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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108 年第 1 次審查會議紀錄 

 

時    間： 民國 108 年 1 月 21 日（一）15：0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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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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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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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淑茹  委員        （臺南市立金城國民中學） 

游如玉  委員  （台南 YMCA 社福基金會） 

黃美智  委員        （成功大學護理學系） 

謝秀芳  委員        （金門大學護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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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幸仁  委員  （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學研究所） 

楊延光  委員        （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精神學科） 

何美慧  委員        （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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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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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位，機構外委員 8 位，男

女委員比例為 3:11。宣讀利益迴避原則，確認本次會議應利益迴避不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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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委員。依據審查迴避原則第 7 項，龔俊嘉委員迴避案件（三）107-410-D，

參與討論但不投票。 

 

二、 主席報告（略） 

 

三、 討論提案（略） 

 

四、會議紀錄確認 

「國立成功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107 年第 10 次審查會議紀錄」業於

108 年 1 月 11 日至 108 年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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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核備事項 

（一）免除審查案件（無） 

（二）簡易審查案件（11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執行起迄日 

追蹤 

頻率 

水產飲食文化課程之教學研究 

修正後通過 

107.12.18 至

108.07.31 

1 年 

疊杯課程介入對於高齡者身體活動功能之探究 

修正後通過 

107.12.28 至

108.02.28 

1 年 

線上動態評量之試作: 對提升英語口說與寫作能力之成

效 

修正後通過 

107.12.22 至

108.07.31 

1 年 

藝術/美感為核心之 STEAM 教育課程發展研究 

修正後通過 

108.01.02 至

108.07.31 

1 年 

臺灣辦公環境熱舒適之本土模式探討計畫  

修正後通過 

107.12.17 至

109.09.30 

1 年 

網路社群之發展—以阿美族的研究為例 

修正後通過 

107.12.21 至

109.07.31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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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執行起迄日 

追蹤 

頻率 

醫護人員工作態度調查 

修正後通過 

108.01.09 至 

108.05.31 

1 年 

樂高遊戲融入四階段督導模式之諮商技巧課程 

修正後通過 

108.08.01 至

109.07.31 

1 年 

實習護生對靈性照護認知之初探-以南部某醫專為例 

修正後通過 

107.12.28 至 

108.03.31 

1 年 

評估女性護理人員在職進修之疲潰程度及其相關因素 

修正後通過 

108.03.01 至

109.02.28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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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通過 

107.12.26 至

108.02.28 

1 年 

 

（三）一般審查案件（1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執行起迄日 

追蹤 

頻率 

台灣科技智能照護的實徵研究、 指引與推廣：以機構憂

鬱老年人為例 

修正後通過 

108.01.10 至

108.12.31 

1 年 

 

（四）期中報告審查結果（14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英文學習者的數位故事創作經歷：文化資源的混成

與再置 

107.12.19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跨文化研究:個人及團體合作之工作適合度,探討個

人及集體心理所有權及工作形塑 

107.12.19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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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課堂外個人及小組練習對於逐步口譯表現提昇之

研究 

107.12.25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反烙印方案融入職能治療專業教育：建構、施行與

評量 

107.12.18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節能減碳救地球？你還可以做更多！氣候變遷下

非營利組織之廣告倡議策略對民眾之親環境行為

之影響 

107.12.18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祭壺器的社會生命史—阿美族東昌村的民族考古

學研究 

107.12.27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從認知風格與認知處理容量再探老化認知控制之

個別差異(整合型計畫) 

107.12.21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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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29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應用空間資訊技術以探討氣候變遷下空氣污染與

環境綠蔽度對人類健康之影響 

108.01.02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以部落文化為基礎的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與服務輸

送 

108.01.08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災難、遷村與社會韌性:西魯凱群在長治百合部落園

區的災後復原與調適 

108.01.08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自我對鞋子重量與舒適度之身體覺察能力探討 
108.01.02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以永續生計觀點檢視莫拉克災後部落之微型觀光

產業復振：以茂林萬山為例 

108.01.08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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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以神經計算取向探討情緒表情多模態之處理與整

合：追溯文化特殊性 

108.01.10 委員會核定期中

報告。 

 

（五）結案報告審查結果（18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承諾之關聯性分析:以組織認

同與心理契約為雙中介變項 

107.12.25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建構「糖業文化」為主題之互動式、情境式行動博

物館(II) 

108.01.01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刨路作業環境及問卷調查、改善策略整理及導入評

估 

108.01.01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監測急性高山症的穿戴裝置設計 
107.12.28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II)子計畫二跨領域

核心能力教學評量計畫 

107.12.18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健康餐盤介入青少年減重班之成效 
107.12.19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摩登與激進的變奏: 全球化時代上海形象於海派戲

劇中的變遷 (1985-2010) 

107.12.22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庇護工場現況調查：以雲嘉南為例 
107.12.29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第一類身心障礙者神經認知功能評估在就業準備

訓練之應用 

107.12.26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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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利用人工智慧技術強化 MRI 影像重建 
108.01.02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專業英語(ESP)和學科內容與外語綜合學習課程

