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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5年第 6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    間： 民國 105 年 6月 20日（一）16:00-17:00 

地    點：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雲平大樓第五會議室 

主    席： 黃美智 主委    （成功大學護理學系） 

出席委員： 何美慧 委員    （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林春鳳 副主委  （屏東大學體育學系） 

阮氏青河 委員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洪郁修 委員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陳幸仁 委員    （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學研究所） 

許淑茹 委員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許長謨 委員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游千惠(雪娟)委員 （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楊延光 委員    （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精神學科） 

謝秀芳 委員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 

謝佩璇 副主委  （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襲充文 委員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請    假： 郭書琴 委員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 委員（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原住民專班） 

游如玉 委員  （YMCA臨安老人養護中心） 

劉照金 委員  （美和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系） 

觀摩會審： 王光旭 老師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李淑如 老師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列    席： 黃英哲 醫師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神經科） 

甘偵蓉執行秘書、古家餘專案經理、林美嵐專案經理、凌子惠專

案經理、桂偉鈞專案經理、陳靜儀專案經理 

記    錄： 陳靜儀 專案經理 

 

一、 確認達開會法定人數 

委員人數需達 9人以上；本次會議出席委員共計 13位，機構外委員 8位，

男女委員比例為 5:8。確認本次會議應利益迴避不參與討論之委員：何美慧

委員為審查案件（三）、（四）整合型計畫研究團隊另一執行中計畫之共同

主持人，迴避該兩案之表決。惟依委員之特殊專業知識及經驗，若迴避將

致本會難以做適當之決定，故經主委決議可提供該兩案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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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席報告（略） 

 

三、 討論提案（略） 

 

四、 會議記錄確認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5年第 5次審查會議紀錄」業於

105 年 6月 2日至 105年 6月 9日以 email 通訊方式提供各該次與會委員確

認無誤，會議紀錄存檔備查。 

 

五、 核備事項 

（一）免除審查案件（4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藥價管制：理論與實證 
105.05.02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整合 Intel ACAT 技術於重障者中文輔助溝通平台之智

慧型人機溝通介面設計 

105.05.29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建構「糖業文化」為主題之互動式、情境式行動博物館

（I）(II) 

105.06.06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戶外運動健身器材使用方式分析與評估 105.05.24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二）簡易審查案件（22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執行期限 

追蹤 

頻率 

應用互動科技延緩社區高齡者空間認知衰退之裝置設計 

修正後通過 

104.08.01至
107.07.31 

1年 

遊戲治療師進行家長諮詢與教師諮詢之挑戰及對遊戲治療

督導之需求探究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6.07.31 

1年 

自參照快速擴散磁振造影研究與應用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8.07.31 

1年 

高齡工作者親善政策、心理契約違背、工作動機與退休態度

關係研究：年齡刻板印象的干擾效果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6.07.31 

1年 

幼童動作發展檢驗工具之研發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8.07.31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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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一大於二？團體決策的動態歷程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7.07.31 

1年 

組織如何策略回應體制力量：組織與體制邏輯之間黏性程度

與組織間同行效果之初探 

修正後通過 

103.10.01至

105.09.30 

1年 

橋接社工及老年社會語言學: 居家長照情境下與老人的溝

通策略初探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7.07.31 

1年 

空氣手槍射擊動作協調與結果表現變化的探討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6.007.31 

1年 

視障按摩工作者肌肉骨骼症狀調查 

修正後通過 

105.01.01至
105.12.31 

1年 

從概念整合的觀點探究創造思考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8.07.31 

1年 

大學生約會暴力行為意向及其相關因素－量表的測試與相

關因素探討 

通過 

105.08.01至

107.07.31 

1年 

採用多通道肌電訊號之無線式肌控滑鼠 

修正後通過 

105.06.14至

105.08.31 

1年 

書法對於老人生理層面的影響 1──以書體為主； 書法對

於老人心理層面的影響 2──以書寫行為模式與文學內容

為主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7.07.31 

1年 

批判性思維與專業自我概念於護理教育之成長軌跡探討 II 

修正後通過 

105.02.01至

107.04.30 

1年 

運動遊戲系統之設計開發及其在發展性協調障礙兒童之應

用與成效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7.07.31 

1年 

以情境案例教學實施於大學資訊倫理課程學習成效之探究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6.07.31 

1年 

資優學生領導能力養成策略研究：冒險教育方案之應用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6.07.31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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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於基本護理學實習應

具備的核心能力量表之發展與測試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6.07.31 

1年 

探討護專學生對創新能力之表現及滿意度分析 

修正後通過 

105.01.01至

105.12.31 

1年 

如何反駁負面攻擊？候選人特質之干擾 通過 

105.08.01至
107.07.31 

1年 

男女說話者對不同讚美主題回覆的語用策略偏好研究:來自

台灣地區使用之漢語的證據 

修正後通過 

105.08.01至
10.07.31 

1年 

 

（三）期中報告審查結果（7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婦女及其子女面對家庭暴力之主觀經驗與調

適歷程暨其量表之發展與檢測 

105.04.04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校長領導的反思與實踐：一所學校創設、經營

與發展的個案研究(III)  

105.06.20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政策終結之研究－以高雄市試辦國中生自願

就學輔導方案為例 

105.06.24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土地的道德經濟：陳坑聚落對土地之情感模式

及其變遷 

105.06.17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以人格特質為基礎之桌球選手比賽臨場感知

模型研究 

105.06.09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心理劇在癌症家屬後續關懷運用之研究 105.06.09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初診斷第一型糖尿病照護需求：多重觀點探討 105.06.15委員會核定期中報告。 

