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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5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111年 4月 26日（星期二）13：30 

地    點：野聲樓第一會議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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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玉華委員、邱倚璿委員、陳富莉委員、陳秋

燕委員、詹貴惠委員、黃懷蒂委員、劉瓊瑛委員、汪志雄委員、

張陳弘委員、魏中仁委員、郭樓惠委員、釋高上委員 

         （以上共 18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楊巧如委員、戴伯芬委員、陳坤虎委員 

列席人員：賴妤甄、翁珮涓、王睿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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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校外9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5人。非單一性別，男性9人、女性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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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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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件、結案報告 3件、執行偏差 1件，共 14

件，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10067 輔仁大學

師培中心 

台灣新文化意象中的能動性

分析－從「身體感知」與

「社群實踐」看新住民子女

的能動性展現 

The agentic analysis of the 

new cultural imagination in 

Taiwan: Revealing the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agentic expression from their 

embodied cognition and 

practices in community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2票(機構

外 2人、男性 1人、女性 1人、

非學術專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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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110077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手搖車訓練結合血流限制對

運動員心肺與肌肉適能的影

響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2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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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Arm ergometer training 

combined with blood flow 

restriction on cardiopulmonary 

and muscular fitness in athletes 

外 2人、男性 1人、女性 1人、

非學術專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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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110083 中國文化

大學體育

學系 

監控核心溫度在高溫環境 3

分鐘衰竭測驗判定臨界負

荷、攝氧動力學和腦部、肌

肉氧和作用之系統性關聯 

Monitor the core body 

temperature in a high-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for a 

3-minute all-out test to 

determine the systematic 

correlation of critical power, 

oxygen uptake kinetics and 

cerebral and muscle 

oxygenation. 

通過 

投票人數:16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2票(機構

外 2人、男性 1人、女性 1人、

非學術專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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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110108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科學研究

所 

增強式訓練對於划船選手生

物力學表現與肌肉疲乏之影

響 

The effect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the biomechanical 

performance and muscle 

fatigue of rowers 

修正後再審 

投票人數:18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1票、修正後通過 1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6 票、不通過 0票 

追蹤審查頻率: N/A 

討論摘要: 

1. 受試者納入條件合適性。 

2. 材料保存及運用規劃。 

修正事項: 

1. 有關本研究資料保存 10年的

原因為計劃之運用及實驗室

資料庫使用，提醒 PI貴實驗

室之資料庫並非正式成立的

資料庫保存單位，因此，研

究計畫資料僅限於計畫成果

之使用，請修正說明，並提

出合理保存的期限。 

2. 考量我國 12-15歲的國中生

之生理發展與 16-18歲的有

差異，依 PI說明本計畫之課

表是改編至 Egan-Shutt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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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2017, 2019) 的研究，經檢

視這二篇文獻，僅 Egan-

Shuttlers (2017) 那篇有訓練

課表 (受試者年齡為 16 ± 0.6) 

僅 4週中每週的第一天『蹲

跳』的次數較該文獻少了 5

次，其餘的部分皆相同；請

主持人說明調整的內容，及

其適合性。 

3. 本研究擬召募的受試者為

12~35歲，先前回覆受試者

的招募條件增加了『通過當

學期之國民體適能個項目檢

測成績前 40%』，考量我國

12-15歲的國中生之生理發展

與 16-18歲的有差異，若仍

欲招募 12~35 歲的受試者共

同訓練，建議主持人考量體

能表現應達 75%以上(達銀質

章等級)。 

5 C110134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

大學人類

發展與健

康學院 

探討親子互動之體感遊戲對

幼兒能量消耗、自覺能力、

認知彈性、基本運動技能和

體適能表現之成效 

Effects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ve Exergaming on 

Energy Expenditure, Perceived 

Competence, Cognitive 

Flexibility, Fundamental 

Motor Skills and Physical 

Fitness in Preschool Children 

通過 

投票人數:17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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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修正事項: N/A 

