers 

修正後再審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男

性；機構外；非學術專業) 

可通過: 

通過 0票、修正後通過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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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設計、問卷的適當性。 

2. 研究團隊、廠商利益衝突揭

露。 

3. 參與研究之孩童日後投保是

否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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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4. 會員資料取得之正當性。 

修正事項: 

1. 請說明聯絡資料取得方式及

正當性。 

2. 請說明各項問卷與研究目的

之關聯性。 

3. 請說明保戶、保險公司、研

究團隊成員中的利益衝突。 

4. 請說明參與研究是否影響孩

童日後投保之權利。 

5. 請主持人列席下次會議。 

2 C110033 空中大學

社會科學

系 

COVID-19疫情下台灣青少

年孤寂、物質使用態度與心

理健康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Loneliness, 

Attitudes to Substance Use and 

Mental Health of Taiwan 

Adolescents during the 

COVID-19 

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男

性；機構外；非學術專業) 

可通過: 

通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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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機構同意書的取得方式

及時間。 

修正事項: 

1. 計畫執行前應取得執行機構

同意函予本會備查。 

3 C110048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科學研究

所 

週期性專項運動能力檢測對

於划船選手運動表現之影響 

Study on the effect of 

periodization athletic ability 

testing on the athletic 

performance of rowers 

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男

性；機構外；非學術專業) 

可通過: 

通過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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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110050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電影教學法運用於精神科同

理心教學之成效 

The effect of film teaching 

method applied to empathy 

teaching in psychiatry 

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男

性；機構外；非學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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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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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討論摘要:N/A 

修正事項:N/A 

5 C107036 

期中報告 

輔仁大學

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

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

(所) 

開發與驗證運用動態核磁共

振影像的三維踝關節活動度

與穩定度量測方法及其於側

踝不穩定之應用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Measurement with Real-Time 

MRI for Quantifying Mo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Ankle Joint 

Complex with Applications to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修正後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男

性；機構外；非學術專業) 

可通過: 

通過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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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修正事項: 

1. 主持人進行 4小時教育訓練

後予以通過。 

6 C105066 

結案報告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

學系 

語言發展落後幼兒動機研

究：發展穩定性、自我調

節、親職因素、以及與兒童

適應之關聯 

Studying Motiva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ech Delay: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Self-

regulation, Parenting Practice 

and Relations with Children’s 

Competence and Adaptation 

1. 同意結案備查。 

2. 請研究團隊日後留意受試者

同意書簽署之完整性。 

7 C107106 

結案報告 

輔仁大學

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4T型聚酯亞麻混紡服裝動態

熱濕舒適性評估之研究 

study on dynamic moisture 

comfort of sportswear by 4T 

Polyester and flax 

1. 同意結案備查。 

2. 請研究團隊日後留意收案

人數之掌控。 

8 C107036 

執行偏差 

輔仁大學

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

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

(所) 

開發與驗證運用動態核磁共

振影像的三維踝關節活動度

與穩定度量測方法及其於側

踝不穩定之應用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Measurement with Real-Time 

MRI for Quantifying Mo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Ankle Joint 

Complex with Applications to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依本次會議案由一-5決議辦

理。 

9 C108074 

執行偏差 

輔仁大學

醫學院 

電影運用在精神心理健康:從

醫學院到校園 

The Application of 

Cinemeducation in Mental 

Health : From Medical College 

to  University Campus 

主持人進行 4 小時教育訓練後

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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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審查狀態 

10 C108079

執行偏差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

學系 

認知能力退化高齡使用者直

覺操作介面設計 

Intuitive User Interface Design 

for Older Adul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存查。 

11 C108127

執行偏差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

大學休閒

產業與健

康促進系 

飼主情感依附與同伴動物命

名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naming their companion 

animal 

存查。 

12 C110026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

學系 

以三重認知歷程模式分析成

癮者之理性障礙 

Conquered by Dysrationalia: 

Analysis tripartite cognitive 

model of addiction 

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1票(男性；機構內；學術

專業)；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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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修正事項: 

1.取得矯正署同意執行公文後發

可進行研究。 

13 C110087 國立體育

大學競技

與教練科

學研究所 

兩天高強度訓練組合對無氧

能力及牽張縮短循環機制之

效果 

The Effect of Two Days High 

Intensity Training Combination 

on Anaerobic Capacity and 

Stretch-Shortening Cycle 

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女

性；機構外；學術專業) 

可通過: 

通過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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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27件、免除審查 2件、修正案 9件、期中

報告 8件、結案報告 21件、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2件，共 69

件，請 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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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由二-1、簡易審查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9195 輔仁大學法

