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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22 次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12 點 20 分 

會議地點：工程五館 5 樓 541 室 

主席：周倩 主任委員 

與會人員：（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 

校內：周倩委員(女)、楊昀良委員(男)、陳鋕雄委員(男)、張兆恬委員

(女)、陶振超委員(男) 

校外：林欣柔委員(女)、林金雀委員(女)、魏翠亭委員(女) 

（生物醫學領域） 

校內：蕭子健委員(男)、王學誠委員(男) 

校外：郭書辰委員(男)、曾冠瑛委員(男) 

（女性 5 人，男性 7 人；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委員共 8 人，生

物醫學領域共 4 人；已達法定最低開會人數＜9 人＞。） 

列席人員：無 

請假人員：鐘育志委員(男)、張維安委員(男)、朱菊新委員(女)、許志成委員(男)、

張育瑄委員(女) 

會議記錄：賴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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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次會議紀錄 

 

三、本委員會自 105.1.1 至 105.12.31 收案狀況及審查級別統計分析如下：一般審

查 26 件，簡易審查 34 件，免除審查 16 件，共 76 件，102 年~105 年案件統計表

如下：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總計 

審查類別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一般審查 1 9% 24 39% 19 35% 26 34% 70 35% 

簡易審查 9 82% 30 49% 23 42% 34 45% 96 47% 

免除審查 1 9% 7 12% 13 23% 16 21% 37 18% 

合計 11  61  55  76  203  

 

 

核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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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案件審查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07 

主持人：陶振超 

計畫名稱：以眼球追蹤檢視動畫陳列式廣告的注意力攫取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0-35 歲參與者共 48 人，利用眼動儀追蹤參與

者於瀏覽新聞網頁時的眼球運動。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陶振超委員迴避審查  □否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無。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1. 審查意見 2-1：請於計畫摘要“貳、研究方法”中“一、實驗設計” 中同步

更新欲修改內容。 

2. 修改前計畫書研究人員包括徐盈佳等人共 6 人，修改後計畫書研究人員剩徐

盈佳，若因故需調整人員，請依最後審核版本為核！ 

3. 納入/排除條件中，建議排除條件增加排除無意識能力者。 

4. 問卷最後是否有須要請受試者留下確切的出生年月日？這樣會使得匿名性

弱化，建議可僅寫年齡或者出生年次，也可達到同樣效果。 

5.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V2,2016/10/7 版)第 1 頁。 

6. 之三，研究參與者納入與排除條件，請加入預計收案人數 20~35 歲，48 人。 

7. 之五，保存方式、年限及後續使用，請加入計畫書第 3 頁所述：「不會永久

保留蒐集資料，銷毀時間為 107 年 6 月 30 日」，並請一併更正計畫書內所述

日期。 

8. 研究參與者排除條件，錯別字請更正：近期有接「收」，應為接「受」眼睛

治療者。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本案實驗最後一步驟將是以問卷蒐集受試者基本人口特徵，送審時提供問

卷，請補附問卷樣本。 

2. 本案受試者同意書建議以本會提供格式書寫，以提供詳細受試資料(受試者

權利、賠償責任等)予受試者參考，並請加註日期與版本。 

3. 本案送審之審查申請書第 2 頁 7.4 述明「將於 HK320 實驗室說明，說明時

間 10 分鐘」。但研究計畫書第 2 頁最下方(四)之 2.知情同意方式：「在實驗

進行前，由實驗人員向參與者解說」。兩項送審文件之間說法不一致，請統

一寫法，內容說明應包含如何取得研究對象之同意書簽署？由誰解釋？解釋

說明時間？是否有考慮時間？如何證明研究對象充分理解後才簽署？ 

4. 審查申請書第 2 頁 7.6 述明「未納入易受傷害族群」。但研究計畫書第 2 頁

三、研究對象(二)納入、排除條件：「近期內若接收眼睛治療者，則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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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除條入請確認是否排除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孕婦、研究人員之學

生、研究人員實驗室所僱用人員等，若排除以上舉例易受傷害族群，則

請明確列舉說明。 

(2) 中途退出條件請敘明在實驗過程中是否無條件隨時可退出？還是有條

件退出？ 

5. 研究計畫書第 1 頁三、研究對象(一)預估招募對象及招募人數：48。48 請去

除，因為預估招募人數是填寫於下一行欄位。 
 
<委員二>： 
1. （p.1-3）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部份的敘述：文字斷句部份奇怪不容易理解。

如p.3第一行開始：「第二個操弄變因是試驗，為重複因子（repetition factor），
代表二維動態結構特徵的四種類型…」另究竟試驗所採用之二維動態結構特

徵是四種還是五種？若是四種類型加上無廣告為五種，宜將此部份敘述重新

調整敘明。 
2. （p.7, p.43）招募者年齡究竟是18歲還是20歲以上？建議統一改為20歲以上。 
3. （p.7）是否有於課堂招募受試者之必要性？招募對象應該排除計畫主持人

的助理、指導學生、授課學生，避免利益衝突。 
4. （p.10）除計畫主持人以外，其餘研究人員近一年皆未受研究倫理訓練，與

本校規定未符，應補正。 
5. （p.20以下）多個註腳遺漏 
6. （p,8, p.28, p.43）實驗是否為12則內文，但有14頁? 
7. 本試驗是否有問卷？p.42勾選沒有，但是p.8勾選有 
8. （p.等）本試驗是否確實「沒有風險」? 若風險低微，仍應釋明。 
9. 本件申請的研究期間為兩年（p.1），而從進度表中可發現該計畫分為2D和3D

兩階段（p.9, p.33），但本申請書裡面似乎只有寫到二維部份，並未描述三維

部份如何進行及風險如何，似宜將申請範圍限縮於第一年。 
 
<委員三>： 
1. 受試者招募： 

(1) 納入、排除條件及中途退出條件：凡年滿 18 20 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

民皆可參加。(p.6,7)  
(2) 參與研究者同意書之內容，18 20 歲以上之成人參與此次實驗。(p.43) 
(3) 受試者同意書請用”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委員會 研究參與者同

意書”撰寫。 
2. 資料及安全監測計畫檢核表：除第一項有填寫，其餘列項無填寫，請補齊。

(p.58, 59)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採非侵入性研究的眼動儀進行生理資訊的研究調查，招募

20~35 歲參與者共 48 人，計畫主持人皆依審查意見修正回覆，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11 計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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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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4-015 

主持人：許峻誠 

計畫名稱：利用行為觀測與眼動追蹤法比較不同媒介訊息設計對使用者經

驗之影響（Ⅲ、Ⅳ）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0-35 歲共 50 人，以眼動儀紀錄參與者對於觀

