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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 110 年第 1 次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 月 29 日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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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羅偉慈 

出席：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林明薇副主任委員、王子娟執行秘書、白雅美委員、張立

鴻委員、林麗嬋委員、陳育群委員、許銘能委員、羅鴻基

委員、林志翰委員、林佩欣委員、詹宇鈞委員、蔡欣玲委

員 

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郭文華執行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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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瑞委員 

 

壹、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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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計畫名稱：腦的老化：「骨骼肌-到-腦」軸調控老化之身心衰退 

本校 IRB 編號：YM109161F 

討論事項： 

1. 建議主持人應注意該檢查結果可能涉及了高齡者的健康、以及可能的疾病與

診斷的資訊，建議應提供檢查結果說明與諮詢的管道以降低受試者在收到檢

查結果可能產生的疑慮為宜，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與受試者同意書

補充說明，如受試者對檢查結果有任何疑問可至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彭莉

甯醫師門診就診。（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認知測驗與對於健身活動與認知訓練實驗介入內容之細節，為確保高齡受試

者能充分了解實驗內容與程序以及背後可能的風險，已補充於受試者同意書

中。（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本研究之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同為「大腦可塑性

在身心衰退的創新機轉」計畫的研究團隊（108 年度台灣腦科技發展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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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升計畫）。與目前申請 IRB 的計畫「腦的老化：「骨骼肌-到-腦」軸調控老

化之身心衰退」（110 年度台灣腦科技發展與國際躍升計畫）為其延續型計

畫，在經過受試者同意並簽署同意書後延用其原本參加的宜蘭世代或雙北研

究計畫的資料，將對世代研究再進一步的整合分析大數據資料。（法律專

家） 

4. 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相關計畫目前仍在執行中，也都還在保存年限中，並

已檢附將三個計畫之同意書。（法律專家） 

5. 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新增招募廣告，將於學校公佈欄張貼。（法律

專家） 

6. 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本研究介入的頻率和次數多，並給予高單價之 MRI

檢查兩次，所需花費較高，經費不足以提供車馬費。（法律專家） 

7. 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於受試者同意書補充「若您參加介入組則會接

受健身活動、認知訓練、營養指導全程均有專人在旁協助避免任何意外發

生，若過程對您造成生理不適感以及運動傷害，會立刻停止所有的訓練活

動，並且將您送往就近的醫療院所，給與完善的醫療照護。」以維護受試者

權益。（法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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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票。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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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  

計畫名稱：探討動物輔助治療對慢性思覺失調症患者社交互動與生活品質之改

善成效: 隨機對照試驗 

本校 IRB 編號：YM109184F 

討論事項： 

1. 請具體標示動物輔助治療係全程採用犬隻，以利若有怕狗者可決定是否參與

研究，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於受試者同意書補充標示本次活動的犬

隻將以拉不拉多或台灣犬為主並修改排除條件對狗過敏者。（生物醫學科學

委員） 

2. 應告知受試者參加該研究需要填答幾次問卷，在何時填，每次要畫幾分鐘填

答，已依委員初審意見於受試者同意書補充三次的填答時間點及需要花費時

間，以使受試者能夠更清楚研究參與之過程。（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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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試者同意書雖說明犬隻性格穩定且有施打過疫苗，請補充文獻發現犬隻在

治療過程，受試者因犬隻行為受到驚嚇或傷害的發生率，計畫主持人已補充

說明根據過往文獻指出，發生動物咬傷之機率極低，不及千分之四(Edwards 

& Beck, 2002; Schantz, 1990)。在進行團體治療前，會先從簡易的接觸開始、

觸摸開始，之後方進行與犬隻較多的互動活動；在進行動物輔助治療的過程

中，工作人員也會隨時注意犬之狀況，並運用自身之專業掌握犬隻予受試者

隻互動情形，避免任何意外事件發生。（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4. 本研究中之研究對象慢性思覺失調症患者為易受傷害之族群，可能因其病情

而產生精神狀態異常與適應生活之障礙，可能缺乏完整行使知情同意之能

力，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若患者因精神狀態異常與生活適應之障礙，導致

其無法填答問卷及回應問題時，則非研究所納入之對象，同時考量研究對象

多無配偶，或是已無法其家屬之情形，對於個案較為瞭解的對象，多為機構

之工作人員，故為了確保其能充分了解研究的內容，在與研究對象進行說明

時，同時也會請機構負責人在旁陪伴與聆聽，並尊重個案意願，方進行同意

書之簽署。（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5. 已依委員初審意見於機構收案同意書修改為以機構負責人之用語，及說明分

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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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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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票。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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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3 
計畫名稱：遵循祖靈智慧：發展具台灣泰雅族文化敏感度之社區安寧療護與生

命教育模式 

本校 IRB 編號：YM110010F 

討論事項： 

1. 招募非本國語言之受試者僅為泰雅族語，惟納入條件包含能用日語溝通者，

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補充將招募此二語言之受試者，並會視需要雇

用族語與日語翻譯專家進行翻譯（過去原住民族曾受日本統治，故部分熟習

族語之專家能用日文溝通），此外研究共同主持人為泰雅族學者，可以協助

文化轉譯。（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本研究性質應屬原住民族研究，應送原住民族研究同意專管中心獲得許可後



