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 110044 年年第第 44 次次人人體體研研究究暨暨倫倫理理委委員員會會會會議議紀紀錄錄  
  

開會時間：104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 14:30~19:00 
地    點：本校圖資大樓 9 樓 929 會議室 
主持人：林明薇主任委員 
出席者：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林明薇委員、蔡美文委員、李士元委員、林永煬委員、 
                  林慶波委員、詹宇鈞委員、高崇蘭委員 
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張淑英委員、戴伯芬委員、蔡欣玲委員 
法律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曾育裕委員、龔麗娟委員 
請假：黃怡翔委員、許中華委員、雷文玫委員、白雅美委員、張蓮鈺委員 
列席者：郭憲文教授、施怡芬副教授、王瑞瑤教授 
紀錄：研發處 郭樓惠小姐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三、 利益迴避宣讀(略) 

 
四、 審議案件 

(一) 一般審查案(共計 10 件) 
1. 計畫主持人：郭憲文 
計畫名稱：臺北市孕產婦吸菸或暴露於二手菸對嬰兒健康之影響 
本校 IRB 編號：YM104003F 
討論事項： 
(1) 受試者同意書未提及受試者納入及排除條件。(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第一、二、三孕期需要具體化說明為佳。(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5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 
(2) 審查意見： 

A. 請於受試者同意書 「二、研究方法與應配合之事項」中，增列

受試者納入及排除條件與受試者人數。 
B. 請於受試者同意書中，具體說明第一、二、三孕期之時間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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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周至第幾周)，以利受試者了解。 
 
2. 計畫主持人：吳育德 
計畫名稱：小腦退化性疾病的磁振腦影像變化與其基因之間的關聯性分

析 
本校 IRB 編號：YM104030F 
討論事項：應取得臺北榮總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函後，方可執行本計畫

之收案。(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10 票；修正後通過 2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 
(1) 通過 
(2) 審查意見：應取得臺北榮總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函後，方可執行本

計畫之收案。並請將該會同意函影本送本委員會備查。 
 
3. 計畫主持人：施怡芬 
計畫名稱：舞者之足踝傷害：功能性動作篩檢、神經肌肉表現、與關節

形態之探討 
本校 IRB 編號：YM104063F 
討論事項： 
(1) 計畫所使用之經顱刺激儀器(MagStim220/MagStim 公司)執行地點是

否在本校？需考量到受試者參與本研究交通上的問題。(生物醫學科

學委員) 
(2) 儀器操作時，是否需要有醫療人員在場？(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儀器是否有劑量的限制？(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4) 儀器操作時是由研究生還是研究助理操作？是否有受過訓練？(生

物醫學科學委員) 
(5) 執行時若不舒服有何症狀？是否有後遺症？(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10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1 票。 
決議：通過 
 
4. 計畫主持人：羅鴻基 
計畫名稱：身體活動介入對學齡期注意力不全過動症兒童在動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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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注意力以及社會行為表現的影響 
本校 IRB 編號：YM104031F 
討論事項：(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12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通過，同意計畫名稱變更為「身體活動介入對疑似或確診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之學齡期兒童在動作、認知、注意力以及社會行為表現的影

響」。 
 
5. 計畫主持人：官晨怡 
計畫名稱：移民、生產與醫療：在台東南亞婚姻移民的生育政治 
本校 IRB 編號：YM104032F 
討論事項： 
(1) 本案為人文社科類研究計畫，不同學門的研究方法應予以尊重。(行

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2) 取得知情同意的過程，是否一定要取得書面同意書？隱私權及自主

權的保護問題。(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3) 逐字稿部分，是否需要提供給受試者檢視？ (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4) 對於「受試者保護」與「研究失真」兩者間，該如何拿捏？(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 
(5) 計畫書提及出國研究之可行性？經費是否有所限制？(行為與社會

科學委員) 
(6) 尊重主持人目前所設計之研究方法及知情同意之程序，將來若在執

行上有所困難需要修正時，請再提 IRB 變更案。(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9 票；修正後通過 3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通過 
 
6. 計畫主持人：周月清 
計畫名稱：104 年新竹市中老年人智能障礙者及其老年父母居家照顧需

求研究調查 
本校 IRB 編號：YM104035EF 
討論事項： 
(1) 易受傷害族群之研究，如何判斷該採用簡易審查或一般審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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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科學委員) 
(2) 研究案涉及個人健康狀況資料，有隱私權保護之疑慮，研究資料後

