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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17 次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105 年 3 月 14 日（星期 一 ） 12 點 10 分 

會議地點：圖書館第三會議室 

主席：楊昀良 主任委員 

核閱：                    

出席人員：（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 

林金雀委員、陳鋕雄委員、朱菊新委員、林律君委員、張兆恬委員、

張維安委員 

（生物醫學領域） 

蕭子健委員、許志成委員、楊昀良委員、郭書辰委員、楊秉祥委員 

 

（女性 4 人，男性 7 人；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委員共 6 人，生

物醫學領域共 5 人；已達法定最低開會人數＜8 人＞。） 

列席人員：邱怡伶小姐、李阿錞小姐、張育瑄小姐(行政人員)、 

孔建民副主任委員、葉靜輝委員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人體與人類研究倫理委員會觀摩) 

請假人員：林欣柔委員、鐘育志委員、林育志委員、魏翠亭委員 

會議記錄：張育瑄 

 

審議會程序： 

一、主席宣讀利益迴避原則 

在今天開會之前，請各位委員審視今日審查案件是否與各位有利益關係（如

計畫之共同、協同主持人，擔任指導教授或為藥廠股東等等）。為遵守利益

迴避原則，如有利益關係者，請主動提出並迴避離席。 

 

二、確認本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紀錄 

 

三、一般案件審查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28 

主持人：鄭仕弘 

計畫名稱：設計力創新應用於產品操作脈絡設計之研究與實現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以質性方法探索設計力創新在操作層面的運作，並將

腦波量測的技術導入設計創新的流程中，使設計力之研究與腦波認知研究

能夠相互支援。擬招募 20-40 歲參與者共 60 人，參與腦波實驗。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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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主持人明列實驗內容分為： 

(1)訪談 

(2)腦波實驗 

(3)設計工作坊 

但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是否三種研究之“參與者”完全沒有交集?或是可能有交

集?  

2. 建議計劃書與受試者同意書中根據“參與者”參與之內容不同，應有不同之

稱呼，例如“腦波實驗受試者”、“訪談受試者”、“設計工作坊參與者”，

而非統稱參與者，以免參與研究之受試者混淆。 

3. 在審查意見 4 中，只要說明為“設計工作坊之參與者”而不必以“參與者(不

包含腦波實驗之受試者)”此類模糊之描述為之。 

4. 計劃書(p. 6)二，圖 18=>圖 7。 

5. 計劃書(p. 9)五，請附上相關研究人力(楊雅晶與金榮泰)。並附上 2 人相關 IRB

研習證明。 

6. 計劃書(p. 11)四之(二)，請補上各年度研究參與者參與研究的時間。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p. 2)四、參與工作坊時數是否為：人員講述(3 hr)加討論(1 hr)

加發表(3 hr)，所以約為 7 hr，而非每天花 3 hr，倘若不是，請修改說明，避免混

淆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計劃書第 9 頁與同意書第 1 頁未能排除腦部曾有或現有傷病之受試者 

2. 計劃書第 10 頁三(五)研究對象可能的副作用、與後續追蹤處理方式，建議加

入若有任何不適，除了終止實驗，亦將協助就醫。 

3. 建議在計劃書第 10 頁三(六)2 中，除主持人、監視人及協同主持人外，會審

視研究資料之名單，亦加入研究人員。 

4. 計劃書第 13 頁，研發成果歸屬，主持人寫道：“參與者可自行決定是否申請

專利或開發量產”，此意指受試者可以擁有所有或者足夠量之結果以申請專

利或量產? 倘若受試者只有參與實驗，並只有取回自己的數據，如何能申請

專利?請具體說明之。 

(主持人似乎把受試者與參與研究人員混為一談，雖然有些人可能兼具兩種身

分，但在描述上仍應清楚分離其立場) 

5. 計劃書第 12 頁，腦波實驗設備請附上中央主管機關核可證明。 

6. 同意書第 1 頁研究方法中提及，工作坊進行包括“參與者彼此討論”，以及

“參與者發表”，受試者如此的曝光交流是否難以保護其隱私?請說明之。 

7. 同意書第 3 頁十(二)“….亦獲得詳細解說”解說二字漏掉。 

8. DSMP 第 2 頁第六項，主持人提到依照學生意願參與。但由於是學生，很難

確認是否真的自願。建議保護措施仍需具體提出，例如由導師追蹤，並且若

有任何不適，仍需要協助就醫。 
 
 

<委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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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畫書 

1. (p. 3) 請確認 “emerging design cultures，如圖 7” 是否有附上。 

2. (p. 3) 請確認 “技術的意義現身(如圖 4)” 是否有附上。 

3. (p. 4) 有兩張第三頁，請確認。 

4. (p. 5) 請確認文字敘述 “真實經歷的和預期” 。 

5. (p. 11) 三年期計畫，第一年招募幾人參與訪談；第二和第三年個別招募幾人

參與互動設計，以及專家和素人個別的人數，此比例是否有含意。 

6. (p. 11) 請問每年工作坊會舉辦幾次，倘若多次，則每次工作坊會有多少參與

者彼此討論？ 

二、 

1. (p. 1) 參與者發表的時間多久？ 

(p. 3−4) 此計畫招募20−40歲研究參與者，請確認是否要刪除特殊情形B−E。 

 