文系 

法語邏輯論述能力多元培育及學習成效探究 

Investig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Logical Exposition 

in French and its Related Learning Outcomes 

追認通過 

2 C109207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醫護教育暨

數位學習系 

長期照顧人力增能：照顧服務員之健康識能、工

具建構、多元情境防疫課程發 展與評量 

Empowering the long-term care personnel: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health literacy 

scale and multi-situated pandemic 

 

追認通過 

3 C109231 輔仁大學醫

學系 

整合式解剖課程設計運用在醫學系的成效評估－

以呼吸系統為例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integrated anatomy 

curriculum design applying on the Department of 

Medicine-Taking the respiratory system as an 

example 

追認通過 

4 C110004 輔仁大學護

理學系 

影響照顧管理專員工作滿意度相關因素之研究－

以新北市為例 

A Study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Care Managers: New Taipei City for 

Example 

追認通過 

5 C110005 輔仁大學臨

床心理學系 

COVID-19疫情下個體心理健康相關研究：自我

疼惜與心理彈性的影響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ffects of Self-compassion and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追認通過 

6 C110011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動態伸展急性效果對籃球運動員下肢生物力學之

影響 

The impact of the acute effect of dynamic stretching 

on the biomechanics of the lower limbs of basketball 

players 

追認通過 

7 C110015 國立體育大

學競技與教

練科學研究

所 

不同等級空氣手槍射擊選手瞄射期間扣扳機力量

與生物力學及生理參數之差異 

Discuss the Difference of Trigger Force, 

Biomechanical and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during 

Shooting Time between Air Pistol Athletes in 

Different Skill Levels 

 

追認通過 

8 C110022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科學

研究所 

不同下肢肌力水平中高齡者執行階梯運動之運動

表現與健行運動量差異 

Comparisons of step testing exercise performance 

and workload of hiking between different lower 

extremely muscle strength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追認通過 

9 C110025 輔仁大學大

眾傳播學研

究所 

「電子煙危害健康認知」焦點團體訪談計畫 

Focus Group Study on Young People's Cognition 

toward Harms to Health by E-Cigarette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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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0 C110028 天主教耕莘

醫療財團法

人永和耕莘

醫院 

新冠肺炎流行前後醫院工作人員生理狀況差異性

探討 

Study of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in hospital worker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追認通過 

11 C110036 國立東華大

學諮商與臨

床心理學系 

電玩遊戲經驗與夢境之研究 

Research on Video Gaming and Dreaming 

experiences 

追認通過 

12 C110037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醫護教育暨

數位學習所 

安寧居家護理師生涯發展歷程之敘事研究 

A Narrative Study of Career Development on Home-

Based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Nurses 

追認通過 

13 C110040 台北護理健

康大學護理

系 

探討台灣中老年衰弱狀態與影響其發展之健康相

關因素 

To explore the frailty statu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and the health-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development in Taiwan 

追認通過 

14 C110041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關節鬆動術與腳底按摩對慢性踝關節不穩定者在

動靜態平衡之立即與短期成效 

The Acute and Short-term Effect of Joint 

Mobilization and Foot Massage on Static and 

Dynamic Balance in who with Chronic Ankle 

Instability. 

追認通過 

15 C110042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六週加壓步行訓練對中壯年健康族群之心血管功

能影響 

The Effects of 6-week Walking Training with Blood 

Flow Restriction on Cardiovascular Functions of 

Healthy Adults 

追認通過 

16 C110043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所 

介入化妝療法對長期照顧機構老年住民自尊及憂

鬱之成效 

Effectiveness of Cosmetic Therapy o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for Elderly Residents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追認通過 

17 C110044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

理系 

代謝當量與血液指標中之代謝、發炎與免疫因子

之探討 

To explore physical activity on factors of 

metabolism, inflammation and immune 

追認通過 

18 C110045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全身性振動訓練與輔助性工具軟組織鬆動術對下

肢柔軟度及爆發力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Whole Body Vibration and 

Instrument-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on 

Lower Limb Flexibility and Power 

追認通過 

19 C110046 輔仁大學臨

床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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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FJU-IRB F-062 /20151117 