看刺激務實之眼動軌跡，以瞭解圖文關係、螢幕尺寸大小、版型編排等因

素吸引參與者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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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詳細回覆委員意見，建議通過。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受試者須注視48種不同的”刺激物”，不知此”刺激物”為何?是令人賞心悅目

的影像，還是具有血腥暴力的圖片?若屬於後者，則可能會讓受試者心理受到影

響，對於這種可能的傷害(副作用)，主持人宜在受試者同意書中說明清楚，不可

以”不會對參予者造成任何危害”一語帶過。 
 
<委員二>： 
1. 請補充招募廣告或文宣資料的內容。 
2. 請提供問卷內容。 
 
<委員三>： 

1. 招募方式前後陳述不一。 

2. 對受試參與者身體（尤指受測之眼睛而言）有無受損之可能？擬請說明之。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研究審查意見，針對”刺激物”的定義和招募廣告文宣有請計

畫主持人說明及確認，其已依審查意見修正回覆，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12 計票，通過票數為 12 票，決議通過，每

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5-003 

主持人：洪意凌 

計畫名稱：樂生療養院:醫療機構、科學基本結構與疾病的社會建構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50-99 歲共 40 人，透過訪談相關官員及學者、

樂生療養院醫療工作者、漢生病人預探索漢生病醫療體制的安排以及漢生

病相關科學活動的基本結果，藉以分析醫療機構漢醫療技術的轉變與病人

的疾病軌跡之間是否及如何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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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複審)： 

1. 建議附帶條件通過，若樂生療養院評估後不提供研究場所同意書，則不能進

行收案。建議提會討論。 

2. 本件希望資料保存的期間是 50 年，但這跟永久保存的差別其實不大，且對於

資料如何保存僅提及是匿名、受試者可檢視資料。考量本件的研究資料有其

特殊性，但又同時涉及易受傷害族群，是否適宜，建請委員會討論 

3. 請 PI 提供修改後的全部文件，而非僅提供修改之片段。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2 次複審)： 

1. 告知同意書五（一）資料使用方式，請更進一步說明會儘可能以去識別或匿

名等保護受試者隱私之方式發表。 

2. 告知同意書五（二）應該明確列出保存資料到確切的年月日，不應以「為原

則」之模糊方式表示。並且請刪除與 PI 計畫不符合的「狀況一」。 

3. 請提供完整的修改後的全部文件，包括計畫書等，並且標明第二次修改之處

所。 

4. 請提供研究機構-樂生療養院研究許可進行文件。(研究場所同意書)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1. 24 小時聯絡人為本倫理委員會對於所有研究團隊之統一要求，不論風險高

低，懇請提供。 

2. 資料似乎不應「永久」保存使用，尤其本研究涉及易受傷害族群，建議應設

保存年限。 

3. 以樂生病人為研究對象之部分，由於受試者為易受傷害族群，主持人應說明

受試者若受到心理傷害時，將提供如何的管道協助受試者。縱然受試者本有

其他求助管道，主持人亦不因此免除受試者保護之責任。 

4. 初審意見關於研究對象是否有身心障礙者身分提請研究主持人回覆，依據 PI 

105 年 7 月 12 日第 1 次修改回復為院民皆有自主行為能力，本研究排除無意

識能力或意識能力受限者。爰本案未納入身心障礙者或精神病患。 

5. 研究地點樂生療養院同意研究文件應於研究開始前取得，研究得開始收案。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本研究乃是以文獻回顧，田野調查與深入訪談方式，探討樂生療養院的轉型過程

中對於醫療關係，基本結構與病人疾病軌跡的影響。基本上本人同意此計畫執

行，惟下列幾點在同意書上的缺點請修正之: 
1. 酬勞部分，先說明無酬勞，又提示可能會贈予五百元之內之禮物，這樣的說

明有其矛盾。請具體表明要贈與受訪者之酬勞(禮品亦屬酬勞之一種)。 
2. 受訪者同意書中簽名欄請刪除五種特殊情形(A-E)，除非主持人認為有可能

會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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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補充24小時電話聯絡人資料 
4. 對於受訪者可能遭遇到的心理層面風險，以及主持人如何處理這些風險，不

能只以依法負責做概括說明，最好能較詳細說明如果受訪者在訪談中或訪談

後有明顯心理衝擊時，是否會請專家做心理諮詢等。 
 
<委員二>： 
一、同意書 
1. 根據 PI 的敘述（p.2），可知本研究應該包括兩部份：一為訪談漢生病之各行

動者，包括參與政策制訂的官員、學者，以及醫護人員、防疫工作者等；二

為訪談病人；三為田野觀察訪談醫護人員與病人的互動以及對於漢生病的詮

釋。三者的研究對象、方式、所涉之風險不同，建議 PI 應該就三者分別敘述

研究之風險與利益，以及對於受試者應如何進行隱私保護，甚或給予回饋。 
(1) PI 所設定的 40 位 50-99 歲受訪者，其中各種類（病人或非病）佔的人數

各為何？病人之中，是否會有身心障礙者，又是否須要將無意識能力或

者意識能力有限者加以排除？ 
(2) 就三的部份，除了訪談會進行告知同意以外，「田野觀察」部份是否告知

被觀察者（受試者），又是否會進行任何紀錄，以被觀察者（受試者）之

權利如何保護？尤其此部份的觀察，也可能會有許多涉及病人隱私之

處，但在申請書中似缺乏較為體系性的說明。 
2. 本件是否僅有主持人會接觸到受訪者的資料，或者研究助理也會？ 
3. 告知同意書第一份針對訪談漢生病之各行動者，包括參與政策制訂的官員、

學者、醫護人員、防疫工作者，則受訪者是否還有告知同意書中的無行為能

力、限制行為能力、受輔助宣告或意識不清之狀況？若無，建議可以刪除。 
4. 告知同意書第二份針對病人的部份，應該沒有 7 歲以下無行為能力或者 7-20

歲限制行為能力之狀況，建議可以刪除此部份。又 PI 如何取得病人之法定代

理人/輔助人/有同意權人之同意？尤其是前列人員許多並未與病人同住。 
 
<委員三>： 
1. 請確認受訪之漢生病友(院友)是否皆非身心障礙者。若有，請將研究計畫書

及參與者同意書之研究納入、排除條件更正。 
2. 請附上機構同意進行研究之證明文件 
3. 主持人 IRB 訓練證書請附上。 
4. 研究計畫書及參與者同意書 

(1) 總頁數皆未標示。 
(2) 研究納入、排除條件內容請敘述一致。目前部分內容為資料使用規劃、

保存內容部分應為研究退出項目內容。 
(3)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請列出 24 小時聯絡人及電話。 
(4)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第三頁(v.3)九、研究退出之(二)若決定撤回…，主持

