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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4 年第 4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    間： 民國 104 年 4 月 23 日（四）16: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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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郁修 委員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許淑茹 委員    （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交流協會） 

郭書琴 書審專家（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游雪娟 委員    （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楊延光 委員    （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精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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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襲充文 委員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請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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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  （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董旭英 委員    （成功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謝臥龍 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 

戴  華 委員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觀摩會審： 姚昭智 書審專家（成功大學建築系） 

黃雅萍 書審專家（黃正彥、黃雅萍律師聯合事務所） 

葉郁菁 書審專家（嘉義大學幼教系） 

劉淑燕 書審專家（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列    席： 王琪珍 老師   （成功大學護理學系） 

甘偵蓉執行秘書、卓雅苹專案經理、凌子惠專案經理、桂偉鈞專

案經理、陳靜儀專案經理 

記    錄： 陳靜儀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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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位，機構外委員 5 位，

男女委員比例為 3:7。確認本次會議應利益迴避不參與討論之委員。 

二、 主席報告（略） 

三、 討論提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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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記錄確認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4 年第 3 次審查會議紀錄」業於

104 年 4 月 15 日至 104 年 4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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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核備事項 
（一）免除審查案件（1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老人生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之中介效果研究：

以台灣為例 
104.04.07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二）簡易審查案件（24 件） 

計畫名稱 
審查 
結果 

追蹤 
頻率 

發展國小高年級學童數位閱讀評量自我調整學習策略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檢視不同的「古力寶」訓練流程在大腦反應的影響：結合廣義

線性模式，多元像素型態分析，與表徵相似性分析的嘗試 
通過 1 年 

大學生慣用手側與注意力不足過動症症狀關聯性之探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職場情緒勞動忽略的角落：情緒勒索概念分析與量表建構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法語語言檢定TCF試題應用之研究。以文藻外語大學法文系為

例 
修正後

通過 1 年 

知人善任：領導者覺察與有效的差序式領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運用真實語料於大專英語教室言談互動之文本互涉分析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解開心理契約違背誘因的影響：關係型與交易型契約因素與情

緒反應為中介角色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改變產品呈現方式對單純曝光效果的影響 修正後

通過 1 年 

社區中老年男性更年期態度與更年期症狀之關係探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英國與台灣全球教育課程政策比較研究：從政府與非政府組織

取向及其互動模式分析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正向心理學取向的代間學習方案對兒童老人態度及老人成功老

化之影響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國中生成就/社會目標交互效果之中介模式：未來目標、成就/
社會目標與趨向/逃避行為之關係暨課室目標結構之調節效果

（Ⅱ） 

修正後

通過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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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台灣技職大學生之自律調節學習能力(SRL)以克服其英語

寫作上詞彙使用之困境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華人職場中的員工幸福感：本土文化取徑的研究與介入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道德領導、企業社會責任、道德基礎動機與組織公民行為跨層

次分析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運動員認同的再視─自我認定狀態與自我複雜度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喊叫動作對漸增式手搖機測試之最大有氧能力的影響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兒童對健康與健康照顧的認知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台灣便利商店產業之顧客困惑研究(II&III)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以疲勞與生理訊號關聯性建立即時疲勞評估系統 修正後

通過 1 年 

科技互動體驗介面之觀眾行為感受 通過 1 年 

教練式管理行為:前因與後果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高雄市大寮區國小學童的精製糖類攝取量與肥胖之相關性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三）期中報告審查結果（無） 
 

（四）結案報告審查結果（8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探究實習經驗對醫護學生學習行為及壓力影響 
104.03.30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4.01 至 103.12.31 

教師和圖書教師協作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學

習成效的影響 

104.04.01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08.01 至 103.07.31 

醫療支出內生性的實證檢驗：以藥品市場為例 
104.04.07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1.01.01 至 103.10.31 

芳香精油對改善呼吸道症狀之初探 
104.04.08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6.01 至 103.11.30 

