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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108 年第 3 次審查會議紀錄 

 

時    間： 民國 108 年 3 月 25 日（一）15:00-17:00 

地    點： 國立成功大學光復校區雲平大樓東棟 4 樓創新教學工坊 

主    席： 郭書琴  主委  （成功大學法律學系） 

出席委員： 王國羽  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甘偵蓉  委員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何美慧  委員        （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阮氏青河  委員    （成功大學歷史學系博士班） 

林春鳳  副主委    （屏東縣基督教女青年會） 

姜定宇  委員        （中正大學心理學系） 

許淑茹  委員        （臺南市立金城國民中學） 

陳幸仁  委員  （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學研究所） 

游如玉  委員  （台南 YMCA 社福基金會） 

楊延光  委員        （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精神學科） 

黃美智  委員        （成功大學護理學系） 

謝佩璇  副主委    （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 

譚昌國  委員        （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龔俊嘉  委員        （成功大學心理學系） 

 

請    假： 洪郁修  委員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  委員（暨南國際大學原鄉發展跨領域學士學位

學程原住民專班） 

謝秀芳  委員        （金門大學護理學系） 

 

觀摩會審： 呂宜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理系） 

陳宇嘉（台南護理專科學校老人事業服務科） 

 

列    席： 林美嵐執行秘書、李彥鋒專案經理、林預忠專案經理、林彥蘋專案

經理、林雅琪專案經理、凌子惠專案經理 

 

記    錄： 林雅琪專案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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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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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位，機構外委員 8 位，男

女委員比例為 5:10。宣讀利益迴避原則，確認本次會議應利益迴避不參與討論

之委員。 

 

二、 主席報告（略） 

 

三、 討論提案（無） 

 

四、會議紀錄確認 
「國立成功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108 年第 2 次審查會議紀錄」業於

108 年 3 月 15 日至 108 年 3 月 22 日以電子通訊方式寄給所有委員確認無誤，

會議紀錄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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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備事項 

（一）免除審查案件（2 件） 

計畫名稱  確認結果 

台灣社群媒體用戶疲勞之影響因素與終止使用社交網站

之定量實證研究：認知負荷理論與 SMCR 模型之觀點 

108.02.23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日本企業會計準則 VS. IFRS：商譽攤銷跟/還是避免商譽

攤銷與公司利益,未來現金流量之關連性研究 

108.02.23 核發 

「免除審查通知書」

 

（二）簡易審查案件（25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執行起迄日 

追蹤 

頻率 

高齡者日常移動履歷之設計研究 

修正後通過 

108.03.05 至

109.07.31 

1 年 

藝術介入對設計構想表現的影響 

修正後通過 

108.02.25 至

108.07.31 

1 年 

我國廢棄物法律定義之發展及其在循環經濟下面臨難題

之解決 

修正後通過 

108.03.02 至

108.07.31 

1 年 

臺灣民族認同的流動性與多樣性-以天然獨世代為分析 

修正後通過 

108.03.04 至

108.07.31 

1 年 

台語返家計畫：家庭語言計畫的研究設計與推廣 

修正後通過 

108.03.07 至

110.07.31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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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通過 

108.02.25 至

110.07.31 

1 年 

多維智慧資本資訊科技實踐及其對創新和市場績效的影

響 MULTIDIMENS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IT PRACTIC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INNOVATION AND MARKET PERFORMANCE 

修正後通過 

108.03.18 至

108.07.31 

1 年 

變了嗎? 參與性運動賽會消費者的行為類型與變遷之縱

貫效應 

修正後通過 

108.03.04 至 

108.07.31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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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執行起迄日 

