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於 100年 10月 14日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與彰師大研發處、輔導與諮商學所及教育研究所等單位合辦｢心理諮商

及教育領域研究倫理專家研討會暨專家座談會｣圓滿成功。 

        本次活動由彰師大輔諮系王智弘系主任主持，邀請 11 位領域專家

與會，共同分享研究歷程中所遭遇之心理諮商、教育領域研究、調查取

向研究、實驗取向研究或是質性取向研究的倫理議題與研究倫理的困

境。與會專家除肯定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對區域性研究倫理建置的

努力外，也藉此交流平台對研究倫理委員會或研究機構的角色與功能提

出建議。  

        與會專家指出，在研究倫理審查建置化的過程中，研究倫理委員

會除了建立規範與執行研究倫理審查外，也應發揮教育功能，特別是引

導研究者了解審查規範及相應程序對研究參與者保護的重要性｡如此一

來，方能達到保護研究參與者權益與確保學術研究追求真理與知識的雙

重目標。  

以下為本次專家座談會，各與會專家之精簡發言紀錄。  

王敏行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從復健諮商的研究經驗來看，研究倫理的困境在於如何確保研究參與者

了解他們參與研究所獲得的利益，或者，研究者究竟如何確定他們是

「身受其利」而非「身受其害」。我們的研究對象多為社經地位較為弱

勢、知識不平等且社群人數較少的身心障礙者。此外，社群人數較少導

致許多個案常有「疲勞轟炸」的感受，研究者也要尊重他們的感受。因

此，我認為無論是質化或量化研究方式，知情同意的面向如果能夠用更

淺顯、更可溝通的方式來進行整個說明的過程，包括在形式上如何進行

研究過程，相關表格的易讀性都要講究，我相信這種基於尊重與理解的

改變，對促進研究參與者的利益是很立即且能做得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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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鎰教授（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我想要從我個人送研究倫理審查的經驗針對研究倫理委員會的建置提出建議。雖然許多醫院都有

IRB(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過多數委員多為醫療背景，對行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學科特

性並不了解，導致此領域的送審者常為了因應委員們不了解或誤解行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旨趣與研

究方法而必須不斷修改的情況。因此，我建議倫理委員會的成員組成應該更多元化，並納入了解

特殊領域研究的專家，並設有讓主持人出席說明的機制，以促成審查委員與研究者之間有效率的

溝通與交流。  

 

胡豐榮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這邊主要替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的相關服務作一個宣

傳。雖然國科會現在沒有強制要求 101 年度社會科學與教

育學的研究計劃要送研究倫理審查，不過相信未來這可能

會形成一個趨勢。所以，在座的先進們如果今年 101 年度

的專題研究計劃，可以考慮送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

只要在計劃裡面編列 IRB 審查費，這個計劃在明年的 6

月、7 月左右公佈，甚至是核定，被核定的這個情況下，

如果說計劃被退回來的話，中區區域研究會就不收費，如

果計劃過了，到時候執行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劃，只要把

那筆費用繳到這個中區區域研究中心就可以了，所以如果

計劃沒過，就被退回來了話是不用付費的，目前替中心提

供這樣的服務訊息給各位，以上。  

 

黃聖桂副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倫理議題的討論是非常非常需要思辨的一個過程，雖然我們把他通通納歸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研

究，當我們思考研究倫理，我們把他看做是一個名詞來看，但是如果把它切開來看，就是「研

究－倫理」，那麼就要想，研究的積極目的是甚麼，那倫理的積極目的又是甚麼？剛剛幾位老師

提到，當我們的研究參與者知道要接受研究時，可能會影響到研究結果，這樣看來，這種研究設

計勢必會影響到我們在科學研究過程裡面以求真實、接近真實的目的。倘若如此，這真的是一個

積極性的倫理作法嗎?此外，是不是所有的研究都令研究者受益？我們每一個研究研究對象都是

我們未知的領域，我們或許抱持著非常尊重的態度進入研究場域，想去瞭解他們、接近他們，但

是更多的情況是，他們就是我們未知的領域，我們就這麼進去了。在諮商輔導這個領域裡，我們

的研究可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他們，然後減少錯誤的發生。但也有可能是，我們對他們是不了解

的，即便沒有累積足夠的知識，但是我們也進去了，那當我們進去的時候，到底我們這樣的一個

研究是對他的傷害是比較大的，還是對他的積極的保護是比較大的，這也是需要思考的倫理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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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共同主持人臺中教育大學胡豐