續處理需注意。(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9 票；修正後通過 3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通過 
 
7. 計畫主持人：鄭雅薇 
計畫名稱：兒童時期之道德發展：腦波研究 
本校 IRB 編號：YM104037F 
討論事項：招募廣告是否可以列出車馬費？(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3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1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通過，同意計畫名稱變更為「兒童時期之分享行為發展：腦波研

究」 
 
8. 計畫主持人：基因多型性對腦部疼痛網路易損性之影響 
計畫名稱：杜政昊 
本校 IRB 編號：YM104039F 
 (本案因計畫未獲通過，主持人已申請撤案。) 
 
9. 計畫主持人：王瑞瑤 
計畫名稱：以虛擬實境為基礎的運動對衰弱與衰弱傾向老人體能表現與

日常生活功能改善的成效 
本校 IRB 編號：YM104051F 
討論事項： 
(1) 為何要找安養機構的老人為受試對象？(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2) 本研究之介入運動若是在陽明大學執行，受試者安養機構的老人之

交通問題應妥善安排。(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受試者之車馬費用應分段給予。(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2 票；修正後通過 9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1 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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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正後通過 
(2) 審查意見： 

A. 車馬費應改為分段分次給予，相關文件請配合修正。 
B. 請於受試者同意書內加註「安養中心住民不參與本研究，不會影

響住民在安養中心的相關權益」說明。 
 
10. 計畫主持人：陳文英 
計畫名稱：增加薦髂關節矯正對髕骨股骨疼痛症候群伴隨薦髂關節動作

閉鎖之成效 
本校 IRB 編號：YM104054F 
討論事項： 
(1) 本計畫是由臺北榮總醫師轉介受試者，是否需取得臺北榮總人體試

驗委員會同意？(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計畫所提介入方法是否具有療效？是否需要醫師在場？(生物醫學

科學委員) 
(3) 介入操作者是否為物理治療師。(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4) 建議公開招募受試者，再由物理治療師或骨科醫師，協助篩選合適

之受試者。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10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1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1 票。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 
(2) 審查意見： 

A. 請使用招募廣告方式，公開招募受試者(包含健康受試者)，並邀

請醫師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由其協助判定是否納入研究。相關

文件請配合修正。 
B. 請於受試者同意書內註明研究操作者為物理治療師。 

 
(二) 簡易審查案(需提會討論，共計 5 件) 

1. 計畫主持人：鄭雅薇 
計畫名稱：探討睪固酮介入對大腦處理情緒歷程的影響 
本校 IRB 編號：YM104041E 
討論事項： 
(1) 受試者對象僅限女性，是否需要修改計畫名稱？或加註副標題。(生

物醫學科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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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何要使用睪固酮及其使用劑量問題？(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本計畫是否於醫院執行較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4) 由網路招募受試者是否合宜？(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8 票； 
          不通過 3 票；離席或迴避 1 票。 
決議： 
(1) 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2) 審查意見： 

A. 請計畫主持人於下次會議列席說明。 
B. 請說明受試者為何僅限女性？ 
C. 睪固酮使用劑量為何？本計畫是否於醫院執行較佳？ 
D. 受試者同意書中，請清楚說明受試者納入及排除條件。 

 
2. 計畫主持人：周立偉 
計畫名稱：干擾波治療合併生物肌電回饋動作訓練在下背痛病人的深層

腹橫肌對改善姿勢動作控制能力的效果 
本校 IRB 編號：YM104042E 
討論事項：本案將於慈濟醫院收案，然所檢附慈濟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同意函與本計畫名稱不同。(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4 票； 
          不通過 6 票；離席或迴避 1 票。 
決議： 
(1) 不通過 
(2) 審查意見：所檢附慈濟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函與本計畫名稱不

同。 
 
3. 計畫主持人：傅立葉 
計畫名稱：多發性硬化症患者之因應軌跡─整合壓力過程與生命歷程觀

點之探討 
本校 IRB 編號：YM104043E 
討論事項： 
(1) 樣本數是否足夠？(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多發性硬化症患者發作時，該如何處理？(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3) 是否需邀請神經科醫師參與本計畫？(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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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訪談地點是否合宜？(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3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1 票。 
決議： 
(1) 通過 
(2) 審查意見：受試者同意書中的訪談費，應填寫在第十三項權利中，