4 

 

執行，計畫主持人已同步送審中。（法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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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票。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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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7  

計畫名稱：肌肉耗損於心衰竭病人之探究 

本校 IRB 編號：YM109158EF 

討論事項： 

1. 由於本研究對象為心衰竭住院與門診病患，建議主持人說明檢測地點與是否

提供相對保護下進行「行走測驗」與「腿部力量」檢測，以避免不預期跌倒

等風險，計畫主持人已於受試者同意書補充門診病患將於衛教室執行檢測;

住院患者安排於護理站前有扶手的走廊進行檢測，研究人員將準備助行器或

輪椅，並安排研究人員及病患家屬在側，若無家屬而病患有需要時，可由衛

教室及護理站之護理人員進行協助。（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此計畫目前申請亞陽計畫經費中，本研究在亞東醫院進行收案，建議於計畫

申請表中將亞東醫院邱昱偉醫師列入共同主持人與受試者同意書一致，計畫

主持人已將申請表修改為一致。（社會公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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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票。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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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計畫名稱：顎骨擴張取代拔牙的齒顎矯正治療對於口顎三維結構與上呼吸道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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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IRB 編號：YM109164F 

討論事項： 

1. 研究受試者年齡介於 14-64 歲，含未成年人，已解釋其必要性，但 250 位受

試者中成年與未成年比例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根據過往矯正病人數量成年與未

成年比例約為 2 : 1，實際收案總人數及個別人數要待取得病患簽署參與同意

書後才能確定。（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研究資料編碼去辨識後及原始數據資料之保存年限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從

診所端取得的原始數據會再去做研究資料編碼去辨識，兩者研究數據皆保留

七年。（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本研究以取得同意書方式，進行病歷資料之回溯研究，受試者雖包含未成年

人，但是風險尚屬輕微，應可執行，計畫主持人已確認若遇到未成年的受試

者會同時向本人及法定代理人說明研究內容，並取得同時同意。（生物醫學

科學委員、法律專家）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請於受試者同意書研究目的補充「您因為在本

診所完成牙齒矯正治療，敬邀您參與本回顧性計畫，將使用你過去初診及矯正

治療之資料等。」，以利受試者可即時了解。（生物醫學科學委員、法律專家） 

投票結果： 

通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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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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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審查意見：請於受試者同意書研究目的補充「您因為在本診所完成牙齒矯正

治療，敬邀您參與本回顧性計畫，將使用你過去初診及矯正治療之資料

等。」，以利受試者可即時了解。 

 

(六) 5 
計畫名稱：評估低能量光線照射於手部穴位之生理影響 

本校 IRB 編號：YM109166F 

討論事項： 

1. 本研究提供第二階段實驗補助費用本國人與外籍生補助費用不同，建議修改

為一致，以符合公平原則，以依委員初審意見統一第二階段金額。（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 

2. 本研究所使用安拓 MEAD 經絡能量分析儀（ME-100，衛署醫器製字第

002062 號)，建議於各項申請文件仍須使用衛福部原核准之醫療器材名稱陳

述，避免造成受試者混淆，若仍需填寫「安拓 MEAD 經絡能量分析儀」，請

將兩個名稱都於受試者同意書補充。（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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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版受試者同意書之第八項，請依中文版受試者同意書內容，明確告知若

如依本研究所訂計畫，因而發生不良反應或傷害，將轉介至臺北榮民總醫院

接受治療，相關費用由名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補償責任，第 2 點請依中文

版受試者同意書修改為「Wellmike technology corporat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necessary medical expenses with respect to the treatment for the adverse 

events or damages.」（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1. 因研究人員為本研究產學合作案之公司員工，已於計畫書研究人員利益衝突

事項已揭露，惟收案、執行人員建議應避免由公司員工進行，取得知情同意

人員需有兩年內四小時人體研究相關訓練課程時數。（法律專家、生物醫學

科學委員） 

2. 受試者同意書聯絡電話本校分機請修改為五碼。（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投票結果： 

通過 4 票；修正後通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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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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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使用安拓 MEAD 經絡能量分析儀（ME-100，衛署醫器製字第

002062 號)，建議於各項申請文件仍須使用衛福部原核准之醫療器材名

稱陳述，避免造成受試者混淆，若仍需填寫「安拓 MEAD 經絡能量分析

儀」，請將兩個名稱都於受試者同意書補充。（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英文版受試者同意書之第八項，請依中文版受試者同意書內容，明確告

知若如依本研究所訂計畫，因而發生不良反應或傷害，將轉介至臺北榮

民總醫院接受治療，相關費用由名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補償責任，第

2 點請依中文版受試者同意書修改為「Wellmike technology corporat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necessary medical expenses with respect to the 

treatment for the adverse events or damages.」（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因研究人員為本研究產學合作案之公司員工，已於計畫書研究人員利益