榮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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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我想大概可能在這幾年從單一受試與行動研究這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還有身心障礙者他們特殊

需求的部份來跟大家做一點分享。單一受試其實比較著重的是受試者整體受益的部份，這是我們

研究設計最優先的考量。我們帶學生做研究，或是說發展一個研究議題時，比較是從個體的需求

出發，特別因為我們是做服務的專業，所以必須從實證的過程當中逐漸累積起來許多介入與服務

的方式。因此，我們要確保之後我們訓練出來的專業人員在使用這些介入服務是有實證基礎的，

也讓我們的專業人員在實務上是有所依據。相對來說，這種研究我至少確保到研究過程中受益者

是我們的研究對象，他們可以得到基本的受益與保護。從人的尊重方面，整個的過程當中可能都

要有持續的督導，不斷的提醒我們要確保個體受到適切的對待，我想這個可能是在整個單一受試

過程中，也會非常重視的，王老師其實也提到因為我們服務的對象大部分是身心障礙者，那我也

會針對此一社群需求做生涯諮商，生涯輔導的議題討論，並以偏向行動研究的方式來進行。  

 

葉瓊華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透過我個人的經驗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並針對剛才的議題提出我個人看法。我自己大概在 1990

年代初時，proposal 是經過指導教授還有 committee members 同意後，填一個 IRB 的申請

form 送到 IRB 去，一直等到他們檢查完，通過我的 proposal 後才可以進行我的實驗研究，當時

是這樣，20 多年前美國人認為這件事情就已經是非常普遍了。我回到國內來指導研究生的時候其

實沒有這個制度，但我的學生每一個都要附上家長同意書，可是我們是沒有送審機制，現在我覺

得可以用一個方式，就是我們系上有修業委員會，可以透過修業委員會來檢視研究是不是有足以

堪慮的地方，只是目前還沒有相關程序與表格，但我覺得應該可以朝向這個方面來走。另外，學

術界也應該針對研究者過多而造成研究參與者困擾的情況做出因應改善。我自己都有被過去的學

生來罵過，說「老師啊，你要管一管你的學生，怎麼隨便送一個問卷來要我們填。因為論文上要

做這些（問卷），結果不是做太多，而是重複做，那個要因對我來講沒有甚麼不同，都是差不

多，重複做重複做」。所以，要改善這樣的情況 我們不僅要建立審核機制，恐怕還有些其他的

配套措施要一起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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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瓊華教授表示，二十年

前美國就已經實施研究倫理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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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志平助理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我這邊要講兩件事情，一個是就是做研究時會遇到倫理上面的小小地方，另外一個是我以前跟

IRB打交道的一些經驗。我還記得就是以前都會被要求一個 debriefing的東西，那個東西其實是

可以讓受試者受益的機制，因為你要告訴受試者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做這個對你有甚麼好處，或

者是他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甚麼訊息。我的學生曾經做過有關同志議題的研究，在做計畫審查時，

一個老師就很好心的提醒他藉這個機會去談一些同志教育的資訊，他就 debriefing上面就做了

這件事情。 另外，我要談的是我跟 IRB打交道的經驗，那個經驗其實是蠻漫長的，但是它是一

個蠻不錯的經驗。我那時候的研究其實很簡單，是問人家對某個職業的興趣，其實沒有甚麼傷害

性但是還是要經過 IRB，也要填很多很多資料。原本以為送了之後就過了，結果沒有，反而一直

被退，大概退了 1～ 2個月才完成，而且還要再去跟他們討論。但是，我覺得整個漫長的過程

裡，他們的態度還蠻不錯的，因為他們會跟我講為什麼要這樣，從那個過程裡面我覺得有很大的

教育性，你會知道說為什麼我要注意這些事情。這種情況和透過書面資料被告知必須要做哪些更

改，跟人家指導你告訴你如何去做，這兩種感覺非常的不一樣。所以，我對 IRB的期待是，他其

實不是只有在限制你可不可以做這個研究，他更應該提供教育性的諮詢服務。  

 

韓楷檉副教授（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我覺得這個倫理部份，在制定知後同意可能還是要考慮文化差異，因為東西方倫理觀是不太一樣

