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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 109年第 2次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3月 25日 13：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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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娟執行秘書、白雅美委員、張立鴻委員、郭文瑞委

員、陳育群委員、許銘能委員、羅鴻基委員、林志翰委

員、詹宇鈞委員、蔡欣玲委員、林佩欣委員 

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程千芳執行秘書、張淑英委員 

法律專家：曾育裕委員、邱玟惠委員 

社會公正人士：龔麗娟委員、郭敏慧委員 

請假：林明薇副主任委員、郭文華執行秘書、林麗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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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件)                   註：案件順序旁之上標數字為實際審議順序 

(一) 2計畫主持人：李淑貞  

計畫名稱：探討複合運動與輔具應用之整合介入對衰弱前期及衰弱成人的

身體功能表現、活動參與與生活品質的影響  

本校 IRB編號：YM108129EF 

討論事項：(無，第 2次提會)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5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3票(生醫委員-男、生

醫委員-男、法律專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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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計畫主持人：吳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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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長者使用益生菌前後對血液中老化相關因子與運動時的腦部協

調性之關聯研究  

本校 IRB編號：YM108142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7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1票(法律專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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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9計畫主持人：劉孜孜  

計畫名稱：台灣族群中先天代謝異常疾病帶因率之研究  

本校 IRB編號：YM109041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7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1票(法律專家-女) 

決議： 

1. 通過並同意本計畫免除知情同意程序 

2.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個月 

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四) 5計畫主持人：黃彥華  

計畫名稱：以單細胞轉錄體定序，探索在人類肝癌組織腫瘤微環境，浸潤

免疫細胞之分型和數量，與癌化之關聯性  

本校 IRB編號：YM108151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6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2票(法律專家-女、生

醫委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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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6計畫主持人：林吟亮  

計畫名稱：短期肩胛控制訓練對於肩夾擠症候群運動員之動作及中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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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本校 IRB編號：YM108159F 

討論事項： 

1. 本研究使用 TMS 不是要用來治療，而是要用來檢查，是否可行？建

議詢問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計畫主持人於受試者同意書中有說明本研究所使用之 TMS 為衛生福

利部和中央健康保險署所認可之運動誘發電位檢查，MAGSTIM 2002

於仿單中說明之產品用途為，可用於刺激周邊神經(如附件 1)，考量

受試者安全，建議由具醫事人員執照者或其指導下操作儀器。 (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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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1票(法律專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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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受試者安全，儀器操作須由臨床醫師或已完成 TMS

受訓之研究人員進行，請提供操作儀器人員之 TMS相關訓證明文件。 

 

(六) 10計畫主持人：陳喬男  

計畫名稱：肌少型肥胖：探索與功能和健康相關之定義並比較不同收縮速

度之阻力運動對肌少型肥胖者骨骼肌功能、代謝健康與激素反應的影響  

本校 IRB編號：YM109007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7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1票(法律專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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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3計畫主持人：李美璇  

計畫名稱：探討人類白血球抗原與殺傷細胞免疫球蛋白受體變異交互作用

與鼻咽癌之相關風險的大型病例對照研究  

本校 IRB編號：YM109022EF 

討論事項： 

1. 應釐清本研究使用既有檢體及資料，是否為去連結資料，且本研究有

無逾越原始同意範圍，是否需要向受試者再次取得知情同意。(生物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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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學委員) 

2. 本計畫是否需要取得原收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生物醫學科

學委員) 

3. 陳建仁特聘研究員在本計畫中的角色？是否邀請陳建仁特聘研究員

加入研究團隊？(法律專家) 

4. 計畫主持人過去多有類似案件，是否比照先前審查共識處理？(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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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2票(生醫委員-男、生

醫委員-女)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 

2. 同意免除知情同意 

3.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個月 

4.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5. 審查意見： 

(1) 建議邀請陳建仁特聘研究員加入本計畫研究團隊，並請修正相關申

請文件。 

(2) 依申請資料中的對於研究資料的描述，無法直接確定本研究使用既

有檢體資料，為避免日後有疑慮或爭議，請修正相關申請文件中對

於研究使用既有檢體資料之敘述。 

 

(八) 計畫主持人：潘文驥  

計畫名稱：評估台灣地區大氣中碳黑暴露與憂鬱症之相關性研究  

本校 IRB編號：YM108148EF 

討論事項：本研究計畫在書審過程中，修正第二年將改使用 Taiwan 

Biobank檢體資料。因計畫已送科技部審查，其計畫書應同步修正。(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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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3票(法律專家-女、生

