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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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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9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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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出席人員：曾育裕副主任委員、李憶菁執行長、邱倚璿副執行長、王愈善委

員、林志翰委員、曾玉華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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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中仁委員、戴伯芬委員、

楊巧如委員、郭樓惠委員、釋高上委員 

         （以上共 17名委員出席） 

公假人員：江明璋委員、陳富莉委員、陳坤虎委員、張陳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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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校外11

人、非學術專業委員6人。非單一性別，男性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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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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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件、結案報告 1件、執行偏差 4件，共 9件，

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10219 輔仁大學

營養科學

系 

健康降尿酸飲食: 短、中期治療

效果與精準營養的角色 

Healthy urate-lowering diets: 

short and medium-term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roles of 

precision nutrition 

通過 

投票人數:16 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1票(機

構外、女性、非學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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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進行全基因掃描的合

理性。 

修正事項: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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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2 C111015 國立體育

大學競技

與教練科

學研究所 

我國韻律體操選手體能與難度

分之關聯性調查 

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fitness and 

difficulty score of rhythmic 

gymn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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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票(機構

外、女性、非學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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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9212 

結案報告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

學系 

大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源探索系

統之研究 

Use of library discovery tools b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同意結案備查 

4 C108206

執行偏差 

國立體育

大學技擊

運動技術

學系 

青少年肌力訓練課程之建構與

實踐-金牌教練培育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ength training course for 

youth athletes- coach education 

同意存查。 

5 C109015

執行偏差 

輔仁大學

生物醫學

海量資料

分析碩士

學位學程 

建構評估我國疫苗接種政策之

健康經濟學模型 

To Build an Health Economics 

Model for Evaluating Vaccination 

Policy in Taiwan 

同意存查。 

6 C109188

執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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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存查。 

7 C109212 

執行偏差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

學系 

大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源探索系

統之研究 

Use of library discovery tools b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1. 同意存查。 

2. 計畫執行過程如有疑問應

與 IRB進行聯繫，如需修

正應於修正通過後方可繼

續執行。 

8 C110214 輔仁大學

音樂系 

線上音樂介入應用於克隆氏症

患者之成效探討 

Effects of telehealth music 

intervention on Crohn’s Disease 

patients 

修正後通過 

投票人數:16 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1票(機

構外、女性、非學術專業) 

可通過: 

通過 2票、修正後通過 14票 

不可通過: 

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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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追蹤審查頻率: 每 1年 1次 

討論摘要: N/A 

修正事項: 

1. 受試者同意書第九-2點“材

料均不需繳回”請改為“材

料與補助均不需繳回”。 

9 C110227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

大學語言

治療與聽

力學系 

互動式程式軟體設計運用於基

礎聽力科學之創新教學法 

Applying Interactive 

Programming in the Teaching of 

Hearing Sciences 

通過 

投票人數:16 人 

迴避:0票；離席/遲到 1票(機

構外、女性、非學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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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簡易審查新申請案 19件、修正案 7件、期中報告 11件、結案

報告 43件、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6件，共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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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0080 輔仁大學

醫學院職

能治療學

系 

人生哲學教育對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學生看待生命

無常與「天職」思維之影響 

The impact of “Philosophy of Life” education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students of medicine college on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 

Vocation" 

追認通過 

2 C110176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保健學系 

不同月經週期介入負荷對女性飛盤運動員情緒反應

與疲勞程度之探討 

The Impact of Physical Exertion at Different 

Menstrual Phase on Female Frisbee Athletes' 

Emotional Response and Fatigue 

追認通過 

3 C110183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

學系 

敏捷韌性組織如何回應企業永續的挑戰：情境、內

容、過程與結果 

How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nd Resilience Respond 

to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ontext, Content,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追認通過 

4 C110192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

學系 

線上認知行為治療團體介入對憂鬱症狀者之治療成

效探討 

Exploring the Efficacy of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Group Intervention for Adults with 

Depression Symptoms 

追認通過 

5 C110202 輔仁大學

法文系 

含動物詞彙之法文片語用法與中譯探究及其於教學

上之應用 

A Study of the Usage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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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French Phrases Containing Animal Locu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6 C110205 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

院觀光休

閒與健康

系 

訓練與登山頻率對登山時與下山後身體狀況之探討 

A study of training and Mountaineering frequency on 

physical condi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hike. 