人將會?(請補正) 
5. 請將結構式訪談問卷附上(審查)。 
6. 請將取得參與者知情同意流程補敘於同意書之四、研究程序內。 
7. 請將參與者預估人數(收案數)列於參與者同意書之三、研究參與者項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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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研究對象為樂生療養院之相關官員、學者、工作者及漢生病

人，以觀察及訪談方式進行研究。針對其資料保存年限為 50 年，依研究目

的及告知同意原則，建議將「研究計畫書(第 4 版，2016/07/12)三、研究對

象 (六)研究對象隱私與其資料保密方式」進行修正，研究資料保存年限改

為依參與者之意願進行妥善保存(該計畫已於參與者同意書內載明提供三種

保存方式、年限及後續使用之處理方式)；若參與者不同意於研究後保存其

資料，則需依個資法規範，於研究後進行銷毀(請提供見證人確認)。另，務

必需提供樂生療養院研究場域同意之回函。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12 計票，通過票數為 11 票，不通過票數為

1 票，決議修正後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5-029 

主持人：葉修文 

計畫名稱：行動科技輔助英文協同寫作之同儕協商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旨在執行一個行動科技輔助的跨校協同英文寫

作計畫，將安排 60 位選修英文課的大學生分組並透過 LINE 行動軟體進行

協同英文寫作。資料收集工作包括問卷調查、訪談、與 LINE 收錄的言談資

料等。研究將探討學習者對此合作模式的態度與經驗，做為未來教學應用

與相關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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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複審)： 

1. 請補充說明如何取得未成年受試者之法定代理人同意。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1. 知情同意方式部分，由於未成年學生也需要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應該增讓

法定代理人也能瞭解這個實驗的程序，以及告知同意書上其簽名的欄位。 

2. 研究風險的部分，沒有試驗會零風險，頂多是最小風險（研究計畫書 p5-6，

申請書告知同意書的「五）」。 

3. 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該寫明為何人，而非本計畫（告知同意書的「十」）。 

4. 請提供態度問卷、訪談的問題或大綱。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本研究之參與者(受測者)中有未成年人，故屬於一般審查。 
2. 本研究未提供參與者同意書，理由為「於一般教學環境中之教育評量或測試、

教學技巧或成效評估之研究」，但這理由為衛生署公告之免審條件之一，非免

簽署參與者同意書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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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因為要收集學生之諸多資料(問卷、訪談、合作成品、成績等)，所以

不會是匿名資料，故對受試者之保護應予加強，也應取得其同意書。 
4. 本計畫將於交通大學及中原大學課程中收集學生資料，應更詳細說明學生來

源，是否用主持人自己授課之學生為研究參與者?如是，應更思考利用自己班

上學生為受試者之合宜性，並善盡保護之責(如說明參與研究與成績無相關或

收發問卷非課程相關人員執行；建議訪談學生時間延至教師課程結束後等)。
如不是，請詳細說明招募方式。 

 
<委員二>： 
1. 所述本研究為一般教學環境中進行之教育評量測試教學技巧評估研究，但涉

及易受傷害族群及可能涉及高權關係(老師對學生的成績評量權)，仍需填寫

同意書並述明不影響成績，可隨時退出計畫。 
2. 資料收集利用保存，請依照個資法相關規定辦理，銷毀時需有見證人簽名。 
 
 
<委員三>： 
1. PI 應提供「近一年」內的倫理受訓證明，或者應該切結表示會補足訓練時

數。 
2. 本件的受試者為大一新生，多是民法上的限制行為能力人，則如何取得其法

定代理人的同意？本件雖申請免告知同意書，但不表示毋須進行告知同意，

請 PI 說明如何取得告知同意之過程。在須要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情況

下，建議仍以有書面告知同意為妥。 
3. 納入及排除條件的部分，受試者是否包括 PI 所授課程的學生？若有，要如

何在有授課師生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確保受試者有選擇不參加或者退出的

權利？又或者，是否可能排除受試者自己授課學生、導生等目前具有支配從

屬關係者？ 
4. 請進一步說明研究內容：協同寫作是否會涉及個人資料的揭露？訪談、問卷

部分之問題為何？LINE 收集到的資料若有涉及學生個資，如何處理？ 
5. 本件若欲申請免告知同意書，請敘明下列事項，及確保受試者知悉的方式：

受試者的退出條件、24 小時緊急聯絡人、研究損害賠償的負責人、研究計

畫期間接受參與者或代理人詢問或投訴並予以回應的機制。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研究以大一學生進行 LINE 行動軟體輔助英文寫作的探討，

並提供參與者同意書以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計畫主持人已依審查意見修改

回覆，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12 計票，通過票數為 12 票，決議通過，每

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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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5-033 

主持人：劉正禮 

計畫名稱：3D 虛擬藝術館展覽意境與導覽介面對於高齡參觀者之沉浸感、

涉入感與感受度之影響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55-64 歲 6-12 人、65 歲以上 6-12 人，參與者須

能操作電腦。每位參與者配戴眼球軌跡追蹤儀後進行瀏覽 3D 虛擬藝術展覽

館，並找尋指定物品，實驗後填寫沉浸感、涉入度、感受度及滿意度之問

卷。藉由實驗成果建立 3D 虛擬藝術館考量高您參觀者之沉浸感、涉入度、

感受度的最佳展覽意境與導覽介面設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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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複審)：推薦通過。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委員一>：無。 
<委員二>： 

1. 資料缺少審查意見 3 第 2 之(3)項、第 3 項之回覆、修改與計劃書 13, 14

頁內容。 

2. 審查意見 2第 2項：回覆與修改內容，請同步於計畫書第三之(四)項(p. 12)

內修改。 

3. 審查意見 3 第 1 項：回覆與修改的內容請同步於計畫書第四項研究方法

中說明。 

4. 審查意見 3 第 2 之(1)項：回覆與修改內容，請同步於計畫書第三之(二)

項(p. 12)內修改。 

匿名研究說明書：第三、四、六項，請同步與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之修改

內容一致。 

<委員三>：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之納入及排除條件請修正 

1. 研究預計收案人數請補述。 

2. 研究排除條件請問是否排除易受傷害族群?請補述。 

3. 研究參與者年齡區間請補述。例 55 歲至 75 歲?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計畫大綱 
  預計研究期間 08/01/2016−07/31/2017，招募 55−64 歲 6～12 位與 65 歲以上

