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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6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111年 6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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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楊巧如委員、戴伯芬委員、陳坤虎委員、陳富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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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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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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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件、期中報告 2件、結案報告 2件、執行偏差

4件，共 16件，請 審議。 

討  論： 

主任委員:因為詹貴惠委員今天會提早離開，如果各位不介意，我們從

案由一-2、案由一-15開始討論。 

第二案：C110108 

主審委員報告：(略) 

決  議：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10102 中國文化大

學技擊運動

暨國術學系 

衝刺與高強度間歇訓練誘發

血乳酸濃度與大腦健康因子

及功能適應的關聯性與保留

效應：建構 HIIT與大腦健

康的最佳化模型 

The correlations of adaptation 

and retention effects of sprint 

and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induced blood lactate 

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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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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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concentrations on brain health 

factors and function: An 

optimal mode for HIIT and 

brain health 

討論摘要: N/A 

修正事項: N/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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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投票人數:16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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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 1次 

討論摘要: N/A 

修正事項: N/A  

3 C110168 國立體育大

學競技與教

練科學研究

所 

急性單次 HIIT 運動負荷吸

取高濃度氧氣對肌肉疲勞累

積之反應 

Acute single session HIIT 

with Hyperoxia on muscle 

fatigue accumulation 

通過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1票(機構外、女性、學術

專業)；離席/遲到 3票(未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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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 N/A 

修正事項: N/A 

4 C110169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人類發展與

健康學院 

探討虛擬實境體感遊戲對大

學生生理與心理表現之成效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Virtual Reality Exergame in 

College Students 

修正後再審 

投票人數:13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4票(未填

答) 

可通過: 

通過 0票、修正後通過 5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8 票、不通過 0票 

追蹤審查頻率: N/A 

討論摘要: 

1. 研究計畫所需投入的人力、

心力。 

2. 禁食 12小時的原因。 

修正事項:  

1. 請說明禁食 12小時的必要

性或請提出相關佐證。 

2. 請考量縮短禁食時間 

3. 請補充說明需測能量消耗

的原因。 

5 C110173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應用於憂鬱症的太極虛擬實

境系統 

修正後再審 

投票人數: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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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人類發展與

健康學院 

Tai chi virtual reality system 

for depression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票(未填

答) 

可通過: 

通過 0票、修正後通過 0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14 票、不通過 0票 

追蹤審查頻率: N/A 

討論摘要:  

1. 受試者來源的適當性。 

2. 研究人力。 

3. 研究對象選擇條件是否合

理。 

4. 研究程序的安全性。 

修正事項:  

(1) 增列精神科醫師作為 CO-PI 

(2) 研究對象招募應由精神科

醫師轉介非由學校學輔中

心轉介。 

(3)太極拳僅可作為輔助治療不

可取代原治療方式 

6 C110186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醫護教育暨

數位學習系 

融入同理心訓練於醫護教育

程式教學之研究 

A Study of Integrating 

Empathy Training with 

Programming Teaching into 

Allied Health Education 

通過 

投票人數: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票(未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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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事項: N/A 

7 C109061 

期中報告 

輔仁大學應

用美術學系 

高齡失智使用者陪伴應用程

式設計 

A Study on Design of 

Companion App for Older 

Adults with Dementia 

通過 

投票人數:14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3票(未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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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事項:N/A 

8 C109066 

期中報告 

輔仁大學體

育學系 

探討間斷性瞄準次動作的閾

值來源 

Origi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b-movements in discrete 

通過 

投票人數:15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2票(未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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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aiming movements 可通過: 

通過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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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109039 

結案報告 

輔仁大學音

樂學系 

音樂治療應用於威廉氏症候

群口語表達能力之成效 

The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on the oral expression ability 

of William syndrome 

同意結案備查 

10 C11000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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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網路問卷應設定收案份數，

非無限制地收集，且主持人

及研究團隊應付監督之責。

若有超過預定收案人數的可

能應提出修正申請。 

2. 同意結案備查。 

11 C108157

執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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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存查 

12 C108075

執行偏差 

輔仁大學營

養科學系 

建立預防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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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存查 

13 C109016

執行偏差 

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 

親子按摩對學齡前自閉症幼

兒睡眠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Parent-to-

Child Massage on the Sleep 

同意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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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of Preschoo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14 C109066

執行偏差 

輔仁大學體

育學系 

探討間斷性瞄準次動作的閾

值來源 

Origi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b-movements in discrete 

aiming movements 

同意存查 

15 C110068 經國管理暨

健康學院觀

光休閒與健

康系 

間歇低氧高氧訓練 (IHHT) 