<委員三>： 
1. 請於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三、分別說明納入條件及排除條件並加入年齡之限制。 

2. 請說明將由誰、在哪裡、以何種方式招募或接觸潛在受試者。 

3. 請修正同意書七(二)為損害補償，且由執行機構與主持人負補償責任。錯字

「訊息”及”諮詢」。 

4. 本研究對受試者生理風險不高，但受試者若為研究人員之學生，應注意參與

者之自願性：請說明是否以研究人員之學生為受試者，若是，將如何確保參

與之自願性。 

5. 建議修正同意書，研究進行的時程、方式並提供24小時連電話：請於同意書

四、分點說明受試者的參與內容，以及每一項內容進行的時間、地點、是否

在同一天或分天完成。 
6. 同意書簽名欄下方特殊情形ABCDE建議刪除 

 

決議：投票票數總計 11 票，通過票數為 11 票，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

告。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3 

主持人：林進燈 

計畫名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腦機介面系統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0-50 歲健康參與者共 80 人，利用腦科學中心

自行研發之乾式腦波量測電極與無線腦波量測量測電路來測量當參與者參

與靜態視覺誘發電為作業、想像移動作業與快速序列視覺刺激呈現作業

時，該作業所引發的大腦認知神經活動，以 4 或 8 通道乾式電極腦波帽或

濕式電極腦波帽來擷取大腦的腦電圖訊號，並將擷取到的腦波訊號透過腦

機介面的硬體處理，以及運用模糊類神經網路技術所開發之腦波即時分析

演算法，也就是整合演算結果與外部器械，例如機械手臂或輪椅，進行即

時控制，進而完成一自動化控制系統提升以腦波控制外部器械的效果。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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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二次複審)： 

1. 對於審查意見 3 之回覆：…”其中委員建議加入計畫書的[2]、[3]、[4]以出現

在原先同意書中的[1]、[2]，本次只新增計畫書的[5]。”計畫書跟同意書是不

同文件，除申請人跟倫審委員會有機會看到全部外，其他人(受試者跟學術審

的委員)只能看到其中一份文件。這兩份文件的部分資訊會重覆，就是因為倫

審委員需要確認這兩部分的資訊是一致的。請依原意見修正。 

2. 計劃書中似未提及如何招募參與者，僅稱將與所有受試者統一召開說明會。

建議說明招募參與者流程，例如由誰在哪裡如何招募，建議避免招募主持人

的學生，或者有無招募廣告，若有招募廣告，建議一併送審。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一次複審)： 

1. 計劃書中的”四對研究參與者的保障與措施/不良反應處理方式”下所列[1]

至[8]有主詞不一致的狀況。有”參與者”跟”您”兩種主詞. 在此應為”參

與者”。 

2. 其中[2]說不良反應或傷害由國立交通大學賠償。應改成與同意書相同，由主

持人負責。 

3. 計劃書中的”四對研究參與者的保障與措施/不良反應處理方式”下所列[2]

到[5]也應該出現在知情同意書相關欄位中，但主詞應為”您”。 

4. 計劃書中的”研究暫停或終止條件”指的是計劃主持人自己所訂下的暫停或

終止該研究的條件，不含被相關主管單位勒令暫停或終止。若不適用，請簡

述理由。 

5. 此版修正時用”說明人簽名欄位”取代”主持人簽名欄位”是不洽當的。應

該是增加說明人簽名欄位。也就是說，除了說明人簽名欄位，還是要有主持

人簽名欄位，以示負責。 

6. 同意書中的六[2]:對研究參與者的益處，指的是研究過程或成果對研究參與者

的益處。如果沒有就寫沒有(根據申請書及計劃書)。對參與者的”補償”金

額應放在其他地方，例如四、五或一、二或另行自成一欄。 

7. 研究計畫書(v.2)第 2 頁下方對研究參與者的保障之[2]「如依本研究所訂之計

畫，因而發生不良反應或傷害，由國立交通大學負補償責任，但受試者同意

書上…」…其內容請予修改後的參與者同意書(v.2)第 3 頁第九項損害補償[I]

「若您因參與本計畫而發生不良反應或損害，您仍受法律保障，本計畫主持

人 OOO 依法負責，並提供…」之內容一致，請修正。 

8. 參與者同意書(v.2)第 3 頁第八項研究材料之[2]…「上述人員承諾絕對維繫您

身份之機密性」。建議修改為：「上述人員承諾絕對維護您身份及資料之機密

性」。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一、計畫書請補充以下資料： 

(一)招募來源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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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隱私與其資料保密方式 