的，你看我們講家庭倫理跟西方家庭倫理是不一樣的，研究倫理是不是完全要照著西方社會講研

究倫理完全一模一樣的方式，哪些事還有爭論空間？剛剛談到的，就還有些爭論。比如委員會的

部分，就會涉及到，委員會的設計與組成，還有規範建立。因為這些制度，我們的學生慢慢會感

受研究規範越來越多，以後提碩士論文都要送各種委員會，研究者、老師們也要提交各種委員

會。但是，我們是否要思考，這些委員如何產生？他們有足夠的專業做審查嗎？在國外，倫理委

員會的委員是專業的，但是現在許多倫理審查委員都是無給職的，義務的，頂多給個車馬費而

已，加上有球員兼裁判的情況，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各位知道現在系所評鑑裡面就很多要補訂

定的規則、規範法規，所以我是覺得這種這種行為的規範，研究的規範，還是要面臨現實的考

量。台灣實在地太小，人太少，作研究的人那麼多，每個人都要去做問卷調查，我跟我學生說只

要有人問卷你就幫人家做，你不幫人家做人家就畢不了業，就是這個現實啊，如果我們的學生都

要經過知後同意的話，畢不了業的人還蠻多的，這是實務上的問題，我覺得也要考慮這個部份。

剛剛講到組織、人員的部分，能夠簡化、簡單化，我傾向由倫理委員會制定的規範原則越單純越

好。（有些文句已做了修飾）  

 

劉淑慧副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我想倫理的問題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講到倫理守則大家都會同意，沒有人對那些條文

的原則質疑，可是大家會覺得困惑，會覺得實際上要執行審查要如何執行。我提我自己的例子，

比如說有些情況我們並不一定要要求說一定要有同意書，因為我的課程不一定要做問卷，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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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做一些經驗書寫，而事實上那也是我的課程教材。某個程度上我非常清楚，即便不做研究我

也會要求學生做這樣的作業，而且我覺得我有很好的立場可以支持說，這個東西絕對不是假藉名

義收學生的資料，因為學生的作業是拿到課堂上實際做討論應用。但如果從研究倫理的要求來

看，我們就會想說，雖然理論上有條文說他是因為教學或本來的程序的產出，因此可以不用另外

徵詢同意，但是我就想說，好吧，我們就做的完美一點好了，依然徵求他們的同意。但是這樣就

遭遇技術上的問題。第一，我要去想如何不讓他們有擔心分數的壓力，所以徵求同意一定是在我

送成績之後。但是後來發現，其實學生很少人會回同意書，在了解狀況之後，我發現學生都很天

真的說好啊，沒關係啊。我說，可是你們沒有填同意書，他們就說，喔，我忘記了。也就是說

呢，我們為了很安全，一定要很低調處理，不要一直去強調這件事情，而且讓他在學期作業交

完，老師也送完成績後才來做這件事情，但是學生那時候已經鳥獸散了，根本就忘記這件事情

了。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取得書面同意書的困難不是他不願意，而是有技術上的問題。在實際

的經驗裡頭，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它是一個實際運作的困難，有可行性的問題。這個困難通常有兩

個部份，不同倫理之間的困難的相衝突的問題，也就是一個倫理守則跟另外一個倫理守則之間的

衝突的問題，另外一種問題就是剛才黃教授的，研究跟倫理之間的衝突，研究求真理追求知識，

所以他有他的一個可信的價值，可是倫理是要保護人的基本權益，有時候兩者之間會有衝突。我

們一直想怎樣規定一些程序確保研究參與者的福祉可以被保護，但是，另一個思考方式是我們怎

麼樣集結大家的力量去發揮創意來想怎麼樣雙贏，大家在這個運作的過程中，想出實際上怎麼去

解決這些問題，怎麼樣很有創意的兼顧研究跟倫理，很有創意的兼顧不同的倫理要求之間，這可

能是繁複很瑣細的東西，但又不會阻礙研究的可行性，這就好像行動研究某個程度上希望達成研

究跟實務的結合，既是在做實務工作也是在做研究。所以行動研究的發展方法，他就為實務跟研

究兩者的各自的價值找出了一個有創意的，而且非常有建設性的一種方法，那我們就想說是不是

我們也可以在倫理相關的議題上也可以朝這樣發展，集結經驗、力量、智慧來發展一些方法是很

有創意的追求雙贏。  

頁 5 

（左至右：彰師大教育研究所龔心怡副教授兼所長、活動 
主辦人彰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系主任王智弘教授）  

（與會專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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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中興大學人文社會領域專家瞭解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所提供之服務及國科會推動