與運動介入對亞高血壓中老

年生理參數、運動表現與血

壓控制之影響 

The effect of intermittent 

hypoxia and hyperoxia 

training (IHHT) and exercise 

training on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exercise 

performance and blood 

pressure control in Seniors 

with subhypertension 

通過 

投票人數:16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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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 1次 

討論摘要: N/A 

修正事項: N/A 

16 C106128 

第二次 

期中報告 

輔仁大學 臺灣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經動

脈取栓術登錄（第二部份：

前瞻性研究） 

Taiwan registry of 

transarterial thrombectomy 

for the treating acute 

ischemic stroke due to major 

cerebral vessels occlusion 

(prospective part) 

修正後通過 

投票人數:16 人 

迴避:0 票；離席/遲到 1票(未填

答) 

可通過: 

通過 1票、修正後通過 15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票 

追蹤審查頻率: 每 6個月 1次 

討論摘要: N/A 

修正事項:  

1. 請主持人於 3個月內完成易

受傷害族群、知情同意相關

訓練課程 4小時。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22件、免除審查 2件、修正案 6件、期中

報告 11件、結案報告 21件、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23件，共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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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0061 輔仁大學織

品服裝學系 

以建築資訊模型建構之實虛整合協作系統－以

服飾零售店空間設計為例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to Build a 

Brick-and-click Collaboration System - an Example 

of Fashion Store Design 

追認通過 

2 C110086 輔仁大學醫

學系 

大體老師生命故事融入人生哲學課程對醫學生

的生死觀影響之初探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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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Integration of body donor's life story into 

philosophy of life cours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view on life and death of medical students 

3 C110093 輔仁大學職

能治療系 

兒童職能治療里程碑、可信賴專業活動之發

展、整合與臨床教學應用 

The development, intergr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milestones, and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n ped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追認通過 

4 C110096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整合動態伸展與震動泡棉滾筒熱身對女性跆拳

道選手踢擊軸心腳之生物力學分析-以膝部韌帶

傷害預防觀點探討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female Taekwondo 

athletes kicking of pivot leg by integrating dynamic 

stretching and vibrating foam 

追認通過 

5 C110118 輔仁大學醫

學院生物醫

學海量資料

分析碩士學

位學程 

亞洲 Her2陽性乳癌自費雙標靶藥物治療策略之

精準醫療成本效益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of Precision Medicine for Self-

Finance Dual-Targeted Drug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in Asia. 

追認通過 

6 C110143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動態貼紮對於動態膝外翻族群在下肢關節角

度、肌力與平衡之效益 

Effect of Dynamic Taping on Lower Limbs 

Alignment, Strength, and Balance in Individuals 

with Dynamic Knee Valgus 

追認通過 

7 C110148 台北護理健

康大學語言

治療與聽力

學系 

中至中重度聽力損失患者使用助聽器移頻功能

的語音辨識效益 

Mandarin Speech Recognition with Frequency 

Lowering for Adults with Moderate and 

Moderately-Severe Hearing Loss 

追認通過 

8 C110154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以方法目的鏈探討校友聚會作為休閒之健康價

值 

A study of Means-End Chains to Explore the 

Healthy Value of Alumni Gathering as a Leisure 

Activity 

追認通過 

9 C110155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醫護教育暨

數位學習系 

嚴肅性電子遊戲輔助教學於提升護理學生臨床

呼吸道照護之學習成效 

The Effectiveness of A Serious Game on 

Facilitating Respiratory Care Education among 

Nursing Student 

追認通過 

10 C110157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耳穴貼壓與按摩對停經後婦女的睡眠品質、身

心壓力舒緩與經絡能量之改善成效 

Auricular acupressure with Massage on Improving 

the Sleep Quality、Physical and Mental stress 

relaxation and Meridian Energy of Postmenopausal 

women 

追認通過 

11 C110158 輔仁大學公

共衛生學系 

COVID-19疫情對台灣長期照護人員之心理社會

衝擊與因應策略 

Psychosocial impact of COVID-19 and coping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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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strategies among long-term care workers in Taiwan. 

