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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誠信

研究…
若要在社會大眾的信任基
礎下持續進行，不只是
研究人員的責任，大學
校院與研究機構、研究
經費補助單位、甚至是
潛在被研究對象及其所
屬團體都有責任。

2017/11/302

追求「研究誠信」
(Research Integrity)
實踐「負責的研究行為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研究倫理面向-落實與
被研究對象或參與者
有關的倫理規範

 學術倫理面向-落實與
研究過程或研究發表
有關的倫理規範



2017/11/30

成功大學

人類研究倫理

治理架構



南區研究倫理聯盟 (共56所大專院校)

2017/11/30

105年度變動情形：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加入。
106年度變動情形：海軍軍官學校、慈惠醫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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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

設置目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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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 研究倫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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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倫審的準備
• 資料(google NCKU HREC)
1.研究倫理審查申請表

2.研究計畫書

若為科技部計畫申請審查，建議

提 供表格CM01(案件基本資訊)
、CM02(中英摘要)、CM03(與研

究參與者互動過程相關訊息)

3.執行研究相關文件

知情同意文件-說明書、同意書

研究工具-問卷、量表、訪談大綱

 線上送審（google NCKU 
H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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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審查關注的議題？

研究參與者（對象）

研究活動（研究方法）

研究時間（時間長短、次數）

研究場域（地點、環境、文化
脈絡…）

研究所收集的資料（資料型態
、收集方式、使用、處理、保
存、隱私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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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倫審會
「研究倫理審查申請表」2017/1版本

1.計畫/論文基本資料

1.1 計畫摘要 / 1.2研究參與者選取條件 / 
1.3 這項研究是否已與研究參與者聯繫或接觸？

2.研究資料蒐集及參與權益之規劃

2.1 研究參與者的主要選取條件含特殊群體

2.2 邀請、招募研究參與者及徵求同意過程

2.3 研究參與者需參加的研究活動及資料蒐集類別

2.4 次級資料（庫）使用

2.5 邀請及參與過程中，對研究參與者的個人隱私保護規劃

2.6 請簡述中途或結束後要求退出的程序，以及如何處理已蒐集
的資料

2.7 研究參與的風險評估及因應措施

2.8 研究參與補償或成果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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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團隊之利益衝突揭露

4.研究團隊執行計畫之準備度



成大倫審會
「研究倫理審查申請表」2017/1版本

1.計畫/論文基本資料

1.1 計畫摘要 / 1.2研究參與者選取條件 / 
1.3 這項研究是否已與研究參與者聯繫或接觸？

2.研究資料蒐集及參與權益之規劃

2.1 研究參與者的主要選取條件含特殊群體

2.2 邀請、招募研究參與者及徵求同意過程

2.3 研究參與者需參加的研究活動及資料蒐集類別

2.4 次級資料（庫）使用

2.5 邀請及參與過程中，對研究參與者的個人隱私保護規劃

2.6 請簡述中途或結束後要求退出的程序，以及如何處理已蒐集
的資料

2.7 研究參與的風險評估及因應措施

2.8 研究參與補償或成果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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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團隊之利益衝突揭露

4.研究團隊執行計畫之準備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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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書的中文摘要

大學生:性別與年齡不拘，預估招募20位。
社區年長者:居住於〇〇里，年滿65歲以上者，性別不拘。預估招募
30位以上。

√ 2017/11/30已初步拜訪里長，探詢研究進行的可能
性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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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從研究者的學生中進行招募，自由參加，簽署知情同意書，不影響修課..
社區年長者:公開招募，並請里長協助宣傳介紹…



問卷無收集足以便識個人的資訊。問卷資料coding成電子檔後即銷毀紙本，研究相關電字檔案
保存於計畫主持人研究室加密的硬碟及可上鎖的櫃子，僅研究團隊成員可接觸、使用，計畫結
束3年即銷毀。

2017/11/30

大學生:每週4小時課程，為期4週，安排課餘時間於空教室進行…回饋問卷填寫
每次約15分鐘，無記名但編號以便對應前後測。年長者: ………



問卷填寫將ㄧ對ㄧ進行，注重個人隱私，規劃單獨、不受打擾的填寫空
間、角落。問卷內容不涉及個人隱私議題，且填寫完後立即彌封。

學生問卷為無記名但有編號方便對應前後測，若中途退出可依編號刪除資料；年長
者問卷為無記名，將於知情同意過程及問卷資訊說明頁說明，-若中途或結束時退
出，因無法辨識出資料而無法刪除，將納入研究的整體分析。請參與者自行評估…

課程內容與問卷題目無涉及個人隱私或敏感議題，且充分尊重參與及填寫意
願，風險甚低。

√

參與課程並填寫問卷完畢，每次給予價值新台幣50元以內的日用品；…大學生與年長者相同。
201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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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必備教育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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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所提供資料正確無誤，打字署名即可

核對及提醒

2017/11/30



申請 研究倫理審查 現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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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研究計畫建議申請倫理審查？

研究資料來自於：

個人、群體、人體
檢體；由人所貢獻
的生理、心理、行
為、認知、遺傳、
醫學等各種資訊。

研究方法：

觀察、問卷、訪談、
量表施測、焦點團體
、實驗設計研究、電
話訪問、個人資訊之
次級資料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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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研究 人類研究

• 從事取得、調查、分析、
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
物行為、生理、心理、遺
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
究

• 普遍適用於生物醫學領域
的研究計畫

• 已強制送審：惟有通過倫
審後，才會核撥計畫經費
或才能開始執行

• 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
用介入、互動之方法、或
是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
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
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
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性探
索活動者

• 取得送審證明

• 不做為科技部計畫審查通
過與否的依據

哪些研究計畫建議申請倫理審查？

21 2017/11/30



 本委員會可同時受理人類研究及人體研究，但暫不包
含：

1.臨床試驗、基因、檢體研究(台灣Biobank資料庫資料除外)

2.以醫院病人及其家屬作為研究參與者

3.直接使用醫院的儀器、影像、病歷或類似性質之資料

 研究生學位論文

目前尚無強制要求送審的規範，人體研究除外

 學術期刊徵稿單位的要求

2017/11/30



申請倫審的適當時機

 科技部計畫

 非科技部計畫

通過學術審查後，

預計與研究參與者接觸前2-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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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送審與諮詢方案

 學位論文於論文大綱通過且研究規劃確定後，到開

始與研究參與者互動前

 研究生送審免費，採預約制，每個月3件

 種籽基金學校優先

https://rec.chass.ncku.edu.tw/node/451

向本委員會申請審查 未向本委員會申請審查

至少需預約1次的電話或
面談諮詢服務

每月可提供至少3位的預
約面談諮詢服務

24 2017/11/30

https://rec.chass.ncku.edu.tw/node/451


審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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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3026

研究參與者

如何建立正向的倫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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