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研究倫理中心於 101年 6月 1日（五）下午，假天主教輔仁大

學舉辦「101 年臺灣北區保護研究參與者聯盟成員教育訓練－新北場

次」，圓滿成功。本次教育訓練邀請國立臺灣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同時也是國立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任鄭麗珍教授講授「研

究參與者中易受傷害族群之保護－以行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為例」，

以及國立臺灣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

究員兼副所長與國立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合聘之葉光輝教授，演講「行為

與社會科學研究之倫理考量-以心理學為例」，會後並安排任教於國立

臺灣大學人類學系並擔任國立臺灣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謝

世忠教授擔任綜合座談與談人。本場教育訓練承蒙天主教輔仁大學重

視，由聶達安使命副校長及杜繼舜研發長親臨參與活動全程，更於歡迎

辭中積極邀請師生對於行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等議題多加關心

瞭解，同時也要特別感謝聶達安使命副校長擔任綜合座談主持人，帶動

現場與會者和講者的交流，以及杜繼舜研發長和輔大研發處的熱心協

助，促成此次活動的成功。  

    本場教育訓練為臺大團隊今年度專為北區保護研究參與者聯盟舉

辦的第二場次，除了舉辦單位臺灣大學以及地主單位輔仁大學兩校成

員與會踴躍之外，共計有 19個北區聯盟成員參與，已屆將近北區聯盟

單位總數的 2/3。另外亦有清華大學、臺北市立體育學院、聖約翰科技

大學、大漢技術學院等北區聯盟以外之其他 20 個單位的成員參與本次

活動，迴響熱烈。除感謝各界參與者對於本次教育訓練的支持，也十分

榮幸能藉由本次教育訓練活動，加深參與者對研究倫理議題的重視及

概念。  

臺大研究倫理中心舉辦「101年度 

北區研究保護參與者聯盟教育訓練－新北場次」圓滿成功 

 臺大研究倫理中心 黃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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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綜合座談中，與會者提出許多關於行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和審查的疑問，與本次的

講者互相交流，其中包括許多計畫主持人關心的議題，例如：老師招募自己班上的學生涉及之

研究倫理議題、如何設定合理的報酬及標準、知情同意書書寫時該如何揭示研究風險、人體研

究法公布之後行為與社會科學之研究是否受規範、案件應送至生物醫學的研究倫理委員會或

是行為社會科學的倫理委員會審查，兩方標準不同時應如何遵循等。講者及與談人除回答問題

中應注意之研究倫理原則和事項外，也從中分享自身參與審查之經驗，提醒計畫主持人應回歸

研究參與者的角度思考，以回到保護研究參與者之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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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自成立以來，一直致力推動區域內各大學院校成立校級研究倫

理委員會，在計畫執行期間，陸續拜訪中區各校行政主管和專家，以及舉辦教育訓練和專家

座談會，除了推廣研究倫理的理念外，也與各校學者分享中國醫藥大學校級研究倫理委員會

的建置經驗。目前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已明確表示成立研究倫理委員會的意願，本中心不斷

提供相關諮詢和協助，同時邀請兩校籌備人員參訪，觀摩本中心審查行政作業的運作和審查

會議的進行。中興大學也是我們鎖定推廣的目標之一，在該校法律學系副教授同時是中區研

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委員林昱梅老師的引介下，本中心黃漢忠博士於七月十六日早上拜訪中興

大學徐堯煇副校長，希望促成興大研究倫理委員會的成立。  

    事實上，本中心曾在中興大學舉辦各種不同類型的研究倫理推廣活動，包括在 99年 12

月 6日與該校人體試驗委員會合辦「研究倫理工作坊暨專家座談會」、100年 10 月 25日與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合辦「研究倫理基本內涵與實務機制講習」和 11月 18日與人文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合辦「人文及行為社會科學研究倫理講習暨專家座談會」，討論議題包括國際研

究倫理的發展、如何確立客觀公正的研究倫理審查保障受試者的權益、人體研究倫理的法規

規範、如何寫受試者同意書、建置中區研究倫理中心的經驗分享、國科會研究倫理審查試辦

方案等。團隊成員也多次拜會興大各領域專家，包括生物科技學研究所楊長賢教授、生命科

學系所特聘教授兼研發長陳全木教授、文學院院長和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王明珂教授、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楊翠副教授、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暨人體試驗委員會主委黃介

辰教授等。在歷次訪問中，本團隊成員除了與興大的師長們針對研究倫理審查制度交換意見

外，也從他們的分享中學習到不同領域的研究經驗和可能涉及的倫理議題，以及各專業自身

逐漸發展出的規範，對於深化我們對不同學科的瞭解、整理相關資訊供審查委員參考有相當

幫助。  

    在這次拜訪徐副校長的活動中，黃介辰主任也受邀出席。本中心黃博士首先向徐副校長

和黃主任介紹中區研究倫理中心建置計畫的執行現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和

人類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試辦方案，說明中醫大校級研究倫理委員會的建置過程和本中心協助