醫委員-男、生醫委員-女) 

決議： 

1. 通過 

2. 同意免除知情同意 

3.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個月 

4.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5. 審查意見：執行計畫前請確認衛生福利部是否有提供 LHID之抽樣檔，

並提醒研究團隊應依本委員會核准內容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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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3計畫主持人：王瑞瑤  

計畫名稱：跨越障礙物行走時腦部活性與動作表現及結合動作與認知複雜

訓練之效果：以帕金森氏症患者有無合併輕微認知缺損為探討  

本校 IRB編號：YM109001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5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3票(法律專家-女、生

醫委員-男、SBS委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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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14計畫主持人：呂春敏  

計畫名稱：尋找調控體液免疫及自體免疫疾病之代謝途徑基因  

本校 IRB編號：YM109011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4票；修正後通過 2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2票(法律專家-女、生

醫委員-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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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後續若經費允許提供受試者費用，請將相關內容修

正到受試者同意書第 14點權利中，並向本委員會提出人體研究變更申

請案。 

 

(十一) 15計畫主持人：廖英壹  

計畫名稱：發展互動拳擊腳踏車及探討不同訓練模式對衰弱老人的衰弱程

度、體能表現、認知功能、步態表現與腦部活化之效果  

本校 IRB編號：YM109033EF 

討論事項：(無)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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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3票(法律專家-女、法

律專家-男、生醫委員-男)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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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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第一年招募是否已有避免招收具師生關係之受試者

之敘述，請檢附第一年之招募廣告。 

 

(十二) 4計畫主持人：簡莉盈  

計畫名稱：建置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先期試辦計畫品質管理暨成效評

估  

本校 IRB編號：YM109031F 

討論事項：應釐清本研究將如何保存下載至個人電腦的藥酒癮資料。(生

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4票；修正後通過 1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3票(法律專家-女、生

醫委員-男、生醫委員-男) 

決議： 

1. 通過 

2. 知情同意程序：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部分同意免除知情同意 

3.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個月 

4.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5. 審查意見：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之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

建置完成並釋出資料後，請計畫主持人注意資料使用與保存上之保密

性及安全性。 

 

(十三) 1計畫主持人：林滿玉  

計畫名稱：女性參與科技:STEAM 跨領域之洗禮  

本校 IRB編號：YM109027WEF 

討論事項： 

1. 本研究是否屬人體研究法第 4 條第 1 款所定義之人體研究範圍。(法

律專家) 

2. 依照人體研究法第 12 條規定研究對象應以有意思能力之成年人為限，

在不影響研究目的下，是否可不收取未成年人，若需收取未成年人必

須說明其合理性及必要性。(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研究問卷內容是否呼應研究目的？(法律專家、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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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4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3票(生醫委員-男、生

醫委員-男、法律專家-男)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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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正後通過 

2. 同意免除書面知情同意 

3.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個月 

4.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5. 審查意見： 

(1) 依照人體研究法第 12條規定「研究對象以有意思能力之成年人為

限。除非研究顯有益於特定族群或無法以其他研究對象取代者，不

在此限。」，請於人體研究審查申請表第 11點補充說明本研究須收

取未成年人(20歲以下)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2) 請重新檢視所有申請文件的收案年齡範圍資訊是否一致。 

(3) 因本研究僅收取女性受試者，請於納入條件中加入「女性」，並請

同步修正所有相關文件。 

 

(十四) 計畫主持人：陳美蓮  

計畫名稱：環境荷爾蒙暴露與孩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關係、代謝體學及

機轉研究  

本校 IRB編號：YM109017F 

討論事項：本研究將於國泰醫院收案，是否取得該院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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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1票(法律專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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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計畫執行前請取得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人體試驗審查

委員會核准，並請將相關核准文件送本委員會備查。 

(2) 依計畫內容，收案過程會先篩選受試者後進行知情同意，故為避免

學童簽署受試者同意書時，對於最後是否可參與研究產生疑問，請

刪除兒童版受試者同意書第四點中「即使你說你願意參加，你也不

一定會被邀請參加研究。」之說明。 

 

(十五) 16計畫主持人：李士元  

計畫名稱：應用光學同調斷層掃描於數位牙科印模  

本校 IRB編號：YM109020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6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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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2票(法律專家-女、生

醫委員-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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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8計畫主持人：鄭浩民  