12 C110159 輔仁大學臨

床心理學系 

閱讀敘事小說促進心智理論－以自閉症特質大

學生為例 

Reading Narrative Fiction Improves Theory of 

Mind: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Autistic Traits 

追認通過 

13 C110162 中央警察大

學刑事警察

學系 

人工智能教練運用於管理警務人員的壓力之前

驅實驗 

The Beginning of AI-based Stress Management of 

Police Officer 

追認通過 

14 C110163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以 FMS 為基礎的矯正運動對提升中高齡者關節

活動度和穩定度的效益 

The Effects of FMS-based Corrective Exercises for 

Improving the Mo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Joint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追認通過 

15 C110165 輔仁大學臨

床心理學系 

害怕自我疼惜、品味信念與內隱外顯情緒調節

在正念特質影響憂鬱的中介、調節角色研究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fear of self-

compassion, savoring beliefs, implicit and ex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traits on depression 

追認通過 

16 C110166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科學

研究所 

第二型糖尿病 75歲以上老年人肌力表現與老年

綜合症相關指標與一年後代謝指標變化之關聯 

The Correlation of Muscle Strength Performance 

and Changes of Metabolic Parameters Following 

One Year in Type 2 Diabetes for People Over the 

Age of 75. 

追認通過 

17 C110170 輔仁大學臨

床心理學系 

族群認同、復原力與希望感之關聯性研究-以輔

大原住民族學生為例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thnic Identity, 

Resilience, and Hope of Indigenous Students - the 

Example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追認通過 

18 C110172 國立體育大

學運動保健

學系 

彈力帶結合平衡訓練對於高齡者預防跌倒參數

之影響 

Effects of elastic band combined with balance 

training on fall prevention parameters in the elderly 

追認通過 

19 C110175 國立體育大

學體育研究

所 

「歸屬需求量表」中文化：信效度分析與法理

網絡檢驗 

The Chinese version of Need to belong scale: the 

validity, reliability and nomological network. 

追認通過 

20 C110177 輔仁大學統

計資訊學系 

健康大數據空間不確定性: 以全民健康保險資料

庫為例 

Spatial uncertainty in big health data :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as an example 

追認通過 

21 C110178 輔仁大學公

共衛生學系 

新冠肺炎流行對大學學生親密關係的影響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demic on Intimate 

Relation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追認通過 

22 C110196 輔仁大學醫

學系 

頭頸癌的病理特徵與預後之探討-台灣全國資料

研究 

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 Prognosis of Head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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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and Neck Cancer – a Taiwan National-Wide Study 

 

案由二-2、免除審查案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10104 輔仁大學醫

學系 

以機器學習方法建構乳癌個案骨轉移預測模

式： 台灣與美國 SEER 世代研究 

Using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to predict bone 

metastases in breast infiltrating ductal carcinoma 

patients: a SEER based and a Taiwan cohort study 

追認通過 

2 C110187 輔仁大學營

養科學系 

健康植物性飲食與經前症候群之相關性 

Dietitians and dietetics students' ability in 

assessing food images. 

追認通過 

 

案由二-、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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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修正: 

新增第 2 年焦點團體

訪談同意書(泰國、越

南、菲律賓) 

追認通過 

2 C109080

修正案 

職場安全如何提升員工健康？ 探討安

全特性轉換型領導對於工作倦怠及工作

導致肌肉骨骼疼痛症狀的關係 How 

Occupational Safety can Improve 

Employee Health?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fety-Specific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Work-Related Burnout, and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第一次修正: 

因應疫情延長計畫期

程，並將三波問卷縮

短為 2波。 

追認通過 

3 C110048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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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更換研究人員。 

2. 變更經費來源。 

3. 增加受試者檢測

資料收集。 

追認通過 

4 C110059

修正案 

原住民教育內容、職涯選擇與部落發展

之研究 

Education content, career choice and tribal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 

第 1次修正: 

1.新增研究人員 

2.修改問卷內容 

追認通過 

5 C110069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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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1. 新增 2位研究人

員。 

2. 問卷新增 2題題

目。 

追認通過 

6 C110135

修正案 

臺灣罕病之流行病學特性、治療型態及

其負擔 Epidemiology, Care Pattern and 

Medical Burden of Rare Disease in Taiwan 

第 1次修正: 

變更健保資料庫使用

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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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6138

期中報告 

朝向「縮退城市」？—臺灣與日本的比較 

Toward “Shrinking cities”?-Comparing Taiwan and Japan 

同意備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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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 C108085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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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4 C109042

期中報告 

認知能力退化高齡使用者直覺操作介面設計(II) 

Intuitive User Interface Design for Older Adul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I) 

同意備查 

5 C109071

期中報告 

以質量兼具混合方法研究探討肌力訓練對肌少風險肥胖停經後

婦女之效益 

Combined quantity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trength training in risk of sarcopenia with obesity postmenopausal 

women-mixed method research 

同意備查 

6 C109079

期中報告 

職能治療大學生同理心訓練方案之發展與成效驗證: 從虛擬情

境(OSCE)到臨床情境 

Development and Efficacy Investigation of an Empathy 

Intervention Protocol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Students : From 