衝突事項已揭露，惟收案、執行人員建議應避免由公司員工進行，取得

知情同意人員需有兩年內四小時人體研究相關訓練課程時數。（法律專

家、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4) 受試者同意書聯絡電話本校分機請修改為五碼。（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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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丙烯醛與嗜中性白血球在大腸癌腫瘤微環境之交互作用。 

本校 IRB 編號：YM109170F 

討論事項： 

1. 研究對象範圍含正常人及病人，檢體含血液及手術剩餘組識，宜加入臨床專

科醫師為共同主持人且應取得相關醫院 IRB 之同意，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

已將北榮腫瘤科鄧豪偉醫師列為研究人員，大腸癌人預計在北榮收案，已同

時在北榮申請 IRB，待 IRB 通過後才會開始收案。（生物醫學科學委員、法

律專家） 

2. 正常人組(50 mL)與腫瘤組(10 mL)血液收集量之差別，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

明由於正常人血需要嗜中性白血球進行 4 項功能性分析，預計需要 50ml 才

可以收集足夠的嗜中性白血球量，然而考慮病人意願，因此預計收集

10ml，依照正常人嗜中性白血球功能性分析結果來篩選其中 1 項分析項目。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法律專家） 

3. 招募廣告只針對正常組受試者之原因，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大腸癌病人會

直接由北榮腫瘤科鄧豪偉醫師直接由門診以及住院病人，因此不須藉由召募

廣告，正常受試者則會藉由召募廣告在北投社區收案。（生物醫學科學委

員） 

4. 關於臨床病人檢體與正常人血液檢體之保存地點，主持人已補充說明，將保

存在同一地點，陽明大學藥理所守仁大樓 5F，516 室 4 度及-20 度冰箱中。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5. 病理檢體之取用宜留存必要之病理分析，主持人已補充說明病理檢體之取用

是必要之病理分析後的剩餘檢體，已在申請表及受試者同意書進行修改。

（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6. 針對受試者補充僅給參加本研究之正常受試者將提供營養費。（法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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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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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8 
計畫名稱：蛋白質強化之湯品合併運動對於社區中老年民眾肌肉量與肌力之臨

床成效：一項為期十二週之隨機分配試驗 

本校 IRB 編號：YM10917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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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1. 本計畫招募廣告預計張貼於陽明大學高齡與健康研究中心、臺北榮總高齡整

合門診、陽明大學校內公布欄，經由電話報名符合資格的受試者將依照 1:1

的隨機分派比例進入研究組或對照組。在受試者確認能配合完成所有檢測及

試驗流程後，在試驗開始前，會先進行第一次的檢測，檢測地點為國立陽明

大學高齡與健康研究中心，檢測項目包含基本資料蒐集及血清檢測，並在第

4 週及第 12 週追蹤進行第二次、第三次檢測，檢測內容同第一次，並完成

一份 24 小時飲食紀錄。每次檢測可能會花受試者 90-120 分鐘的時間。（生

物醫學科學委員） 

2. 本研究所使用問卷或量表若需授權或付費，請確實取得授權或付費後始得使

用，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需授權付費量表將於研究前購置完成。（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 

3. 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本研究將至永明區民中心進行運動課程，運動教練

是由研究團隊委託具體適能證照的老師，請檢附老師的相關證照及補充運動

防護（如熱身等）進行方式，如受試者於運動時發生傷害將提供照顧，修正

後受試者同意書第三點「本計畫研究組需進行運動訓練，您可能因為年齡或

本身肌力較弱，運動時可能容易覺得喘或覺得疲累，請您依照自身體力循序

漸進。避免不平或濕滑的平面，以避免跌倒。運動過程中若有任何疼痛或不

舒服，請隨時反應，同時停止運動，避免發生意外。」僅為提醒，無法將責

任歸屬於受試者，研究團隊仍應提供適當且充足之追蹤，建議詳實說明讓受

試者瞭解與確認 24 小時連絡電話暢通。（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4. 受試者同意書首頁經費來源請補充本研究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 

5. 依受試者同意書說明健力湯有投保第一藥物臨床試驗責任保險之保單，如有

保單請檢附，或請修改為適當敘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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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票；修正後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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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法

律專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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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本研究將至永明區民中心進行運動課程，運動

教練是由研究團隊委託具體適能證照的老師，請檢附老師的相關證照及

補充運動防護（如熱身等）進行方式，如受試者於運動時發生傷害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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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照顧，修正後受試者同意書第三點「本計畫研究組需進行運動訓練，

您可能因為年齡或本身肌力較弱，運動時可能容易覺得喘或覺得疲累，

請您依照自身體力循序漸進。避免不平或濕滑的平面，以避免跌倒。運

動過程中若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請隨時反應，同時停止運動，避免發

生意外。」僅為提醒，無法將責任歸屬於受試者，研究團隊仍應提供適

當且充足之追蹤，建議詳實說明讓受試者瞭解與確認 24 小時連絡電話暢

通。（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受試者同意書首頁經費來源請補充本研究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 

(3) 依受試者同意書說明健力湯有投保第一藥物臨床試驗責任保險之保單，

如有保單請檢附，或請修改為適當敘述。（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九) 9 
計畫名稱：隱而未見的酒害：揭露易傷害族群的負擔 

