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4 年第 1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    間： 民國 104 年 1 月 15 日（四）16:00-18:30 

地    點：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雲平大樓第五會議室 

主    席： 黃美智 主委   （成功大學護理學系） 

出席委員： 王國羽 副主委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王毓正 委員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王瓊珠 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林春鳳 委員    （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洪郁修 委員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張  萍 委員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南部辦公室） 

游雪娟 委員    （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賴香菊 委員    （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謝秀芳 委員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 

謝佩璇 副主委  （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謝臥龍 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 

襲充文 委員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請    假： 陸偉明 委員    （成功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戴  華 委員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列    席： 董旭英 教授 （成功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甘偵蓉執行秘書、林美嵐專案經理、凌子惠專案經理、桂偉鈞專

案經理、郭卜瑄專案經理、陳靜儀專案經理、卓雅苹小姐 

記    錄： 桂偉鈞專案經理 

一、 確認達開會法定人數 

委員人數需達 8 人以上；本次會議出席委員共計 12 位，機構外委員 8 位，

男女委員比例為 4:8。確認本次會議應利益迴避不參與討論之委員，王國羽

委員因與案（一）計畫主持人同系所迴避該案之表決。。 

 

二、 主席報告（略） 

三、 會議記錄確認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3 年第十次審查會議紀錄」業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至 104 年 1 月 7 日以 email 通訊方式提供各該次與會委員

確認無誤，會議紀錄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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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提案（略） 
五、核備事項 
（一）免除審查案件（無） 
（二）簡易審查案件（11 件） 

計畫名稱 
審查 
結果 

追蹤 
頻率 

自然臉部情緒表情分類知覺之老化適應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第二類型糖尿病患者心理康寧、休閒運動動機、阻礙、協商策

略及參與二階結構模式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五感科技於舊商圈數位體驗行銷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Family Bond 自我照顧型獨居高齡者的智慧無線環境感測網絡

開發與設計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以使用者狀態與意圖為依歸之行動輔助機器人系統研發 
柯春旭副教授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道歉語之理由/藉口策略的使用發展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楊式簡易太極拳預防停經後婦女跌倒個人危險因子之成效探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手機應用於人類活動辨識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老年社會語言學研究: 樂齡學習情境下的老齡談話及與老人之

溝通策略探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手機觸控行為特徵辨識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以凝視對應控制與電生理探討臉孔整體性處理之知覺場域假設 通過 1 年 

自然臉部情緒表情分類知覺之老化適應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三）期中報告審查結果（1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精神疾病病人之醫療利用與再入院率分析 104.01.15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103.01.01-105.12.15 

 
（四）結案報告審查結果（1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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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事件與慢性病就醫之相關分析及

介入計畫（100-102 年） 
104.01.09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100.09.01-103.12.15 

 
（五）修正案申請之報告（3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神經心理取向之團體治療於增強注意力

監控與抑制控制之成效研究---以高憤怒

情緒青少年為例 

103.12.23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招募廣告單及同意書

內容。 
本案件執行期限：103.03.04-104.08.31 

二手3C產品賣家網路拍賣或交易換物平

台轉換意圖之研究 

104.01.09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計畫增加使用功能性

磁振造影研究工具，並增加招

募單、研究參與同意書與拍照

同意書等研究相關附件。 
本案件執行期限：103.08.01-104.07.31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健康平等與社區增

能-不記名問卷 

104.01.14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問卷內容。 
本案件執行期限：103.07.01-104.06.30 

 
（六）撤銷案件之報告（2 件） 

計畫名稱 撤銷原因 

探討日本景觀法對產官學之效益影響 
申請人告知計畫不執行，故本案於

103.12.30 提供審查建議書即撤銷。 
高中（職）競技運動人才培育知識建構與

轉換之能動性研究：從不同生理性別之現

役選手與專任運動教練（退役選手）觀點

出發 

本案業已於 103.07.18 提供審查意見

書，申請人告知計畫不執行也不回覆

審查意見，並申請案件撤銷。 

 
（七）實地訪查之報告（1 件） 

計畫名稱 結果/說明 

神經心理取向之團體治療於增強注意

力監控與抑制控制之成效研究---以高

憤怒情緒青少年為例 

103.12.23 委員會提供實地訪查結果通知。 
本案件執行期限：103.03.04-1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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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案件（3 件） 
（一）計畫名稱：矯正機關收容人納入全民健康保險之政策評估 

討論摘要：1. 以收容人作為研究參與者宜留心事項 
2. 研究團隊之倫理敏感度 
3. 研究活動之建議 
4. 研究資料的保密措施 
5. 知情同意文件之建議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6 票，修正後再議 4 票，不通過 1 票，

1 位委員利益迴避） 
非專業領域委員有無表示意見： 有，已彙整於前列審查意見中。 

 無其他意見。 
 
（二）計畫名稱：生命(死)關懷師培訓方案-悲傷輔導與表達性藝術治療系列 

討論摘要：1. 招募修課學生或學員須留心事項 
2. 研究團隊之倫理訓練與敏感度培養 
3. 團體訪談活動的隱私規劃之提醒 
4. 知情同意書之建議 
5. 取得授權問卷後宜提供本會乙份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通過 1 票，修正後通過 11 票） 
非專業領域委員有無表示意見： 有，已彙整於前列審查意見中。 

 無其他意見。 
 

（三）計畫名稱：即時懸空物體感測與導引：為視覺受損人士的行動頭戴式與白

手杖整合輔助設備之初步設計 
討論摘要：1. 邀請單一學校特定需求學生作為研究參與者宜留心事項 

2. 宜於招募文宣提供實驗圖片及簡易說明 
3. 宜營造友善安全的實驗過程與環境 
4. 知情同意文件之建議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通過 1 票，修正後通過 10 票，修正後再議 1 票） 
非專業領域委員有無表示意見： 有，已彙整於前列審查意見中。 

 無其他意見。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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