請修正。 
 
4. 計畫主持人：陳怡如 
計畫名稱：高齡者虛弱量表: Kihon Checklist 中文版發展與信效度檢測 
本校 IRB 編號：YM104048E 
討論事項：受試者同意書所述需走 15 英呎，建議改為公分或公尺。(行
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5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 
(2) 審查意見：請修正受試者同意書中所提及「英呎」改為「公分」或

「公尺」。 
 
5. 計畫主持人：陳曾基 
計畫名稱：某科技廠員工健康趨勢與推動健康促進方案之相關性探討 
本校 IRB 編號：YM104036E 
討論事項： 
(1) 員工健康檢查資料不應該由醫院或是公司將資料直接提供給研究

者。(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研究者為該公司部門主管是否合宜？(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3) 個人健康資料可能有敏感性議題。(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4) 員工健檢時是否皆同意個人資料被用來做研究？(生物醫學科學委

員) 
主任委員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無 
投票結果：通過 5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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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正後通過 
(2) 審查意見：請取得該公司員工同意後方可使用其健檢資料，或由健

檢醫院提供去連結之資料。 
 

(三) 展延案(需提會討論，共計 1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3038F 宋文旭 

以智慧型手機為基礎建立一衰弱
檢測與早期介入之個人化隨身健
康助理系統 

通過 

 
(四) 免審案(共計 2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4049W 羅正汎 
頭頸癌起始細胞抗氧化機制之功
能探討 

同意 

2 YM104055W 曾才郁 

探討組蛋白 H3K9 去甲基化酶
JMJD2B在TGFß促進肺癌細胞形
成及轉移之分子機轉 

同意 

 
(五) 簡易審查案(共計 11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4018E 蔡仁貞 慢性病人穿戴式活動及健康資訊
整合系統之開發與成效評估 通過 

2 YM104023E 朱唯勤 實施中等強度有氧運動之年輕運
動員對認知功能之立即影響 通過 

3 YM104027E 蔡憶文 戒菸醫療服務評估之國際合作研
究計畫 通過 

4 YM104029E 王子芳 台灣成年人自覺缺牙數與危險因
子之相關性探討 通過 

5 YM104038E 李怡娟 
社區化健康促進服務對老人健康
狀況及其家人主要照顧者負荷的
成效 

通過 

6 YM104040E 鄭雅薇 探討單次有氧運動介入對大腦處
理情緒歷程的影響 通過 

7 YM104044E 李玉春 長照制度實施成效檢討與評價計
畫 通過 

8 YM104047E 陳娟瑜 宏都拉斯身體及性暴力受害婦女
求助行為的預測因子 通過 

9 YM104056E 林逸芬 
稀少個案及不完整相關數據資料
分析策略研究：長期低劑量輻射
暴露族群追蹤資料分析 

通過 

10 YM104060E 楊靜修 呼吸時間對心率及血壓不對稱現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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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影響 

11 YM104062E 林逸芬 配對與偏差取樣設計在大型資料
疾病風險預測模式之應用 通過 

 
 

(六) 變更案(共計 1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3136E 洪善鈴 

單純皰疹病毒與口腔致病菌及口
腔細胞的交互作用 
(變更計畫名稱，原：單純皰疹病毒第一型調控

人類口腔上皮細胞基因表現的分子機轉) 

同意 

 
(七) 展延案(共計 9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2038E-1 林慶波 你的大腦睡飽了沒？探討睡眠不
足對於大腦功能性網路的衝擊 

同意 

2 YM102041E-1 陳志彥 減重手術對第二型糖尿病病患腸
道菌落的影響 

同意 

3 YM103016F-1 周月清 住宅轉銜與生活品質：中老年人智
障者及其老年父母 

同意 

4 YM103023WE-1 周穎政 
因良性疾病行子宮切除術婦女並
行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術之長期
健康研究以及其相關因子分析 

同意 

5 YM103025F-1 陳俊忠 
多面向運動訓練對社區衰弱老年
人之大腦、認知功能及肌少症的影
響 

同意 

6 YM103039F-1 王子娟 探討動態伸展運動對乳癌患者身
體功能與生活品質的療效 同意 

7 YM103046F-1 王子娟 
Gyrokinesis®動態伸展運動介入
於改善駝背姿勢和脊椎活動度之
成效研究 

同意 

8 YM103065E-1 朱唯勤 利用圖論和神經心理學測驗研究
運動習慣對年輕族群大腦之影響 同意 

9 1000087-2 宋文旭 
以太極拳運動為基礎建立一促進
高齡者平衡適能之電腦輔助教練
系統 

同意 

 
(八) 結案(共計 10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1000030 魏耀揮 
人類細胞在粒線體壓力誘導下細
胞核與粒線體之間的相互溝通之
研究 - 粒線體功能異常誘發之回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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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性訊息調控之重要性 