本校 IRB 編號：YM109187F 

討論事項： 

1. 本研究為三年期計畫，將在第一年開始展開次級資料的串聯，並且收集警政

及醫療方面的公開資訊，與新北市的重要關係人物進行訪談，藉由以上途徑

所獲得的分析結果及資料，發展出問卷題目。在第二年開始進行問卷調查

前，將以變更案的方式提交問卷進行 IRB 審查。（社會公正人士） 

2. 紙本資料與電子資料宜明確說明儲存地點，以確認主持人可保障受試者隱

私，計畫主持人已做相關修正。（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計劃主持人聯絡方式宜留隨時可聯絡到的號碼，以利弱勢族群聯絡，計畫主

持人已補充說明，若本研究計劃獲得通過，將辦理公務手機號碼，供受訪者

24 小時隨時聯絡，並將號碼補充在同意書內，以變更案方式更新受試者同

意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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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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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10  

計畫名稱：探討視力保護方案對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學生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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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IRB 編號：YM110013F 

討論事項： 

1. 本研究之排除條件包括眼部疾患、四肢不全或行動不便之學生，應說明如何

避免此類學生在班級中有被標籤化的疑慮，主持人已補充說明為保護參與研

究學童，避免被標籤化，本研究除了未簽署同意書者不納入外，其餘排除條

件仍會納入，並於統計分析時，再篩選出符合本研究對象標準的資料。（生

物醫學科學委員、法律委員） 

2. 受試者如何及在何處收案，何謂全班集體取樣，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篩選出某幾所新北市國民小學作為中心學校及協力學校，故本

研究受試者，將依照立意取樣，從上述學校中選出 2 所，作為實驗組與對照

組。另外全班集體取樣，則是為避免不公平疑慮，當 A 班級納入研究受試

者，此班級其他同意作為受試者的學生，皆必須納入研究受試者。（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 

3. 本研究為非隨機分配，實驗組對照組各收案 72 人即可，但配合全班全查，

故總人數可能預計收案 360 人。（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4. 家長問卷與兒童問卷需為可辨識之資料，生理資料與問卷將由計畫主持人端

進行串聯分析。（生物醫學科學委員、法律委員） 

5. 本研究招募地點為學校及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已依委員初審意見設立學校同

意書及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同意書，請將機構同意書請增列計畫執行期間、整

體計畫執行方式及機構需配合的事項等。（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社會公正人

士） 

6. 參與者同意書中納入條件之補充說明（綠色字體部份）已經初審意見回覆，

不需列於同意書中。（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7. 參與者同意書腕動計及 HOBO 溫度照度感測器已說明大小及重量，建議補

充腕動計與感測器約相當於哪些物品或實際圖片，使參與者較易了解；紫色

字體關於腕動計及 HOBO 溫度照度感測器介紹部份請刪除，不需列於同意

書中。（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8. 參與者同意書研究流程部份目前填寫為整體案件流程，應修改為參與者需配

合的流程，避免家長不了解應了解之流程。（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1. 參與者同意書請補充問卷填寫的時間點、所需的時間（是否影響上下課時

間），需額外配合的事項，另因視力相關問卷中包含是否早產、氣喘等較隱

私之內容亦應於參與者同意書中說明讓參與者考量是否參加。（生物醫學科

學委員、法律委員） 

2. 請釐清「視力改善方案」是否為研究的一部份？還是新北市政府針對所有學

校統一推動的政策，但僅抽選兩所學校評估成效？倘若是前者，請於機構同

意書補充說明「視力改善方案」內容及參與學校需配合事項，倘若是後者，

請於機構同意書補充說明參與學校需配合事項，包含研究在學校進行的起迄

期間。（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社會公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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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名稱為探討視力保護方案對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學生之成效，但同

意書看不出主持人何時或如何到課後照顧服務中心進行介入方案，也不清楚

學校收的參與者，跟課後照顧中心的參與者是否為同組參與者？還是不同

組？請於申請表、計畫書及同意書等相關文件釐清修正研究背景、研究主題

目的與研究進行方式間之關係，包含究竟是學校收案分實驗組跟對照組，另

外到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另外的實驗組跟對照組，總共分四組？還是學校收案

後，會跟隨參與者到其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總共分兩組？兩邊的視力保護方

案都一樣嗎？將在學校與課後照顧服務中心都作成效測量？還是只有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社會公正人士） 

投票結果：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10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5 票； 

不通過 0 票；棄權 0 票；利益迴避 0 票；離席/遲到 5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法

律專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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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招募地點為學校及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已依委員初審意見設立學