1.資料保存及保密方式 

2.除主持人、監視人及協同主持人外，會審視研究對象資料者的名單。 

3.計畫結束後，剩餘檢體或參與者個人隱私資料之處理方式 

二、送審資料之召募廣告(2015 年 9 月 22 日版)，建議應加註說明受試者參加或

完成研究的條件、可獲得的報酬以及試驗的方式及時間。以及召募期間及預

計召募人數等資料，讓民眾可以多加了解 

三、本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將使用攝影機觀察受試者，請問是否會錄影，若有的

話請於送審之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說明如何保存及應用錄影檔案，應事先

告知受試者。 

四、本案申請書第 2 頁己述明為未納入易受傷害族群為研究參與者，送審之計畫

書及參與者佑情同意書之研究對象排除條件請加列排除原住民、孕婦、心身

障礙人士以及主持人教授或指導的學生等。 

五、同意書建議修改項目： 

(一)第 3 頁九、損害補償之(1)，國立交通大學並非醫療機構，無法提供完全性

醫療照護。若研究過程可預見之風險及造成損害時，主持人需負擔實際處置的

補償責任。建議修改為「若您因參與本計畫而發生不良反應或損害，您仍受法

律保障，本計畫主持人________依法負責，並提供本研究相關訊息及諮詢，但

本同意書上所記載之可預期不良反應，原則上不予補償。」 

(二)第 4 頁九、損害補償之(1)送審資料所寫： 「除前一項補償及醫療照顧外，

本研究不是供其他形式之賠償或補償。若您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風險，請勿參加

本研究」。相關損害補償己在前一項說明，此項建議刪除(或修改)。 

(三)第 4 頁之十二、簽名應由實際解釋同意書人簽名而不是主持人簽名人，建

議修改如下： 

解釋同意書人(於本計畫中擔任：□計畫主持人 □協/共同主持人 □研究人

員)，本人已詳細解釋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目的與程序，及所可能

產生的危險與利益。 

解釋同意書人簽名：                           簽名日期： 

六、本案實驗將包含 SSVEP 及 MI & RSVP，程序對部份受試者來說文字說明將

有些複雜不易瞭解，建議向受試者說明時應製備實驗流程圖說(含畫面圖片及

儀器圖片)，才可讓受試者理解。並請將實驗流程圖說送審。 

七、計畫書第 2 頁之計畫預計進度，請補充說明各階段執行時程。 

<委員二>： 
1. 在申請書 7.8 中對風險等級勾選”參加本計畫將面臨的風險與未參加計畫時

風險相當。”這是不適當的。因為觀賞螢幕上不停閃爍的畫面可能造成噁心、

頭昏、頭痛、昏眩等狀況。所以不是沒有風險。事實上，主持人在知情同意

書中第五項目也提到上述狀況。因此風險等級比較合理的是”…比未參加者

高，….研究主題可得有價值結果”。 

2. 未提及暫停或終止全部計畫的條件。若不適用，請簡述理由。 

3. 在申請書 7.5 中”除了簽署…，如何確保參與者…了解?”勾選”與參與者及



6 
 

其家人共同討論”。此研究招募對象顯然是以交大成年學生為對象，要與其

家人共同討論研究內容並不容易執行。不如用其他方式，例如如果人手足夠，

採用 2 對 1(位參與者)方式說明(選項與參與者及協助說明者共同討論)。或是

其他方式。 

4. 未排除計畫主持人之下屬及研究生與其授課的學生。 

5. 提及書面資料會存放在上鎖的櫃子，但未說明鑰匙的使用要如何管理。如果

鑰匙就放在櫃子旁，人人都可以用鑰匙開櫃子，那就失去保護作用了。 
<委員三>： 

建議說明如何招募受試者，如有文宣廣告，請提供。 

 

決議： 投票票數總計 11 票，通過票數為 11 票，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

報告。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6 

主持人：蕭子健 

計畫名稱：重度網路使用者情緒刺激與呼吸調控之關連性研究：正負向刺

激條件下分析腹式呼吸訊號、瞬時脈率變異度與大腦活化區域之關係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0-40 歲受試者約 45-60 人，以問卷評估受測者

長期的網路使用情形，並以正負向情緒刺激搭配複式呼吸訓練，擷取心理(情

緒問卷)生理(臉部表情、心跳、呼吸、血壓)訊號。藉由分析呼吸訊號、瞬

時脈率變異度之相關性，作為探討重度網路使用者之身心反應。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蕭子健委員迴避審查  □否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請說明將如何招募受試者，廣告？若有，請一併送會審查。 

2. 請於同意書補充說明重度成癮者有無其他尋求協助管道。 

3. 支付補償費用之時間請具體描述，例如完成所有實驗步驟。 

 

<委員二>： 

一、同意書 

1.研究背景：稍嫌艱深，建議簡化 （如“研究目的”的描述就十分平易近人） 

2.研究方法：有提到 “情緒或物質刺激“，建議具體說明 。建議告知參與者量

測生理訊號的器材為何，可放上照片以供參考 

3.研究之退出及中止：未完成 

 