6 C110142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

大學護理

系 

智謀介入方案對慢性思覺失

調症病人復元及生活品質之

改善成效 

The effects of resourcefulness 

group intervention on recover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通過 

投票人數:18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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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110153 國立體育

大學技擊

運動技術

學系 

速度依循阻力訓練結合反應

及視覺回饋策略對菁英跆拳

道選手預先計畫與反 應性運

動表現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velocity-based 

resistance training with 

通過 

投票人數:18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18票、修正後通過 0票 



FJU-IRB F-062 /20151117 

4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reaction and visual feedback 

on planning performance and 

reactive performance in elite 

Taekwondo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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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0161 輔仁大學

法律系 

開啟再審的影響因素探討 

On Factors of Opening Retrial 

通過 

投票人數:17 人 

迴避:1票(機構內、男性、學術

專業)；離席/遲到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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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110164 國立體育

大學技擊

運動技術

學系 

提升競技選手運動科學素養-

運科教練培育 

Enhancing sports science 

literacy of athletes: Sports 

science coach education 

通過 

投票人數:18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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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8081 

結案報告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

學系 

人工智慧於學術圖書館之應

用、倡議與育成 

The application, advocacy and 

incubato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or academic 

libraries 

1. 同意結案備查。 

2. 提醒主持人日後執行研究計

畫應留意事項。 

11 C108157

結案報告 

國立空中

大學公共

行政學系 

運用人工智慧重設公部門中

層管理者的策略性角色：臺

灣六都研考業務的前瞻分析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Redesign Middle Managers’ 

Strategic Roles in Public 

Sector: A Forward-looking 

Analysis for RD Work in Six 

Municipalities of Taiwan 

1. 沒有使用蓋有核准章同意書

收案及更換助理無申請修正

案請主持人提交執行偏差報

告並進行 3 小時教育訓練，

另簽名用影印的部分考量疫

情因素，提醒主持人日後應

留意知情同意程序。 

2. 修正後通過 

12 C108184

結案報告 

輔仁大學

博物館學

研究所 

邁向共創:博物館實踐社群參

與之研究 

Toward co-creation: practicing 

1. 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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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museums 
2. 提醒主持人日後留意收案人

數如有修改，需申請修正

案。 

13 C107113 

執行偏差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

學系 

糖尿病人際品質與衛教品質

的探討 

Discussion on quality of 

Diabetes interpersonal and 

health education quality 

同意存查。 

14 C110095 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

學系 

運用「醫學倫理法律議題」

微電影於醫學院生之專業素

養能力培育研究 – 以職能

治療學系為例 

Research on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competency 

by Using self-created 'Medical 

Ethics and Law' Micro-films in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students 

通過 

投票人數:18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0票 

可通過: 

通過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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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件、免除審查 1件、修正案 16件、期中

報告 8件、結案報告 13件、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4件，共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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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9030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

所 

八週下坡增強式訓練對爆發力選手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Eight Weeks Downhill 

Plyometric Training On Explosive Type Athlete 

追認通過 

2 C109148 輔仁大學護理

學系 

長期照顧機構外籍照顧服務員適應歷程之研究 

A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among 

Foreign Care Workers at Long-term Care Facility 

追認通過 

3 C109236 輔仁大學呼吸

治療學系 

運用教學科技、高擬真情境模擬教學、線上客

觀結構式臨床測驗於從實習前訓練創新無縫接

軌到成⼈重症呼吸 治療臨床實習 

An innovative seamless transition from pre-

clinical training to adult critical respiratory 

therapy clinical practicum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high-fidelity 

simulation, and remot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追認通過 

4 C110066 國立臺北護理

健康大學 

應用混成學習與問題導向教學法提升護生高齡

照護的批判性思考與倫理素養之成效研究 

The effectiveness of blended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to improve the geriatric nursing of critical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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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thinking and ethical competence among nursing 

