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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4 年第 8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    間： 民國 104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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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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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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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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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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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臥龍 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 

觀摩會審： 尹玫君 老師    （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何美慧 老師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周麗芳 老師    （成功大學心理學系） 
程涂媛 老師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楊淑蘭 老師    （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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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位，機構外委員 6 位，男

女委員比例為 2:7。確認本次會議應利益迴避不參與討論之委員：謝秀芳委

員因與案（一）計畫主持人同系所迴避該案之表決；王瓊珠委員因與案

（五）、（六）計畫主持人同系所迴避該案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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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審查會議紀錄」業於

104 年 8 月 3 日至 104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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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調適科技整合研究計畫--跨領域脆弱度評估與

回復力建構科技發展計畫(III) 
8/8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二）簡易審查案件（26 件） 

計畫名稱 
審查 
結果 

追蹤 
頻率 

管會系統對工作績效影響之關聯模式：工作攸關資訊認知、角

色模糊及工作目標接受之中介效果 
修正後

通過 1 年 

12 週健康促進運動對社區銀髮族體適能之成效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學前幼兒的工作記憶與早期數學能力之相關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職場不文明行為與後續影響：政治技能與心理資本的調節效用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中文中身體隱喻的探究及其可能之影響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以兩階段採用觀點瞭解醫院對於防疫雲之採用: 組織與個人採

用整合模式之建構與實證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菲律賓與台灣社區劇場創作策略與演出美學研究計畫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高中英語聽力考試對於高中英語教學的衝擊 通過 1 年 

聰明吃健康動，打造更好的未來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防制校園霸凌安全學校的方案策略及其效益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文化產業體系脈絡中個體回應互競體制邏輯的動態歷程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公共自行車租借介面設計之使用性評估與使用者情感之探討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中風術後上肢物理治療使用智慧護帶於社群式遊戲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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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語央元音刪略及其變異現象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下肢術後外骨架機器人輔具之機構設計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從「移行」的觀點探討主要國家高等教育中職涯教育的現況與

發展-日本職涯教育的政策意涵與實踐之研究 
通過 1 年 

志工利用海外服務之轉化學習歷程:服務經驗對志工長期影響之

探索性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中學生寬恕發展層次影響因素之縱貫研究：潛在成長模式分析

之應用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人格特質與憂鬱症狀在縱貫少年時期的相互關係：Bivariate TSO 
模式之應用 

修正後

通過 1 年 

肌能系貼紮對原發性經期疼痛之效應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一個低碳飲食行為模式的驗證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家人支持、學生家長支持、情緒勞務及學校層次因素對臺灣國

小教師工作倦怠之影響：個人與情境交互作用之多層次分析 
通過 1 年 

護生的道德敏感度量表之發展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適用於兒童之電腦化平衡訓練軟體之開發與臨床應用 修正後

通過 
1 年 

針對失智腦波 EEG 功能性檢測演算法的開發與應用 修正後

通過 
1 年 

弱勢家庭居住協助選擇與政策評估之研究 修正後

通過 1 年 

 
（三）期中報告審查結果（25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應用引導閱讀教學對國中

生英語閱讀能力及閱讀動機之影響 

104.07.14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2.18 至 104.07.31 
校長領導的反思與實踐：一所學校創設、經營

與發展的個案研究(III)  
104.07.20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10.27 至 105.07.31 

雙語/三語能力、老化與認知控制關係之探

究：以語言產出速度、說溜嘴頻率、自我修復

次數為例(II)(III) 

104.08.03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11至1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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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激躁症候群對大學生的影響以世界衛生組

織生活品質問卷評估書面表達治療的效果 
104.08.05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07.16 至 10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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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侷域高空間與高角解析度擴散影像技術開發

與應用 
104.08.05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07.16 至 105.07.31 

雙語、老化與失智之互動(I)(II)  104.08.14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5.07.31 

世界似詞網：似詞判斷實驗的跨語言網路平台 104.08.05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8.07.31 

原住民族文化回應國民小學非制式化科學教

育研究計畫 
104.08.02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6.07.31 

以體能活動與心理效益探討都市公園綠地環

境屬性與規劃模式建構 
104.08.03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6.07.31 

IEET核心能力素養之類別潛在動態模式分析

---panel研究(II)(III)  
104.08.04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5.07.31 

探討存在的不安全感下歸因型態及健康意識

程度對於健康行為之影響 
104.08.05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09.09 至 105.08.31 

青少年非法藥物使用調查研究-以新北市、台

中市、高雄市為例 
104.08.20 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6.07.31 

e化多模式國際專案輔助英文與跨文化溝通能

力發展之研究 
104.08.10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至1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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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8.18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至106.01.31 