6～12 位，進行 3D 虛擬藝術展覽館瀏覽，實驗期間利用問卷評估沉浸感、涉入

度、感受度，以及利用眼球追蹤儀量測眼動軌跡，作為設計高齡群體參觀 3D 虛

擬藝術展覽館的展覽意境與導覽介面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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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 
一、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考慮到高齡研究參與者的體力，實驗中途他們是否可要求稍作休息再進行實驗。 
 
<委員二>： 
1. 請補充說明如何接觸受試者，例如利用主持人的社交網絡，招募符合納入條

件的受試者，或者利用滾雪球的方式? 
2. 提供禮券的時間點? 建議具體敘明。例如完成問卷時。 
3. 受試者同意書中第二頁損害賠償段落，應由主持人及研究機構萬能科技大學

依法負責。 
 
<委員三>： 
1. 研究所使用的「頭戴式眼球軌跡追蹤系統」，請提供該設備合格製造證明或

合格輸入證明，需有製造商的相關資料。受試者因參加研究而使用該設備，

安全性請研究團隊確保並負責。 
2. 受試者同意書(第 1 版) 

(1) 第 1 頁之三、研究參與者排除條件是否排除易受傷害族群、主持人學生

或雇用者等處於從屬關係或高權關者。若是，請列入同意書內。 

(2) 第 2 頁之四、研究方法及程序，因受試者皆為年長者，請加以簡單圖示

說明研究程序，例如放入「頭戴式眼球軌跡追蹤系統」圖片說明如何穿

戴，以讓受試者瞭解並配合。 

(3) 第 2 頁五之(二)保存方式第一行紙本資料「獎」保存…，錯別字請更正。 

3. 3D 虛擬藝術館參觀感受問卷 
第1頁基本資料3.一般你覺得自己在藝術相關知識程度選項(1)非常粗淺及(2)
粗淺，所使用名詞「粗淺」，建議是否使用同義而較溫和名詞。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為展場 3D 虛擬意靜與導覽的介面研究，研究對象為 55 歲

以上，考量研究參與者年齡及須配戴 3D 虛擬實際走動，為確保參與者研究

過程之安全性，建議將「研究計畫書(第 3 版，2016/11/22，第 14 頁) 四、

研究方法/程序」進行修正，參與者需實際走動範圍內，須裝置防護設備，

或穿戴防撞裝備，以維護參與者之安全。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12 計票，通過票數為 12 票，決議修正後通

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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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5-041 

主持人：孫家偉 

計畫名稱：光學骨質密度儀與雙能量 X 光吸收儀於測定骨質密度之差異比

較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研究目的為研發出相對雙能量 X 光吸收儀更為

簡單且不失精確度之方法來做骨密織量測，研究方法微將實驗室開發之系

統量測之結果與雙能量 X 光吸收儀之結果做比較來探討，改善儀器設計使

其能有更好的再現性。預計招募 20~30 歲，10 人；60 歲以上，10 人。在

20 位健康受試者中進行檢測雙側前臂骨質密度，並對照雙能量 X 光能量吸

收儀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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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審查意見回覆，建議通過。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經費需求及經費來源揭露，預期成果與主要效益未填寫 
2. 副作用：DXA採用X 光，相關之警示應告知受試者。 
3. 請問使用DOMI測量骨質密度，是否有實驗，或學理上的支持，抑或有其他

文獻支持？ 
4. DXA之結果是否告知受試者？ 
5. DXA檢查過程是否也算實驗的一部份？ 或是臨床需要？ 
6. 研究之退出與中止沒有完成。 
7. 特殊狀況應該刪除，因為本研究依照納入條件，不應該納入這些受試者 
<委員二>： 
1. 請說明 DXA檢查與光學骨質密度檢查是在哪裡執行?交大或萬芳醫院? 
2. 請說明收案對象是在交大或萬芳醫院招募? 

(以上兩點請在計畫書與同意書中補充說明) 
3. 紅外線光學骨質密度檢查目前並不是一項普遍的檢查，檢查之後是否能如主

持人所言，完全沒有任何傷害，並無法確定。在同意書中之可能風險與副作

用，以及處理方式還是要完整的交代清楚，不宜只寫”無”。 
<委員三>： 

1. 同意書應說明，照射紅外光（強度與時間），是否對人體是否造成傷害及可

能的風險？ 

2. 計畫主持人、協助主持人的 IRB 時數尚未填寫。沒有任何學生參與計畫？

（學生名單沒有在內，也沒時數）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為研究光學骨質密度儀與雙能量 X 光吸收儀在檢測骨質密

度之比較，為符合研究倫理精神及排除高權關係，建議將「研究參與者同意

書(第 2 版，2016/12/07，第 1 頁) 三、研究參與者納入及排除條件」進行修

正，建議不納入實驗室同學為研究對象。 



12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12 計票，通過票數為 10 票，不通過票數為

2 票，決議修正後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5-051 

主持人：周倩 

計畫名稱：教育部「中小學資訊素養與倫理推廣計畫」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為教育部位了解臺灣中小學學生的網路使用狀

況，以及家長管教行為和教師對科技使用於教學的態度，是否影響學生的

網路使用行為，藉由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及分析結果做為我國資訊素養政策

之依據及參考。施測對象為國內公私立國小四年級~六年級、國中一年級~

三年級與高中一年級~三年級之日間部(普通班)在學學生，人數約 23,760

人。家長方面為前述受測學生之法定監護人其中一人，人數約為 23,760 人。

教師則以受試班級之班導師或主科授課教師為受試者，人數約 792 人。受

試者由研究團隊根據國內公私立中小學名單進行隨機抽樣，完畢後，透過

教育部公文聯繫受式學校以進行後續知情同意與施測。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周倩委員迴避審查  □否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本研究係由教育部委託執行的問卷調查，研究設計採抽樣、匿名。研究本身雖對

受試者生理及心理上風險微小，但此種帶有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做研究色彩的

問卷，特別需要在受試者的招募程序及取得同意(即便不需要書面同意)過程中，

尊重受試者的自由意願。基於這樣的考量，建議本計畫進行以下修正: 
1. 給填問卷者的說明書，請加入給學生的版本。學生、家長、導師都是受試者，

因此每一個類別的受試者都應該有針對他們的說明書。目前是家長學生同一

版本，並沒有以”親愛的同學”開頭的說明書。 
2. 在每一類別的受試者說明書中，請確認是否”均”納入以下事項： 

(1) 本研究提供研究補償(原子筆?) 
(2) 您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填寫本研究問卷，亦可以中途放棄填寫或填寫後不