研究倫理審查的政策方向，本中心與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及人體試驗委員會於 100年 11月 18日合辦「中興大學人文及行為社會科學研究倫理講習暨

專家座談會」。此次活動由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暨人文及行為社會科學中心主任王明珂教

授與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暨人體試驗委員會主委致歡迎詞，並向與會專家說明活動目的。另

外，「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建置計畫」主持人暨本校醫學院林正介院長以「建置中區區域

性研究倫理中心之經驗分享」進行專題演講，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暨「國科會人類研究倫理治

理架構建置推動計畫」總主持人邱文聰副研究員亦受邀說明「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與區域研

究倫理聯盟」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試辦方案」，本團隊

黃漢忠博士後研究員則代表本中心向與會來賓說明本中心研究倫理審查流程。  

 

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建置中心舉辦 

「中興大學人文及行為社會科學研究倫理講習暨專家座談會」圓滿成功  

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建置中心 林芳如  

頁 6 

（由左至右）本計畫主持人林正介院長、興大生科中心暨
IRB主委黃介辰主任、興大文學院暨人社中心主任王明珂
院長。  

國立中興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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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定本中心與興大人體試驗委員會於共
同合作推廣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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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介紹研究倫理審查制度的推廣與現況外，最後一場次則安排人社領域專家座談會。座

談會由興大文學院院長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王明珂主任主持，共有來自文學院、社管院、

法政學院、生科院等 12位專家進行交流。本計畫共同主持人東海大學王崇名教授以及本校護

理系曾雅玲副教授亦分別於會中分享參與本計畫的收穫及送審經驗。曾副教授指出，倫理審查

制度不僅是保障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雙贏制度，也是學術交流與溝通的平台，王崇名教授也

以參與中區研究倫理建置計畫的經驗呼應上述說法，指出倫理審查是學術發展的趨勢，並肯定

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在此建置過程促進中區領域專家針對相關議題與制度建置的交流。與

會專家除肯定本中心藉由舉辦教育訓練及建立

教案資料庫等推廣研究倫理教育的努力，也針

對中心審查流程、審查制度的落實、對研究執

行的實際影響、以及國科會政策細節等提出討

論，上述討論則分別由國科會及本中心代表一

一回應。  

 

頁 7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暨「國科會人類研究倫理治
理架構建置推動計畫」總主持人邱文聰副研究員
於專家座談會中回答與會者對「人類研究倫理治
理架構與區域研究倫理聯盟」及「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推動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試辦方
案」的提問。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魯真教授詢
問本中心審查流程之細節。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阮秀莉教授肯定本中心將「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倫理規範」放置入研習
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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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活動成果豐碩，與會專家不僅對研究倫理建置充分表達看法，也以各自的學科研究方

法為基礎提出相關的研究倫理議題。於會後問卷中，許多與會者均表達希望中區區域性研究倫

理中心再次舉辦人社領域座談的意見。未來本中心將持續於中區各校、學術研究機構辦理研究

倫理相關講習與座談，期待各位共襄盛舉、蒞臨指導。  

頁 8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中心林怡潔助理教授認為，研究
倫理審查制度的推行有其必要，推行過程應著重與
研究者的溝通，並建議教案撰寫加入各領域研究法
所產生之議題。  

座談會一隅  

與會專家合影（由左而右）：興大

企管系王精文特聘教授、行銷系魯

真教授、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許健

將副教授、資管系詹永寬教授、中

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黃漢忠博士

後研究員、中國醫大護理系曾雅玲

副教授、興大中文系周玟觀助理教

授、中文系韓碧琴教授、文學院暨

人社中心主任王明珂院長、外文系

阮秀莉教授、通識中心林怡潔助理

教授、生科系林赫副教授、中研院

法律所邱文聰副研究員、東海大學

通識中心王崇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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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已於 101年 1月 9日正式公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

審查試辦方案」，鼓勵涉及人類研究之人文社會方面專題研究計畫自願送審研究倫理審查。而

為了推動台灣人文社會方面人類研究之研究倫理審查，國科會於 99年起已陸續補助國立臺灣

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協助執行「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

置計畫」，並建置校級與區域中心之研究倫理委員會。為可幫助讀者認識三所大學建置之研究

倫理委員會組成與運作，熟悉三校研究倫理委員會進行研究倫理審查之相關事項，以利計畫主

持人為送審研究倫理審查預做準備，本報自本期開始將陸續介紹三校研究倫理審查之相關資

訊，如:區域聯盟設置辦法、研究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委員會委員及專業背景、研究案件送