追認通過 

7 C110206 輔仁大學

醫學院生

物醫學海

量資料分

析碩士學

位學程 

歷年健保總額投入新醫療科技之效益評估-以糖尿

病患者之醫療資源耗用為例 

Benefit evaluation of total investment in health 

insurance in new medical technology-Taking the 

consump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of diabetic patients 

as an example 

追認通過 

8 C110210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科學研究

所 

單次精油芳療按摩對降低男性乙組籃球運動員壓力

與焦慮的成效 

The effectiveness of a single essential oil 

aromatherapy massage on reducing stress and anxiety 

in male group B basketball players 

追認通過 

9 C110211 輔仁大學

營養科學

系 

素食者以海苔為維生素 B12 食物來源對其維生素

B12營養狀況之影響 

The influence of dried purple laver (nori) as a food 

source of vitamin B12 on the vitamin B12 status of 

vegetarians. 

追認通過 

10 C110216 輔仁大學

生物醫學

海量資料

分析碩士

學位學程 

利用族群健康資料進行腫瘤之流行病學、治療結果

及醫療利用之研究 

Utilization of disparate population health data sources 

for tumor epidemiology, treatment outcomes, and 

healthcare utilization study in Taiwan 

追認通過 

11 C110221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保健學系 

六週穩定訓練介入對大專學生基本體能及水上救生

能力之影響 

Effects of 6 weeks stability training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water lifesaving skill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追認通過 

12 C110223 國立體育

大學運動

保健學系 

6週 GYROKINESISⓇ Method 訓練對運動員 功能

性動作柔軟度、運動表現及身體覺察的影響效益 

Effects of six weeks GYROKINESISⓇ Method 

Training for Athletes in Functional Movement 

Flexibility, Performance and Body Awareness 

追認通過 

13 C110224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

學系 

翻轉產業導向服裝技術教學成效評估研究—以立體

剪裁課程為例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n Flipping, 

Industry Based and Hand-On Course – Taking 

Draping Course for Example 

追認通過 

14 C110226 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

與發展研

究所 

 

通識教育學生習得路徑之研究 

A Study of the ways to learned of Liberal education 

students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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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決議 

15 C110228 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

系 

腦機介面訓練介入以提升高齡長者專注力之研究 

The study of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training 

intervention on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elderly 

追認通過 

16 C111001 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

與發展研

究所 

以混合式 E化服務學習進行人生哲學課程單元之

研究 

The research to practice hybrid e-service-learning in 

the course of Philosophy of Life 

追認通過 

17 C111003 法鼓文理

學院社會

企業與創

新碩士學

位學程 

第三人生之創新服務研發 -以社會企業模式創業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Innovative service for 

the third act -Entrepreneurship in a social enterprise 

model 

追認通過 

18 C111005 輔仁大學

護理系 

微電影提升在職生的社區精神長期照護抗壓與防疫

知識、同理心、自我效能之成效 

The effect of micro-movie on improving working 

students' community spirit, long-term care, anti-stress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knowledge, empathy, and 

self-efficacy. 

追認通過 

19 C111007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

學系 

探討經驗迴避、拒絕敏感度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影響

之研究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追認通過 

 

案由二-2、修正案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C106128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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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變更研究團隊成員。 

追認通過 

2 C106128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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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次修正： 

1. 因第 2次期中報告納入

條件與原核定內容有出

入，因此申請修正納入

條件。 

2. 該案於 6/1 申請修正研究

人員，經行政審查通

過。但因 2次期中須入

會討論因此該次修正案

所檢附之 ICF為最早核

定之版本。 

追認通過 

3 C109017

修正案 

「大象」與「跳蚤」的現實世

界 「媒體個人組織學」之初

探：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的

突圍與「組合式人生」The 

Primitive Exploration of the 

Study of Media Organisations 

第 1次修正： 

修正知情同意方式。 

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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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Research： the Challenges and 