students 

5 C110069 輔仁大學社會

學系 

部落原住民社會經濟狀況調查 —以花蓮縣秀

林鄉水源部落為例 

A study on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tribal community: The 

case of Kulu in Shueiyuan, Hualien 

追認通過 

6 C110075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比較闊背肌滾筒放鬆及睡眠者伸展對於肩關節

內轉角度缺損棒球投手肌肉張力、肩關節活動

度及肌力之效果 

Comparison the Effect between Latissimus Dorsi 

Foam Roller Release and Sleeper Stretch on 

Muscle Tension, Shoulder Range of Motion and 

Muscle Strength for Pitchers with GIRD 

追認通過 

7 C110090 輔仁大學兒童

與家庭學系 

幼兒 3C 使用、親子共讀與幼兒情緒表現之關

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usage of 3C,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performance 

追認通過 

8 C110097 輔仁大學護理

學系 

情境式判斷測驗於護理人員甄選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Judgement Test in 

Selection of Nursing Personnel 

追認通過 

9 C110101 輔仁大學生物

醫學海量資料

分析碩士學位

學程 

利用真實世界數據發展台灣罕見疾病治療價值

評估框架 

Using Real-World Data (RWD) to Develop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Value of Rare 

Disease Treatments in Taiwan 

追認通過 

10 C110114 國立臺北護理

健康大學 語

言治療與聽力

學系 

聽力正常耳鳴者的聽性腦幹反應記錄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in normal-hearing 

individuals with tinnitus 

追認通過 

11 C110124 輔仁大學體育

學系 

固定式節奏訓練對於射箭成績與瞄準時間之影

響 

The effect of fixed rhythm training on archery 

performance and aiming time. 

追認通過 

12 C110129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

學系 

大專一級男子籃球員下肢單側等長肌力特質、

減速及改變方向能力之相關性研究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ilateral isometric 

strength characteristics, deceleration, and change 

of direction ability in division one male collegiate 

basketball athletes 

追認通過 

13 C110130 法鼓文理學院

生命教育學程 

神經語言學邏輯層次對僧侶自我覺察與轉化之

影響 

The Effects of NLP Logical Levels on Monastics' 

Self-awareness and Transformation 

追認通過 

14 C110131 法鼓文理學院

生命教育碩士

學位學程 

求助行為與療癒經驗之研究-以抽籤求助為例 

A Study on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Healing 

Experience：Help-Seeking Behavior by Oracle 

Poetry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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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5 C110132 中國文化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大臺北地區大學生未精製全榖類製品滿意度之

研究 

The study on Satisfaction of Whole Grai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of Taipei Area 

追認通過 

16 C110133 輔仁大學教育

領導與發展研

究所 

線上教學效能、社會情緒學習、同情疲勞、線

上教學疲勞與線上教學滿意關係的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online teaching and social emotional 

efficacy, compassion and online fatigue, and 

online pedagogical satisfaction 

追認通過 

17 C110136 輔仁大學心理

學系 

尋找克服逆境的魔法：COVID-19疫情期間青

少年的復原力探究 

Finding the magic of copying with challenges: 

adolescent resilie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追認通過 

18 C110137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大專棒球野手體能素質及動作型態與運動表現

之關聯性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n Physical Profile, 

Movement Patterns and Sports Performance for 

Collegiate Baseball Fielders 

追認通過 

19 C110138 輔仁大學體育

系 

空手道側踢與側後踢運動生物力學之比較 

Exploring differences in Karate side kicks and 

back kicks biomechanics 

追認通過 

20 C110139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青年男子排球運動員身體素質及運動能力對於

專項技術表現之關聯性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Anthropometric, 

Motor Abilities, and Volleyball Relate Specific 

Skills in Young Male Volleyball Players 

追認通過 

21 C110140 輔仁大學護理

學系 

Covid-19流行期間復原力促進方案對護生實習

壓力之成效 

The effect of the resilience-promoting program on 

the perceived stres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追認通過 

22 C110141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功能性訓練對空氣槍選手的射擊瞄準穩定性、

上下肢平衡與對稱性及專項成績之效益 

The effects of functional training on air pistol 

athletes' shooting aiming stability, balance and 

symmetry of upper and lower limbs, shooting 

performance. 