追蹤 

頻率 

原住民族知識體系為本之物質科學領域素養導向課程開

發 

修正後通過 

108.02.21 至

110.12.31 

1 年 

正念教養藝術課程對親子復原力之介入效果 

修正後通過 

108.08.01 至

110.07.31 

1 年 

不同性別之國小學生參與親子配對程式設計之成效評估 

修正後通過 

108.03.04 至 

108.07.31 

1 年 

負重對虛擬實境頭戴式顯示器環境中人體姿勢控制與動

暈的影響 

修正後通過 

108.08.01 至

109.07.31 

1 年 

當東方遇見西方：應用批判實在架構理解台灣大學與政府

的關係 

修正後通過 

108.08.01 至

110.07.31 

1 年 

結合手部運動與空間能力訓練之遊戲裝置 

修正後通過 

108.03.03 至

108.05.31 

1 年 

公路駕駛人通過平交道行為模式研究 

修正後通過 

108.03.07 至

108.06.30 

1 年 

結合機器人與物聯網玩具建置沈浸式語言學習環境之設

計、開發與評估 

修正後通過 

108.08.01 至

111.07.31 

1 年 

深耕、創新、永續：建構離島社會發展新典範Ⅱ(社區實

踐篇) 

修正後通過 

108.03.11 至 

110.12.31 

1 年 

不同結構程度網路學生出題策略：系統建置、教學設計與

成效評估 

修正後通過 

108.08.01 至

111.07.31 

1 年 

探討國小中高年級學童數位閱讀策略—教學與評量之實

踐研究 

修正後通過 

108.02.28 至 

108.12.31 

1 年 

臺灣、泉州、漳州、海口的古城及其官祀空間之比較研究

修正後通過 

108.08.01 至

110.07.31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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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執行起迄日 

追蹤 

頻率 

以時空路徑探討台灣鄉村高齡者的日常生活型態與自覺

健康－以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為例 

修正後通過 

108.02.28 至

108.06.30 

1 年 

小壺茶法休閒效益之研究 

修正後通過 

108.04.01 至

108.08.30 

1 年 

臺灣出生世代研究–108 年度先驅調查 

修正後通過 

108.03.01 至

108.09.30 

1 年 

知覺最遠排球肩上發球的能力：運動經驗之影響 

修正後通過 

108.02.23 至

108.10.31 

1 年 

溝通式教學法融入英語課程之應用探討 

修正後通過 

108.03.13 至 

108.12.31 

1 年 

（三）一般審查案件（4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執行起迄日 

追蹤 

頻率 

人工電子耳兒童的語音/音韻表徵空間的評估與重建 

修正後通過 

108.03.02 至

109.07.31 

1 年 

使用毛細管搭配非接觸式的電導偵測器來判定生物樣品

中的重要的藥物 

修正後通過 

108.08.31 至

109.07.31 

1 年 

雙耳電刺激對科氏刺激誘發動暈症之主客觀反應的影響 

修正後通過 

108.08.01 至

109.07.31 

1 年 

桌球選手之精準訓練與心智訓練 

修正後通過 

108.03.07 至

111.07.31 

1 年 

 

（四）期中報告審查結果（13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網路崛起的社會運動對臺灣的影響：政黨--不同政黨與政治

人物經營臉書模式之比較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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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習中文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之詞彙學習與長期記憶 
108.02.28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基於 Affordance 概念下之設計程序研究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品牌化 app 對品牌的影響 
108.03.18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評價情境模擬教學於末期照護及預立醫療指示之學習成效 
108.03.19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探討恢復經驗與工作表現之關係 
108.03.21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社會地景的歷史記憶與認同(整合型計畫) 

—奇萊平原的原住民舊社形成過程與舊社考古的當代意涵 

108.03.09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新聞工作者之數位勞動分析：擴散式媒體時代的新聞勞動、

互動與認同過程 

108.03.12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傳統布袋戲之觀眾研究及劇本創新模式研究 
108.02.25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認知風格對學習記憶之影響：認知與神經機制及認知風格訓

練之效果 

108.03.11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災難經驗與部落文化發展：以老七佳石板屋部落為例 
108.03.15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護理實習指導教師臨床教學能力精進之發展與培育計畫以

