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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 107 年第 4 次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5 月 16 日 9 時 30 分~12 時 35 分 
地 點：本校圖資大樓 9 樓 929 會議室 
主席：雷文玫主任委員                              紀錄：研發處李文貽 
出席：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張蓮鈺執行秘書、林明薇副主任委員、李雪楨委員、

白雅美委員、東雅惠委員、林志翰委員、詹宇鈞委員 
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郭文華執行秘書、張淑英委員、黃揚名委員 
法律專家：曾育裕委員 
社會公正人士：龔麗娟委員、郭敏慧委員 

請假：可文亞執行秘書、蔡仁貞委員、胡啟民委員、蔡欣玲委員、邱玟惠委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 利益迴避宣讀 

 
肆、 審議案件 

一、 一般審查案(共計 7 件) 
(一) 計畫主持人：鄭雅薇 
計畫名稱：焦慮的情緒處理與運動介入：腦波及磁振造影研究 
本校 IRB 編號：YM10611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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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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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過 
2.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 
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二) 計畫主持人：鄭雅薇 
計畫名稱：研究攻擊行為的神經基因遺傳風險和保護因子 
本校 IRB 編號：YM107039EF 
討論事項： 
1. 計畫題目是否恰當？是否有汙名化的疑慮？(生物醫學科學委員、行

為與社會科學委員、法律專家) 

2. 研究施測後，受試者若被誘導出攻擊行為，是否有保護施測者的措施，

或是如何預防？(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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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檢體的儲存與銷毀。(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4. 影響攻擊行為相關因素(法律專家) 

5.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計畫主持人分工情形(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6. 科技部是否同意修改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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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5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0 票。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 
2.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 
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4. 審查意見： 
(1) 本計畫題目應與研究目的與實驗設計符合，目前題目令人感到聳動，

為避免招募時讓受試者誤解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衝擊，以及可能產生

汙名化的疑慮，建議將題目修正為「研究大腦攻擊性反應區的相關

神經基因及因素」。考量本計畫為科技部專題補助計畫，關於是否可

修正計畫名稱一事，仍須請計畫主持人向科技部確認，若礙於行政

因素，無法變更計畫名稱前提之下，本委員會建議受試者同意書及

招募廣告仍應予以修正，以降低受試者之疑慮。 
(2) 考量計畫內容，請將目前使用參與者同意書(社會行為科學類)改成受

試者同意書(生醫類)。為明確告知受試者參與本研究可獲得之數據或

結果資料，受試者同意書「研究預期效果」說明(原參與者同意書「研

究益處」說明段)請修改為「本研究的腦波實驗、核磁共振檢測、基

因檢測、量表及無名指/食指長度比率等結果，都不會告知您，因在

科學上的關聯性還有待驗證，但若發現腦部有明顯重大病變等相關

健康問題會告知您。」；另請確實說明檢體使用、保存與銷毀方式。 
 

(三) 計畫主持人：江明彰 
計畫名稱：運用磁刺激及功能性磁振造影來探討動作學習之神經網路 
本校 IRB 編號：YM106063F 
討論事項： 
1. 本計畫所提「顱磁刺激」，計畫主持人所提供之衛福部許可函，效能

為治療重度憂鬱症患者，該器材可使用於健康人身上嗎？(生物醫學

科學委員) 
2. 後續追蹤頻率是否縮短？(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本案是否涉及醫療法第 8 條所稱「人體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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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票；修正後通過 10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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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審查頻率：每 6 個月 
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4. 審查意見：本委員會將函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本計畫是否

屬醫療法第 8 條所稱「人體試驗」。計畫若屬「人體試驗」，請計畫主

持人改至教學醫院執行並送該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醫療法第

78條規定非教學醫院不得施行人體試驗)。本委員會擬將本計畫撤案。

計畫若非「人體試驗」，為一般人體研究計畫，本委員會後續追蹤查

核頻率為 6 個月，並請嚴格遵守受試者的納入及排除條件，密切注意

受試者安全。 
 

(四) 計畫主持人：陳亮恭 
計畫名稱：社區高齡者整合照護成效分析：隨機分配試驗 
本校 IRB 編號：YM10704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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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票；修正後通過 8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2 票。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 
2.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 
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4. 審查意見：請同步修正健保資料查詢同意書文件第三行的「身分證字

