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學年度第 5 次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3 年 5 月 20 日（二）13：30-16：00 
會議地點：野聲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聶達安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簡志誠副主任委員、杜繼舜執行長、李憶菁副執行長、戴

伯芬委員、傅秀雲委員、釋高上委員、汪志雄委員、劉若

湘委員、曾育裕委員、陳秋燕委員、楊巧如委員（以上共

12 名委員出席） 
請假人員：黃裕凱委員、侯勝博委員、林志翰委員、王愈善委員、曾

明淑委員、陳富莉委員、申樂迪委員 
列席人員：蕭啟良、翁珮涓 
記  錄：翁珮涓 

 

壹、會前禱(略) 

貳、主席報告：  
一、確認開會人數：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開會人數12人、非

單一性別，男性6人、女性6人、校外7人、

非生物醫學專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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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般審查申請案，請 審議。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2032 

論壇劇場教學技巧之改善計畫與成效評

估 
Teaching skill improvement in forum 
theatre and its outcome evaluation 

不通過 
(通過：0 票、不通過：6 票、

修正後通過：1 票、修正後再

審：1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

再審：4 票、棄權：0 票) 
討論摘要： 
1. 計畫執行期間在委員會通

過之前。 
2. 研究方法應重新設計，以

符合倫理規範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2 C102039 

長期使用安眠藥物之原發性失眠患者，

其因應睡眠困擾策略之調整調查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primary insomnia 
patients who has been long-term use of 
hypnotics 

通過 
(通過：12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再

審：0 票、棄權：0 票) 
修正建議：無 

3 C102045 

新北市農漁民老年第2 型糖尿病患者非

酒精性脂肪肝合併小血管併發症疾病模

式及篩檢效益評估 
The disease model and efficacy evaluation 
of screening f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mong elderly agricultural and fishing 
type 2 diabetes in New Taipei City , 
Taiwan 

不通過 
(通過：0 票、不通過：12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

再審：0 票、棄權：0 票) 
修正建議： 
建議請主持人送自己所屬單

位委員會審查 

4 C102060 

同理心如何發生? ---  學習機轉與先備

因素之探討 
How Does Empathy Happen? -- An 
Exploration of Learning Mechanisms and 
the Influence of Pre-existing Factors 

第一次表決： 
(通過：0 票、不通過：5 票、

修正後通過：1 票、修正後再

審：2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

再審：4 票、棄權：0 票) 
第二次表決： 
(通過：0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

再審：11 票、棄權：0 票) 
離席:1 人 
修正建議: 
1. 問卷建議採不記名，設置

回收箱回收。 
2. 建立參與者保護機制，確

認不同意參與研究之學

生課程成績不受影響。 

5 C102067 
糖尿長者用藥配合度之相關因素探討 
Factor related to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ic 

通過 
(通過：12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0 票、修正後再

審：0 票) 
修正建議：無 

6 C102088 

增補牛初乳對輕艇選手訓練期間免疫功

能、氧化壓力與發炎反應之影響 
Effects of bovine colostrum 
supplementation on immune function,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canoe/kayak athletes during 
training period 

修正後通過 
(通過：2 票、不通過：0 票、

修正後通過：7 票、修正後再

審：3 票、修正後送下次會議

再審：0 票、棄權：0 票) 
修正建議： 
1. 排除條件需增加乳糖耐受

不良症的患者或對乳品過

敏者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2. 利益衝突的部分應切結無

廠商之贊助，且僅為學術

探討不具任何商業利益 

案由二：簡易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2036 

台灣音樂教育對學生未來工作注意力、工作記憶力、圖形

理解力表現之影響 
The Benefit of Taiwan Music Education for music students’ 
work attention, work memory and comprehension of graphics 

追認通過 

2 C102082 
單手肘支撐穩定測試與躲避球擲準之關聯 
Stability tests with single elbow support Throwing the dodge 
ball association 

追認通過 

3 C102083 
行動化失智症風險評估決策輔助系統建立之研究 
The Study of Construction a mobil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Dementia Risk Assessment 

追認通過 

4 C102085 

護理執業環境與應屆畢業護生職業選擇及感受之相關性探

討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ing Practice 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Perceptions among the Nursing 
School Graduates 

追認通過 

5 C102087 
音韻密度與頻率對台灣閩南語發音的影響 
Effects of phonological density and frequency on the 
production of Taiwan Southern Min 

追認通過 

案由三：免除審查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2086 
103 年度桃園縣、運動設施規劃暨楊梅體育園區興建設施

需求調查委託研究案 
A survey on sport facilities in Taoyuan County in 2014 

追認通過 

2 C102094 
103 年度桃園縣、運動設施規劃暨楊梅體育園區興建設施

需求調查委託研究案 
A survey on sport facilities in Taoyuan County in 2014 

追認通過 

案由四：變更案申請案，請 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1 C10110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患童於私語內化

表現與外化行為之關連研究 
The Internalization of Private Speech 
in Children with ADHD and Its 

原計畫執行期間自

2012/08/01 至

2015/07/31 延長至
2016/07/31 

追認通過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修改內容 決議 
Relations with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2 C102001 不孕夫妻決定收養的心理改變過程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process of 
infertile couples in the decision 
making toward adoption 

為增加收養機構之收

養夫妻參與受訪的意

願，原先僅有以研究

團隊為立場撰寫的招

募文先，現新增以特

定收養機構為立場的

招募文宣 

追認通過 

3 C102024 女性居家照顧服務員於職場中經歷

性騷擾因應措施之經歷探索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for encountering sexual 
harassment of female home helper 

原計畫執行期間自

2013/10/31 至

2014/01/31 延長至
2014/06/30 

追認通過 

案由五：結案審查申請案，請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029 懷孕中期胎兒產前超音波和都普勒檢查心室間隔缺損臨床

流行病學研究 
The clinical epidemiologic study of prenatal ultrasonography 
and Doppler in isolated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s for late 
second-trimester population 

追認通過 

2 C10110 
(期中)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患童於私語內化表現與外化行為之關連

研究 
The Internalization of Private Speech in Children with ADHD 
and Its Relations with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追認通過 

3 C10123 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照護電腦遊戲之建置與評值 I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a game for the care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 

追認通過 

4 C102002 護理執業環境對護理人員及照護品質之影響 
Effects of Nursing Practice Environment on Nurses and Quality 
of Care 

追認通過 

 

案由六：實地訪查結果核備，請追認。 
決  議：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C10103 

實地訪查 
背景音樂對工作行為之影響：音樂心理學與行

為科學觀點 
Effects of Background Music on Work Behavior: 
Point of Music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Science 

1. 研究計畫依原核定

內容執行，無不良

反應事件。結案報

告所提之 EEG 為

pilot 性質且執行日

期為 2004 年以前。 



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2. 部分 ICF 由未具

GCP 訓練之助理實

施。屬

noncompliance。請

研究團隊半年內補

上 3 小時教育訓

練。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會後禱(略)。 

柒、散會(16 時 0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