 
（四）結案報告審查結果（24 件）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會議紀錄 5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從關係主義與文化變遷觀點建構男性親密暴

力者之分類架構 
104.08.06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08.01 至 103.07.31 

行動學習對醫護術語學習之影響 104.07.16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5.01 至 103.12.31  

多空間頻率的遮蔽效果：正常組與弱視組在單

眼，雙眼與雙眼分視下的作用機制比較 
104.08.03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1.11.28 至 103.12.31 

台灣觀光飯店之經營模式與策略  104.07.30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5.30 至 103.12.31 

整合論證策略的閱讀教學對國中學生科學概

念建構與論證能力之影響 
104.08.18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1.01 至 103.12.31 

探討園藝活動對機構住民身、心、社會之影響 104.07.15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11.11 至 104.02.28 

園藝活動對大專生身、心、靈及社會之影響 104.07.15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09.01 至 103.12.3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應用引導閱讀教學對國中

生英語閱讀能力及閱讀動機之影響 

104.07.20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2.18至104.01.30辦理退休提

前結案。 

遇見生命: 運用生命歷程概念分析老人學相

關課程學習進程與效果 

104.07.22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6.07.31 執行至

104.7.31 提前結案。 
華人青少年多向度性格量表的構念效度之檢

核 
104.07.24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探討醫師對健保雲端藥歷查詢的接受與抗拒:
以雙因子觀點 

104.08.03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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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學生第二專長培訓歷程之成效:家庭本

位正向行為支持介入之訓練 
104.08.03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看我，聽我：長照機構老年住民生命故事活動 104.08.03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9.22 至 104.07.31 

資訊品質、流程成熟度、組織能力與公司績效

之探討 
104.08.09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病弱兒童家庭本位生命教育方案 e化學習與評

估之發展與建置之研究 
104.08.11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12.18 至 104.07.31 

製造業從業人員下肢靜脈曲張調查 104.08.18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以商管專業語料庫為本之專業英語教學設計

與教材研發之探究 
104.08.14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26 至 104.07.31 

糖尿病衛教師對口腔衛生、糖尿病與牙周疾病

間雙向關係之照護知識、態度與行為探討 
104.08.10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2.05 至 104.02.28 

二手與新品線上消費者決策過程腦影像之比

較研究-不同品牌觀點、消費經驗、人格特質 
104.08.12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1.23 至 1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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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8.19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新住民家庭幼兒害羞與社會退縮對語言學習

之影響並以移民家長訓練介入方案探討其成

效 

104.07.27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從尷尬到自在—台灣地區諮商師處理性議題

訓練課程之介入成效研究 
104.08.14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執行期限： 
103.09.04 至 104.07.31 

以 fMRI 檢視母語為華語者對聲調的感知 104.08.18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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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感覺動作隱喻之大腦神經機制研究  104.08.18 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1.01 至 103.12.31 

 
（五）修正案申請之報告（7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總計畫: 雙眼視覺:機制，限制條件與影響【子

計畫三: 弱視與正常組的雙眼整合作用機制】 

104.08.03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給研究參與者的文件（例

如：招募廣告、同意書、口頭同

意稿、問卷或量表、訪談大綱等）

中的聯絡人資訊。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1.11.28 至 104.12.31 

遇見生命: 運用生命歷程概念分析老人學相

關課程學習進程與效果 
104.07.16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提前結案。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10.15 至 104.07.31 

新住民家庭幼兒害羞與社會退縮對語言學習

之影響並以移民家長訓練介入方案探討其成

效 

104.07.27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計畫期限。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07.31 

雙語、老化與失智之互動(I)(II)  104.08.14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計畫執行期限展

延。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6.07.31 

使用快速動態相位磁振影像觀測頸動脈系統

之脈波速度 

104.08.12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計畫執行期限展

延。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2.08.01 至 105.07.31  

數位科技與多重作業表現：多重作業沒有虧損

嗎? 