<委員三>： 

一、計畫書(V1)與同意書(V1)所寫排除條件為：『一個月內有情緒相關障礙，例如:

憂鬱症、躁鬱症等。』請問如何定義受訪者有情緒障礙？是以問卷詢問？還是口

頭詢問？有關個人病史的詢問務請謹慎處理，請說明定義及詢問方式。 

二、計畫書(V1)第 9 頁(六)研究對象隱私保護 2.除主持人、監視人….外，會審視

研究對象資料者的名單：若確認本研究”無”其他人會審視研究對象資料者的名

單，則請填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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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書(V1)與同意書(V1)四、研究方法之(二)研究步驟 b.基準量測：請註明

量測生理基準(3 分鐘)，包含那些項目？並請於研究步驟說明何階段會進行錄

影？ 

四、同意書(V1)第3頁九、研究之退出及中止(二)計畫主持人將會             ，請說明

後續處理方式。 

 

決議： 投票票數總計 10 票，通過票數為 10 票，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

報告。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7 

主持人：趙昌博 

計畫名稱：具創新電極圖案之無電池及無氣囊式之連續非侵入式血壓感測

器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0-45 歲參與者共 10 人，以自行研發之穿戴裝

置的血壓感測器以及市售電子血壓計分別進行血壓之量測，比對兩者結果

以作為專帶裝置血壓計計算數學模型的計算樣本。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中第八項，研究預期效益及可能衍生的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

定中，主持人所列法令主要針對政府及資助機關與主持人間之權利歸屬作規範，

於受試者之專利等商業利益所有權並未有具體說明。主持人是否可針對此點，提

供受試者可理解之說明。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請說明所使用之電路是否會干擾一些病人的體內裝置(例如心臟節律器)，是

否須排除特定病人? 

1. 在招募方法(計劃書第2頁(三))及知情同意方式(計劃書第3頁(四)3)中，主持人

提到將在樓梯間作招募，但未進一步說明讓受試者考慮的時間。此招募方法

是否有造成路過、沒有心理準備之被招募者當場需要決定之壓力，而倉促決

定? 

2.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第三頁未具體說明預期效益。 

 

<委員二>： 

研究計畫團隊人員大多尚未上過IRB相關課程，請盡速完成能沈是研究對象資料

之人員雖有列出名單，惟請在計畫執行時，簽署保密切結並明訂清楚的資料管理

方法，以利個資之有效管理。 

 

<委員三>： 

無 



8 
 

 

決議： 投票票數總計 11 票，通過票數為 11 票，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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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09 

主持人：林淑敏 

計畫名稱：新自由主義與英語授課-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為例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2-65 歲參與者共 10 人進行訪談，訪談內容

包含擬定和執行國際化政策的過程，包含國際生招募方式、英語授課的

政策擬定和執行的成效與挑戰等。 

執行期間：105 年 1 月 16 日至 105 年 7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5 年 1 月 16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依計劃書所言，之前的專案研究計畫「已經」訪問過 50 位國際生、本地生及老

師。本次計畫內容似乎已經在研究計畫的「大學管理執行面」，計畫所訪問之對

象預計 10 位，包括研究所所長、行政人員、國際事務處人員。訪問內容為事務

性的性質，目的在於探討學校執行英語授課所面臨的挑戰與解決方式。 

 
<委員二>： 

無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4-014 

主持人：游曉貞 

計畫名稱：跨裝置的機器人互動設計與社交情感特質之關聯模型：虛擬

健康教練為例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0 歲以上參與者共 62 人，進行焦點團體訪

談、脈絡訪查、試驗設計、參與式設計工作坊等，針對參與者對不同裝

置上的虛擬助理的使用進行觀察與訪談，或藉由設計工作坊進行新的互

動形式的協同設計。 

執行期間：104 年 12 月 17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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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4 年 12 月 17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計畫內容： 

  此計畫規劃在 104/8/1-106/7/31，設計 4 種研究，分別為焦點團體訪談、脈絡

訪查法、試驗設計法、參與式設計工作坊，調查「智慧助理」對使用者人機互動

經驗的影響，4 種研究個別的招募人數為 6、6、40、10 人，年齡為滿 20 歲之研

究參與者。 

 

建議修改內容： 

一、錯別字更正： 

1. 研究計畫書第二項研究基本原理：虛擬助理的呈現平台差異而影像響使

用者。(p.9) 

2. 研究計畫書第四項研究方法/程序：規劃試驗設計法中的虛擬教授原

型，與中試驗內容。(p.12) 