校同意書及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同意書，請將機構同意書請增列計畫執行

期間、整體計畫執行方式及機構需配合的事項等。 

(2) 參與者同意書中納入條件之補充說明（綠色字體部份）已經初審意見回

覆，不需列於同意書中。 

(3) 參與者同意書腕動計及 HOBO 溫度照度感測器已說明大小及重量，建議

補充腕動計與感測器約相當於哪些物品或實際圖片，使參與者較易了

解；紫色字體關於腕動計及 HOBO 溫度照度感測器介紹部份請刪除，不

需列於同意書中。 

(4) 參與者同意書研究流程部份目前填寫為整體案件流程，應修改為參與者

需配合的流程，避免家長不了解應了解之流程。 

(5) 參與者同意書請補充問卷填寫的時間點、所需的時間（是否影響上下課

時間），需額外配合的事項，另因視力相關問卷中包含是否早產、氣喘等

較隱私之內容亦應於參與者同意書中說明讓參與者考量是否參加。 

(6) 請釐清「視力改善方案」是否為研究的一部份？還是新北市政府針對所

有學校統一推動的政策，但僅抽選兩所學校評估成效？倘若是前者，請

於機構同意書補充說明「視力改善方案」內容及參與學校需配合事項，

倘若是後者，請於機構同意書補充說明參與學校需配合事項，包含研究

在學校進行的起迄期間。 

(7) 本計畫名稱為探討視力保護方案對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學生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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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意書看不出主持人何時或如何到課後照顧服務中心進行介入方案，

也不清楚學校收的參與者，跟課後照顧中心的參與者是否為同組參與

者？還是不同組？請於申請表、計畫書及同意書等相關文件釐清修正研

究背景、研究主題目的與研究進行方式間之關係，包含究竟是學校收案

分實驗組跟對照組，另外到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另外的實驗組跟對照組，

總共分四組？還是學校收案後，會跟隨參與者到其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總共分兩組？兩邊的視力保護方案都一樣嗎？將在學校與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都作成效測量？還是只有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十一) 11 

計畫名稱：鼻胃管自拔監控暨約束手環 

本校 IRB 編號：YM110002WEF 

討論事項： 

1. 計畫主持人在此高中生科展計畫扮演之角色，計畫主持人已說明計畫主持人

在此高中生科展中，扮演技術指導角色。針對本研究中與醫療相關的知識及

研究設計提供專業諮詢及指導。本高中負責學生後續的資料整理及科展競賽

指導。雖然本實驗對受測者無明顯的損害可能，但若真的發生損害，將由本

高中負全責。（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2. 請將回覆意見內容補充於計畫書中，如受試者納入排除條件、如何招募、搜

集的資料、所需時間等，計畫書不需寫結果及未來展望，避免誤以為本研究

為已進行之案件。（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本研究招募對象為教職員工，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本研究將已口頭方式進

行招募，請確認是否設立受試者招募廣告或請檢附受試者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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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票；修正後通過 13 票；修正後送本會複審 1 票； 

不通過 0 票；棄權 0 票；利益迴避 0 票；離席/遲到 5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法

律專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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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回覆意見內容補充於計畫書中，如受試者納入排除條件、如何招

募、搜集的資料、所需時間等，計畫書不需寫結果及未來展望，避免誤

以為本研究為已進行之案件。 

(2) 本研究招募對象為教職員工，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本研究將已口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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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招募，請確認是否設立受試者招募廣告或請檢附受試者說明書。 

 

(十二) 12 

計畫名稱：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政策成效評價 

本校 IRB 編號：YM110007F 

討論事項： 

1. 本研究欲與健保資料庫進行串連以取得 7-10 歲學童過去的就診相關資料，

已依委員初審建議修改為回溯 11 年（從該學童出生開始的資料）。（生物醫

學科學委員） 

2. 家長版問卷有問到學童成績以及是否上才藝班等資訊，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

明探討口腔健康是否影響學童成績及透過調查學童是否有上才藝班，來了解

家長的社經地位以及是否因較重視才藝班課程而壓縮學童看牙醫時間影響口

腔狀況。（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參與者同意書已依委員初審建議補充贈送之禮物。（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國小學童問卷（3-4 年級）建議考量學同童之程

度請修改較容易之說法，例如（四）口腔衛生態度部份修改為（四）口腔衛生

態度，以下項目你是否同意：「在晚上睡覺前刷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次口腔清

潔」。（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投票結果： 

通過 1 票；修正後通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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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法律專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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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問卷（3-4 年級）建議考量學同童之程度請修改較容易

之說法，例如（四）口腔衛生態度部份修改為（四）口腔衛生態度，以下項

目你是否同意：「在晚上睡覺前刷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次口腔清潔」。 

 

二、 一般變更審查案(共計 6 件) 

 

(一) 13  

計畫名稱：面部色彩望診影像建立：以健康狀態的男性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為例 

本校 IRB 編號：YM108102EF 

討論事項：本案提出測量心率變率測量之研究設備變更，在變更設備中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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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率分析儀（衛部醫器製字第 005532 號）與電極貼片與前次審查中使用之

研究設備在受試者之風險上未有明顯之改變，建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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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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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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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計畫名稱：不同水化照顧方案對改善機構住民液體攝取之成效 

