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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綱

• 研究倫理

• 以高齡者為研究對象的倫理議題及經驗分享



研究倫理參考依據

國內法規與規範(人類／人體研究倫理)

國內外倫理原則與規範

社群規範及專業學會守則



研究倫理

• 研究倫理：進行研究時必須遵守的研究行為規範

• 貝爾蒙特報告書(The Belmont Report)

基本倫理原則(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1. 尊重研究對象(respect for persons)

2. 善益福祉(beneficence) 

3. 公平正義(justice)



研究倫理

1. 尊重研究對象(respect for persons)：對人尊重與知情同意，尊重

個人之尊嚴和自主權(autonomy)，詳實告知研究之相關資訊，並

尊重其自由意志之選擇，取得其自願參與之同意。

2. 善益福祉(beneficence)：研究者必須善盡保護研究對象的責任，

研究的執行應該讓研究對象受益，並盡可能地將傷害減到最低。

3. 公平正義(justice)：公平且善意對待所有的研究對象。



研究倫理 ---實踐在每個階段

• 在研究設計之初，應審慎考慮如何確保被研究對象的權益

• 在研究的過程，尊重個人、遵守安全、避免傷害、保護隱私

、誠信的原則

• 研究結束要客觀、正確分析及報導研究結果



高齡者(老年人)的研究

科技部網站過去 3 年通過學術補助獎勵案件數：

以「高齡」關鍵字搜尋：

105年 168件

106年 150 件

107年 73件 (三年共391件)

以「老年人」為關鍵字搜尋：

105-107 年 168 件

http://statistics.most.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107年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查詢結果
(以高齡者為例)

題目 系所名稱

高齡者之醫療自主決定權於成年監護制度之落實 法律學系

運用主動激勵與被動監測於高齡照護 – 互動設備與介面
類型

工業設計學系

青春旋律——臺北高齡熱門音樂群體記憶之所在 民族音樂學研究
所

運動介入對中高齡族群功能性體適能的影響評估 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

電子遊戲輔助高齡大腦處理速度訓練及維持日常生活能
力

成人教育研究所



107年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查詢結果
(以高齡者為例)

題目 系所名稱

概念構圖結合人工智慧影像辨識技術對老年人英文單字學習之研究 外國語言學系

心肺適能、ApoE e4基因型及其交互作用對中老年人認知功能與認
知衰退之關連：前瞻性研究

體育學系

台灣老年人所面臨危機事件、保護因子及因應危機事件之復原力歷
程

長期照護系

社群媒體使用日益「年長」：中老年人使用臉書與Line的動機與模
式

傳播與科技學
系

台灣中老年人自覺聽力障礙對憂鬱症狀及認知衰退的影響 康產業管理學
系



高齡者研究的常見資料收集方式

• 訪談

• 問卷調查

• 座談(焦點團體)

• 觀察(包含參與式觀察)

• 功能檢測

• 健康醫療記錄或文件



您也參與其中嗎?

您會以高齡者為研究對象嗎?

曾經、現在或未來?



以高齡者為對象的研究倫理考量



思考 高齡者的特點

1. 是否都屬於易受傷害對象?

2.多元差異：健康、性別、年齡階段、文化、城鄉、社經

地位等



高齡者為「易受傷害」研究對象的特點

• 生理：身體功能退化，例如視力、聽力、活動力及理解能

力，罹患慢性病及失能

• 心理：孤單、憂鬱、依賴、無助、對權威的尊重與服從性

• 社會與經濟：對老人的刻板(負面)印象、不受歡迎、教育

程度及經濟能力低落(貧困)等



尊重研究對象

1. 以參與者可以理解的語言，清楚地告知相關資訊，以確保他們能

充分了解研究相關資訊，再決定是否參與研究。

2. 告知內容：包含參與研究的程序、可能衍生的風險或利益及中途退

出的情形等。

3. 給予充分的時間考量參與研究的利弊得失，化解參與者因資訊不足

而產生的疑慮。

4. 在參與者個人資料的儲存、管理和運用上，必須尊重參與者的資料

所有權、隱私權和保密性。

5. 研究者也要尊重參與者可以隨時撤回其同意，退出研究之決定。



知情同意

• 對象：

1. 研究守門人(例如機構的主管或工作人員)：接洽說

明，充分溝通與告知，以取得同意

2. 老人



知情同意

高齡者應有正常的心智功能及理解能力

1.醫學及評估工具的檢測

2.Appelbaum & Grisso (1988)建議知情同意應有四種能力：

•能了解同意書相關資訊

•能肯定自己決定是否參與研究的結果

•能說明選擇的理由

•能討論其選擇



知情同意之考量

1.欠缺決定能力者：因疾病而喪失決定能力或無法完整表達自

主意願者，例如失智、昏迷、意識不清

2.對無正常的心智功能及理解能力者，應取得家屬或法定代理

人的同意。

有同意權者代為同意的順序為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兄弟

姊妹、祖父母



知情同意之考量

3. 識字程度：

不識字者：以其能理解的語句說明(避免使用專業術語)，過程中宜有

見證人證實其能充分了解同意書內容，見證人可以在同意書中簽名

識字者：以淺顯易懂的用語提供研究相關訊息，同意書字體大小要

考慮老年人的視力，說明時要考量其聽力

**107年底，65歲以上 不識字率 6.19%，國小47.65%、自修1.24%

(內政部統計通報108年第11 週)