計畫名稱：藉由探索不同血管老化型態之微菌叢及相關的免疫路徑找出可

能的保護機轉  

本校 IRB編號：YM109016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7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1票(法律專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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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17計畫主持人：張榮偉  

計畫名稱：臺灣成年女性使用個人護理產品所致二苯甲酮暴露及其對早期

腎功能之影響  

本校 IRB編號：YM109028F 

討論事項：(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無) 

投票結果：通過 15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0票； 

不通過 0票；棄權 0票；利益迴避 0票；離席/遲到 3票(法律專家-女、法

律專家-男、生醫委員-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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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審審查案(共計 1件) 

No IRB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9006W 藍于青 
掩護戰術中籃球進攻者間之互動模式

和出手動作 
同意 

 



9 

 

三、 簡易審查案(共計 29件) 

No IRB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8133E 楊曼華 
機構照服員參與性教育工作坊之成效

探討 
同意 

2.  YM108140E 李亭亭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警訊疲憊與警訊

組合式管理介入後之成效探討 
同意 

3.  YM108145E 黃久美 
科技輔助教學於專科護理學生之學習

成效研究 
同意 

4.  YM108147E 藍昇輝 

FUS 藉由選擇型細胞自噬來調控微小

RNA 週轉代謝在生理與病理所扮演之

角色 

同意 

5.  YM108150E 童恒新 
韌性介入措施於高齡肌少症前期之成

效探討 
同意 

6.  YM108155E 王瑞瑤 
雙重任務優先性對跌倒風險之影響及

應用--以老年人及中風患者為探討 
同意 

7.  YM108156E 潘文驥 
探討氫離子幫浦阻斷劑與其不良健康

效應之中介因子 
同意 

8.  YM108157E 陳震寰 

透過不同血管老化型態研究系統性大

小血管之交互作用對於大腦年齡、結構

與認知功能及心臟結構與功能的影響 

同意 

9.  YM108158E 童恒新 
專科護理師支援原鄉離島健康照護加

值試辦計畫-以蘭嶼居家護理所為例 
同意 

10.  YM108161E 黃心苑 
醫院生態之變遷：醫院歇業的本質及其

影響 
同意 

11.  YM109002E 周穎政 

醫療照護組織策略聯盟之多樣化發展

及呈現：追蹤醫療照護系統及網絡之組

織分類變化 

同意 

12.  YM109003E 陳育群 

利用使用者旅程圖與科技接受模型探

討「人工智慧藥物辨識系統」運用於台

灣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之接受意願及

影響效果 

同意 

13.  YM109004E 林滿玉 
以醫療影像測試智慧化辨識牙周病之

可能性 
同意 

14.  YM109005E 林寬佳 

使用人工智慧探討CT與MRI影像進行

腦影像診斷相關疾病的偵測及相關因

子之分析 

同意 



10 

 

15.  YM109008E 陳麗芬 

運用機器學習技術探究腦部小血管疾

病與失智症之腦血管與神經系統交互

關係 

同意 

16.  YM109009E 李威儒 
人工智慧結合體學分析探討身心衰弱

之生物指標 
同意 

17.  YM109010E 陳建鋒 

藉由深入分析早期和超乎正常血管老

化族群的循環細胞外囊泡組成來探討

與血管老化相關的可能危險與保護因

素 

同意 

18.  YM109012E 周月清  
109 年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對身障者

生活品質效益評估研究 
同意 

19.  YM109013E 余國賓 

印尼蘇門答臘島成年人之 PM2.5 暴露

與心血管疾病之間的關聯：14年的追蹤

研究（2000年至 2014年） 

同意 

20.  YM109014E 蒲正筠 
市場結構與區域資源配置對於照護持

續性與病患結果之影響 
同意 

21.  YM109015E 梁惠玉 

比較傳統護理與學士後護理學系畢業

之新進護理師智謀、職涯適應留任意願

及實際留任之長期軌跡變化-長期追蹤

研究 

同意 

22.  YM109018E 林麗嬋 
資訊化火警檢傷分類對機構護理人員

篩檢及處理重傷住民之訓練成效 
同意 

23.  YM109019E 陳震寰 
建立以實證為基礎的醫學院教師升等

量表 
同意 

24.  YM109021E 喬芷 
不僅是孤單，而是孤寂：風險社會中的

起因與影響途徑 
同意 

25.  YM109023E 涂玉青 
研究 Siglec-7活化機制之調控及其於自

然殺手細胞免疫療法之潛在應用 
同意 

26.  YM109032WE 胡慧蘭 
探討影響急診護理人員對老人虐待通

報行為意圖相關因素之研究 
同意 

27.  YM109037E 周月清 
中國與臺灣老人照顧貧脊化：比較亞洲

兩個福利體制不被滿足之照顧需求 
同意 

28.  YM109038E 楊靜修 
探討明視氣功對近視及睡眠品質的影

響及自律神經扮演的角色 
同意 

29.  YM109039E 于潄 

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對社區已罹患失智

症長者照護工作之知識、態度及能力與

其相關因素探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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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延案(共計29件) 