本校 IRB 編號：YM105138F-3 

討論事項： 

1. 實驗 II 組係住民接受飲料選擇、衛教合併數位化提醒喝水設計，因機構部分

住民認知功能有障礙，協助他們找到飲水設備- 導視(wayfinding)，較使用住

民不熟悉的數位化喝水提醒設計生活化，故修正為衛教合併導視

(wayfinding) 喝水提醒設計，受試者風險未有增加同意變更。（行為與社會

科學委員） 

2. 預試發現有些機構體檢時間無法配合，但研究機構與家屬願意配合研究抽

血。故，若無年度檢體報告者，個案或家屬可決定是否於介入前、後抽 3cc

血檢驗，受試者風險未有增加同意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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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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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離席/遲到 6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法律專家-男）。 

 

決議： 

1. 通過。 

2.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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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等級：一般審查。 

 

(三) 15  

計畫名稱：自動化上肢動作缺損評估系統與外骨骼復健機器設計與製作 

本校 IRB 編號：YM107069EF-2 

討論事項： 

1. 原所收案之數據因有 6 筆於分析時無法使用，經重新估算後將調整收案人

數至 30 人。（行為與社會科學委員） 

2. 建議本次變更一併修改本研究之計畫執行期間（原為西元 2018 年 07 月 01

日〜西元 2019 年 05 月 31 日）。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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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 0 票；利益迴避 0 票；離席/遲到 7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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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審查意見：建議本次變更一併修改本研究之計畫執行期間（原為西元 2018

年 07 月 01 日〜西元 2019 年 05 月 31 日）。 

 

(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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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提供新增人員之訓練時數證明。（生物醫學科

學委員） 

2. 計畫主持人已補充說明本研究使用之問卷或量表皆不需取得授權或付費。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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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 0 票；利益迴避 0 票；離席/遲到 7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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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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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7  

計畫名稱：方塊踏步運動改善衰弱與認知功能之效果–以衰弱合併輕度認知受

損老人為探討 

本校 IRB 編號：YM109044F 

討論事項： 

1. 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說明近紅外光分析儀非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列管之醫療器材，已附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之通知書。（生

物醫學科學委員） 

2. 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補充近紅外光分析儀測量腦部活化程度之過去

文獻成果。（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3. 計畫主持人已依委員初審意見說明過去並無針對方塊踏步運動對腦部活化的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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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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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行為與社會科學-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

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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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8  

計畫名稱：失智失能長者照護機構之跨專業復健服務模式建立與成效探討 

本校 IRB 編號：YM109072F 

討論事項：本次變更包含失智失能年長者收案人數上修、照顧者收案人數下

修、新增收案場域、失智長輩評估量表項目的更動、失能長輩評估量表項目的

更動、照顧者評估量表項目的更動、失智長輩的介入時間、失智長輩及照顧者

收排案條件之變更及失能長輩及照顧者收排案條件之變更，同意變更。（生物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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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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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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票（生物醫學科學委員-

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男、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物醫學科學委員-女、生

物醫學科學委員-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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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異常報告（共計 1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8145E 
科技輔助教學於專科護理學

生之學習成效研究 

無影響受試者權益，未

增加風險，同意核備。 

 

四、 免審審查案(共計 4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9173W 
ESR1 調控脂質生物合成事件並增強肺癌與乳

癌細胞放射線抗性 
同意 

2.  YM109178W 
探討 Protogenin 調控 Hox 基因與體軸發育的

分子機轉 
同意 

3.  YM109186W 
探究空污引起肺纖維化與肺癌之代謝體重編

成機制及影像組學構建 
同意 

4.  YM109188W 
以球權概念為基礎探討籃球得分表現之效率−

攻守數據的應用 
同意 

 

五、 簡易審查案(共計 18 件) 

No IRB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9137E 人如其食：飲食、腸道菌相與認知老化 同意 

2.  YM109152E 
動作轉換感知久坐行為監測系統之設計及開

發 
同意 

3.  YM109154E 心肺與肌肉適能對社區長者健康老化的影響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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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M109156E 
從微觀到巨觀：建構多尺度高精度人腦神經連

結圖譜 
同意 

5.  YM109157E 
透過早期或是超乎正常的血管老化過程發現

血管老化及認知功能障礙的保護機轉 
同意 

6.  YM109160WE 衛生單位因應COVID-19疫情之業務影響調查 同意 

7.  YM109163E 
強化牙醫系學生行為科學與人文素養之教學 

- 以臨床醫病互動電子遊戲為學習媒介 
同意 

8.  YM109165E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各式癌症之發生率、

死亡率與相關危險和預後因子之探討 
同意 

9.  YM109167E 身心障礙者相關經驗發生率統計研究 同意 

10.  YM109169E 

運用常規化過程理論探討癌症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之社會脈絡影響因素:台灣機構實務需求

及常規照護策略之發展 

同意 

11.  YM109171E 
研究台灣年輕成人癌症：發生率趨勢、死亡率

趨勢、癌症種類及治療與後續健康變項之關聯 
同意 

12.  YM109176E 
健康照護相關科系大學生對精神疾病的認知、

態度與社會距離：一個教學成效研究 
同意 

13.  YM109177E 
以物聯網之噪音感測器評估交通污染對於憂

鬱症發生之影響 
同意 

14.  YM109181E 
瘋狂、司法與社會：由司法精神醫學專科甄審

為起點的探究 
同意 

15.  YM110005E 

多時間點多參數腦瘤磁振造影之自動病灶偵

測、圈選、分類與預後預測平台和標準電子病

歷報告輸出與互通 

同意 

16.  YM110006E 
鋪設善終：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下的社會臨床路

徑與實作 
同意 

17.  YM109185E 
降維度方法在疾病風險分數預測系統之應用 

同意 

18.  YM110001E 
日常活動模擬器與異常生活型態偵測之設計

開發 
同意 

 