7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20 C110047 輔仁大學公

共衛生學系 

大學職業衛生護理人員核心職能與專業發展之探

討-質性研究取向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o the Core 

Competenci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es 

追認通過 

21 C110049 國立體育大

學競技與教

練科學研究

所 

比對局部震動與阻力訓練對於改善髖屈活動度之

效果 

Comparing the effect between Local Vibration and 

Resistance Training on improving the active 

mobility of hip flexion 

追認通過 

22 C110051 輔仁大學臨

床心理學系 

憂鬱傾向、運動動機及身體活動的相關研究：探

討憂鬱傾向群體參與身體活動的阻力及助力 

The association of Depression, Exercise motiva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explore the resistance and 

assistance of depression group participating in 

physical activity 

追認通過 

23 C110052 輔仁大學公

共衛生學系 

無酒不歡？-大學生聚會時飲酒之情境與互動 

No alcohol, no fun? Contexts and interaction during 

a par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追認通過 

24 C110054 輔仁大學臨

床心理學系 

情感心智化與同理心之關聯性研究-以心理與非心

理科系之學生為例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ized 

affectivity and empathy in psychology and non-

psychological students 

追認通過 

25 C110055 輔仁大學心

理學系 

教職員工作打造、維持或減速掙扎對健康與幸福

感影響之研究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personnel's job 

crafting, maintenance or deceleration crisis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追認通過 

26 C110056 輔仁大學臨

床心理學系 

社交焦慮傾向者情緒復原力介入方案之研究 

The Effects of the Emotional Resilience Intervention 

for individuals with Social Anxiety Tendency 

追認通過 

27 C110057 輔仁大學學

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廣

告傳播學系 

培養創立社會企業的能力和興趣：大眾傳播學生

與從業人員之分析 

Equipping capabilities and developing interest in 

starting social enterprises: Analysis of students and 

workers in mass communication 

追認通過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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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110062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休閒產業與

健康促進系 

都市綠地造訪滿意度與心理健康效益之探討 —

以八二三紀念公園為例 

Visit Satisfa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and Mental 

Health - A Case Study of 823 Memorial Park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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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3、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C108078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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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次修正: 

1. 變更收案方式。 

2. 變更收案人數。 

3. 新增線上問卷。 

追認通過 

2 C108100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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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次修正: 

調整受試者組別及人數，

並修正相關資料。 

追認通過 

3 C108192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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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新增線上受訪。 

2. 修改研究對象條件。 

追認通過 

4 C109022

修正案 

教育性桌遊於照顧服務員同理心

訓練之成效 The Effect of Empathy 

Training by Educational Board 

Game for Nurse Aides 

第 1次修正: 

1. 修正招募方式及研究設

計 

2. 修正量表 

追認通過 

5 C109059

修正案 

核心穩定訓練與背肌阻力訓練對

於藥球拋擲運動表現影響研究

Core stability and back muscle 

resistance training exercise in 

medicine ball throwing 

performance 

第 1次修正: 

變更受試者年齡。 

追認通過 

6 C109181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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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修正問卷多於符號及問

題修正。 

2. 調整訪談人數。 

追認通過 

7 C109216

修正案 

擴增實境融入親子繪本故事創作

Augmented Reality Integrated into 

Parent-child Story Creation 

第 1次修正: 

1. 新增 1名研究人員。 

2. 受試者同意書增加確認

選項。 

追認通過 

8 C109233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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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修正受試者年齡並同步修

改相關文件。 

追認通過 

9 C110002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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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新增共同主持人。 

2. 計劃書資料庫使用全

名。 

3. 計畫名稱歸正。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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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7057

期中報告 

為選擇能以機械性取栓術治療得益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患

者，開發腦灌注 CT與多期 CTA自動關聯的新平台 

Developing a novel platform of automated correlation of 

cerebral perfusion CT and multi-phases CTA for selecting 

patient for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in treating acute ischemic 

stroke 

追認通過 

2 C108041

期中報告 

研究糞便微生物群和代謝體學在多囊性腎臟疾病中的角色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stool microbiota and metabolomics in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追認通過 

3 C108042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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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認通過 

4 C108065

期中報告 

一套心房震顫治療建議及預後系統 

An Atrial Fibrillation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 and 

Prognosis System 

追認通過 

5 C109022

期中報告 

教育性桌遊於照顧服務員同理心訓練之成效 

The Effect of Empathy Training by Educational Board Game for 

Nurse Aides 

追認通過 

6 C109035

期中報告 

運用互動式體感遊戲 (Switch) 探討運動對老化大腦循環及

其與心臟血管功能之調節影響與機轉 

Investigation of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exercises in switch 

exergames on aging cerebral circulation and cardiovascular 

function 

追認通過 

7 C109037

期中報告 

正念介入對婦女入院待產時機決定能力、不確定感及焦慮之

成效 

Effectiveness of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on 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timing of labor admission,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among 

pregnant women 

追認通過 

8 C109044

期中報告 

基於凱利方格之擴增實境對護理人員於壓力性損傷照護學習

成效 之影響 

Effects of integrating the repertory grid into an augmented 

reality based learning design on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Nurses in a pressure injury Care Course 