No IRB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 YM104121F-4 陳亮恭 雙北老化世代研究 同意 

2.  YM104128E-4 李美璇 
人類白血球抗原基因多形性與C型肝炎

病毒感染者發生肝癌之風險 
同意 

3.  YM104132E-4 黃心苑 
醫療照護之價值探討:全民健康保險制

度下低價值醫療使用之態樣 
同意 

4.  YM104136E-4 陳信任 
飲食時序型態與體組成和血壓變化之

相關性探討 
同意 

5.  YM104141F-4 林明薇 

利用孟德爾隨機分配探討端粒酶長度

變異與心血管代謝疾病風險之相關性

研究 

同意 

6.  YM104145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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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YM105122EF-3 賈愛華 
助孕酮引發人類T細胞快速反應之生理

意義 
同意 

8.  YM105123EF-3 王文基 神經衰弱與戰後台灣精神醫學 同意 

9.  YM105125EF-3 陳震寰 
心臟血管脈動性血流動力學對於中年

人大腦認知功能的影響 
同意 

10.  YM105026F-4 黃心苑 
醫療照護體系之變革:住院病患出院後

之照護經驗及其影響因素 
同意 

11.  YM105138F-3 林麗嬋 
不同水化照顧方案對改善機構住民液

體攝取之成效 
同意 

12.  YM106002E-3 侯宜菁 
智慧傷口評估專家決策輔助系統開發

研究 
同意 

13.  YM106051E-3 東雅惠 

以健康照護資料評估用藥記錄資訊可

信度、量度共病與用藥順服性、探討藥

物療效與安全性 

同意 

14.  YM106114F-2 陳信任 

利用色胺酸補充劑減低輪班工作對生

理時鐘與健康之衝擊：時間營養學之應

用 

同意 

15.  YM107008F-1 陳娟瑜 
童年逆境經歷與青壯年問題飲酒: 生命

歷程觀點 
同意 

16.  YM107010E-2 郭博昭 

探討調整睡姿、運動、舌肌訓練及正壓

呼吸器介入對睡眠呼吸中止發生頻率

及嚴重程度的影響 

同意 

17.  YM107017E-2 賴穎暉 
以深層類神經網路架構之語音轉換系

統提升構音異常患者語音溝通效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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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Y YM107018E-2 廖辰中 
大腸直腸癌非侵入性檢驗服務確效計

畫 
同意 

19.  YM107024F-4 蔡明翰 

探討 EB 病毒導致胃癌之機制以及重新

定義此病毒對各類上皮細胞癌症之影

響 

同意 

20.  YM107033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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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YM107123F 鄭雅薇 
探究道德決策之時空動態的發展與老

化 
同意 

22.  YM108007E 可文亞 
探尋台灣漢人族群中影響演化適應度

的遺傳變異 
同意 

23.  YM108009E 陳美蓮 
個人保養產品之抗紫外線成份環境荷

爾蒙暴露評估與兒童健康 
同意 

24.  YM108018F 張榮偉 
國小學童之口腔護理產品(牙膏)成分暴

露評估 
同意 

25.  YM108021F 楊世偉 

以擴增實境動態平台與穿顱剌激探討

帕金森症患者老化之動作控制調節性

及其復健輔具研發 

同意 

26.  YM108025E 李玉春 
菸害政策分析諮詢服務計畫(108年-109

年) 
同意 

27.  YM108030E 吳肖琪 
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服務管理專案

計畫 
同意 

28.  YM108032E 李玉春 
107-108 年度新北市長照十年  2.0 服

務品質監測計畫 
同意 

29.  YM108042E 林慶波 高精度人腦神經連結圖譜建構 同意 

 

五、 變更案(共計12件) 

No IRB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4136E-4 陳信任 
飲食時序型態與體組成和血壓變化之