Portfolios of Journalists and 

Media Organisations 

4 C109037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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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介入課程改為視訊方式。 

追認通過 

5 C109151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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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受試者回饋由 100元改為

150元。 

追認通過 

6 C110170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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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次修正： 

為提升受試者參與動機，提

高受試者補助。 

追認通過 

7 C110195

修正案 

善用推力來提升高齡者採納健

康生活型態的動機 Using nudge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on 

elder people's in adopting a health 

lifestyle 

第 1次修正： 

新增已完成之問卷 

追認通過 

 

案由二-3、期中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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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109015

期中報告 

建構評估我國疫苗接種政策之健康經濟學模型 

To Build an Health Economics Model for Evaluating Vaccination 

Policy in Taiwan 

同意備查 

3 C109089

期中報告 

三歲到十二歲孩童的反應時間探究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同意備查 

4 C109108

期中報告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提升護理學生重症照護能力與團隊合作 

Applying Multipl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Critical 

Care Competence and Teamwork of Nursing Students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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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5 C109190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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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6 C109191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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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7 C109194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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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8 C109197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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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9 C109200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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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0 C109213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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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1 C109227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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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案由二-4結案報告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7173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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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ional Care 

同意備查 

2 C108050

結案報告 

在安置機構中影響安置少年進入心理諮商之探討-以某安置機

構為例 

A study of the affected factors of the Youth Residential 

organization, for adolescences to take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ake the Youth Residential organization Example. 

同意備查 

3 C108078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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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4 C108185

結案報告 

以電影教學增進公衛系學生心理健康素養之實驗計畫 

Teaching through Movies to Build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Public Health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iteracy-An Experimental 

Study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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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5 C108199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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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108200

結案報告 

接種 HPV 疫苗不良事件之分析 

Analysis of adverse event after HPV vaccination 

同意備查 

7 C108201

結案報告 

HPV疫苗接種相關之認知與評估計畫 

HPV vaccination related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同意備查 

8 C109047

結案報告 

肩內轉肌群疲勞活動對於網球選手肩部運動學的影響 

Changes in shoulder kinematics following an internal rotation 

fatigue protocol in tennis players 

同意備查 

9 C109048

結案報告 

CPR 教學短片對無 CPR 經驗者學習成效分析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CPR teaching videos for people 

without CPR experience 

同意備查 

10 C109075

結案報告 

精準化國文課程對醫學系學生核心素養建立之初探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ffect of the precise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 on improving core competencies of medical students 

同意備查 

11 C109076

結案報告 

施徐氏注意力測驗在盲人之再測信度與最小可偵測之變化值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Minimal Detectable Change of Shih-Hsu 

Test of Attention(SHTA) in Persons with Persons with Blind 

同意備查 

12 C109112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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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3 C109122 

結案報告 

創傷述說之隱現：電腦化字詞分析性創傷經驗之心理意義 

Beyond Words of Suffering: Text Analysis Approach towards 

Sexual Related Survivor's Narratives 

同意備查 

14 C109126

結案報告 

信仰對於個人與組織之間的相關研究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religiosity within and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 

同意備查 

15 C109129 

結案報告 

醫療專業人員替代性創傷歷程與因應之研究— 以無國界醫師

組織為例 

A Study on the Vicarious Traum Process and Coping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 The Case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同意備查 

16 C109140

結案報告 

探討吸氣肌熱身對於低氧環境中運動表現之影響 

The effect of inspiratory muscle warm-up on exercise performance 

in hypoxic environment. 