審流程、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準則、團隊成員……等，期可對於研究倫理審查之試辦有所助

益。 

「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三校專區 

－國立台灣大學 

資料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中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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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三校專區 

－國立台灣大學 

資料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中心團隊 

國立臺灣大學保護研究參與者組織設置辦法* 

民國 100 年 5 月 3 日第 2667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施行以人類為對象之研究，保障研究參與者之權

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參與者，指經研究主持人或執行者招募，成為實驗、調查、觀察或個案

分析等類型研究之對象，接受研究處置或應研究需求提供自身資訊之個人。 

第三條 本校為擬訂研究參與者保護政策方針及規劃稽核事宜，設研究倫理諮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諮委會），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四條 本校為規劃研究倫理審查事宜，設研究倫理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會），其設置要

點另定之。 

第五條 為辦理研究倫理審查事宜，得分設各研究倫理委員會。各研究倫理委員會獨立行使審查

職權，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六條 為秉承諮委會之決議，執行研究參與者保護之研究倫理相關工作及襄助評委會進行研

究倫理審查之行政業務，於本校研究發展處下設置研究倫理中心。 

第七條 研究發展處下設功能性研究倫理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推動中心之業務；主任由研

發長就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研究倫理

中心視研究及行政需要，得以契約進用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若干人，辦理研究倫理審

查、教育訓練、稽核及支援其他研究參與者保護之研究倫理相關事務。 

第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本校正依人體研究法調整俢訂各項辦法與文件中，此為調整俢訂前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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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三校專區 

－國立台灣大學 

資料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中心團隊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倫理諮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0 年 5 月 3 日第 266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擬訂研究參與者保護政策方針並規劃稽核事宜，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校為擬訂研究參與者保護政策方針並規劃稽核事宜，特設功能性研究倫理諮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諮委會），其任務如下： 

（一）制定本校以人類為對象之研究倫理方針； 

（二）研擬提升研究參與者保護相關措施； 

（三）規劃研究倫理稽核事宜； 

（四）其他與研究參與者保護之研究倫理相關政策事宜。 

三、諮委會由校長聘任委員十五至二十一名，研發長為當然委員並兼任主任委員，各研究倫理

委員會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同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至少應包括倫理、法律、社會或行為科

學等專家、服務區域內之校外專家。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 

四、諮委會定期每年度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邀請各相關領域代表列席，會議紀錄陳

報校長核定後施行。 

五、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六、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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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三校專區 

－國立台灣大學 

資料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中心團隊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倫理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0 年 5 月 3 日第 266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劃研究倫理審查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為規劃研究倫理審查事宜，特設功能性研究倫理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會），其

任務如下： 

（一）訂定研究倫理審查策略； 

（二）審查校內各研究倫理委員會之設置； 

（三）評鑑各研究倫理委員會工作成效並提供改進建議； 

（四）協調各研究倫理委員會； 

（五）研究倫理審查申覆案之處理； 

（六）審查作業電子化之規劃事宜； 

（七）規劃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八）其他與研究參與者保護之研究倫理審查相關事宜。 

三、評委會由校長聘任委員若干名，主任委員由研發長就校內相關專長領域之教授薦請校長聘

任之，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邀集各研究倫理委員會召集人、各研究倫理委員會執行秘書、

五至七名校內外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等組成，視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商討研究倫理委員

會之執行政策與審查程序。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 

四、評委會得視需要設各研究倫理委員會，各研究倫理委員會獨立行使研究倫理審查職權。研

究計畫主持人依規定申請研究倫理審查，就研究倫理委員會之審查結果不服者，得向評委

會提出申覆。 

五、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六、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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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三校專區 

－國立台灣大學 

資料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中心團隊 

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0 年 7 月 12 日第 267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大學為妥善執行人類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保障研究參與者權益，並規劃及審查

稽核相關研究之倫理事宜，特依本校保護研究參與者組織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要

點。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二人為副召集人，召集人由研發長就本校

相關專長領域之專任教師薦請校長聘任之，其餘委員由召集人提名薦請校長聘任之，並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三、委員除應含行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學者外，應含有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或心

理諮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委員中應有二人以上為非本校內之人員，且單一性別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校外委員由召集人與校內委員共同研議後薦請校長聘任之。 