交，惟問卷無記名且無編碼，回收後將無法辨識個別填寫者，資料便無

法退出 
(3) 若 您 對 問 卷 內容 有 疑問或 希望 了解 研 究結果 ，本 研究 預 計                 

後會完成，我們會將研究結果公開在某網站，網址：       ，可自行參

閱。 
(4) 若您想諮詢或申訴參與研究的權益，本研究已由交通大學委託國立交通

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倫理審查通過，可聯繫該委員會，電

話：    ，email: 
 

<委員二>： 
參與者同意書請再依照本會SOP之項目加強說明(例如參與者權益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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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連絡方式、利益衝突宣告及研究中止退出之告知…等)。 
 
 
<委員三>： 
計畫大綱：此計畫預計研究期間 12/15/105−10/30/106，招募四到十二年級學生

(23,760 人)、其家長(23,760 人)與導師(792 人)約 48,312 人，利用匿名方式收集其

問卷資料，作為分析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情況以及家長管教行為和教師對科技使

用於教學的態度，探討學生網路使用行為。 
  
審查意見：此計畫申請內容皆符合審查標準，給予此計畫審查通過。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為教育部委託執行之政策性研究計畫，針對中小學進行網路

素養的問卷調查，包括中小學生(國小四年級學童以上至高中三年級)、學生

家長及教師，總計約 48,312 人。參與者同意書已完整揭露計畫的執行目的、

研究內容及相關訊息，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11 計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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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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簡易審查案件討論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49 

主持人：陶振超 

計畫名稱：從視聽理解心理運作機制探討媒介訊息的認知成效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研究是以實驗法操弄電視劇產品置入的口語及和劇

情連結因素以檢驗產品置入的認知成效。閱聽人觀看期間對產品置入的凝

視行為將透過非侵入的眼動追蹤儀器紀錄，稍後的提取階段則觀察人對三

類品牌測驗提示(目標、相似、無關)的在任行為反應。在資料分析階段，將

運用廣義線性混合模型估計產品置入的注意力程度和三類品牌再認行為反

應的關係。研究招募對象為 20~35 歲，預計 240 位，並以獨立施測方式進

行。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陶振超委員迴避審查  □否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委員一>： 

1. 有關”經中央主管機管核准上市”之證明文件指的是台灣衛福部所發之文

件，在麻煩請治理中心確認，若非屬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上市之儀器，煩請改

送一般審查。 

2. 小提醒：參與者同意書下方版本之日期有誤 106/11/30 須修正為 105/11/30 
 
<委員二>： 

計畫對先前審查建議事項皆逐項回覆與修正，而回覆與修正內容除下述兩項需

再修改外，其他回覆皆符合審查。 

1. 審查意見 1 第 2 項回覆，請確認 “簡易審查申請書”第六項(p. 1)文末：“認知

成效，並透”一句，後續文字有所遺漏。 

2. 請補上 “簡易審查申請書”(p. 4)，一級主管簽章日期。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建議補充說明儀器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准上市，並請附上相關文件。若否，建

議送一般審查。 

2. 計畫中中研究進度分為實驗一及實驗二，煩請說明實驗一與實驗二是否有不

同，若有是否須使用不同版本之參與者同意書。 

3. DSMP 計畫檢核表中所提及招募之年紀及所需時間均與計畫書或參與者同意

書不同，煩請確認後再修正。 
 
<委員二>： 

1. 簡易審查申請書 

(1) (p. 2) 研究材料包含問卷以及非侵入式眼動追蹤儀器，請在第 7.2 項，

研究涉及項目勾選相關的內容。 

2. 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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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 2) 第四項研究執行期間與進度顯示不清，請再次確認。 

3. 計劃書 

(1) (p. 6) 研究人員游婉雲是否會審視研究參與者資料，倘若會，請在三之

(六)項填寫審視研究對象資料者的名單。 

4.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1) (p. 1) 第二項，研究目的之說明，請修改為更簡單容易理解的內容，例

如：認知行為反應。 

(2) (p. 1) 第五之(二)項，資料保存年限在研究結束後全數銷毀，與計劃書

三之(六)項 (p. 3)，計畫結束後，研究參與者資料銷毀時間為實驗兩年

後，上述內容請一致。 

(3) (p. 2) 第九之(二)項，請說明研究參與者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時，

計畫主持人後續處理方式。 

5. 資料及安全監測計畫檢核表 

(1) (p. 2) 第四項，請修正文字“年滿 20−32 35 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皆可

參加”。 

6. 考量倫理審查委員會得簡易程序審查之研究案範圍中，眼動儀係採用非侵入

式方法收集資料。然此儀器之使用，可視為醫療器材，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上市。倘若可行，請主持人補充該儀器之核准上市文件，已利完備。 

 
決議： 

1. 討論摘要：有關眼動儀是否屬於「人體研究案使用醫療器材儀器須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核准」之規範，因「眼動儀」非屬醫療器材，且採集資料的方式

為非侵入性方法取得生理訊號，因此，決議得以簡易審查級別進行審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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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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簡易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12 

主持人：林銘煌 

計畫名稱：應用參數衍生設計方法於產品造形之探討(2)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招募 22-26 歲 10 人參與工作營(workshop)，工作營

中(6 小時+6 小時)，將包含二個主要活動-造形探索(思考)與造形調整(確

立)，同時以攝影機記錄過程，最後請參與者將所想要的造形以具體文字

方式描述。這些關於造形的文字敍述會交給衍生設計師建構衍生數位模

型，並且在另一天(非連續)的工作營中交由原參與者調整，同時修正工

具並決定所要的外觀，參與者也會調整到其他人所定義出的造形工具，

最後會進行訪談，以了解參與者在過程中如何思考形態的構成，衍生設

計工具介入對探索造形的優缺點，以及有待改進的事項。 

執行期間：105 年 12 月 2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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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4 次複審)：無。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3 次複審)： 

預計收案人數請補述於「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之三、參與者納入及排除條件。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2 次複審)： 

<委員一>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應刪除特殊情況 

<委員二> 

研究計畫書第9頁 五.(一)研究人力計畫主持人及研究人員皆未有 IRB教育訓

練時數，依據本會送審規定，至少主持人應符合 IRB 訓練時數規範，請補正。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1. 主持人已表明此階段不招募業界設計師，因此請刪除文件中業界設計師的敘

述，例如：  

1-1 簡易審查申請書之 7.招募參與者及知情同意方式，1. 業界設計師訪談。 

1-2 計畫書的三研究對象，（二）納入排除條件：衍生設（計）講師 

請主持人再詳細檢視，此次不招募業界設計書，不應有相關敘述。 

2. 申請書： 9.免除審查要件，應改為簡易審查要件。 

3. 受試者同意書的資料保存方式，與主持人回覆的“保存三年後銷毀“，以及

研究計畫書的（六）研究對象隱私與資料保密方式 計畫結束後兩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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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種寫法，請選一種。 