六、 展延案(共計38件) 

No IRB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3116E-6 臺灣與美國青少年的睡眠問題：起因與健康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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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2. Y YM105112E-4 助孕酮引發人類 T 細胞快速反應之生理意義 同意 

3.  YM106094E-3 促進受暴婦女穩定就業研究 同意 

4.  YM106102E-3 
探討 NLRP12 基因表現與第一型干擾素標誌

之紅斑性狼瘡之關聯性及機轉 
同意 

5.  YM107007E-3 
發展與運用智慧健康照護增進身體活動之研

究:以慢性阻塞肺疾病患者為例 
同意 

6.  YM107069EF-2 
自動化上肢動作缺損評估系統與外骨骼復健

機器設計與製作 
同意 

7.  YM107105E 

體感遊戲結合跑步機之雙重任務訓練對於巴

金森氏病和中風患者執行功能、雙重任務表

現以及腦區活化之效果 

同意 

8.  YM107106F 
眼疾之治療與認知: 病患因素與區域資源配

置 
同意 

9.  YM107107F 
中重度及重度失智者的營養變化與合併症發

生之追蹤性研究 
同意 

10.  YM107126E 
流汗的文明人：多汗症與其介入治療的社會

研究 
同意 

11.  YM108004E 
不同性別護理師之職涯發展軌跡與留任意願

變化研究：縱貫性研究 
同意 

12.  YM108006E 
分子免疫學診斷方法及小腸障蔽分子表現在

小腸移植術後急性排斥的應用 
同意 

13.  YM108007E 
 尋找台灣人族群中對健康有害的遺傳變

異 
同意 

14.  YM108010E 
外泌體中 GPC3 表現量在肝細胞癌患者診斷，

監測和生存中的預後相關性 
同意 

15.  YM108017E 新聞情緒指標與醫療利用率之關聯性 同意 

16.  YM108025E 菸害政策分析諮詢服務計畫(108 年-109 年) 同意 

17.  YM108026E 醫療網計畫的檢視與前瞻 同意 

18.  YM108031E 
台灣中老年人社交活動參與對認知功能的影

響探討 
同意 

19.  YM108040E 
大腦內之價值與機率編碼：整合功能性磁振

造影和顱內電生理技術了解其神經編碼特性 
同意 

20.  YM108102EF 
面部色彩望診影像建立：以健康狀態的男性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為例 
同意 

21.  YM10814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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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YM108143F 
中風病人之 3D 列印上肢復健系統及多功能

輔助手裝置製造與評估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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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YM10814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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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YM10815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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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YM108160EF 
青少年負面經驗與成年階段有問題網路使用

之關聯：直接與間接影響 
同意 

26.  YM108161E 醫院生態之變遷：醫院歇業的本質及其影響 同意 

27.  YM10900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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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28.  YM10900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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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YM10900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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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YM109009E 
人工智慧結合體學分析探討身心衰弱之生物

指標 
同意 

31.  YM10901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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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YM1090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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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Y YM10901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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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YM109019E 建立以實證為基礎的醫學院教師升等量表 同意 

35.  YM109021E 
不僅是孤單，而是孤寂：風險社會中的起因與

影響途徑 
同意 

36.  YM109024E 
探討巨核細胞生成過程中 Siglec-7 之調控機

轉及其對血小板保存與效能之影響 
同意 

37.  YM10903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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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YM1090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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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變更案(共計16件) 

No IRB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7007E-3 
發展與運用智慧健康照護增進身體活動之研

究:以慢性阻塞肺疾病患者為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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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M107106F 

(無增加受試者風險) 

中重度及重度失智者的營養變化與合併症發

生之追蹤性研究 
同意 

3.  
YM107107F 

(無增加受試者風險) 

中重度及重度失智者的營養變化與合併症發

生之追蹤性研究 
同意 

4.  YM107114E 偵測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併發憂鬱之早期徵兆 同意 

5.  YM107126E 
流汗的文明人：多汗症與其介入治療的社會

研究 
同意 

6.  YM108031E 
台灣中老年人社交活動參與對認知功能的影

響探討 
同意 

7.  YM10814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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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YM108161E 醫院生態之變遷：醫院歇業的本質及其影響 同意 

9.  YM1090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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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YM1090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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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YM109103EF 
(無增加受試者風險) 

探討睡姿及相關環境因子對睡眠呼吸中止症

病人嚴重度的影響並討論改善方案及機轉 
同意 

12.  YM109119E 
百貨零售業職場肌肉骨骼健康管理推廣及分

析 
同意 

13.  YM109122E 
比較動態貼布及非彈性貼布對於足底疼痛者

之成效 
同意 

14.  YM109135E 
預立醫療自主計劃評估量表信效度初探 

同意 

15.  YM109143E 
探討分泌型細胞自噬調控 MCT4 運輸的創新

機制在三陰性乳癌中所扮演之角色 
同意 

16.  YM109146E 
應用微翻轉遊戲式策略於促進社區高齡者認

知健康之飲食學習模組研發與驗證 
同意 

 