中區各校成立審查委員會的進度，同時參考興大 101年度受國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就研究

倫理委員會的營運作了簡要的成本分析，並準備了中醫大研究倫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和標準作

業程序供興大參考。徐副校長和黃主任表示，目前興大規劃校內研究計畫先委託本中心研究

倫理委員會審查，與中區研究倫理中心所簽訂的委託審查協議書即由生科中心協助處理，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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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和統計實際審查需求後，再決定是否建立校級研究倫理委員會。由於去年生科中心只有

數件研究計畫申請倫理審查，而且都交由合作的醫療機構之人體試驗委員會辦理，故就目前

所知，校內送審的需求不大。針對此問題，黃博士指出興大所執行的人文社會科學類研究計

畫當中，也有不少是涉及人類研究參與者的計畫，希望興大納入考量。黃主任也表示，過去

生科中心與中區研究倫理中心合辦的研究倫理教育訓練，都是邀請文學院王明珂院長共同合

作，因此針對審查需求的問題，也將徵求王院長的建議，進行整體的評估。另一方面，針對

國科會的試辦方案，黃主任認為某些條文的要求可能偏高，例如在人員編制方面，要求置專

任行政人員負責研究倫理中心的業務，在目前一般大學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恐怕不易達

成，希望本中心向相關單位反映。  

    在推廣研究倫理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到自行建置審查組織相對於審查需求的多寡是否符

合成本效益、建置的標準是否容易達成，以及如何凝聚校內老師的共識，是各校決定是否建

立研究倫理委員會的重要考量。自行建置無疑更符合大學自治的精神和各校的研究特性，但

如何簡化查核基準，進而提供足夠助緣，促成各校自發成立研究倫理委員會，同時能維持應

有水平和享有一定的公信力，是推動研究倫理審查機制的單位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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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截止日： 2012年 8月 8日 

統計一覽表：  

 

 

 

 

 

 

 

 

 

 

 

 

 

 

 

 

 

 

 

 

 

 

 

 

 

 

說明： 

1.南區研究倫理聯盟成員學校（機構）共 50校，除成功大學及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外，共 48校。 

2.其他聯盟學校有關校內作業辦法制訂及委託審查相關作業，本委員會持續提供諮詢服務與協助，並   

  受理委託。  

國立成功大學人類行為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與南區研究倫理聯盟簽署委託審查協議書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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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情況 南區研究倫理聯盟學校 數量 

已完成委託審查協

議書之簽署 

國立嘉義大學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國立臺南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南華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國立高雄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美和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國立金門大學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立中山大學 

國立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高苑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高雄市立空中大學 

國立臺東大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國立中正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義守大學 

永達技術學院 

國立高雄餐旅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台灣首府大學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4 

確認委託審查協議

書，即將進行簽署 

國立雲林科技大學   
1 

  合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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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推動國科會試辦方案、營造友善的送審互動過程，本團隊持續於網站上更新相關內

容，希望藉由更清楚的說明、豐富的內容與經驗的分享，邀請南區研究倫理聯盟的研究人員使

用本會之諮詢、教育與審查服務，並透過互動讓研究人員感受到團隊的用心、專業與推動研究

倫理的熱忱。近日本團隊收到許多詢問送審流程之電話與 email，因此藉由本期 newsletter

分享「如何上傳申請資料」與「會期之公告與提醒」之說明，歡迎更多的研究人員參與自願送

審、使用諮詢與教育訓練等服務。  

 

˙ 申請資料上傳之說明  

   使用本會審查服務之研究人員，可循以下四個步驟完成申請資料的上傳。詳細說明，請 

   見本團隊網站： https://rec.chass.ncku.edu.tw/info/783 

第一、至本會網站註冊帳號； 

第二、進行密碼的修改； 

第三、初次申請帳號者，煩請來信或致電，以確認您的研究計畫屬於本會受理範圍並開

啟上傳功能； 

    第四、備妥申請文件之壓縮檔後，即可上傳。  
 

 

˙ 啟動上傳功能之說明  

如果您是初次申請帳號的研究人員，需要麻煩您與團隊聯絡以開啟上傳功能，之所以有這

樣的規劃，乃是考量研究人員正在熟悉國科會試辦方案定義下之人類研究，和需要釐清衛生署

人體研究法管轄之灰色地帶，例如：研究人員將蒐集日治時代報紙，分析當時媒體如何構建對

現代化此一概念的論述；如果研究人員隸屬醫學院，可否將國科會人文處的計畫案送至本會

進行倫理審查。因而，本團隊希望藉由送審前提供的諮詢服務，初步了解申請人研究計畫的相

關訊息，確認該研究案的確為人類研究或是本會可受理之研究計畫類型，再請研究人員啟動申

請程序，可說是團隊為避免申請人困擾之積極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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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2年 5月本會開始受理與審查案件後，感謝各位申請人與致電本會釐清申請程序或