4. 手寫部分可在此次謄打入文件中。 

5. 申請者所送修改後簡易審查申請書(105 年 3 月 29 日修改)第 2 頁 8、受試者

資料保護第一行倒數第 5 個字仍出現”不被駭”原審查意見第四項所

提，請校稿更正。 

6. 申請者所送「研究參與者同意書」(v2.105/03/29 版)第 2 頁五、蒐集資料(二)

保存方式、年限及後續使用修改後內容與 2016 年 3 月 15 日意見回覆單審查

意見 6 之修改回覆內容不一致。請依照意見回覆單回覆修改內容更新至參與

者同意書內。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簡易審查申請書：免除審查要件，這部分不該填寫。我的理解是，不適用第

一點的原因是，workshop 內容與訪談無關，因此不算是評估成效。至於是

否適用於第三點，公開場合進行面談，因為有錄音，可能不適用此條款，所

以應該簡易審查。  

2. 招募參與者包括兩種：業界設計師與 利用 workshop 招募之學生，但研究計

畫書常常只寫一種例如：  

2-1 研究計畫書，三，研究對象，(一) 招募對象與（二）納入排除：只寫了

給 workshop 參與者的部分，缺業界設計師的部分。(三)招募來源與方法：

應該不只有計畫主持人，workshop 尚有網路與張貼海報招募。 

2-2 研究計畫書，三，研究對象，(四)-2 知情同意方法：只有給 workshop 參

與者，沒有業界設計師。 

2-3 研究計畫書，四，研究方法程序中（二）研究步驟 與 （三）評估及統

計方法：只有給 workshop 參與者，沒有業界設計師。 

2-4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只給 workshop 參與者，沒有業界設計師。 

3.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3-1 括弧內的小字請刪除，例如研究背景中的  “（簡單介紹，說明研究重

要性）” 請刪除這部分。 

3-2 研究之退出與中止，第二項沒有填完整。 

3-3 .特殊情況 A 應要刪除，參與者皆應成年 (22-26 歲)。 

3-4 資料保存方式，年限與後續使用沒有填完整。 

<委員二>： 

1. 本案將對受試者進行 1 小時問卷調查及 2 小時深度訪談，請將問卷樣本及訪

談大綱送本會審查，並請標註版本及日期。 
2. Workshop 及回溯訪談受試者召募方式為網路或張貼海報，請將召募文案送

本會審查。 
3. 知情同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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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計畫書第 6 頁(四)之 2.知情同意方式，請再補充說明經研究人員說

明及在研究助理見證下，如何確認研究對象充份理解後簽署同意書？如

何取得簽署之同意書？ 
(2) 並請將研究計畫書所述受試者知情同意方式摘要補充於簡易審查申請

書第 2 頁第 1.招募參與者及知情同意方式內容。 
4. 簡易審查申請書第 2 頁內文有部份錯別字以及不完整語意之字詞，請校槁更

正。 
(1) 回朔 訪談應更正為回溯訪談。 
(2) 包 護個資不外流應更正為保護個資不外流。 
(3) 具有可辦 識出其身份具有可辨識出其身分。 
(4) 不被駭？請更正為語意完整之字詞。 

5.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第 1 頁)三、研究參與者納入與排除條件，請區分納入條

件以及補填排除條件： 
(1) 納入條件：「本研究為設計行為相關之行為研究，參與者為 22～26 歲，

曾接受過二年以上的設計教育學生，或相關訓練之專業人員」。 
(2) 排除條件：「本研究排除未成年人、身心障礙人士、孕婦或無法以自由

意願做決定等易受傷族群人士」。 
6.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部分項目內容有缺，請補填。 

(1) 第 2 頁五、蒐集之資料及其結果使用規劃之(二)保存方式、年限及後續

使用，內容請補填。 
(2) 第 3 頁九、研究退出及中止之(二)若您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請聯

絡計畫主持人或聯絡人，計畫主持人將會？內容請補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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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2 

主持人：高國揚 

計畫名稱：你的安全是我的優先考量！主管安全態度、員工安全知識及

失眠對安全行為影響歷程之多層次整合模型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2-64 歲參與者共 1500 人，藉由網路施測，

以匿名方式進行問卷收集，以分析員工安全態度及主管安全態度對員工

安全行為和工作意外的影響。 

執行期間：106 年 1 月 4 日至 106 年 3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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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 月 4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2 次複審)：已充分回覆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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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委員一>：均已依問題修正，同意通過。 

<委員二>： 

1. 計畫書(第二版，2016/09/13)第4頁知情同意方式請補述入參與者同意書內(第

二版，四、研究方法)。 

2. 參與者同意書(第二版)第 1 頁，三、研究參與者 

(1) 請加入共 1500 人 

(2) 納入原住民及新住民，此兩項相關易受傷害族群，請補附證明文件。計

畫書(第二版)第 3 頁亦未勾選。 

3. 審查意見 9 回覆”口頭”說明，未實際補述於計畫書(第二版)第 4 頁。 

4. 審查意見 13，已見計畫書第 9 頁，研究人力以田賦計畫主持人進 1 年內訓

練 IRB 時數 3 小時。另請補附 IRB 受訓證書於送審文件。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研究計畫書：  

研究結束後 3 年內要將資料銷毀，請具體指明，是研究開始的第一天的 3 年

後，還是結束後的 3 年後。由於研究日期已確定，所以可具體指明是哪一天之

前要把資料銷毀。  

2. 參與者同意書：  

(1) 應填寫 24 小時連絡人資料  

(2) 研究參與者納入與排除條件應說明估計將訪問多少人。並排除意識不

清、無法表達意思、已成年而無法工作者。「工作者」之定義為何？包

括派遣工？ 

(3) 研究計畫書說資料預計在 3 年後銷毀，參與者同意書說資料會保存五

年。請統一表述方式。如果未來統一會銷毀，則不必讓參與者勾選是否

未來繼續使用該資料的三個選項。  

(4) 「研究預期效益」雖以對參與者個人是否有效益為主要內容，但也包括

其他利益，例如透過此研究所可能獲得的知識，該知識之實用價值。 

 

<委員二>： 

1. 計畫書及參與者同意書請補版本及日期，以供識別。 
2. 計畫書研究對象內容(P.3)與參與者同意書研究對象(P.1)內容不一致，請修改

為一致。 
(1) 計畫書(P.3)招募年齡為 22~64 歲 1500 名，參與者同意書(P.1)寫道僅納

入成年工作者(20-64 歲)，未寫幾名。 
(2) 計畫書(P.3)納入條件未勾選，且納入條件請述明如舉例：成年工作者有

意願者皆可納入，排除易受傷害族群或欠缺能力決定者、主持人所屬研

究室或授課、指導學生等。參與者同意書(P.1)請一併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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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書(P.4)知情同意方式，內容提及研究者在施測前會利用 5 分鐘說明，請