二、實驗時間之同步 

1. “簡易審查申請書”第 6 點，無說明參與式設計工作坊之討論時間

(p.2)；“研究計畫書”第四項研究方法/程序之 4.參與式設計工作坊：在

約六個小時的工作坊中(p.13)；“參與式設計工作坊之研究參與者同意

書” 第四項研究方法、程序及參與者須配合事項：執行參與式設計工

作坊時間約為 5 小時 (p.21)。 

2. “簡易審查申請書”第 6 點，焦點團體訪談之討論時間為 2 小時(p.2)；

“研究計畫書”第四項研究方法/程序之之 1.焦點團體訪談：在一個半

小時的訪談中(p.12)；“焦點團體訪談之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第四項研

究方法、程序及參與者須配合事項：參加 2 小時的焦點團體訪談(p.24)。 

3. “簡易審查申請書”第 6 點，無說明試驗設計法之討論時間(p.2)；“研

究計畫書”第四項研究方法/程序之 3.試驗設計法無說明實驗時間，並

且此研究是調查參與者與三種智慧助理的互動時間是否有差異(p.13)；

“試驗設計法之研究參與者同意書”，提及固定時間約 50 分。 

三、實驗中收取錄音錄影 

1. “研究計畫書”第四項研究方法/程序，只提到脈絡訪查法會以錄音或

錄影的方式，擷取真實場域(p.13)，其他 3 種研究則無；參與式設計工

作坊與焦點團體訪談之研究參與者同意書，提及訪談過程中收取錄音和

錄影(p.22-25)。 

四、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1. 參與式設計工作坊之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第二項研究目的：在根據之前的

焦點訪談與脈絡訪查結果(p.21)，研究參與者不知道焦點訪談與脈絡訪

查的內容，倘若可行，請修改研究目的之內容。 

2. 焦點團體訪談之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三、請補研究參與者納入條件

(p.24)。 

3.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缺少脈絡訪查法試驗的版本。 

4.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重複參與式設計工作坊的版本。(p.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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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何試驗設計法與參與式設計工作坊之參與者同意書，有提供餐點或誤

餐費，但焦點訪談之參與者同意書卻無。(p.22, 25, 28) 

五、資料及安全監測計畫檢核表 

1. 除第一項有填寫，其餘列項無填寫，請補齊。(p.39, 40) 
<委員二>： 

１、 研究方法包括焦點團體訪談、脈絡訪查法、試驗設計法、參與式設計工作

坊，總共四種。其中參與式設計工作坊的研究參與者同意書寫了兩次。而並無脈

絡訪查法的同意書。 

２、各同意書第五項（二）保存方式、年限及後續使用，內容是「請您同意並授

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將您的紀錄內容以匿名形式使用於公開發行的研究報告

裡，而上 述的聲音及影像檔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使用享有完整之著作權」。似

指該校未來 將把這些檔案件作「目的外使用」，亦即，作為本試驗以外的其他試

驗之用。此舉理應（１）得到受試參與者再一次的同意，或（２）除非受試者明

示同意未來供作 特定類別的試驗用途。而何種特定類別的試驗用途，應在同意

書中明列。或（３）明示作一般性、全面性的授權。 應在同意書中對計畫主持

人希望的方式說明清楚， 讓參與者了解此事之後果，其同意方具有法律效力。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4-022 

主持人：吳貞慧 

計畫名稱：從不同地區華語腔調與語言態度探討華語學習者之聽覺理解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18-60 歲參與者共 194 人(其中未滿 20 歲之

參與者為非台灣籍的人)，並將參與者分為「錄音組」及「聽力測驗組」，

錄音組依所要求文字進行朗讀並錄音，聽力測驗組則在聽完錄音之後填

寫問卷。 

執行期間：104 年 12 月 28 日至 106 年 1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4 年 12 月 28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申請書中提到除了美國、菲律賓的受試者的年齡下限為 18 歲外，其餘受試者的

年齡下限為 20 歲，究竟是指在台灣地區招募時會因受試者的國籍及使用語言而

年齡限制有所不同，或者是在不同區域招募時年齡下限有所不同？且告知同意書

中英版本對於年齡下限也寫得不相同。建議研究者應該避免爭議，例如是否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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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 歲為下限，或者改為依受試者本國法已成年。 

 
<委員二>： 

1. 研究計畫書<三>研究對象年齡與參與者研究說明書<三>研究參與者納入與排

除條件所列年齡不一致。請簡單說明為何除美國與菲律賓的參與者之外，其餘地

區參與者均為 20 歲以上。 

2. 請簡單說明施測情境，如:是否為個別或團體施測。 

3. 因本研究一重要變因為對華語口音的語言態度問卷，因涉及研究參與者個人

主觀感知，建議主持人簡要說明問卷內容及題目範例，提供審查人員判斷是否符

合研究正當性。 

4. 英文同意書修改建議: 

  a. 因為是匿名之研究說明說，英文標題應該一致，非匿名同意書(Anonymous 

Consent Form)，建議改為英語常用之 “Consent Cover Letter for Listening 

Research” 

b. IV. Research Procedures (1)… you will ask to should be you will be asked to 

  c. VII. Your Rights (2) “If you do not feel physical well-being or privacy are not   

well-protected…”此句語意及文法有出入，建議修正。 

  d. VIII. (3) 英語表達同樣也不太明確，建議參考相關英語研究說明書的陳述方

式。例如以下節錄自網路上其他大學的範本: 

https://www.jmu.edu/researchintegrity/.../irbcoverletter.doc 

Confidentiality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be presented at (classroom, conference, etc.).  While 

individual responses are obtained and recorded anonymously and kept 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ce, aggregate data will be presented representing averages or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 responses as a whole.  No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will be collected from 

the participant and no identifiable responses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final form of this 

study.  All data will be stored in a secure location accessible only to the researcher.  