相關性探討 
同意 

2.  YM108003E 于潄 

如何增進護理師之職涯調適能力與社

會資本能力，以增加其職涯成功、整體

職涯滿意度與留任意願研究 

同意 

3.  YM108007E 可文亞 
探尋台灣漢人族群中影響演化適應度

的遺傳變異 
同意 

4.  YM108025E 李玉春 
菸害政策分析諮詢服務計畫(108年-109

年) 
同意 

5.  YM108031E 莊宜芳 
台灣中老年人社交活動參與對認知功

能的影響探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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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M18054F 

(風險未改變得以簡

易程序審查) 

阮琪昌 

水溶性環氧化物水解酶在肥胖相關代

謝異常之病生理功能：造血重編程與腸

道菌相之角色 

同意 

7.  YM108067E 陳信任 
兒童/青少年期營養對成年萌發期與年

輕成年期心理健康之影響 
同意 

8.  YM108086E 王培寧 大腦可塑性在身心衰退的創新機轉  

9.  YM108107E 李雪楨 
早期活動及運動介入對急性住院期老

人功能復原及社區活動之影響 
同意 

10.  

YM108114EF 

(風險未改變得以簡

易程序審查) 

劉家軒 

台灣與美國兒童、青少年及年輕成人癌

症存活者的健康 同意 

11.  YM108126E 簡莉盈 
受孕方式與兒童癌症、高血壓及糖尿病

風險：回溯式世代研究 
同意 

12.  YM109012E 周月清 
109 年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對身障者

生活品質效益評估研究 
同意 

 

六、 結案(共計19件) 

No IRB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4127F-3 陳美蓮 
個人保養產品之抗菌防腐成份環境荷

爾蒙暴露、健康風險與管理策略研究 
同意 

2.  YM105119E-2 蒲正筠 照護持續性、醫療供需與藥物交互作用 同意 

3.  YM105134E-2 周碧瑟 
社區老人「長睡眠時數」與亞臨床生理

指標相關性之追蹤研究 
同意 

4.  YM106026F-1 洪舜郁 
T 細胞受體與人類白血球抗原於藥物

過敏之分子交互作用 
同意 

5.  YM106093F-1 許銘能 培力社區發展在地安老整合服務計畫 同意 

6.  YM107021E-1 李曉暉 建構整合的生命科學基礎課程 同意 

7.  YM107056F-1 陳文英 

針對慢性踝關節不穩定之運動員在腰

髂控制、動態姿勢控制以及下肢功能性

表現的關聯性 

同意 

8.  YM107070E-1 蒲正筠 
近距離用眼之社會不平等：消弭兒童視

力健康落差 
同意 

9.  YM107102E 張世慶 
以次世代定序技術分析 DNA甲基化調

控異常結腸癌的整體基因變異 
同意 

10.  YM107111F 宋文旭 
慢性足踝不穩之智慧型手機訓練軟體

開發與成效評估 
同意 

11.  YM107130F 劉影梅 
探討核心肌群訓練對幼兒園大班兒童

改善短距離用眼姿勢的影響 
同意 

12.  YM107132E 劉影梅 探討阻力訓練對高齡者在不同肌力水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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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執行功能的效益 

13.  YM107135E 張佩靖 

利用致癌性卡波氏肉瘤相關性皰疹病

毒當研究模式尋找癌化相關之長鏈非

編碼 RNA並探討其在表觀遺傳性腫瘤

發生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同意 

14.  YM107136E 涂玉青  
探討Siglec-7活化機制之調控及其於臨

床白血病治療的潛在應用 
同意 

15.  YM108013EF 陳麗芬 
探究類比創傷對情緒與注意力之影響：

腦電圖研究 
同意 

16.  YM108020E 簡莉盈 台灣護理人員的人力資本模型構建 同意 

17.  YM108024E 楊秋月 

探討遵醫囑治療與動機式晤談融合方

案於思覺失調症病患服藥遵囑性之成

效 

同意 

18.  YM108113E 黃彥華 

尋找先天性全身脂肪失養症之生物標

幟：利用次世代定序分析於白血球細胞

的核醣核酸及微型核醣核酸 

同意 

19.  YM108117E 許銘能 
108年衛生所功能與服務模式發展評估

計畫 
同意 

 

七、 本校與臺北榮民總醫院合作研究計畫(共計1件) 

No 北榮 IRB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核准有效期 

1.  2020-01-006AC 傅毓秀 

臍帶間質幹細胞治療肺纖維化人

體試驗的前驅計畫-細胞標準化及

動物測試實驗 

2020-01-08~ 

2021-01-07 

 

八、 散會（16：00) 



PC
打字機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