號」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五) 計畫主持人：任一安 
計畫名稱：愛滋及相關藥癮高風險族群之社會網絡分析及愛滋篩檢 
本校 IRB 編號：YM107025F 
討論事項： 
1. 愛滋快篩程序(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後續追蹤與協助轉介服務(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社會網路分析執行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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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1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4 票。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同意免除書面知情同意 
2.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 
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4.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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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網絡分析易涉及個人資料，本研究族群為高風險族群不宜蒐集

個人資料，且本計畫實際未涉及社會網絡分析，故建議修改研究計

畫題目為「愛滋及相關藥癮高風險族群之愛滋篩檢」。並同步修改提

及蒐集社會網絡分析及社交資料等內容的相關文件。 
(2) 計畫執行匿名篩檢時，請按照常規愛滋篩檢的相關諮詢，以保護受

試者。並請於外展蒐集資料時確實保護受試者隱私。 
 

(六) 計畫主持人：王瑞瑤 
計畫名稱：雙重任務訓練對前衰弱老人之雙重任務步態及腦部活化的效

果 
本校 IRB 編號：YM107028F 
討論事項：研究計畫內容應為訓練而非治療，文件內容請統一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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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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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票。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 
2.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 
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4. 審查意見： 
(1) 計畫未涉及治療，請將送審文件提及「治療」文字統一修改為「訓

練」。 
(2) 建議實驗組及控制組之受試者同意書合併為同一份(請統一使用受

試者同意書 A 版)，並建議修改受試者同意書第二項流程圖(如下)，
另請補充控制組的說明內容。 

 
 
 
 
 

 
 
 
 
 

(3) 人體研究審查申請表第 6 項介入性研究(5)請勾選「3 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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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畫主持人：吳育德 
計畫名稱：運用機器學習於腦磁振影像以個別化預測精神疾病與子型 
本校 IRB 編號：YM107038F 
討論事項：資料應確實去辨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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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 票； 
不通過 0 票；離席或迴避 1 票(迴避委員：白雅美)。 
決議： 
1. 通過 
2.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 
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4. 審查意見：請落實相關研究資料的去辨識，不僅是受試者姓名，應包

括病歷號碼等其他可辨識個人之資料。 
 

二、 一般審查變更案(共計 1 件) 
(一) 計畫主持人：王瑞瑤 
計畫名稱：建立經顱直流電刺激最佳使用方式及其合併跑步機訓練的療

效－以中風和帕金森氏症患者之步態表現與大腦活性為探討 
本校 IRB 編號：YM105130F-1 
決議： 
本研究計畫已取得臺北榮總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如附件)，且送衛生

福利部審查，現依衛生福利部審查意見進行相關變更程序。考量本研究

計畫屬臨床試驗，本委員會無法審理，建議計畫主持人以本研究計畫與

臺北榮總合作且為臨床試驗為由，提前辦理本委員會結案程序，並將臺

北榮總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之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及核准函(新申請案、

變更案)送本委員會備查，後續相關追蹤查核事項，請依臺北榮總人體試

驗委員會規定辦理之。 
 

三、 簡易審查案(共計 9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6115E 吳育德 老年人自主健康管理運動疲勞雲端

偵測系統與大數據分析 同意 

2.  YM106117E 林慶波 基於運動與非運動功能障礙以建構

帕金森氏症快速篩檢系統 同意 

3.  YM106118E 周立偉 
3D列印鞋墊對退化性膝關節炎患者

在行走及上下樓梯時下肢生物力學

及關節內受力之效益 
同意 

4.  YM107020E 周坤賢 利用大腦連結體及機器學習分析技

術開發叢發性頭痛及偏頭痛之個人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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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診斷平台 

5.  YM107033E 李美璇 台灣常見癌症發生風險預測模型之

建立與驗證 同意 

6.  YM107035E 李玉春 
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政策對醫院

緊急醫療服務提供結構、過程與照

護結果品質之影響 
同意 

7.  YM107036E 朱唯勤 以中樞自律腦網絡之功能性及結構

性連結研究運動對認知表現之影響 同意 

8.  YM107037E 李美璇 
人類白血球抗原基因多型性及殺傷

細胞免疫球蛋白樣受體之基因填補

法全球合作聯盟 
同意 

9.  YM107046E 喬芷 移民國家中移民婦女的 HIV 篩檢：

多層次分析 同意 

 
四、 展延案(共計15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4012E-3 張立鴻 
抑制功能衰退對老化大腦與可塑性

