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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4 年第 6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    間： 民國 104 年 6 月 25 日（四）16: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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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瓊珠 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林春鳳 副主委  （屏東大學體育學系） 

金繼春 書審專家（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遞補謝秀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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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王毓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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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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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旭英 委員 （成功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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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華  委員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觀摩會審： 洪志秀（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 

徐秀菊（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徐庭蘭（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徐錦興（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暨碩士班） 

趙梓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鄭淑惠（成功大學學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列    席： 甘偵蓉執行秘書、古家餘專案經理、林美嵐專案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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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

男女委員比例為 3:7。確認本次會議無利益迴避不參與討論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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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席報告（略） 

三、 討論提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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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審查會議紀錄」業於

104 年 6 月 6 日至 104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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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內視鏡影像篩選與辨識之研究 
6/5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臉書的注意力經濟：一個「亦毒亦藥」的科技觀點 
6/4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二）簡易審查案件（17 件） 

計畫名稱 
審查 
結果 

追蹤 
頻率 

音樂介入下注意力盈虧分析與腦部額中葉θ波效應之探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多層次模型檢驗離職意向與職涯成功脈絡關係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靈命的生物政治：科學式虔敬與清真素食的台印跨國運動 修正後

通過 
1 年 

產學夥伴關係價值共創初探: 醫療器材產學合作之實證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運用 3D 模型融入多重表徵導向之改善教學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腦波訊號複雜度探討運動對工作記憶的訓練及轉移效果的影響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青少年飲食異常篩選問卷效度及預防方案介入效果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專科生英文字彙之增減與學習策略 
修正後

通過 
1 年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志工情緒勞務的前置因素與其結果之關

係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下肢術後智慧型外骨架機器人輔具之生物訊號致動技術與控制

策略設計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初診斷第一型糖尿病照護需求：多重觀點探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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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鄉差距關係探究藝術融入課程推廣於教師認同感中的態度

和行為因素研究 
通過 1 年 

以功能性磁振造影技術探究臉書使用者對廣告宣傳之接受意

願：以社會傳染理論為基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整夜睡眠剝奪及作息改變對射箭表現及錯誤監控能力之影響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轉換型領導者如何影響員工工作績效? 知覺工作社會影響的中

介效果與未來績效考量性的干擾效果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護理學生學業復原力量表」之發展與信效度分析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效應影響女高中生涯發展決策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三）期中報告審查結果（4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視神經炎患者罹患多發性硬化症之危險因素

分析 

104.4.25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1.01 至 105.07.31 

台灣社會中的犯罪控制：比較社區中的社會連

結與集體效能之效應 

104.6.11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5.08 至 104.07.31 

探索破窗效應以及失序行為之認知背後的機

制 

104.06.04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3.01 至 104.07.31 

以環境正義觀點探討步行環境與健康之關係 
104.06.15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3.01 至 105.07.31 

 
（四）結案報告審查結果（5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使用錄影案例提升職前幼兒園教師數學教學

知識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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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規模的漢語似詞判斷研究(3/3) 
104.06.12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10.15 至 10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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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平衡能力測驗軟體之研發 
104.06.10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08.01 至 103.07.31 

老人服務機構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和工作績

效之關係：以職業疲潰和專業承諾為中介變項 

104.04.22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28 至 104.02.28 

小學教師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中醫體質之探

討 

104.06.25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4.01.30 至 104.3.31 

 
（五）修正案申請之報告（9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冒險帶我走出「宅」冒險教育課程對青少年網

路成癮行為之成效研究 

104.06.02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依據新年度申請科技部計

畫修正計畫名稱、執行期限、介

入活動內容規劃調整。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4.08.01 至 1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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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5.22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增加研究參與者人數。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道德框架下知覺風險影響二手3C網拍消費者

購買意圖之腦影像研究 

104.06.04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增加研究參與者人數。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5.07.31 