同意備查 

17 C109148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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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8 C109169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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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19 C109179

結案報告 

長者參與社區共餐對於心理健康及生活品質影響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meals on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同意備查 

20 C10919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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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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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109211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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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2 C109216

結案報告 

擴增實境融入親子繪本故事創作 

Augmented Reality Integrated into Parent-child Story Creation 

同意備查 

23 C109222

結案報告 

應用高強度間歇訓練對競技體操地板操動作負荷之影響 

Application of high-interval training on the loading of floor 

exercise actions for artistic gymnastics 

同意備查 

24 C109223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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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5 C10922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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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6 C109230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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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27 C109237

結案報告 

不同運動休息比的戰繩訓練對一般男性大學生肌力、爆發力、

有氧能力之影響 

The Effect of Battle Rope Training with Different Work-to-Rest 

Ratios on the Muscle Strength, Power and Aerobic Capacity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同意備查 

28 C110001

結案報告 

矯正性運動介入對有上交叉症候群的中高齡族群 之頭部前傾

距離及圓肩角度的改善 

Improvement in Forward Head Posture and Round Shoulder for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Combining Upper Cross Syndrome 

with Corrective Exercise 

同意備查 

29 C110006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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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ators of Well-

being 

同意備查 

30 C110016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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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1 C11002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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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2 C110034

結案報告 

元極舞運動對中高齡長者尿失禁與生活品質之研究探討-以台

北市某區為例 

Research of Yuanji Dance on Urinary Incontin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with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a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同意備查 



FJU-IRB F-062 /20151117 

10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33 C110038

結案報告 

運用科技接受模式與計畫行為理論探討血液透析病患使用醫療

關懷輔助通訊軟體之行為意向-以醫關懷 APP 為例 

Using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o Explore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medical care 

platform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同意備查 

34 C110041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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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5 C110045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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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6 C110049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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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7 C110054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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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8 C110056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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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39 C110112

結案報告 

間歇加壓循環機介入對大專運動員訓練後下肢表現恢復之立即

效果 

Acute Effects of Intermittent Pneumatic Compression Intervention 

on Lower Limbs Post-Training Performance Recovery for the 

Collegiate Athletes 

同意備查 

40 C110126

結案報告 

等長肌力檢測之力量-時間特徵與投球球速及地面反作用力之

相關性研究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sometric force-time characteristics, ball 

velocity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in baseball pitcher 

同意備查 

41 C110129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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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42 C110137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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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備查 

43 C110190

結案報告 

結合腦波分析機器學習之元宇宙虛擬化身於實境電商應用 

Combining EEG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with Metaverse 

Virtual Avatars in Reality E-Commerce Applications 

同意備查 

 

案由二-5撤案暨其他核備案 

(一)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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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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於 111 年 6月 28日入住

ICU 且符合收案條件，經計畫

主持人解說研究計畫內容及可

能產生的風險與效益，有關本

研究計畫的疑問，亦獲得詳細

解釋，經家屬同意並簽立同意

書進行採血，患者於 111 年 6

月 29日因病情惡化死亡。 

受試者在 111 年 6月 11日入住

ICU，於 111年 6月 14 日符合

收案條件，經計畫主持人解說

研究計畫內容及可能產生的風

險與效益，有關本研究計畫的

疑問，亦獲得詳細解釋，經家

屬同意並簽立同意書進行採

血，患者於 111 年 7月 20 日因

病情惡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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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在 111 年 7月 18日入住

ICU，於 111年 7月 19 日符合

收案條件，經計畫主持人解說

研究計畫內容及可能產生的風

險與效益，有關本研究計畫的

疑問，亦獲得詳細解釋，經家

屬同意並簽立同意書進行採

血，患者於 111 年 7月 22 日因

病情惡化死亡。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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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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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於 111 年 6月 28日入住

ICU 且符合收案條件，經計畫

主持人解說研究計畫內容及可

能產生的風險與效益，有關本

研究計畫的疑問，亦獲得詳細

解釋，經家屬同意並簽立同意

書進行採血，患者於 111 年 6

月 29日因病情惡化死亡。 

同意備查 

 

(二)撤案 

序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原因 決議 

4 C109190 輔仁大

學心理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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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臺灣手語經驗對

中文詞彙構詞運作的影

響」之修正案，依照原

本第一年規劃方式進行

研究。 

同意備查 

5 C110213 

 

輔仁大

學食品

科學系 

利用腦電波技術評估市售人

蔘產品對精神疲勞及專注力

的影響 

Use of 

electroencephalography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ginseng 

product on mental fatigue 

recovery and visual attention 

因研究生(鄭雅文)無法

再進行此計畫。 

同意備查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會後禱：（略） 

陸、 散會：（15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