 

（四）結案報告審查結果（7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驗證「不穩定鞋」對平衡能力改善的效果 105.05.24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國中生成就/社會目標交互效果之中介模式：

未來目標、成就/社會目標與趨向/逃避行為之

關係暨課室目標結構之調節效果（Ⅱ） 

105.05.29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效應影響女高中生涯發展

決策之研究 

105.05.30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即時懸空物體感測與導引：為視覺受損人士的

行動頭戴式與白手杖整合輔助設備之初步設

計 

105.06.14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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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結構探討：卑南語與排灣語的比較分析 105.06.13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運用真實語料於大專英語教室言談互動之文

本互涉分析 

105.06.14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仙丹或毒藥?探討「好品牌」對服務失誤與補

救的影響 

105.05.29委員會核定結案報告。 

 

（五）修正案申請之報告（3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說明 

多元生涯探索模組之建構與成效分析 105.05.29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招募方式或管道、預定與

研究參與者聯繫或接觸的進度、

目標研究參與者的條件。 

身心靈團體對三、四級毒品施用者身心靈健

康、生活品質、及吸毒再犯之長期成效探討  

105.06.07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招募方式或管

道、目標研究參與者的條件。 

探討台灣護理研究生碩士論文選擇研究方法

之背後理由的意義 

105.06.07委員會核定修正申請。

說明：申請修正招募方式或管

道、目標研究參與者的條件。 

 

（六）撤回案件之報告（4件） 

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社會資本對醫院治理與創新的調節效果: 台

灣醫院產業之混和方法研究 

本案需於 104.07.31 繳交期中報

告，經多次催覆未繳，故通知視

同 案 件 撤 回 ， 倫 審 效 期 至

104.07.31止，後續不再追蹤。 

職場集體專注察覺：整合真實領導、員工活力

旺盛、協助行為與主動顧客服務績效 

本案業於 105.01.27提供審查意見

書，經多次提醒未獲回應，故通

知視同案件撤回。 

大專院校執行《性別平等教育法》成效之建制

民族誌初探 

本案業於 104.11.20提供審查意見

書，經多次提醒未獲回應，故通

知視同案件撤回。 

動力學幾何造形體之旋轉性運動知覺研究

（II） 

本案業於 104.12.30提供審查意見

書，但研究已開始執行且即將執

行完畢，故申請案件撤回。 

 

（七）實地訪查之報告（1件） 

計畫名稱 訪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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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時代下的社會弱勢與社交網絡：台灣

男同志運用臉書社群網絡尋求社會支持之影

響研究 

同意計畫結案。 

 

六、 審查案件（5件） 

（一）計畫名稱：探討迅吃兒童核心特徵之研究 

討論摘要：1. 宜釐清研究參與者的邀約方式 

2. 宜釐清研究參與者的篩選原由及具體執行方式 

3. 宜斟酌規劃研究補償與研究成果回饋 

4. 宜調整篩選表及同意書內容  

非專業領域委員有無表示意見： 有，已彙整於前列審查意見中。 

 無其他意見。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通過 1票，修正後通過 11票，1位委員未參與

投票） 

 

（二）計畫名稱：學前識字困難學童之閱讀特質：量表編製暨追蹤研究 

討論摘要：1. 研究執行規劃之釐清 

2. 知情同意執行過程之建議與釐清 

3. 宜規劃研究補償與研究成果回饋 

非專業領域委員有無表示意見： 有，已彙整於前列審查意見中。 

 無其他意見。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7票，修正後再議 4票，2位委員未

參與投票） 
 

（三）計畫名稱：整合Intel ACAT技術於重障者中文輔助溝通平台之輔助輸入介

面設計 

討論摘要：1. 宜調整與增加知情同意的相關訊息 

2. 宜斟酌研究參與者需自行準備電腦之規劃 

3. 宜加強研究團隊到府進行研究之隱私保密規範 

4. 宜釐清研究補償之規劃 

5. 此研究之倫理審查適用範圍的提醒 

非專業領域委員有無表示意見： 有，已彙整於前列審查意見中。 

 無其他意見。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通過 1票，修正後通過 11票，1位委員未參與

投票） 
 

（四）計畫名稱：整合Intel ACAT技術於重障者中文輔助溝通平台暨子計畫三整

合加值應用 

討論摘要：1. 宜調整與增加知情同意的相關訊息 

2. 宜斟酌研究參與者需自行準備電腦之規劃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會議紀錄 7 

3. 宜加強研究團隊到府進行研究之隱私保密規範 

4. 宜釐清研究補償之規劃 

5. 此研究之倫理審查適用範圍的提醒 

非專業領域委員有無表示意見： 有，已彙整於前列審查意見中。 

 無其他意見。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12票，1位委員未參與投票） 
 

（五）計畫名稱：音律有氧運動訓練對老年族群中樞與周邊生理調控之影響 

討論摘要：1. 招募長照中心長者參與研究之提醒 

2. 研究團隊的執行準備度與研究倫理敏感度之提醒 

3. 知情同意過程與文件調整的提醒 

4. 宜釐清研究組別的分派方式 

5. 宜根據研究目的蒐集個人資料 

6. 請事先規劃意外獲知敏感資訊之因應措施 

非專業領域委員有無表示意見： 有，已彙整於前列審查意見中。 

 無其他意見。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10票，修正後再議 1票，2位委員

未參與投票） 
 

七、 臨時動議 

無 

 

八、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