Virtual Context (OSCE) to Clinical Context 

同意備查 

7 C109103

期中報告 

不同動態伸展運動對於優秀跆拳道選手踢擊動作軸心腳運動

學、動力學與肌電圖之影響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thletic Training 

and Health 

同意備查 

8 C109109

期中報告 

游泳選手腹橫肌對肩關節負荷之影響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verse abdominis to the loading of the 

glenohumeral joint in swimmers 

同意備查 

9 C109119

期中報告 

弱勢少年的成長逆境與福祉：探究能動性與生態資產的影響 

Adversity during adolescence and well-being :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agency and ecological assets 

同意備查 

10 C109128

期中報告 

彈震式訓練器研發與訓練效果驗證 

Design of ballistic training machine and assessment of training 

effectiveness 

同意備查 

11 C109151

期中報告 

自我心理韌性、注意力機制在生活壓力事件、早期不適應基模

與心理健康之間的中介、調節角色研究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ego resilience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stressful events, 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and mental health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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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5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7148

結案報告 

從組織變革能耐觀點探討永續之微觀基礎: 

員工未來時間觀、自我調節焦點與投入永續行為關係之研究 

Organizational Change View on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ility Capabilit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during 

Employe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elf-regulatory Focus and 

Involvement in Sustainability Behaviors 

同意備查 

2 C108083

結案報告 

類等長離心運動對肌肉肌腱複合體功能性、肌肉氧飽和濃

度、神經肌肉招募特性、血液生物指標的影響 

Effects of eccentric quasi-isometric exercise on muscle-tendon 

complex functional, muscle oxygen saturation, neuromuscular 

recruitment, and blood biological indicators 

同意備查 

3 C108207

結案報告 

結構性手足團體融合發展性轉化手法應用於兒童神經行為疾

患之 家庭系統支持成效：前導性研究 

Effect of Structured Group Combined with Developmental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for Siblings of Children with Pediatric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in Family System Support: A Pilot 

Study 

同意備查 

4 C109010

結案報告 

不同伸展模式對於中高齡爆發力訓練效益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retching modes with power training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同意備查 

5 C109030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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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6 C109043

結案報告 

探討網路遊戲成癮行為對青少年的學習影響 

The infiuence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on adolescent learning 
同意備查 

7 C109130

結案報告 

複合式訓練對大專女子前排進攻與攔網之效益探討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Front-Row Attack and Block in the 

Combined Training for College Women's Volleyball 

同意備查 

8 C109133

結案報告 

網路性騷擾受害者心理經驗與支持需求探究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nd Support Needs of Victims of Online 

Sexual Harassment 

同意備查 

9 C109143

結案報告 

居家照顧服務員復能識能探討-以北區某居家服務機構為例 

Exploring Home Care Workers’ Reablement Literacy: A Case 

Study of a Home Care Facility in Northern Taiwan 

同意備查 

10 C109146

結案報告 

正念特質在神經質與正負向情緒之中介角色研究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Mindfulness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Positive/Negative Emotion 

同意備查 

11 C109147

結案報告 

影響社區中、老年人健康識能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A Study on the Health Literacy and Related Factors of Community 

Mid-Aged and Older Adults 

同意備查 

12 C109165

結案報告 

從個人與學校層級探討影響國小學童健康體位因素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ealthy Posture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Children from the Individual and School Level 

同意備查 

13 C109170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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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4 C109173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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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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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The impacts of text structure on web-bas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 functional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study 

15 C109182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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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6 C10918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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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7 C11000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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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8 C110007

結案報告 

述情障礙者的因應型態分析：探討調節焦點與自我效能之中

介、調節角色 

Coping strategies of alexithymia: The role of Regulatory Focus 

and self-efficacy 

同意備查 

19 C110024

結案報告 

介入藝術治療對長期照顧機構老年住民社交互動、自尊及幸

福感之成效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ying Art Therapy on Social Interaction, 

Self-esteem and Well-Being for Elderly Residents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同意備查 

20 C110043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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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1 C110063

結案報告 

利用反應曲面法優化根黴菌與耶氏酵母菌在樹豆豆渣之固態

發酵條件及蔬菜抹醬之應用 

Optimization of culturing conditions for solid-state fermentation of 

pigeon pea okara with Rhizopus oligosporus and Yarrowia 

lipolytica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on 

vegetable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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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1 C109074 輔仁大學

呼吸治療

學系 

探討 IL-6和CCL5參與急性呼吸窘迫症進展的機制

及其在早期偵測與預後預測的應用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IL-6 and CCL5 

involving in progression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their application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prognosis prediction 