寫明是以口頭說明或書面說明？ 
4. 計畫書(P.5)除主持人、監視人及協同主持人，會審是研究對象資料名單目前

空白，請補充說明。若無請寫”無”。 
5. 計畫書保存年限(P.5)寫三年後銷毀，與參與者同意書保存年限(P.2)寫資料預

計保存五年，內容不一致，請修改為一致。 
6. 計畫書預計執行進度時間表(P.9)請更新。 
7. 研究主持人請盡速補提供 IRB 訓練證明。 

8.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P.2)九、(二)決定退出研究，計畫主持人將會採取措施，

目前空白，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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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4 

主持人：倪進誠 

計畫名稱：脆弱性下的韌性－離島「新」社區發展的空間調適與抵抗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以質性研究為主，借用質性研究強調多元性、

行動性、過程姓、動態性與參與性的研究方式來建構理論。研究步驟以

文獻回顧法、環境調查法、文本分析法、參與觀察法以及深入訪談等方

式進行。 

執行期間：105 年 12 月 7 日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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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無。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雖匿名但在研究參與者同意下進行拍照錄音，仍請依照個資法相關規定辦理，銷

毀時亦應有見證人簽署。 

 

<委員二>： 

1. 計畫實施地點應為 PI 的單位 

2. 本研究涉及人類研究的部分，應該包括 D 觀察參觀社區活動，以及 E 深入

訪談。而此二部分的受試者以及應告知同意的範圍亦應有所不同。建議 PI

應該將此兩者分別予以釐清。 

3. 關於 D 的部分，由於有拍照，要如何保障受試者的匿名性？資料是否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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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永久保存？ 

4. 關於 E 的部分，關於資料將永久保存，是否給予受試者選擇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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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4 

主持人：高國揚 

計畫名稱：員工微笑服務必定導致心理不健康？以多層次調節中介模型

檢驗情緒規則、工作倦怠、負向情緒、師徒支持及心理憂鬱間之關係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此篇研究探討職場倦怠與負向情緒和勞工情慾與工

作憂鬱的關係，該研究加入導師支持這個跨層級的變數來討論對於情緒

調節與職業倦怠、負向情緒間關係的調節效果。研究採用兩階段問卷蒐

集方式，針對台灣企業員工進行調查。 

執行期間：105 年 12 月 7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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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2 次複審)：此計畫對先前審查的意見與建議事項皆逐項回

覆並修正，回覆與修正內容符合審查，給予此計畫審查通過。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原計畫主軸，並不以“原住民族”為研究範疇，因此，建議主持人修改計劃書、

意見回覆單等內容之文字描述，以免審查混淆。例如， 

1. “審查意見 1”，申請者回覆內容，將包含原住民及新住民，然而在修改後

並未勾選對應的選項，猜想，應當是誤值，請確認！ 

2. “審查意見 2”，申請者回覆內容表述，並未納入特定原住民或新住民為對

象，然而，在修改後的研究說明書中，卻表述受測者納入原住民。是否誤值？

抑或是有特別之意，再請確認或說明。另，審查意見 6 之修改後研究說明書

中亦有對應文字描述，請一併確認。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計畫內容：預計 105/8/1-106/7/31 期間，招募 22-64 歲 500 位服務業者為研究參

與者，收集他們填寫師徒支持、情緒勞動、心理憂鬱、職業倦怠以及負面情緒問

卷，並以多層次調節式中介模型分析資料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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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事項： 

一、計劃書 

1. (p. 7) 第三之(一)項，請勾選 “計畫受試者是否納入” 之下的選項。 

2. (p. 7) 第三之(二)項，請說明研究對象之排除條件。 

二、參與者匿名之研究說明書 

1. (p. 1) 第三項，計畫納入成年工作者為研究參與者，與(p. 9)計畫書說明第四

之(二)項，招募 “customer-contact employee” 為研究參與者，倘若可行，

前述 “工作者” 的工作請說明清楚以免混淆。 

2. (p. 1) 第三項，納入 20-64 歲成年工作者，與(p. 7)計畫書第三之(一)項，說

明招募 22-64 歲研究參與者，前述年齡請一致。 

3. (p. 1) 第三項，請說明研究對象之排除條件。 

4. (p. 1) 第四項，第二階段問卷調查在第一階段的 2 週後，與(p. 9)計畫書說明

第四之(三)項，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的 2 個月後，前述時間請一致。 

5. (p. 1) 第四項，填答問卷項目：導師功能(9 題)、情緒規則(6 題)、心理憂鬱

(6 題)、職業倦怠(17 題)及負面情緒(20 題)，與(p. 9)計畫書說明第四之(三)

項，問卷題數：mentoring support (15 items)、emotional regulation (11 items)、

depression (13 items)、burnout (16 items)、negative affect (20 items)，前述問

卷項目是否有修改過，倘若沒有，問卷項目請一致。 

6. (p. 2) 第五之(二)項，資料預計保存五年，與(p. 8)計畫書第三之(六)項說明

資料銷毀時間為 3 年後，前述時間請一致。 

三、問卷調查題項 

1. 問卷項目是否有修改過，倘若沒有，問卷項目請與計劃書說明項目一致

(mentoring support (15 items)、emotional regulation (11 items)、depression (13 

items)、burnout (16 items)、negative affect (20 items))。 

 

<委員二>： 

1. 計劃書述明之參與條件為 22-64 歲，同意書為 20-64 歲，請確認釐清。 

2. 資料蒐集 3 年後銷毀，需有見證人，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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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5-031 

主持人：張月菁 

計畫名稱：以英語為共通語之學術型塑：以台灣國際學生為例之個案研

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主要探討非英語系之國際學生在台灣大學校

園中英語使用對其學術型塑之影響。研究資料將由多重管道收集，包括

背景問卷填寫，半開放式訪談、追蹤觀察及文獻資料收集；計畫除了將

深入訪談 6 名已在台灣某大學就讀之研究所外籍生，包括個案學生之英

語教師、學術導師及同儕。研究對象招募方式採於英文課後(於期末成績

送出後)以電子郵件方式詢問該班國際學生參與意願，學生可自由選擇，

並以電子研究方式回覆參與研究與否。 

執行期間：105 年 11 月 22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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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2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已逐一回覆並修正完成。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研究計畫書三、研究對象(二)納入、排除條件並未填寫，煩請補充說明。 