追認通過 

23 C110144 國立臺北護理

健康大學醫護

教育暨數位學

習系所 

Line聊天機器人輔助數位課程提升護理師文化

能力之成效 

The assistance of Line bot in digital cours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es’ cultural 

competence 

追認通過 

24 C110145 輔仁大學醫學

系 

探討腸道益生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TWK10 誘導巨噬細胞活化與極化促進動物體

內的骨骼與肌肉再生的機制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by intestinal 

probiotic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TWK10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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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induces macrophage activation and polarization to 

promote bone and muscle regeneration in animals 

25 C110147 體育大學運動

保健學系 

國中教師身體活動與復原力之關聯性研究－以

新北市為例 

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resilience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taking New Taipei City as an example 

追認通過 

26 C110150 輔仁大學教育

領導與發展研

究所 

新世代年輕人的學習動機和工作價值觀調查研

究 

A study o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work 

valu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追認通過 

27 C110151 國立臺北健康

護理大學休閒

產業與健康促

進系 

原住民自我一致性如何影響幸福感及文化活動

參與意圖？ 

How does the self-consistency of indigenous 

peoples affect happiness and participating 

intention of cuitural activity? 

追認通過 

28 C110152 輔仁大學呼吸

治療系 

應用翻轉教室教學在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員之學

習成效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flipped classrooms for 

caring attendant training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追認通過 

29 C110160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

所 

建立仰臥推舉時不同負荷之能量消耗預測公式 

Prediction of energy expenditure for different 

loads bench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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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0156 輔仁大學統資

系 

防疫物資的時空資料分析與誤差傳播-以健保

特約機構口罩剩餘數量為例 

Spatial-temporal data analysis and error 

propagation for antiepidemic materials - taking the 

mask inventory of pharmac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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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7036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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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主持人變更職稱。 

2.變更研究人員。 

追認通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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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次修正: 

變更研究人員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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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muscular damage and stress 

hormones responses 

3 C108067

修正案 

台灣兒少課外時間運用: 親職外包

與長假效應 How Taiwanese 

Children Spend Their Time 

第 1次修正: 

1.新增 2名研究人員。 

2.變更研究對象與同步修

改相關文件及研究程序、

方法。 

3.新增影片錄影。 

追認通過 

4 C108076

修正案 

建立偕同治療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理

進展之甲基營養素(葉酸/膽鹼/甜菜

鹼)適當攝取量：研究腸肝軸線能

量代謝質體診斷指標與分子作用機

轉 Dietary allowance of methyl donor 

nutrients (folate/choline/betaine) to 

minimize risk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progression: novel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markers in 

metabolomics of gut microbiome/host 

methyl nutrition and the working 

mechanisms 

第 1次修正: 

變更研究助理，刪除 3位

新增 4位。 

追認通過 

5 C108096

修正案 

高光譜影像照影平台開發及分析技

術於洗腎病患之動靜脈廔管狀態評

估及預測 Development of 

Hyperspectral Imaging Platform for 

Analyzing Arteriovenous Fistula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第 1次修正: 

PI聯絡資訊更改及增加研

究助理。 

追認通過 

6 C108173

修正案 

住宿式長照機構外籍看護工執行失

智照顧與訓練模式探討 The study 

of dementia care and tra i ning among 

Foreign care workers’ in the 

Taiwanese Long Term Care Facilities 

第 2次修正: 