The researcher retains the right to use and publish non-identifiable data.  (If the 

researcher has no intention of publishing or presenting the data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and no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is being collected from participants, 

the study could qualify for exempt review; if this is the case, then the previous 

statement can be deleted.)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all records will be destroyed.  

(If the data will not be destroyed, please state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data 

upon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Participation & Withdrawal  

Your participation is entirely voluntary.  You are free to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Should you choose to participate, you can withdraw at any time without 

consequences of any kind.  However, once your responses have been submitted 

and anonymously recorde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withdraw from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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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0 

主持人：陳雅蓁 

計畫名稱：探討鐵人三項運動狀態下心率變異度及運動速度的關連性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招募 20-45 歲參與者共 10 人，透過參與者配戴運動

手錶及心律感測器進行游泳 750 公尺、自行車 23 公里及跑步 3 公里已量

測生理訊號。研究數據將萃取出參與者在不同運動狀態下心率變化進而

分析、探討新率變異度及運動速度的相關性。 

執行期間：104 年 12 月 1 日至 105 年 8 月 15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4 年 12 月 1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1.Garmin 920 XT 產品本身有安全警告，包括產品本身含有被加州列為具有致癌風

險的物質，應該在告知同意書裡面對受試者加以說明。 

2.資料保存部份，雖有將蒐集的資料編碼及永久去連結，但當事人的個資部份仍

應於一定年限後銷毀為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應檢附所使用測量之心率儀、運動手錶儀器的上市許可、說明書 

2. 受試者應該排除與主持人有潛在從屬關係者，包括主持人指導教授之學生、

助理、主持人本人擔任 TA 課程之修課學生 

3. 論文指導教授是否有可能成為審視受試者資料者？ 

4. 後續究竟如何追蹤受試者之狀況？應說明追蹤之方式、頻率。 

5. 資料是否有永久保存之必要？是否改為於一定年限之後銷毀，對於受試者的

保障較完整，也可以減低研究團隊的保存成本。 

6. 主持人提供之電話似為學校分機，是否能夠 24 小時緊急聯絡到主持人？ 

7. 風險說明的部分，除了運動傷害，應該加註從事鐵人三項運動本身的風險。 

 
<委員二>： 

研究期間可延後。 

 

連續三小時的游泳，自行車，慢跑為劇烈運動，招募者不需具有運動習慣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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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參加過鐵人三項）？運動中若有緊急事件，是否有能力處理？ 研究者是否

熟悉急救方式？或 AED 使用方式？ 

 

研究者應詳細描述測量之器具：運動手錶與心律感測器，是否有核可之證號，或

已在市面販售，或尚未在我國取得證號？分別搜集何種生理資訊？ 如何穿戴？

是否有任何副作用或者不適？可於同意書中詳述。 

 

決議：請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書中補充說明三鐵運動的舉辦單位，決議為修正

後通過。 

  

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1 

主持人：吳曜鳴 

計畫名稱：基於 Facebook 廣告數據搜尋商品之目標族群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透過 facebook 投放廣告並收集資料、匯出，透過

智慧型系統分析，快速搜尋出商品的目標族群 

執行期間：104 年 11 月 28 日至 105 年 8 月 15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4 年 11 月 28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本申請案並未勾選為何以簡易審查程序申請之理由，亦未勾選是否免書面同意及

理由（但並未附上同意書內容）。所招募之 1000 人，並未說明將由何種方式進

行招募？ 如何判斷招募對象為 20-60 歲之間？如何進行研究方法（例如，如何

投放廣告並從 其報表收集資料、匯出）？要之，本申請書並未提供任何可供審

查之資料，無從進行判斷。 
<委員二>： 

1. 招募方式提及”FB 投放廣告從其報表收集資料匯出”請補充： 

招募時的廣告內容 

並明確告知”其報表”是由誰提供 

報表內容欄位(是否可能觸及辨識個資？) 

若上述報表內容可辨識個資，則應取得當事人同意參與計畫(計畫內容、損害賠

償、申訴管道等…)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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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7 

主持人：簡靜雯 

計畫名稱：在領域對話中透過教學作品分析培養國小英語教師專業認同

和教學領導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6-50 歲英語教師約 5-10 人，於 2016 年及