同意備查 

2 C109074 輔仁大學

呼吸治療

學系 

探討 IL-6和CCL5參與急性呼吸窘迫症進展的機制

及其在早期偵測與預後預測的應用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IL-6 and CCL5 

involving in progression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their application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prognosis prediction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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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撤案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3 C109123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科學研究

所 

青少年安靜代謝與身體組成 

Resting metabolic rate and body composition among 

adolescents 

同意備查 

4 C109124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科學研究

所 

社區高齡者的功能與心智表現 

Functional and psychometric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同意備查 

 

(三)計畫中止、終止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5 C108046

中止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

大學運動

保健學系 

以腸道菌相觀點探討運動與益生菌補充對於睡眠剝

奪之影響與機轉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exercise and probiotics 

on sleep depr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biota 

同意備查 

6 C108063 

終止 

輔仁大學

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

大學醫學

系 

探討血管新生之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FGF2)在大腸

癌對於治療抵抗性的角色及調控機制 (延續計畫) 

Dissected the role of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 (FGF-

2) in the resistant for CRC therapy (Continuation plan) 

同意備查 

7 C108082

終止 

中國文化

大學技擊

運動暨國

術學系 

水中最大有氧能力評定對游泳運動表現的專一性：

水中心肺功能實驗室測量法至實地測量法的縱向關

聯性與驗證之效益 

The specificity of water-based maximum aerobic 

capacity evaluation toward swimming exercise 

performance: The longitudinal correlation and 

verification from laboratory methods to field test. 

同意備查 

8 C108092

終止 

輔仁大學

醫學院公

共衛生學

系 

台灣大學生飲酒行為及其心理社會環境影響 

Alcohol Drinking and Psycho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同意備查 

9 C108097

終止 

天主教輔

仁大學附

設醫院神

經內科 

東方臉孔辨識測驗在早期失智個案之應用 

Face recognition test as evaluation tool in early stage 

of dementia patients 

同意備查 

10 C108161

終止 

國立體育

大學競技

與教練科

學研究所 

不同氧氣濃度熱身應用對 1 km 模擬計時賽競技

能力之影響 

Effect of Warming-up with Different Oxygen 

Environment Strategies on Performance of 1-km 

Simulated Time Trial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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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1 C109004

終止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科學研究

所 

電腦輔助分析最大攝氧量 

Computer aided analysis of maximal oxygen uptake 

同意備查 

12 C109036

終止 

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

心理與輔

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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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3 C109081

終止 

國立體育

大學體育

研究所 

高齡者參與社區形式的團體運動課程的性別差異與

相關社會心理因子：社會生態取向與 RE-AIM 模

式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in the elderly’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based 

exercise group：A social ecological approach and RE-

AIM model 

同意備查 

14 C109087

終止 

輔仁大學

醫學院公

共衛生學

系 

藉酒澆愁？我國大學生憂鬱情緒與飲酒行為之關係 

Dispel Melancholy by Drinks?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lcohol Us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同意備查 

15 C109090

終止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

學系 

特殊體型之醫療用防護樣衣版型建立與修正-以台

灣競技運動國手為例 

Pattern-Making And Refining in a First Sample of 

Gown for Unique Human Body- Take Taiwan 

National Athletes for Example 

同意備查 

16 C109094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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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ency: University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e as 

an example 

同意備查 

17 C109101

終止 

中國文化

大學技擊

運動暨國

術學系 

不同週期階段極端化訓練對肌肉損傷、系統性發

炎、壓力賀爾蒙、免疫功能及有氧能力表現的適應

性：訓練強度分配的應用性與價值 

Effects of polarized training on muscle damage, 

systemic inflammation, stress hormones, immune 

function, and adaptability of aerobic capacity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training periodization: the 

applicability and value of training intensity 

distribution 

同意備查 

18 C109111

終止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

系 

應用統計身形模型與 RGB攝影機開發無標記點動

作追蹤系統之可行性分析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markerless motion tracking 

system using statistical body shape model and RGB 

cameras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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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9 C109131

終止 

國立體育

大學技擊

系 

培育運科教練促青少年競技潛能開發 

Cultivate students to become coaches with sports 

scientific literacy to improve competition potential on 

young athletes 

同意備查 

20 C109158

終止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

學系 

安寧療護社會心理專業服務內涵與發展之探究 

The exploration of psychosocial servic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同意備查 

21 C109167

終止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

學系進修

學士班 

數位時代國內圖書館古籍服務的問題探討 

Discussion on the Service of Ancient Books in 

Domestic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Age 

同意備查 

22 C109168

終止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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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3 C109172

終止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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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會後禱：（略） 

陸、 散會：（15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