新增 1位研究助理 

追認通過 

7 C109046

修正案 

伴侶互動任務與配對因應對膚電反

應、呼吸率及關係滿意度之影響

Dyadic coping affects galvanic skin 

response, respiration amplitud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within couple 

interaction tasks 

第 1次修正: 

1. 延長執行期間。 

2. 不良反應處理人員變

動。 

追認通過 

8 C109057

修正案 

城鄉社區共餐據點運作及高齡者營

養和參與狀況之比較 Comparison 

the operation of congregate meal in 

community health care centers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and 

nutrition status, willingness in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第 1次修正: 

問卷增加 3項題目 

追認通過 

9 C109058

修正案 

走向社交與智能化? 探索社會影響

對資訊偏好、產品偏好與價格意願

之決策路徑 Go sociable and smart? 

Exploring the journey of social 

第 1次修正: 

1. 中英文問卷題目修

正。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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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influence on information preference, 

product preference and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2. 取消日文問卷及日本

市調。 

3. 取消招募廣告。 

4. 同步修改申請表。 

10 C109073

修正案 

單側與雙側壺鈴熱身運動對大專運

動員平衡能力及氧化與代謝壓力生

化值之影響 Effect of 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training by kettlebell as a 

warm-up exercise on balance ability, 

oxidative and metabolic biomarkers 

in collegiate athletes 

第 2次修正: 

變更招募對象 

追認通過 

11 C109189

修正案 

已婚女性照顧父母的矛盾與回饋對

其生活福祉的影響 Effects of 

ambivalence and rewards on the well-

being of married women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 

第 1次修正: 

修正問卷 

追認通過 

12 C109223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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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very 

of 2-4 mmol/l threshold and Lactate 

exclusion in 2-Day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第 1次修正: 

修正研究設計 

追認通過 

13 C109225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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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新增一位研究人員 

追認通過 

14 C110015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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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變更納入條件，以利收

案。 

追認通過 

15 C110026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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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新增 DOI問卷 

2.修訂其他問券題目 

追認通過 

16 C110150

修正案 

新世代年輕人的學習動機和工作價

值觀調查研究 A study o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work valu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第 1次修正: 

變更受試者出席費 

追認通過 

 



FJU-IRB F-062 /20151117 

11 

 

案由二-4、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9038

期中報告 

親屬、家屋及骨與肉：四川西北梭磨河、雜谷腦河與大金川

流域嘉絨藏人之元分類體系 

Kinship, House, Bone and Flesh: The Meta-classification of 

rGyalrong Tibetan in Northwest Sichuan 

追認通過 

2 C109046

期中報告 

伴侶互動任務與配對因應對膚電反應、呼吸率及關係滿意度

之影響 

Dyadic coping affects galvanic skin response, respiration 

amplitud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within couple interaction 

tasks 

追認通過 

3 C109057

期中報告 

城鄉社區共餐據點運作及高齡者營養和參與狀況之比較 

Comparison the operation of congregate meal in community health 

care centers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and nutrition status, 

willingness in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追認通過 

4 C109067

期中報告 

醫療敘事文本融入國文課程對提升醫學院學生自我覺察力之

成效研究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Medical Narrative 

Texts into Chinese Courses for Improving Self-Awareness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追認通過 

5 C109083

期中報告 

以微電影展演作為「醫病溝通」之縱貫式整合教學模組及建

構學習成果應用模式 

Using Microfilm as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skills learning 

application and model of connection in longitudinal curriculum 

integration. 