八、 結案(共計24件) 

No IRB 編號 計畫名稱 決議 

1.  YM104124E-3 
末期腎臟病患臨終前醫療使用: 趨勢、決定

因子與政策影響評估 
同意 

2.  YM104128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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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105009E-4 纖維肌痛症與 Pregabalin 遵醫囑性之關係 同意 

4.  YM106035F-2 
比較團體型式奧塔哥防跌運動與居家體感

復健系統介入對於具跌倒風險長者之身體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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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改善及防跌效果 

5.  YM106091EF-1 

將已開發之全無線貼片式多頻道睡眠生理

記錄儀應用於自覺失眠者及睡眠呼吸中止

症之研究 

同意 

6.  YM107050F-1 
探討有氧運動介入對大腦處理代謝物及情

緒調節的影響 
同意 

7.  YM107080E-1 

一項由主持人發起的開放式隨機平行對照

試驗，評估額外給予含有 HMB (β-羥基-β

-甲基丁酸)的口飲營養補充品對於台灣衰弱

前期老年人之大腿肌肉質量和生理表現的

影響 

同意 

8.  YM107119E 
107-108 年環境用藥之環境殘留量調查研究

計畫 
同意 

9.  YM107120F 
團體人工照光對於社區中失智長者在睡眠、

情緒、精神及行為症狀困擾之效果 
同意 

10.  YM108071EF 環境正義與參與式治理: 傳統領域爭議研究 同意 

11.  YM108094F 
團體施羅特運動介入對青少年原發性脊椎

側彎之成效 
同意 

12.  YM108128EF 
利用飛輪車運動探討常運動與不常運動年

長者之電生理訊號差異 
同意 

13.  YM108133E 機構照服員參與性教育工作坊之成效探討 同意 

14.  YM108138F 
照護者口腔健康識能與學童口腔健康狀況

之相關性 
同意 

15.  YM108139E 多波長雷射應用於體外膽結石處理 同意 

16.  YM108141E 

探討互動多媒體遠距居家運動訓練對社區

高齡者睡眠狀態的效益： 功能性體適能及

步態表現的中介效應 

同意 

17.  YM10815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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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YM1081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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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YM10900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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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YM109004E 
以醫療影像測試智慧化辨識牙周病之可能

性 

同意 

21.  YM1090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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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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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關的可能危險與保護因素 

22.  YM10903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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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23.  YM109040E 
北部地區特殊教育學校家長對校園牙科醫

療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同意 

24.  YM109054E 居家照顧指引 APP的開發與使用之成效 同意 

 

九、 本校與臺北榮民總醫院合作研究計畫(共計6件) 

No 北榮 IRB 編號 計畫名稱 核准有效期 

1.  2020-11-001AC 

探討 Pembrolizumab and lenvatinib

對於復發、轉移性頭頸癌之治療成

效 

2020-10-29~ 

2021-10-28 

2.  2020-11-003AC 
以 HNSCC tissue array 進行 B7-H3

與 NTSR-1 藥物標靶之臨床評估 

2020-11-01~ 

2021-10-31 

3.  2020-08-012B 臍帶間質幹細胞之質控系統之建立 
2020-09-17~ 

2021-09-16 

4.  2020-07-029BC 

臍帶間質幹細胞治療台灣特發性肺

纖維化病患，幹細胞作業的升級與

標準化(第一年/共三年) 

2020-07-10~ 

2021-07-09 

5.  2020-06-023BC 
純化並分析臍帶間質幹细胞的外泌

體，探討修補骨缺損的效果與潛能 

2020-06-24~ 

2021-06-23 

6.  2020-06-024CC 
探討人類臍帶間質幹細胞條件培養

液修補骨缺損的效果-細胞實驗 

2020-06-09~ 

202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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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修正「國立陽明大學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申請作業實施細

則」，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合校修改校名，依合校後校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英文全名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簡稱 NYCU）」，進行修正。 

決議：通過。 

 

案由二：擬修正「國立陽明大學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

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合校修改校名，依合校後校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英文全名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簡稱 NYCU）」，進行修正。 

決議：通過。 

 

案由三：擬修正「國立陽明大學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部分

條文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合校修改校名，依合校後校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英文全名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簡稱 NYCU）」，進行修正。修

正後全文，請詳見附件。(SOP01~SOP21) 

決議：通過。 

 

案由四：有關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委託本會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委

託執行計畫「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與藥用植物研究」是否同意代為審查，

提請討論。 

說明： 

1.110年1月18日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來函申請本校代審案件。 

2.目前本校同意代審之機構共計6間，東吳大學、警察大學、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及社團法人台灣照顧管理協會。

109年新案共計189件，其中代審案件共8件，經評估建請同意代審衛生福利

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提之案件。 

決議：同意代審。 

 

十一、 散會(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