的影響： MRS 與 MRI 的整合型研

究 
同意 

2.  YM104145F-2 楊世偉 肌肉張力與伸展運動對青少年脊柱

側彎角度改善之效益評估 同意 

3.  YM105018E-2 江惠華 拉曼光譜尿液結晶檢測研究 同意 

4.  YM105023F-1 王瑞瑤 
雙重任務對於前衰弱老人及輕微認

知受損老人之步態及腦部活化的影

響 
同意 

5.  YM105026F-2 游忠煌 具視覺提示之穿戴式跨步訓練裝置

於中風患者之應用 同意 

6.  YM105043E-2 吳肖琪 探討身心障礙者之健康照護利用及

其影響因素 同意 

7.  YM105058E-2 李玉春 
以行為風險模式探討健保 2005 年部

分負擔政策對慢性病患使用有效醫

療服務之影響 
同意 

8.  YM105105F-1 楊世偉  
功能性鞋內墊對改善青少年高爾夫

球員揮桿穩定度及肌力疲勞之生物

力學評估 
同意 

9.  YM105130F-1 王瑞瑤 
建立經顱直流電刺激最佳使用方式

及其合併跑步機訓練的療效－以中

風和帕金森氏症患者之步態表現與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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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活性為探討 

10.  YM106012F-1 邱愛富 
探討不同性別高齡長者的代間關

係、社會支持與憂鬱症狀之相關性及

社交媒體教育計畫之成效 
同意 

11.  YM106022F-1 蒲正筠 布吉納法索之中風知識研究 同意 

12.  YM106023E-1 王子芳 探討台灣地區老年中風後患者生活

品質的相關因素 同意 

13.  YM106024E-1 潘文驥  評估不同交通工具之心血管疾病影

響：以多重中介模型為基礎 同意 

14.  YM106033E-1 陳日榮 台灣產植物抗登革熱與抗炎活性成

分之研究 同意 

15.  YM106042E-1 喬芷 學前兒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的全

球觀點：50 個國家的分析結果 同意 

 
五、 結案(共計5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3094E-2 蔡美文 
融合彼拉提斯概念的心肺物理治療

模式對開心術後住院期病患的效果

探討 
同意 

2.  YM105020E-1 周立偉  肌能系貼紮對於網球肘患者以及健

康族群之感覺動作控制成效 同意 

3.  YM105101E 郭博昭 以客觀生理參數驗證亞健康人之中

醫證型 同意 

4.  YM105106E 吳仕煒 食物選擇的神經計算機制 同意 

5.  YM106007E 東雅惠  探討共病量度工具在慢性阻塞性肺

病病人預測未來住院與否之能力 同意 

 
六、 本校與臺北榮民總醫院合作研究計畫(共計9件) 

No IRB 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狀態 

1.  2015-12-004C 高崇蘭 非侵襲性前庭神經刺激對前庭及

平衡功能之調控 
執行中 

2.  2017-08-010C 高崇蘭 探討隨機共振電刺激對中風後大

腦可塑性及動作功能恢復之腳色 
執行中 

3.  2018-02-009B 林奇宏 
利用血循環游離 DNA 及血循環

腫瘤細胞預測大腸直腸癌治療效

果及預後 
執行中 

4.  2018-02-010B 林奇宏 介白素-17 受體 A 型在大腸直腸

癌轉移的生物機制之研究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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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2-10-013B 高崇蘭 視覺前庭及體結構之動平衡研究 結案 

6.  2015-09-004B 高崇蘭 
探討前庭功能低下暈眩患者治療

與眼球/步態臨床與病理機轉的相

關性 
結案 

7.  2015-10-009CC 謝仁俊 敲擊人腦：利用腦磁圖探索打擊

樂音樂家之大腦 
結案 

8.  2015-11-009AC 謝仁俊 
敲擊人腦：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

探索打擊樂音樂家之腦(二年期整

合性計畫) 
結案 

9.  2017-01-018C 高崇蘭 行走狀態下之前庭、視覺、姿勢

結構與步態穩定度之評估與訓練 
結案 

 
七、 本校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合作研究計畫(共計 4 件) 

No IRB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狀態 

1.  
TCHIRB-10604
103-E 

季麟揚 台北市口腔健康大數據資料庫之

架構初探-以學齡前兒童為例 執行中 

2.  
TCHIRB-10606
104 

陳燕彰 建立整體發展遲緩或智能障礙兒

精準基因檢測平台 執行中 

3.  
TCHIRB-10606
110 

陳燕彰 利用次世代定序技術尋找自閉症

致病基因 執行中 

4.  
TCHIRB-10412
125 

陳燕彰 
早期療育醫療資源使用及醫療服

務研究計畫：發展遲緩兒童遺傳

檢測平台之建立 
結案 

 
八、 散會(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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