2017 年進行 3 小時研習、4 次線上課程、3 小時實體研習等。藉由收集

工作坊講義、線上工作坊教師的貼文和回應、英文教師教學成品、領域

對話觀察紀錄及與教師訪談等方式進而探究教學成品和工具融入對於教

師專業學習的影響。 

執行期間：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5 年 1 月 21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同意書第 2 項以下特珠情形 ABCDE 均可刪除。 

 
<委員二>： 

無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序 

號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8 

主持人：黃嘉寶 

計畫名稱：高耗能運動下之自律神經調整機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招募 20-28 歲無心臟併發症，可以跑步並跳躍的參

與者共 30 人，實驗前先量測基本狀況下的心電圖與神經訊號量測，接續

進行 2 分鐘肌力訓練及 50 公尺短跑，分別於肌力訓練及短跑後均進行心

跳與神經訊號之量測。透過軟體分析進行訊號處理以瞭解其中差異。 

執行期間：105 年 1 月 26 日至 105 年 10 月 30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5 年 1 月 26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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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抱歉原審查意見 4.應寫為”易受傷害族群”漏植”群”，請將相關文字更正。 

二、 審查意見 5 建請修正為「銷毀」，申請者回覆為「消毀」，請再修正。並回

覆是否包含電子資料與紙本資料接銷毀。 

三、 研究計畫書(V1)四、研究方法(四)研究期間及預定進度請詳細說明，並請依

預定進度說明，避免以”理想狀況”書寫。(例如收案期間預定起迄月份、撰寫

報告預定起迄月份、資料分析…等研究進度項目。)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一、請問此研究是否會蒐集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包含年紀、職業、身高或體重
等？請補述於計畫書(V1)。 

二、請問招募研究對象方式? 是在網路、社群網站招募，或是在校園內招募？若
有網路貼文或宣傳單，請一併送審。 

三、招募對象年齡不一致，請修正計畫書(V1)與研究說明書(V1)。 

※研究計畫書第 1 頁三、研究對象 1.預估招募寫：20~28 歲，共 30 人。但(二)
納入條件寫：可以跑步並跳躍 20 到 25 歲的人。前後不一致。 

四、本案為簡易審查，送審資料之研究對象排除條件請加入排除易受傷害族或欠
缺決定能力者。請修正計畫書(V1)與研究說明書(V1)。 

五、研究說明書(V1)第 1 頁五、蒐集資料之(二)保存方式及後續使用 

※2016/10 將消除本實驗的資料，建請修正為銷毀本實驗的資料。並請說明
銷毀資料是否包含紙本與電子資料，以及紙本銷毀方式。 

 六、研究說明書(V1)第 2 頁七、參與者權益之(二)損害賠償 

(一)錯別字更正：本研究相關訊息記諮詢。應更正為本研究相關訊息及諮詢。
送審資料請校稿。 

(二)本計畫主持人           依法負責，空格請填入主持人姓名。並請將此段損害賠償
內容補述於計畫書(V1)第 2 頁(五)研究對象損害賠償說明。 

七、計畫書(V1)第 3 頁資料保密方式，請補勾選■收集檢體或資料時，研究對象
匿名。 

 
<委員二>： 

1.請注意研究起迄時間是否適當 

2.本計畫之研究背景、目的及預期成果之適當性未說明，因此無法釐清主持人學

識和能力是否適當性。本計劃也僅有主持人，並無提及協同主持人或指導老師。 

3.同時請研究者說明此研究之理論基礎與效益（如學術或公共衛生上之效益）。 

4.請說明肌力訓練是何種？ 

5.“預期成果與主要效益，研發成果之歸屬及應用“，請參考他人 IRB 寫法。 

6.賠償責任之歸屬清楚述明：參與者說明書第七，參與者權益，主持人___依法

負責，請填入名字。 



17 
 

7.參與者資料處理方式得宜：儲存於雲端硬碟是否妥當？ 

8.DSMP 第一項已選“不需設立 DSMP”，以下免填，請更改。 

9.若有其他委員認為需要同意書，不能用說明書取代，則請改成同意書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序 

號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9 

主持人：潘美玲 

計畫名稱：以「中華民國」為名的族群動員：「蒙藏委員會」的藏人治理

政策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與蒙藏委員會業務相關的人員(包括曾經擔任

蒙藏委員會重要職務人員、居留在台灣的西藏人以及西藏人的台灣配

偶)，20-65 歲參與者共 40 人，以訪談方式瞭解蒙藏委員會在台灣不同的

社會階段在台藏人的治理政策。 

執行期間：105 年 1 月 13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5 年 1 月 13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建議修改： 

1. (p.1) 請列出此計畫在台灣多中心的參與機構為何。 

2. (p.21) 請說明此計畫預期之結果。 

 
<委員二>： 

1. 本研究研究人員向科技部申請經費所進行之研究計畫，非公務機關執行法定

職務自行或委託進行公共政策成效評估，不符合免之情同意書之要件，建議

提供知情同意書內容送審。 

2. 本研究欲訪談對象有四個族群，建議說明如何與潛在受訪者聯繫？(例如：如

何取得名單？以何種方式聯繫、邀請參與研究？)在何地進行訪談？訪談時間

需要多久？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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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九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0 