審查範圍的研究人員，您的提問與疑慮協助團隊更加了解現場面的多樣，也協助本會能持續修

正相關機制與舉辦相關之教育活動，以持續累積現場經驗與推動此治理架構之目標與理念。  

 

 

圖 1-申請資料上傳說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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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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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議日期之公告與提醒 

截至 2012年 8月 11日，已有 30餘位研究人員使用本會所提供的審查服務。為了讓研究

人員能規劃送審時程，本會於網站上定期公告會議審查會期和相關提醒，審查會議日期之網站

為： https://rec.chass.ncku.edu.tw/submit/meeting。一般來說，如果申請人想趕上當月

會期，團隊建議您於該會議日期 2週前即備妥審查資料以進行上傳，在您完成資料上傳後，團

隊會主動與您釐清疑問，確認申請文件提供充足資訊後，即正式受理該份申請案，相關說明之

網站為： https://rec.chass.ncku.edu.tw/info/975。 

    本會八月與九月份的會期分別為 8月 16 日（星期四）與 9月 13日（星期四），歡迎聯

盟夥伴學校的研究人員踴躍參與。  

圖 3-本會第三次審查會議會期公告  

頁 9 

成功大學研究倫理團隊網站更新頁面分享 

[成大研究倫理團隊鄭育萍/凌子惠]  

NSC-HRPP NEWSLETTER 第二十五期 



＊活動名稱：輕鬆快速認識人類行為科學研究倫理審查申請 

＊內容主旨：本會目前採線上申請，為了使申請者能快速且準確地提供申請表相關訊息、了解  

            申請表問題背後所關切之倫理議題，藉此活動進行相關資訊的說明與討論，以減 

            少提供申請表資訊時可能會遇到的疑問。 

＊活動議程：  

 

 

 

 

 

 

＊對象：有意願申請研究倫理審查的南區研究倫理聯盟師生 

＊時間： 15:00~16:30 pm, 2012年 8月 17日 (星期五) 

    15:00~16:30 pm, 2012年 8 月 24日 (星期四) 

    15:00~16:30 pm, 2012年 8 月 29日 (星期三) 

＊地點：國立成功大學人類行為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70101 台南市大學路 1號(光復校區)雲平大樓東棟北側 4樓 

＊報名方式：請 email： puhsian2012@gmail.com進行報名，如有問題請聯絡本會郭小姐。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人類行為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資料參考網站 ：研究倫理審查說明 https://rec.chass.ncku.edu.tw/node/749 

                 申請資料上傳說明 https://rec.chass.ncku.edu.tw/node/782  

 

成功大學研究倫理團隊近期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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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15:00~15:20 如何申請倫理審查 

15:20~16:00 倫審申請表說明與填寫 

16:00~16:30 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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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研究倫理中心自去年（2011）開始受理行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

理審查以來，已有許多計畫主持人洽詢案件申請。有鑑於申請時對於填

寫表單、審查之疑問，本中心自今年（2012）5月開始，特別開設「申請

行為與社會科學研究計畫倫理審查步驟與流程工作坊」，提供欲瞭解臺

大涉及人類研究參與者研究倫理申請流程細節者報名參與。工作坊採取

小班教學方式，每班限額 20名，每月開設一場次，由臺灣大學行為與社

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執行秘書朱家嶠博士、蔡思瑩副執行秘書，及研

究倫理中心陳奎伯、黃懷蒂兩位專案經理輪流擔任主講者，臺灣大學以

及北區研究參與者保護聯盟成員優先錄取。完整參與課程者，將發給本

中心研習證書。  

    目前工作坊已順利舉辦完成三場次，第四場次預計於 8月 14日（二）下午舉行。第五場次亦將於 9月

6日（四）假臺大研究倫理中心會議室舉辦，該場次開放報名至 9月 3日，或至額滿為止，相關報名方式、

開放名額等詳細資訊，可參考本中心網站 http://rec.ord.ntu.edu.tw/，歡迎臺大及北區聯盟成員報名參

與。（聯絡人：臺大研究倫理中心專案經理 黃懷蒂 02-33669956、huaiti@ntu.edu.tw ）  

「申請行為與社會科學研究計畫倫理審查步驟與流程工作坊（五）」 

議程資訊：（講師：國立臺灣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執行秘書朱家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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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研究倫理審查？」  

臺大研究倫理中心系列工作坊資訊  

 時間 課程內容 

14:00~14:25 國內、本校相關法規與國科會試辦方案說明 

14:25~14:50 本校倫理審查要點、風險分類原則與審查類別、申請相關流程 

14:50~15:00 咖啡時間 

15:00~16:00 倫理審查申請書填寫實際操作 

NSC-HRPP 電子報 

發行單位： 國科會人類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推動計畫辦公室   專線： (02) 2651-0731    

執行編輯： 顧長欣    E-mail： hrpp@gate.sinica.edu.tw  

地址： 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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