四、委員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但每次改聘人數以不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五、委員之遴選聘用資格及專業資歷等必要條件，得由本校明定並公布之。委員經遴選聘用

後應簽署保密協定並接受講習，相關主管機關得公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與本校之關係

。 

六、委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本校解除其職務： 

（一）任期內會議連續無故缺席三次以上或累計超過應出席次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負責審查案件，因可歸責事由致使會議延期，累計三次以上。 

（三）嚴重違反利益迴避原則。 

七、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副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派。 

八、本會每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九、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本校正依人體研究法調整俢訂各項辦法與文件中，此為調整俢訂前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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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三校專區 

－國立台灣大學 

資料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中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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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三校專區 

－國立台灣大學 

資料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中心團隊 

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倫理審查類別判定原則* 

一、免審查之判定原則 

遵守 Belmont Report 所揭示之三原則  — 對人的尊重（respect  for persons）、行善

（beneficence）、正義（justice），且同時符合下列六項要件，則達到「免審查」之條件： 

1、該研究對於研究參與者所造成之風險幾近於零； 

2、該研究不受行政院衛生署相關法規之規範與管制； 

3、研究不涉及受刑人； 

4、不涉及個人可辨識之資料； 

5、不涉及健康照護資料。 

二、微小風險審查之判定原則 

（一）微小風險係指：研究參與者，因參與研究而受之生理、心理創傷的風險，其機率和強度，

並不大於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所可能遭遇者，或不大於與一般健康的人在例行之醫療、牙醫、心

理檢查時所可能遭遇之身心創傷的風險機率。 

（二）符合微小風險的定義並遵守 Belmont Report 所揭示之三原則 — 對人的尊重（respect for 

persons）、行善（beneficence）、正義（justice），且同時符合下列四項微小風險審查要件，即

可歸類為「微小風險審查」： 

1、研究計畫屬於微小風險的研究，即對研究參與者所造成之風險不會大於微小風險； 

2、非祕密研究：研究不是資訊不公開的祕密研究； 

3、不涉及與受刑人的直接互動，若僅涉及使用因其他目的所蒐集之受刑人資料或檢體則符合微

小風險審查原則； 

4、非以侵入性方法採集生物樣本。 

三、「免審查」與「微小風險審查」條件之外的研究計畫，建議檢送「全委員會一般審查」。 

 

 本校正依人體研究法調整俢訂各項辦法與文件中，此為調整俢訂前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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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要點*
 

1、進行研究的風險相對於研究效益是合理的； 

2、對研究參與者的風險降至最低； 

3、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與保密； 

4、充分的資料安全監督計畫； 

5、知情同意的取得； 

6、知情同意過程中提供所需之對等且合宜的資訊； 

7、研究參與者選取的公平與正義； 

8、對於應受保護或易受傷害族群應有額外保護措施 —  

（1）這類人通常是：新生兒、兒童、受刑人、懷孕婦女、刑案受害人； 

（2）也可能是：無行為能力者、經濟弱勢者、教育弱勢者、非本國籍人士、本國籍少數族群； 

9、其他倫理相關以及須遵循的議題如研究者的利益衝突…等。 

 

 

 

 

 

 

 

 

 

 

 

 

 

* 本校正依人體研究法調整俢訂各項辦法與文件中，此為調整俢訂前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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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之遴選資格及專業資歷條件*
 

100 年 6 月 27 日 第 17 次月會通過 

一、依據本校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訂定本遴選資格及專業資歷

條件。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除行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學者外，亦應含法律專家、社

會工作人員或心理諮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委員中應有二人以上為非本校內之人員，

且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二人；另設執行秘書一人，

副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派。 

三、行為與社會科學背景之委員，由本校具研究倫理相關審查稽核經驗之相關系所助理教授以上

專任教師遴選之，並需完成第五條、第六條所列之基礎訓練。 

四、非行為與社會科學學者或專業研究人員，法律專家應具律師資格，社會工作人員或心理諮商

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均應以曾擔任研究參與者或曾參與研究倫理相關實務經驗者為

原則，並需完成基礎訓練，訓練標準如本遴選資格及專業資歷條件第五條、第六條所列。 

五、本校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之委員，至少需完成以下內容之基礎訓練： 

（一）Belmont Report 閱讀全文並認識其基本精神。 

（二）瞭解國立臺灣大學保護研究參與者組織設置辦法及相關法規與運作流程。 

（三）每年需完成 IRB/REC 相關訓練課程 6 小時以上之持續訓練。初次擔任本校行為與社會科

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之委員者，需完成 CITI Program（以 SBS module 為原則）並通過測