追認通過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3066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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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結案備

查 

2 C107061

結案報告 

一套使用心律變異信號的陣發性心房震顫病人鑑別系統 

An Heart Rate Variability based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同意結案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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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3 C107080

結案報告 

以健康地景概念建構都市社區綠地之治理模式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model of community green spaces in 

ci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y landscape 

同意結案備

查 

4 C107081

結案報告 

從官方品質揭露到民眾參與網路評價―民眾對醫師/醫院評價

的認知、使用以及回饋行為之探索 

Exploring the public’s awareness, usage, and feedback of 

physician/hospital ratings 

同意結案備

查 

5 C107155

結案報告 

正向帶孫之影響因素：三代共榮效應模式 

Factors of positive majel for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Well-

beings for three generations 

同意結案備

查 

6 C107157

結案報告 

夫妻間感恩表達與感受：「自己人」的調節作用 

Gratitude expression and feeling of gratitude among coupl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sense of ''one of us'' 

同意結案備

查 

7 C107201

結案報告 

以數學模型改良光學薄膜鍍製色盲眼鏡之研究 

Mathematical simulation of color blindness for notch filter 

design 

同意結案備

查 

8 C108035

結案報告 

以整合與社區應用觀點發展中高齡爆發力測量方法 

Developing a explosive force measurement method with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application perspectives in middle 

and old age people 

同意結案備

查 

9 C108054

結案報告 

費茲定律在時-空限制下的關係 

The Reciprocal Relation of Fitts’ Law in Space and Time 

同意結案備

查 

10 C108102

結案報告 

創新之連續性全幅病理組織切片影像之對位法 

Novel algorithm for alignment of consecutive histopathology 

whole-slide images 

同意結案備

查 

11 C108127

結案報告 

飼主情感依附與同伴動物命名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naming their companion animal 

同意結案備

查 

12 C108162

結案報告 

扁平足高爾夫球選手使用足弓支撐鞋墊介入後對平衡能力之

急性影響 

Acute effect of flatfoot golfers on balance performance after use 

insole with arch support 

同意結案備

查 

13 C108178

結案報告 

大專男子籃球員下肢肌力特質、肌肉結構與移動能力之探討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ength characteristic muscle 

structure and movement ability of lower limbs in male collegiate 

basketball players. 

同意結案備

查 

14 C108182

結案報告 

「教」與「學」之間的距離：電影輔助教學之認知處理層次

架構驗證 

Effectiveness of media-assistant teaching: An applying level-of-

processing framework of learning 

同意結案備

查 

15 C108204

結案報告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大學生對簽署 DNR 意向與生命意義的

關係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 signing 

Do-Not-Resuscitate Intention and Meaning of Life based 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同意結案備

查 

16 C108208

結案報告 

澳門地區精神障礙者之復元與自我污名現況及相關因素調查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tatus and relevance factor between 

recovery and self-stigma of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in Macau 

同意結案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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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7 C109020

結案報告 

利用穿戴式裝置預測與評估最大肌力 

Use wearable devices to predict and evaluate maximum muscle 

strength 

同意結案備

查 

18 C109025

結案報告 

臺灣社區藥師執行戒菸服務與自我效能強度之研究 

The Study on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and Self-efficacy of 

Taiwan Community Pharmacists 

同意結案備

查 

19 C109040

結案報告 

基層醫療診所病患正確用藥認知、態度、行為之研究 

A study of cogni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correct medication 

usage among patients of primary medical clinic. 

同意結案備

查 

20 C109164

結案報告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師工作價值觀、工作倦怠與社會

支持之研究 

Research on the Job Values, Job Burnout and Social Support of 

Case Managers in the Drug Abuse Prevention Centers 

同意結案備

查 

21 C109217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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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結案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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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8021 

計畫終止 

經國管理暨

健康學院觀

光休閒與健

康系 

不同負重強度與坡度在急性常壓低氧

下生理參數與認知之探討 

Study on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and 

cognition of different weight-bearing 

intensity and gradient in acute 

atmospheric hypoxia 

疫情延宕以

及受試者難

尋申請終止 

追認通過 

2 C109063

計畫終止 

輔仁大學醫

學系 

運用腎細胞癌磷酸化標碼資料庫，探

討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1 訊息路

徑在腎細胞癌致癌機制與亞型分類之

關聯性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of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1 signaling pathway in 

renal cell carcinoma carcinogenesis and 

subtyping classification with renal cell 

phospho-barcode database 

因科技部計

畫未獲得補

助，無法執

行計畫。 

追認通過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會後禱：（略） 

陸、 散會：（15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