追認通過 

6 C109114

期中報告 

跳躍表現檢測時下肢非對稱性之研究 

Study of Inter-Limb Asymmetries during the Tests of Jump 

Performance 

追認通過 

7 C109137

期中報告 

腿後肌肌內效促進式貼紮應用於跆拳道踢擊軸心腳之動態平

衡能力、運動學與肌電學分析 

Effect of facilitate taping on Kinesio Tape on turning kick pivot 

foot dynamic balance, EMG activity and kinematic of the 

Hamstring muscle in Taekwondo athlete 

追認通過 

8 C109160

期中報告 

探討準父親生產害怕與陪產效能、夫妻親密感及產後憂鬱之

相關性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xpectant father's fear of 

childbirth, accompanying efficacy, couple intimacy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追認通過 

 

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7153

結案報告 

臺北市老人接受外籍看護工照顧服務需求之研究─以恆安照

護集團為例 

A Study of the Care Service Needs of the Elderly among the 

Family Hiring Foreign Care Workers in Taipei City─A Case 

Study in Hang-An Senior Living 

同意備查 

2 C108123

結案報告 

精油按摩技法應用於頭皮養護流程最適化之探討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essential oil massage techniques 

applied to the scalp health care procedures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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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3 C108124

結案報告 

頭皮隔離液應用於染髮過程之效益研究 

Study on the benefits of scalp protector before hair coloring 

process 

同意備查 

4 C108139

結案報告 

預測憂鬱傾向者情緒狀態：以機器學習分析 PTT電子佈告欄

文章 

Detection of Mood State of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alyzing 

PTT Bulletin Board System Articles by Machine Learning 

同意備查 

5 C108159

結案報告 

柔道選手肌力體能分析 

Judo Athletes Physical Strength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同意備查 

6 C108192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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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108197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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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109021

結案報告 

中文(台灣)版老年嗓音指數量表信度與效度分析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Mandarin Chinese (Taiwan) 

version of the Aging Voice Index (AVI) 

同意備查 

9 C109115

結案報告 

結合物聯網之平衡檢測與訓練系統 

Balance detec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同意備查 

10 C109138

結案報告 

基層診所開立長照醫師意見書困難與相關因素探討-以新竹市

為例 

The Difficulite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Primary Care Doctors' 

Opinion Papers in Long-term Care: A Case Study of Hsinchu City 

同意備查 

11 C109141

結案報告 

高齡者家庭智慧產品購買與使用經驗 

The experiences of purchasing and using family smart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Based on the ethnomethodology approach 

同意備查 

12 C109155

結案報告 

舞者與一般人過度柔軟對肌力與本體感覺影響之差異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dancers' flexibility on muscle strength 

and proprioception 

同意備查 

13 C110064

結案報告 

探討不同飲料中 Bacillus coagulans 經高壓加工與熱加工後的

影響 

Effect of high pressure processing and thermal processing on 

different beverages with Bacillus coagulans 

同意備查 

 

案由二-6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一)不良事件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通報事件描述 決議 

1 C108085 

 
輔仁大

學營養

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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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因子隨機

臨床試驗 

受試者跟 PI 電話聯繫，說

明無法繼續參加研究，因接

觸史被匡列後診斷出 

COVID-19，住院治療。住

院期間經歷許多治療，有許

多腸胃道症狀無法正常飲食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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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通報事件描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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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繼續參加研究。出院後也

因為還要繼續做 PCR 檢

測、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

理 … 等，不方便繼續參加

研究。 

2 C108085 輔仁大

學營養

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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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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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表明不想再回來後測

抽血，因再過幾天要進行膝

關節退化須進行手術，不想

出門，且手術前有可能會再

被抽血，因此不希望短期被

抽太多血。 

同意備查 

 
(二)計畫終止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原因 決議 

3 C109077 輔仁大學

呼吸治療

學系 

發展兒童標準化病人結合高

擬真的創新實作課程-運用兒

童標準化病人與 OSCE 來評

估學習的有效性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standardized patients combined 

with high-fidelity innovative 

practical courses-using children 

standardized patients and 

OSC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計畫未獲補助。 同意備查 

4 C109078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從大一國文到心理學：反思

寫作對護理核心素養建立之

教學實踐 

Teaching Practice of Applying 

Reflective Writing to 

Psychology in Nursing 

Education 

計劃案未通過，致

未執行。 

同意備查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會後禱：（略） 

陸、 散會：（15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