驗，或完成每年 6 小時相關訓練之要求；委員若擔任 IRB/REC 相關訓練課程之授課講

師，其時數亦可納入每年持續訓練課程所要求之 6 小時計算。 

六、初次擔任本校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之委員，需於正式審查會議召開之前，親自

參與觀摩旁聽本校IRB/REC兩場次以上之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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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學經歷 

主任委員 

謝世忠 

教授 

男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中

國民族學會理事長 

副主任委員 

鄭麗珍 

教授 

女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學

博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主任、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理事長 

機構內委員 

何弘能 

教授 

男 

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國立臺灣

大學研究倫理中

心 

臺大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婦產科暨免

疫研究所教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研究倫理

中心主任 

機構內委員 

黃蘭翔 

教授 

男 

國立臺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日本京都大學工學研究科大學院建

築學第二專攻博士、國立臺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機構內委員 

梁庚辰 

教授 

男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心理生物科

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

授、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

主任 

機構內委員 

陳聰富 

教授 

男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博士、國立臺灣

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副院長 

機構內委員 

葉光輝 

教授 

男 

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國立

臺灣大學心理學

系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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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學經歷 

機構內委員 

蔡博文 

副教授 

男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

系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國立

臺灣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中央研

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合

聘副研究員 

機構內委員 

洪貞玲 

副教授 

女 

國立臺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 

美國賓州大學大眾傳播學博士、國

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國立臺

灣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副教授 

機構內委員 

蘇以文 

教授 

女 

國立臺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國立

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國立

臺灣大學寫作教學中心主任 

機構外委員 

任立中 

教授 

男 

中國文化大學 

商學院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行銷管理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商學院院長、中國

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暨研究所教

授兼主任 

機構外委員

（區盟） 

簡楚瑛 

教授 

女 

國立政治大學 

幼兒教育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國立政

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兼任教授 

機構外委員

（區盟） 

王嵩山 

教授 

男 
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博物館研究所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

所博士候選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化資源學院院長、博物館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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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正依人體研究法調整各項辦法與文件內容，故尚有二位新聘之機構外委員，在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組織辦法修訂完成後才能確認聘任。 

頁 20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學經歷 

機構外委員 

（公正人士） 

浦忠成 

委員 

男 考試院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

士、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教

授兼主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政務副主任委員、考試院考試

委員 

機構外委員 

（公正人士） 

魏淑貞 

女士 

女 

玉山社 

出版公司 

世新廣播電視科（三專部）畢業

。曾任主跑教育部的文教記者，

自立晚報社長特別助理、文化服

務組經理，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總編輯。現為婦女福利基金會董

事、玉山社發行人兼總編輯 

機構外委員 聘任中* 女   
  

機構外委員 聘任中*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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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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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經歷與專長 

研究倫理 

中心主任 

何弘能 

  
男 

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婦產科暨免

疫研究所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倫理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研究倫理委

員會主任委員、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副院長。專長為生殖免疫及子宮

內膜異位症的相關基礎與臨床研究 

博士後研究

人員暨執行

秘書 

朱家嶠 男 
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倫理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學士、碩士、

博士。美國Columbia University IRB 

(in  the  city  of  New 

York)受訓。已取得CITI線上學分 

專案經理暨 

副執行秘書 
蔡思瑩 女 

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倫理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美國 

Ohio  State  Universi-

ty人類發展與家庭科學學系碩士。

美國University  of  Michigan  IRB-

HSBS受訓。已取得CITI線上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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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經歷與專長 

專案經理 楊淑如 女 
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倫理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學士、英國Un

iversity of Bristol實驗心理系碩士。 

美國Boston University Medical Cam-

pus IRB受訓。已取得CITI線上學分 

專案經理 陳奎伯 男 
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倫理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學士、碩士。

美 國 University  of  Kentucky 

IRB受訓。已取得CITI線上學分 

專案經理 張芝瑋 女 
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倫理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美國傑克森

實驗室小鼠飼養管理訓練課程(Wor

kshop of colony management)結訓 

專案經理 江佩芹 女 
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倫理中心 

  

專案經理 黃懷蒂 女 
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倫理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民族系雙學士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法

律與政策組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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