2 1000069 朱唯勤 
利用擴散磁振造影及功能性磁振
造影研究運動與大腦老化之關聯
性 

同意 

3 1000079 楊振昌 台灣低劑量輻射暴露族群的死因
風險與心理健康研究 同意 

4 YM102014E 王雅容 發展乳癌復健照護模式：質性研
究 同意 

5 YM102034E 王瑞瑤 雙重任務對行走表現及大腦活性
之影響-以年齡與神經疾病為探討 同意 

6 YM102044F 楊振昌 
長期低劑量率輻射暴露與特定精
神疾病：針對台灣輻射屋暴露族
群之追蹤研究 

同意 

7 YM103034F 林昭光 

『103 年度「健康原氣、安全部落
－原住民事故傷害防制計畫」專
案管理中心勞務採用案』服務企
劃(案號：102107)～台灣地區原住
民事故傷害調查問卷～ 

同意 

8 YM103045E 楊靜修 呼吸時間對心率及血壓不對稱現
象的影響 同意 

9 YM103067F 林昭光 
南庄地區客家與原住民族的健康
生活型態與憂鬱情緒之調查研究
計畫 

同意 

10 YM103087E 蔡慈儀 更年期婦女的健康識能、決策參
與與更年期症狀處置之相關研究 同意 

 
五、 查核案件 

(一)實地訪查(共計 1 件) 
IRB 編號 YM103008F (一般審查) 

計畫名稱 建立「生物老化新觀念」進而發展「成功老化新策略」：

宜蘭社區老化世代研究 
計畫主持人 陳亮恭 
實地訪查日期 104 年 4 月 16 日下午 2：30~4：30 
實地訪查委員 張淑英委員(召集人)、白雅美委員 

實地訪查意見 

 無醫院 IRB同意函，PI以為”若”之含意不明確。 

 收案處為醫院，PI以為屬於社區收案。 

 收案標準進行研究程序因個案之決定，檢驗成為部

分參加即成為受試者？(補送收案細節分類清單)。 

 研究助理無須於受試者手印旁簽見證人，提查核小

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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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員山榮院/台北榮總 IRB之核准函。 

 強調計畫主持人如有不清楚事宜，宜及早與 IRB聯

絡。 

 以手印簽署同意書者，見證人不宜為研究助理 

主持人補充資料 詳見附件一 

查核小組會議建議 

(1) 本計畫展延申請未獲通過。 
(2) 計畫未依計畫書所列排除條件收案。 
(3) 計畫未取得臺北榮總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函。 
(4) 研究助理不宜為受試者同意書見證人 
(5) 建議中止本計畫。 
(6) 建議自決議日起 6 個月內，暫停受理陳亮恭教授新

案申請，且需完成 8 小時以上之人體研究倫理相關訓

練課程後，方可受理其新案申請。 
決議：依查核小組決議辦理。 
 

六、 臨時動議 
案由(一)：護理系陳怡如教授執行「社區老人之地方依附與其對孤寂感之影

響」計畫，未依規定使用核定版受試者/參與者同意書進行知情同意案，是

否進行相關處置提請討論。(提案人：林明薇主任委員) 
說明：本案業經 104 年第 2 次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查核小組會議決議：因

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過程中有所瑕疵，請陳怡如教授於 6 個月內完成 3
小時以上之人體研究倫理相關訓練課程後，方可受理其新案申請。 
決議：依查核小組決議辦理。 
 
案由(二)：腦科所郭博昭教授執行「飲食前後過程自律神經功能之影響」計

畫，未依規定使用核定版受試者/參與者同意書進行知情同意案，是否進行

相關處置提請討論。(提案人：林明薇主任委員) 
說明：本案業經 104 年第 2 次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查核小組會議決議：因

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過程中有所瑕疵，且為第二次違規，本委員會自決

議日起 3 個月內，暫停受理郭博昭教授新案申請，並需完成 3 小時以上之人

體研究倫理相關訓練課程後，方可受理其新案申請。 
決議：依查核小組決議辦理。 
 

七、 散會(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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