主持人：張維安 

計畫名稱：打造「客家」的符號價值-以「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中的台「中」

象徵鬥爭關係為例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透過對於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個案考察來達成以下

四點目的：一、了解一個族群國際聯盟的形成方式；二、了解「客家」

符號價值的形成；三、了解族群動員的全球化運作方式；四、彙整世界

客屬大會欠缺的歷史文獻。擬招募客屬社團的領導幹部與會員 40-70 歲

約 20 人，以深度訪談獲得第一手資料。另外將參與本年度於新竹舉行的

第 28 屆世客大會及明年於香港與辦的第 29 屆世客大會，以參與觀察的

方式進行觀察，並實質比較兩者的異同 

執行期間：105 年 1 月 29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5 年 1 月 29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研究對象隱私與其資料保密方式僅勾選以”編號識別”與”將資料編碼”，請針對資

料保存方式加以補充說明 
 

<委員二>： 

1. 研究計畫書第 22 頁，計畫結束後剩餘檢體或參與者個人隱私資料之處理方

式， 

應先勾選： 將會保留所蒐集之資料/檢體。 

雖然訪談隱私資料會保密，但因對象為客屬社團的領導幹部與會員，訪談內容又

牽涉兩岸關係，難免會涉及政治立場的表達。且在特定的社團族群裡，其言論內

容在公開發表後可能被人對號入座，是否有洩漏個人隱私的疑慮？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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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免除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4 

主持人：江浣翠 

計畫名稱：台灣醫院記名通報之實證研究-論公共衛生通報實踐中病患醫

療資訊之保護 

符合免除審查要件：研究所使用之個人資料為已合法公開週知之資訊，

且研究之使用目的與資料公開週知之目的非顯不相符。 

審查結果：104 年 12 月 12 日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5 

主持人：李翹宏 

計畫名稱：我們不談「政治」：台「中」關係下的族群動員－打造「祖地」

的文化政治與族群身分的變異：閩粵地區「客家」宗教朝聖與謁祖觀光

現象的研究 

符合免除審查要件：於公開場合進行非記名之觀察性研究，且無從自蒐

集之資訊識別特定個人。研究所使用之個人資料為已合法公開週知之資

訊，且研究之使用目的與資料公開週知之目的非顯不相符。 

審查結果：104 年 12 月 10 日通過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8 

主持人：盧郁安 

計畫名稱：非母語結構之感知學習 

符合免除審查要件：依本會之實際風險管控經驗或各專業學術社群之操

作實務，認特定類型人類研究得免除審查，且無礙研究倫理原則之擔保

者，經提具經驗基礎或敘明理由，報科技部會備查者。 

審查結果：105 年 3 月 4 日通過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4-051 

主持人：潘荷仙 

計畫名稱：共同發音與向位對台閩語入聲子音尾變體之影響 

符合免除審查要件：依本會之實際風險管控經驗或各專業學術社群之操

作實務，認特定類型人類研究得免除審查，且無礙研究倫理原則之擔保

者，經提具經驗基礎或敘明理由，報科技部會備查者。 

審查結果：105 年 2 月 4 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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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5-005 

主持人：江怡典 

計畫名稱：細懸浮微粒(PM2.5)短期暴露與急性心肌梗塞死亡之關聯性 

符合免除審查要件：研究計畫屬最低風險，且其研究對象所遭受之風險

不高於未參加該研究者，經倫理審查委員會評估得免審查並核發免審證

明。前項最低風險，係指研究對象所遭受之危害或不適的機率或強度，

不高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危害或不適。 

審查結果：105 年 2 月 26 日通過 

 

 

六、提案 

(一)案由：有關本委員會審議會主席人選，請討論。 

說明：為利審議會議開會時間之安排及進行，擬於 SOP10 中增列主任委員之

職責「擔任審議會主席或指定委員擔任」。 

決議：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二)案由：有關「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新增第三點，有關審查費用收費標準及支用項目。 

決議：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三)案由：有關健保資料庫或去連結之資料庫案件，請討論。 

說明： 

一、 健保資料庫案件： 

1. 業經其他單位審查(104-035) 

2. 計畫主持人僅能獲得分析結果之案件(105-005) 

二、 其他去連結之資料庫：如國衛院所提供之國民健康訪問調查資料庫 

三、 若採用去連結之大型資料庫資料所進行的研究，相關專利、技轉歸屬問

題應為執行單位？或有其他相關法規規範？ 

決議：審查時須注意研究目的是否會導致連結再次產生。 

 

 

八、臨時動議 

(一)計畫主持人應有符合規定之教育訓練時數方可送審，煩請公告周知。 

 

 

 

九、散會：105 年 3 月 14 日（星期 一 ） 14 點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