知情同意

• 屬於長期照顧機構(安養、養護、護理之家)，是否會擔心

不加入研究而影響其照護，而影響其自主權

• 持續性的徵詢同意方式(A step-wise consent procedure)：

特別是長期縱貫性的研究

• 同意無條件地退出研究



知情同意

常見的同意書形式：

• 書面

• 口頭

• 書面及錄音

• 書面及口頭等



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進行方式：

1. 初次接觸參與者時，應有充分的時間(10~20 分鐘)，

向他詳細說明「研究同意書」的內容。

2. 解說的方式應以符合長者的教育程度或文化背景、

易於理解且淺顯易懂的語言，更多元溝通型式。

3. 注意時間、地點、同意書的解說者。



知情同意的另類想法
---人們應擁有自己的故事

• 傳統上，針對質性研究資料，研究者會以匿名或給參與者取一個
假名，以保護其身份。

• 可能的例外：

1.某些參與者可能希望能「擁有自己的故事」或以其身份為榮，拒
絕在研究中偽裝身份

2.某些研究目的是使參與者賦權充能的方案，故強調參與者擁有其
資料和故事的所有權

• 研究者應該尊重其匿名與否的自主選擇 (吳芝儀, 2011) 。



善益福祉

1. 研究者在決定研究目的、設計研究程序時，必須衡量研究之

預期成果對參與者及其隸屬群體的利益或福祉。

2. 審慎評估研究過程是否造成參與者身體、心理、社會或文化

傷害的風險？考慮應採取何種策略或做法，盡可能降低風險。

3. 在「研究同意書」及知情同意的知告歷程，明確解說。

針對長照機構長輩，研究目的必須
與其健康需求有關，其受益程度至
少與其他選擇的治療相同



善益福祉

• 參與研究獲得的補償，不拘形式，但應該「有益」，可選擇
適合長者的用品(禮物) 。

• 除了現金禮品之補償，亦可考慮其他替代方案，例如給予受
訪者訪談錄音和故事文本，以留存作為某段生命歷程之見證
和紀念。

• 研究完成後，提供研究之摘要報告，或有關參與者的扼要說
明，使參與者有機會瞭解他在研究的貢獻。

• 篩檢後的告知與教育。

• 在結束研究後，由研究者或轉介由其他單位提供義務性的專
業服務，以回報參與者時間心力的付出。



善益福祉

• 長者在結束研究後的失落處理：

在時間較長的研究中，一旦研究者與長者建立良好而
信賴的工作關係，在研究過程及結束時應妥善處理長
者的情緒

1. 說明研究期程，建立明確的期望

2. 結束期的準備

3. 適當的轉介處理及後續的支持性服務



善益福祉

1. 風險效益評估：可以讓研究參與者自行決定哪些資訊應該

呈現，哪些則不應該呈現，研究者可協助提醒各種資訊的

呈現可能帶來的後果為何。

2. 參與者的隱私範圍可由研究參與者自行決定。研究者此時

有必要針對第三者的部分，進行資訊查證或者取得肖像使

用之同意等各項措施。



善益福祉

在減少傷害的部分：

1. 研究者亦有責任提供一些專業資源，協助受訪者紓
解或療癒於參與研究過程中被喚起的心理壓力、負
向情緒或內在創傷。

2. 對敏感性資訊的處理與推進程度

研究工作者應有良好的專業訓練，真誠地關心人類
的福祉



公平正義

1. 確保參與者在研究過程中受到同等的尊重與公平合理的對待，

且有均等的機會在參與研究中獲益。

2. 謹慎考量參與者的「易受傷害性」，必須更謹慎地採取特定

或額外的程序善加保護，並將風險降到最低。

3. 研究參與者的招募、納入或排除，均須符合研究目的，不應

因其隸屬特定族群而有所差異。

不可剝削；若無良好的理由，不得
排除合適、可望因而受惠的人參與
研究



公平正義

• 某些具備獨特特徵，或在特定時空背景、社會脈絡、研

究風潮所導引下備受關注的族群，有可能經常成為研究

招募對象，應設法避免這種情形。

•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研究設計，可以給予對照組適當的補

償，例如研究結束後給予相同的介入措施。



高齡研究的考量
高齡者的

聽、讀能力

高齡者的

體能、移動力

研究友善度：

文字的字體及

顏色、時間長

度、溝通語言

研究者的

態度、準備度

高齡者
尊嚴



高齡研究的考量

每個人都希望被尊重與肯定

建立友善信任的關係

研究者展現尊重、同理心、適時關懷

注意其權益



成大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NCKU HREC) 倫理審查
研究倫理審查旨在協助計畫主持人於規劃階段能周全考量研究參與權益，以利實際執行時和
研究參與者有正向的互動經驗及關係。

基本倫理要求：（ NCKU HREC設置與審議要點第十三點）

1. 肯定每個人之生存價值與尊嚴，同等關懷與尊重所有研究利害關係人。

2. 尊重研究參與者之參與意願與研究過程中之自主性，不得強制、脅迫、操控、惡意欺瞞或
提供不當誘因。

3. 主動向研究參與者揭露研究計畫主持人與研究團隊是否涉及利益衝突。

4. 在切合各研究領域之知識探索目的與專業訓練下，以關切研究參與者之福祉為優先考量，
盡力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傷害。

5. 尊重研究參與者之隱私，避免個資洩漏。

6. 研究之設計與執行，應恪遵學術倫理規範與相關專業倫理守則，以追求學術研究誠信並獲
取研究參與者及公眾之信賴為目標。

7. 研究結果應避免研究參與者與所屬群體遭受歧視或被污名化。





成大 REC

1. 知情同意書範例：

兒童家長／法定代理人知情同意書

青少年參與意願書暨家長知情同意書（12歲-未滿20歲）

個別、焦點團體訪談同意書

問卷知情說明頁（含紙本及網路版）

通用版同意書
表格式

項目式

實驗研究參與同意書

2. 說明書：守門人協助研究說明書



結 論

• 研究的目的是增進人類的福祉

• 研究倫理有賴於研究者的專業、對人的尊重、敏感度、

自我覺察及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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