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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移工求醫行為
95-2412-H-214-002-(2006-2007年)

計畫名稱：在台移工健康檢查機制探討
96-2412-H-214-001-MY2(2007-2010年)

計畫名稱：移工職業健康風險之保護機制
99-2412-H-214-021-MY3(2010-2014年)

計畫名稱：照顧倫理與職業健康風險
105-2511-S-037-003-(2016-2018年)

移工
健康

01.求醫行為

02.健康檢查

03.保護機制：跨國比較

04.風險溝通：照顧倫理

計畫名稱：性別化創新輔具之應用研究
106-2629-S-037-002-MY2(2017-2019年)

05.風險管理：社會創新
健康
風險

研究主題

職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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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經驗分享

個別型研究計畫 整合型研究計畫

總計畫主持人

審查計畫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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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型研究計畫

經驗分享



個別型研究計畫：移工健康服務
1. 服務據點
2. 與在地NGO協作
3. 關照「全面性健康」的

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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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型研究計畫：移工健康服務
• 蹲點式（4-5年）

→關懷與陪伴
→建立關係，取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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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照顧倫理
對於「全控式」機構研究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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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機構人員的信任：

1.守門員。
2.第一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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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照顧倫理

「全控式」機構資料的取得



1.計畫主持人-適時出現
2.研究助理-參與式觀察(撰寫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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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照顧倫理

「全控式」機構資料的蒐集與詮釋：



11

經驗分享

整合型研究計畫

總計畫主持人



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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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整合：

南台-機械工程：輔具研發

成大-職能治療：教育訓練

高醫-醫社：觀察&政策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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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申請I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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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IRB委員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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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質性研究同意書



引介+溝通：進入的時間點不能造成機構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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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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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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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購買相關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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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取得同意的過程：
所有團隊成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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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取得同意的過程：
所有團隊成員及合作機構主管一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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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教育訓練 – 保護機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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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教育訓練 – 多模態移位機講解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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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教育訓練 – 使用者獨立操作之使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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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了解使用遭遇問題 – 研究團隊實地觀察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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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解決問題 – 研究團隊設計符合機構需求之配件

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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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解決問題 – 研究團隊設計符合機構需求之配件

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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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資料分享、彼此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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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學術研討會發表

2017/10/27(五)受邀
至中山大學擔任特邀講者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der in Science &

Technology Gender Perspectives in ICT and Design

2018/04/13-2018/04/17
至日本千葉進行發表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2018



29

整合型研究計畫：學術研討會發表

2018/05/19(六)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性別化創新輔具之跨域連結」
自組論壇 進行第一年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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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參訪(國內)

於2018/1/22(一)上午參訪
「福樂多居家生活館旗艦店」

於2018/1/22(一)下午參訪
「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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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參訪(國外)

於2018/4//15
參訪「日本兒童輔具展」

於2018/4/16
參訪「Panasonic  Living 

Showroom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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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機構研究-輔具與社會創新

擔任總計畫主持人心得：

1. 溝通協調及統整能力的提升
2. 跨領域的學習：語言、思維與重點
3. 帶研究生及助理的方法
4. 與實務界的互動：廠商、長照機構、實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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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審查計畫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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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計劃案：相關文件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之一般審查意見表〉

 〈得簡易程序審查之人類研究案件範圍〉

https://www.ntuh.gov.tw/RECO/about-ntuhrec/DocLib8/%E5%80%AB%E7%90%86%E5%AF%A9%E6%9F%A5%E5%A7%94%E5%93%A1%E6%9C%83%E5%BE%97%E7%B0%A1%E6%98%93%E7%A8%8B%E5%BA%8F%E5%AF%A9%E6%9F%A5%E4%B9%8B%E4%BA%BA%E9%AB%94%E7%A0%94%E7%A9%B6%E6%A1%88%E4%BB%B6%E7%AF%84%E5%9C%8D101.7.pdf


建議：並未說明研究參與者（受雇勞工）之選取條件，那麼受

雇勞工是否可以拒絕參與（不填寫問卷）？建請補充。

35

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1.2 研究參與者選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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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研究對象有兩類：長照機構住民及協助之護理人員(訪談)，後者

並未寫明，應予補充說明。

2.1 研究參與者的主要選取條件含特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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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針對護理人員之招募方式，應予補充說明。

2.2 邀請、招募研究參與者及徵求同意過程

進行環境採樣及監測的部分，應該也要徵求同意，就這部分請

說明取得同意的對象是誰，並請提供「邀請資訊」或「口頭說

明稿」，或請說明將如何取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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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參與研究需花費的時間以及頻率。

2.3 研究參與者需參加的研究活動及資料蒐集類別

研究活動部分：所提供的計畫書為問卷內容，並不能含括本題

要求說明的資訊，尤其是「環境採樣及監測」的

活動要如何進行、如何取得廠家的知情同意，需

要清楚說明。

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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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申請表只說明「資料將保存在研究團隊研究室內保存至研究案

結束(約二年)，只有本研究團隊者可使用此人資料」，是否考慮

更嚴謹之資料保管方式，比如置放於上鎖之櫃子？

2.3.1 研究資料的保密方式

計畫的委託補助單位及計畫名稱應該要在問卷首頁告知受訪者，

但同時也需要更清楚地說明問卷調查的結果不會讓廠家及個別

作業人員因此遭受主管機關的處罰，相關的保護機制需要說明

清楚。

2.3.2 研究資料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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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泡腳、泡澡之施測地點在哪裡，似乎沒有清楚的說明。

2.5 邀請及參與過程中，對研究參與者的個人隱私保護考量

請特別考量員工填寫的問卷內容如被雇主知悉，對其是否會有

不利影響。所提供之附件「保密切結書」是保障廠家，但不是

保障填寫問卷的個人。

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問卷首頁的基本資料內容相當詳細，其實已經可以辨識出是何

人，建請考慮盡量以類別化選項勾選，如：第3、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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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觸或訪談研究參與者的過程，還是有可能得悉個人性較敏感的

資訊，需要思考資訊保護的方式；特別是本計畫會透過研究助理或

招募的學生執行研究，也需要加強職前的教育訓練。

2.5.1 研究目的以外之敏感資訊得知

所蒐集的資料應該有可能包括違反勞基法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請思考如何因應。亦即，並未含括有關研究參與者的隱

私保護與風險評估(違反勞動保護法規及雇主若知悉員工提供之

資訊) 。

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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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退出研究後之資料，是否應該直接銷毀或是提供給研究參與者，

而不是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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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問卷返還於廠家(協助單位)之作法，其妥當性值得再斟酌，因

雇主或許可能對員工提供的資訊有所顧慮。環境採樣的資訊將

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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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計劃案經驗：審查意見

「實驗研究參與同意書」第1頁之「可能的風險與傷害賠償」最

後的部分說明不完整。

其他相關計畫或附件之倫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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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倫理是人際互動的產物，只要研究對象有牽涉到人，就有
倫理問題存在。

2. 職業健康研究需要特別留意研究關係中的「階級不平等」
問題，包括：

(1) 研究者vs.研究對象(參與自主性)

(2) 雇主/管理者vs.受雇者(不對等關係)

(3) 研究資料之性質(敏感性資料)

結論

職業健康研究之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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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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