及成效評量：以提升實習生文化照護能力為例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高齡喪偶者活動參與對健康之影響及經驗歷程 
108.03.19 委員會

核定期中報告。 

 

（五）結案報告審查結果（22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滑出健康: 熟齡低頭族智慧型載具使用與食物選擇關聯性

因素之探索與建構 

108.03.18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臺灣近代傳統工匠職業行為與技術能力之調查研究 
108.03.14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資源回收個體業者工作環境安全衛生狀況調查-以台南市為

例 

107.12.27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以苦橙葉精油應用於臉部按摩對中年失眠婦女之成效探討 
108.03.09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遊戲化設計應用於博物館行動導覽之研究 
108.03.19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成功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會議紀錄 7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語音誘發聽覺下皮質反應與漢語HINT-T測驗於單側聽力損

失者之應用 

108.03.19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自造者設計知能管理模式研究與應用─以數位製造工具社

群為例(III) 

108.03.15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英文學習者的數位故事創作經歷 : 文化資源的混成與再置 
108.03.11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自我寬恕的心理機制對專業助人者情緒調節之影響 
108.02.26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大學護理系應屆畢業生焦慮之經驗 
108.02.27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臺灣與澳門兩地大學生及其父母對「賭」之心理意涵探

討——跨文化比較研究 

108.03.07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3D 列印桌遊融入幼兒數學教學對 3 歲幼兒計數能力之影響
108.03.11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超進化活膚露與細緻霜之功效評估 
108.03.12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以耳鳴相關量表測量助聽器對耳鳴治療的成效 
108.03.12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真正美味還是心理作用?民族餐廳中,相符民族的廚師和服

務生,及布置相符的餐廳氣氛對味覺的影響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父母對於嬰幼兒媒體使用的介入技巧與態度之研究 
108.03.14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打造清真科學：伊斯蘭、實驗室與科技人員在印尼的共作 
108.03.19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成人教育教師職能表現與教學策略應用對學生學習滿意度

與學習效益影響之研究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基於 Affordance 概念下之設計程序研究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政治學相關科系大學生政治態度與專業訓練之追蹤調查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探討動態評量對英語口語表現之影響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他人臉部情緒對於合作與信任之影響 
108.03.20 委員會

核定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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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修正案申請之報告（10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說明 

組織好公民，你可以再靠近領導者一點: 領導與

部屬特質的干擾效果與靠近的代價 

106.11.03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 

說明：提供給研究參與者的

文件、計畫執行期限展延。 

習中文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之詞彙學習與長期記

憶 

108.02.2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 

說明：研究團隊成員、提供

給研究參與者的文件。 

基於 Affordance 概念下之設計程序研究 

108.03.20 委員會核定修正申

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展

延。 

戰後在台留用日僑的後帝國經驗: 以台北與台南

日本人中學學生為中心 

108.03.21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展延。 

醫護人員工作態度調查 

108.03.06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目標研究參與

者的條件。 

弱勢族群青少年政治社會化經驗的比較研究 

108.03.12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 

說明：研究計畫執行地點 

災難經驗與部落文化發展：以老七佳石板屋部落

為例 

108.03.15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 

說明：提供給研究參與者的

文件。 

公共衛生護理人員工作壓力、身心健康與生活品

質之相關探討-以高雄市衛生所為例 

108.03.14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 

說明：計畫執行期限展延。 

遊戲化設計應用於博物館行動導覽之研究 

108.03.1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目標研究參與

者的條件。 

文化資產再利用戶外景觀空間特徵及效益之探討

108.03.20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提供給研究參

與者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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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撤回案件之報告（9 件） 