性侵害犯罪主要型態之犯罪模式實證調查 
104.04.09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5.15 至 1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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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的實際駕車經驗對操縱電玩賽車遊戲之

動暈與身體擺動的影響 

104.04.17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5.08 至 103.07.31 

女性站立姿勢控制與生理週期相關 
104.04.17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5.01 至 103.12.31 

從英文能力檢定成績探討聽讀能力困難之研究 
104.04.21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3.01 至 103.12.31 

 

（五）修正案申請之報告（2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中文兒童代名詞推論：性別語義與性別刻板印

象的效應 

104.02.24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增加研究參與人數。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4.10.20.-105.10.31 

使用3D動態生物力學模型評估救護人員執行病

患搬運時的下背負荷 

104.03.24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調整實驗執行的任務內

容，程序不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4.03.11.-104.07.31 
 

（六）撤回案件之報告（6 件） 

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探討海峽兩岸西班牙語文系學生針對新版

DELE B1檢定考試之認同及台灣西班牙語文系

畢業門檻設立之適切性 

本案業已於 104.01.29 提供審查

意見書，申請人告知計畫已執行

完畢，然因無法回覆審查意見，

遂以撤案作結，亦無再進行後續

追蹤。 

應用虛擬世界模擬結合眼球追蹤於消費者心理

學之研究工具的發展與驗證研究 

本案業已於 104.03.18 提供審查

意見書，因科技部僅補助一年經

費，而一年期規劃中不包含人類

研究，故申請案件撤回。 

都市地區行人穿越號誌路口違規行為模式與安

全改善之研究 

本案業已於 103.12.29 提供審查

意見書，申請人告知不索取審查

通過證明也不回覆審查意見，並

申請案件撤回。 
實施合作學習對大學生知識建構、學業情緒及

知覺課堂不禮貌行為影響之研究 
本案業已於 104.02.25 提供審查

意見書，申請人告知不回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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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意見，申請案件撤回。 

中美合拍片中國形象的政經分析 

本案業已於 104.04.08 提供審查

意見書，申請人亦已完成與人互

動之研究活動，故不回覆審查意

見，申請案件撤回。 

校園幸福感的 fMRI功能連結研究 

本案業已於 102.10.04 提供審查

意見書，申請人告知計畫未獲科

技部補助，未執行，並申請案件

撤回。 
 

（七）實地訪查之報告（無） 
 

六、 審查案件（3 件） 
（一）計畫名稱：運用Wii Fit U活動訓練於腦性麻痺兒童(隨機對照，單盲試驗) 

討論摘要：1.宜提供較為清楚的招募資訊 
2.知情同意過程及文件調整建議 
3.宜事先規劃安全及妥適的研究參與過程與緊急因應處理措

施 
4.宜釐清研究工具之來源及使用維護機制 
5.宜釐清目前資料保存的方式與年限之規劃考量 
6.研究團隊之建議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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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名稱：運用認知行為團體課程對預防特教學校智能障礙高職男學生的

性侵犯行為之成效研究  
討論摘要：1.宜留心研究合作學校及教師與特教生、家長之間的權力不對

等關係 
2.施測及介入課程的執行宜留心事項 
3.知情同意書及問卷個資蒐集調整建議 
4.研究團隊及協助教師的專業準備度及研倫教育訓練 

審查結果：修正後再議（修正後通過 5 票，修正後再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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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界脈絡宏觀視野啟發偏鄉學童「學習力躍昇方案」的研發

與實踐 
討論摘要：1.建議宜與學校建立正式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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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敬請釐清研究參與者的選取規劃  
3.宜斟酌知情同意文件的陳述用語  
4.宜考量研究工具的用語、測試規劃、及對研究參與者的負向

感受  
5. 研究團隊的研究倫理訓練  

審查結果：修正後再議（修正後通過 2 票，修正後再議 7 票，1 位委員未

參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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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八、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