發展成人溝通態度量表和溝通焦慮量表暨探

討成人口吃者生活適應和工作適應情形 

104.06.01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計畫 1.有效期限

展延至:104 年 12 月 31 日。2.
增加直接招募曾與口吃者共事一

年以上的人員進行訪談。3.調整招

募及知情同意文件。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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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6.05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延長執行期限。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4.03.11 至 1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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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以人格特質為基礎的桌球選手比賽臨場感知

與比賽勝負模型之研究 

104.06.11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計畫 1. 計畫執行

期限展延至  105 年  7 月  31 
日。2. 計畫名稱改為:以人格特質

為基礎之桌球選手比賽臨場感知

模型研究。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11.10 至 105.07.31 

台灣社會中的犯罪控制：比較社區中的社會連

結與集體效能之效應 

104.06.11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變更研究團隊成員，原計

畫主持人楊曙銘因職務調動因

素，因此本計畫轉移給國立中正

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朱群

芳教授。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5.08 至 10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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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6.16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依據林明毅指導教授新年

度申請科技部計畫，修正計畫名

稱、增列協同主持人、經費補助

單位等。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4.03.11 至 105.07.31 

兒童哲學之理論重構與創新實踐：以團體探究

教學法融入師資培育為例 

104.06.24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縮短計畫執行期限。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5.06.30 

 
（六）撤回案件之報告（4 件） 

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奧運羽球選手心理堅韌性以及其重要他人社

會支持與內心灰暗面之質性研究 

本案業已於 104.01.26 提供審查意

見書，申請人告知時程上有其他

的規劃與安排，並申請案件撤回。 

職場彈性之自主性矛盾-職家平衡方案呈現、

理想員工知覺與彈性知覺之關係 

本案業已於 104.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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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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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腦波編碼創新理論之研究 
本案業已於 103.06.09 核定審查通

過，因未獲科技部經費補助而不

執行，故申請案件撤回。 

國小教師差異化教學領導與教師效能感之研

究 

本案業已於 103.07.04 核定審查通

過，因未獲科技部經費補助而不

執行，故申請案件撤回。 
 
（七）實地訪查之報告（3 件） 

計畫名稱 說明 

從講述到展演－試論府城歷史性都心文化園

區「傳講故事」之文化底蘊 
訪查結果：同意計畫繼續執行。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聽覺障礙高中生戀愛關係團體諮商方案之建

立與影響研究 
訪查結果：同意計畫繼續執行。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6.01.31 

以聾校為主之手語雙語實驗對聽障與聽常幼

兒語言、認知與整體發展之影響效果研究 
訪查結果：同意計畫繼續執行。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六、 審查案件（5 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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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行文或書面徵詢合作學校正式合作同意 

2.研究活動執行過程宜留心事項 
3.執行規劃及相關文件一致性之釐清 
4.問卷及教學實驗課程未來編制完成後請惠予參考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8 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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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名稱：多元族群災難研究與災後重建觀點-以高雄氣爆災區為研究場

域－都會型人為災難脆弱人口的風險感知 
討論摘要：1.宜評估引薦者可能對參與研究自主意願的影響 

2.宜營造友善舒適的訪談氛圍 
3.知情同意過程及文件調整建議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通過 1 票，修正後通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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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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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名稱：化學點字教科書圖表轉化與化學實驗教學策略之行動研 
討論摘要：1.宜徵求研究合作學校正式同意 

2.宜針對不同研究參與者規劃知情同意文件 
3.宜事先規劃實驗過程中的安全防護措施 
4.宜留心身心障礙學生之隱私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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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計畫名稱：以社會正義實踐之觀點探討學校同志諮商輔導之專業知能 
討論摘要：知情同意過程與文件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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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計畫名稱：「社會排斥」的社會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實證研究 
討論摘要：1.營造同理關懷的研究參與氛圍與環境 

2.宜分階段提供研究補償 
3.招募文宣與知情同意書調整建議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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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