104.08.07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招募資料與計畫

知情同意文件。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4.01.01 至 106.12.31  

音節結構探討：卑南語與排灣語的比較分析 104.08.10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計畫執行期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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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延。 
本案件執行期限： 
103.08.01 至 104.10.31  

 
（六）撤回案件之報告（13 件） 

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透過提取生活紀錄建構針對失智症照護者之

生活故事原型 
本案業已於 103.03.27 核發審查通

過證明，然申請人告知因論文題

目更換，此計畫未執行，故申請

撤回此案。 
職場不文明行為與後續影響：政治技能與心理

資本的調節效用 
本案業已於 104.06.11 提供審查意

見書，申請人於 07.09 告知計畫未

獲補助不執行，但於 07.15 獲科技

部通過補助通知，故已回覆審查

意見，註銷「申請案件撤回」。 
翻轉學習在外語實務型課程中的任務設計及

誘發效應 
申請人告知計畫已獲科技部補

助，但將轉由中正大學研究倫理

審查委員會審查，申請案件撤回。 
大學護理系教師的工作壓力與調適歷程  本案業已於 104.04.21 提供「意見

回覆表」，申請人於 07.17 告知計

畫不執行並申請案件撤回。 
以自我曼陀羅模型建構親子遊戲治療技術-以
戒癮男性收容人為初步發展對象 

本案業已於 103.08.01 核發「審查

通過證明」，申請人告知計畫未獲

科技部補助且未執行，申請案件

撤回。 
阿美語-中文語言轉換之研究 本案業已於 102.12.18 提供審查意

見書，申請人逾期未回覆，經聯

繫後通知案件視同撤回。 
對高中學生的角色期望之研究~臺灣現況及近

七十年來的變遷 
申請人告知計畫已獲科技部補

助，但不繼續進行研究倫理審

查，申請案件撤回。 
群體習性於全國學生舞蹈比賽的轉變 本案業已於 102.09.30 提供審查意

見書，申請人逾期未回覆且已過

計畫預定執行期限，經聯繫後通

知案件視同撤回。 
阿德勒取向家庭遊戲治療在高齡者心理健康

處遇方案之建構與驗證 
本案業已於 103.06.23 提供審查意

見書，申請人逾期未回覆且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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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計畫預定執行期限，經聯繫後通

知案件視同撤回。 
我國大學研究不當行為相關政策規範及研究

生研究不當行為的探討 
 

本案業已於 103.07.09 提供審查意

見書，申請人逾期未回覆且已過

計畫預定執行期限，經聯繫後通

知案件視同撤回。 
以英語為國際語做學術簡報之口語流暢度及

句構特徵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本案業已於 103.11.07 提供審查意

見書，申請人逾期未回覆且已過

計畫預定執行期限，經聯繫後通

知案件視同撤回。 
探討一般大學與技職院校 EFL 教師身分認

同:“小故事”研究法 
本案業已於 104.02.09 提供審查意

見書，申請人逾期未回覆且已過

計畫預定執行期限，經聯繫後通

知案件視同撤回。 
使用非配對誘發電位作為新式助聽器聲音訊

號處理演算法之臨床使用評估 
本案業已於 103.08.26 核發「審查

通過證明」，由於後續研究將與醫

院合作故申請醫院 IRB 審查，故

此申請案件撤回不繼續追蹤。 
中英旅遊指南空間意象對比研究與華語篇章

教學（三） 
本案業已於 104.01.29 提供審查意

見書，申請人逾期未回覆且已過

計畫預定執行期限，經聯繫後通

知案件視同撤回。 

 
（七）實地訪查之報告（無） 
 
六、 審查案件（6 件） 
（一）計畫名稱：婦女及其子女面對家庭暴力之主觀經驗與調適歷程暨其量表之

發展與檢測 
討論摘要：1.訪談同意書宜增列錄音選項 

2.宜調整問卷調查知情同意文件 
3.問卷編制完成後宜提供參考 

審查結果：通過（通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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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名稱：原住民族語復振的非制式族語教學計畫評估 

討論摘要：1.請釐清二方案擬徵詢原民會同意之規劃 
2.宜針對各方案之參與者規劃研究參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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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活動執行過程之提醒 
4.整合型計畫的資料及研究參與者可能共享之提醒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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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計畫名稱：在台統一教祝福家庭日本女性跨國婚姻者的信仰生活 
討論摘要：1.有關知情同意程序之規劃 

2.透過日本太太招募台灣夫家之提醒 
3.宜留心研究成果對於參與者個人的辨識 
4.宜斟酌規劃意外獲知敏感性資訊之因應措施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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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計畫名稱：觸覺色彩溝通系統之建置與實測 
討論摘要：1. 宜營造安全與友善的研究參與環境 

2. 第二階段研究執行規劃之釐清與建議 
3. 知情同意過程與文件之調整建議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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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計畫名稱：中文一般兒童與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之語法理解能力與學習歷

程 
討論摘要：1.招募兒童參與研究之提醒 

2.知情同意程序與文件調整提醒 
3.研究成果回饋之提醒與釐清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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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計畫名稱：台灣地區學齡前兒童其標準與多頻率鼓室圖及聽反射常模之建

立 
討論摘要：1.提供檢測結果之釐清 

2.知情同意之建議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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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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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