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後 2008 全球金融治理機制的第二次重整 

本案需於 107.10.31 繳交結案報

告，經多次催覆未繳，故於

108.03.12 通知視同案件撤回，後

續不再追蹤。 

AI 應用對專業服務者的影響：金融、照顧與

心靈 

本案業於 108.02.18 提供審查意

見書，108.03.20 申請人告知計畫

未獲科技部補助且不執行，故申

請案件撤回。 

穿戴模擬裝置對設計構想產出的影響 

本案需於 107.07.31 繳交結案報

告，經多次催覆未繳，故於

108.03.20 通知視同案件撤回，後

續不再追蹤。 

發展國小高年級學童數位閱讀評量自我調整

學習策略之研究 

本案需於 105.04.19 繳交結案報

告，經多次催覆未繳。經案件清

查，故於 108.03.20 視同案件撤

回，後續不再追蹤。 

拼音一致性效果的儲存性質 

本案需於 105.11.24 繳交結案報

告，惟資料未齊全，且未與申請

人取得後續之聯繫。經案件清

查，故於 108.03.20 視同案件撤

回，後續不再追蹤。 

評估 mentoring 作為教師發展計畫策略的效

益：探索性研究                          

本案需於 106.04.20 繳交修正計

畫申請，惟資料未齊全，且未與

申請人取得後續之聯繫。經案件

清查，故於 108.03.20 視同案件撤

回，後續不再追蹤。 

普通高中特色招生之特色課程規劃與實施之

研究（II） 

本案需於 105.12.23 繳交期中報

告，惟資料未齊全，且未與申請

人取得後續之聯繫。經案件清

查，故於 108.03.20 視同案件撤

回，後續不再追蹤。 

網絡科技為媒介之跨文化溝通學習者身份認

同建構 

本案需於 106.10.31 提出修正

案，經通知補件多次催覆未繳。

經案件清查，故於 108.03.20 視同

案件撤回，後續不再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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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撤回原因 

人際互動、生活型態與高齡者身心健康—社會

認知理論之再驗證 

本案需於 106.12.26 提出修正

案，經通知補件多次催覆未繳。

經案件清查，故於 108.03.20 視同

案件撤回，後續不再追蹤。 

 

（八）實地訪查之報告（0 件） 

 

六、審查案件（4 件）  

（一）計畫名稱：以「關係美學」為核心之社群參與及實踐- 建構「巴宰行動智慧

生態博物館 」之體驗 

討論摘要：1. 招募與研究過程宜留心事項 

2. 請提供訪談大綱 

3. 知情同意文件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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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再議 1 票） 

投票人數：13 人（棄權 0 人、利益迴避 0 人，離席 2 人） 

離席委員身分：男／非社會公正人士／離席後再次參與會議 

女／非社會公正人士／離席後再次參與會議 

 

（二）計畫名稱：災難社區智慧重建與防災之回顧與前瞻：以台灣經驗為經緯的跨

類型、跨地域、跨族群與跨國際比較行動研究 

討論摘要：1. 請釐清是否蒐集研究資料 

2. 請釐清研究執行地點 

3. 知情同意文件調整建議 

4. 宜鼓勵研究團隊參與研究倫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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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票，不通過 2 票） 

投票人數：14 人（棄權 0 人、利益迴避 0 人，離席 1 人） 

離席委員身分：男／非社會公正人士／離席後未參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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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名稱：甲基丙二醇質地感官評估 

討論摘要：1. 確保研究樣品安全無虞 

2. 研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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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票） 

投票人數：14 人（棄權 0 人、利益迴避 0 人，離席 1 人） 

離席委員身分：男／非社會公正人士／離席後未參與會議 

 

（四）計畫名稱：施用毒品行為多元處遇成效評估與比較：第二期 

討論摘要：1. 隱私保密之提醒 

2. 鼓勵研究團隊參與研究倫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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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票） 

投票人數：14 人（棄權 0 人、利益迴避 0 人，離席 1 人） 

離席委員身分：男／非社會公正人士／離席後未參與會議 

七、臨時動議（無）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