(CLIL)中語言與學科教學的輕重緩急: 教學專業的

移轉與師資培訓整合之可行性 

108.01.03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鳥類專家的行為與腦造影雙重探討 
108.01.04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日間照顧(護)機構老人身心健康狀況之調查研究 
108.01.08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建構領航國際之活躍老化監測暨決策支援系統－

資料庫整合與加值分析暨專案管理計畫（104-107

年）－107 年後續擴充 

108.01.03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探討運用認知刺激訓練課程來預防及延緩社區失

智症高齡者失能之成效： 前趨式研究 

108.01.08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以後現代女性主義觀點探討女性高齡者接受男性

居家服務員服務之性別經驗 

108.01.02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良導絡探討德國洋甘菊對女性原發性經痛緩解之

影響 

107.12.25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鼠尾草精油萃取及應用於女性更年期睡眠品質改

善之成效探討 

108.01.02 委員會核定結案

報告。 

 

（六）修正案申請之報告（15 件）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說明 

從認知風格與認知處理容量再探老化認知控制之

個別差異(整合型計畫) 

107.10.05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展延；研究團隊成員；目標

研究參與者的條件；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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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說明 

研究參與者的文件。 

棒球投球與打擊動作最佳化暨球飛行軌跡模擬 

107.12.1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原計畫執行內

容、順序或階段；告知同意

的方式或流程；預定與研究

參與者聯繫或接觸的進

度；計畫執行期限展延；目

標研究參與者的條件；提供

給研究參與者的文件。 

自我對鞋子重量與舒適度之身體覺察能力探討 

107.12.27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展延。 

反烙印方案融入職能治療專業教育：建構、施行與

評量 

107.12.1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原計畫執行內

容、順序或階段；目標研究

參與者的條件；提供給研究

參與者的文件。 

建構藥癮者的優質未來－正向心理學處遇前導性

研究 

107.12.17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提供給研究參

與者的文件。 

撿便宜或秒殺品讓人心動?線上拍賣競價方式與回

饋金機制影響購買決策之知覺 

107.12.22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原計畫執行內

容、順序或階段；提供給研

究參與者的文件；更新講習

證書共兩份。 

早產兒預防保健服務利用情形分析計畫 

107.12.2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展延；增加研究計畫使用資

料。 

團體導向學習教學法在大班教學中的實踐 

107.12.25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提供給研究參

與者的文件。 

探討原住民、非原鄉區原住民及非原住民身分之中 107.12.28 委員會核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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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說明 

風患者及家庭照顧者使用長照服務的經驗：焦點民

族誌研究計畫 

申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展延。 

情緒表露和老年失智症患者及其家庭照顧者的健

康狀況關係之探討 

107.12.2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展延；計畫名稱。 

以部落文化為基礎的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與服務輸

送 

108.01.10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提供給研究參

與者的文件。 

原鄉兒少家庭的照顧風險之研究 -以屏東縣春日鄉

為例 

108.01.0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展延。 

創意啟發模型的建構 

108.01.0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展延。 

兒童早期隱喻理解表現改變之追蹤研究：類比推理

與語意整合的作用 

108.01.08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提供給研究參

與者的知情同意文件。 

影響視障者復原力因素之研究 

108.01.10 委員會核定修正

申請。說明：目標研究參與

者的條件。 

 

（七）撤回案件之報告（無） 

 

（八）實地訪查之報告（2 件） 

計畫名稱 說明 

自我與社會認知之間關聯性之腦神經機制探討：從

體現認知與心智理論功能角度切入 

訪查結果：同意計畫繼續執

行。 

節制網路購物衝動：注意力與腦科學研究 訪查結果：同意計畫結案。

 

六、審查案件（4 件）  

（一）計畫名稱：長照機構導入深層海水之海療健康促進應用與長照照護服務推廣

計畫 

討論摘要：1. 宜留心執行研究對機構人員工作與住民權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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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情同意 

3. 宜留意機構、家屬、住民對研究介入之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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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票，修正後再議 1 票） 

投票人數：14 人（棄權 0 人、利益迴避 0 人，離席 0 人） 

 

（二）計畫名稱：比較遊戲治療及身體活動措施對社區輕中度失智者認知功能、身

體機能、憂鬱狀態及生活品質成效 

討論摘要：1. 研究規劃之釐清 

2. 社區關懷據點角色之釐清 

3. 知情同意之調整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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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票） 

投票人數：14 人（棄權 0 人、利益迴避 0 人，離席 0 人） 

 

（三）計畫名稱：桌球選手之精準訓練與心智訓練 

討論摘要：1. 宜留心研究團隊角色對自主參與意願之影響 

2. 營造友善安全的 fMRI 實驗環境 

3. 知情同意 

4.  研究補償 

5. 研究團隊成員的倫理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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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票） 

投票人數：13 人（棄權 0 人、利益迴避 1 人，離席 0 人） 

 

（四）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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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摘要：1. 招募與選取條件 

2. 研究執行過程 

3. 研究補償 

4. 宜提供完整的知情同意資訊 

5. 鼓勵研究團隊參與研究倫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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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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人） 

 

 

七、臨時動議（略）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