2. 研究計畫書中三、研究對象(六)研究對象隱私與其資料保密方式「1.收集檢體

或資料時、研究對象匿名」，不過在訪談時似乎有收集參與者姓名，並非匿名

方式收集，煩請確認，2.除主持人、監視人及協同主持人外，會審視研究對

象資料者的名單並未填寫，若無，煩請亦填寫上”無”。 

3. 研究計畫書中說明將會保留所蒐集資料，保留形式及同意使用範圍將告知研

究參與者並獲得同意，但在同意書中似乎並沒看到相關的描述，煩請確認。 

4. 申請書最後一頁未完成用印。 

 

<委員二>： 

1. 研究對象為 24-40 歲 10 人，為計畫書中提到以 6 名已在台灣某大學註冊之

外籍生進行研究，除 6 名個案學生外，訪談對象包括個案之師長。請確認研

究對象人數。 
2. 請在同意書內加註將永久保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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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6 

主持人：陳慶忠 

計畫名稱：不同步行速度、負重程度與身體質量指數的步態行為對摩擦

供應量與摩擦需求量之探討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招募 20-50 歲共 18 人，擬根據參與者之 BMI 分

三種身體質量(體重過輕、健康體位、體位過重)，並穿著 6 種不同摩擦

係數供應量之鞋子進行 2 種步行速度及 3 種負重程度之實驗組合(共 36

組)。探討在不同條件下，摩擦供應量與摩擦需求量之關係，進一步探討

滑倒的危害程度。 

執行期間：105 年 12 月 27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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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已逐一回覆並修正完成。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受試者建議排除骨質疏鬆。 

2. 以錄影方式觀察並已填列受試者同意書，雖去連結，仍涉及個資，請於計畫

書述明將依照個資法辦理，錄影資料銷毀等請納入見證人。 

  

<委員二>： 

1. 主持人有詳述實驗過程，但受試者可能還是無法理解整個實驗過程，是否能

有連續的圖像，讓受試者可以簡單理解整個實驗過程（穿戴與負重的圖像，

防護措施為何，何種步道上行走）。 

2. 同意書部分，建議可把特殊情況刪除，應該只需類型一，完全行為能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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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5-043 

主持人：簡靜雯 

計畫名稱：國小英語教師對於領域對話中教師領導成為專業成長和學習

的認知和實作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將進行為期一年的資料收集，針對 2017 學年

度開始之工作坊(關於如何擔任教師領導者，學年結束有 3 小時實體研習)

相關之講義、教師撰寫的成品和工具，以及訪談、觀察英語教師進行領

域對話、觀察教師領導者在領域對話中帶領和問卷。將招募 26~50 歲，

共 10 人來自新北市之英語教師。 

執行期間：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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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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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9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已逐一回覆並修正完成。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無。 

 

<委員二>： 

1. 參與者同意書分為中英文版本，問卷及訪談題目皆為英文，無中文版本請說

明釐清。 
2. 英文版本同意書之參與者權益請比照中文版說明完整。 
3. 修改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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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5-046 

主持人：陳世烽 

計畫名稱：藉由影像刺激分析受試者語音參數，判斷人是否內在感受與

外現情緒有落差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欲透過語音共振峰，分析人類內在感受與外

在語言表達不一致時的語音參數，以得知當事人可能還有更多情緒尚未

表達。研究方法是透過影像刺激，要求受試者看到不喜歡的照片時，也

必須服面試員自己非常喜歡這些照片。透過這些表裡不一的語言，並與

基準語音比對分析，獲得語音特徵參數。招募對象為 20-65 歲，預計收

案 30 人，將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執行期間：105 年 12 月 16 日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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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已逐一回覆並修正完成。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排除條件請改成較為明確的語句，例如: 前一晚睡眠不足 xx 小時，自覺身

體不適，因感冒喉嚨沙啞…等 

2. 受試者同意書”類型二”與”類型三”因都非屬本研究之可能受試者，建議

刪除此兩種選項。 

<委員二>： 

1. 指導教授是否列為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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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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免除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59 

主持人：蕭子健 

計畫名稱：植基於 Holo Hilbert Spectral Analysis 的脈率變異度法之開發-

以發燒症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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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 月 4 日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5-068 

主持人：蕭子健 

計畫名稱：植基於腹式呼吸之延伸性分類元系統在網路遊戲疾患問卷之

開發(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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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 月 4 日通過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5-069 

主持人：蕭子健 

計畫名稱：植基於腹式呼吸之延伸性分類元系統在網路遊戲疾患問卷之

開發(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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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 月 4 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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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期中報告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3-029 (一般審查) 

主持人：佘曉清 

計畫名稱：以腦波儀及眼動儀探討科學學習中之認知歷程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6 年 1 月 4 日通過 

委員意見： 

<複審>已針對受試者因身體不適而實驗中止後，持續追蹤其身體狀態恢

復狀況作補充說明。 

<初審> 

1. 請問 2 位受試者因頭暈及螢幕閃爍不適而中止實驗後，是否有持續

追蹤，休息後身體狀態是否恢復? 

2. 經核對收案表與所送審同意書資料及份數皆符合。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3-048 (一般審查) 

主持人：莊競程 

計畫名稱：開發擴散光學造影系統量測大腦嗅覺區響應於阿茲海默症早

期診斷之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1 月 22 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案目前收案五人，研究流程並無明顯瑕疵，通過期中報告

之審查。惟請主持人注意收案進度，以利如期結案。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3-049 (簡易審查) 

主持人：吳宗信 

計畫名稱：利用實驗與模擬技術開發高效能綠/灰指甲滅菌之小型電漿殺

菌原型機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27 日通過 

委員意見：無意見。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3 (一般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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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2 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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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複審>主持人已針對第一次審查問題予以回覆，建議通過。 

<初審> 

1. 期中報告日期請補正起訖日。 

2. 期中報告說明欄中主持人申請展延?若要展延，請補充說明展延至何

時。 

 

九、結案報告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2-011 (一般審查) 

主持人：曾慈慧 

計畫名稱：親近自然景觀環境：不同層級景觀接觸對兒童效益之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19 日通過 

委員意見：通過審查。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3-007 (簡易審查) 

主持人：葉修文 

計畫名稱：行動註記與英文閱讀教學：教師與學生的策略與態度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7 日通過 

委員意見：同意結案。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3-014 (一般審查) 

主持人：潘美玲 

計畫名稱：層級化的難民：印度與尼泊爾流亡藏人的身份差異與經濟機

會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16 日通過 

委員意見：均符合規定。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3-020 (簡易審查) 

主持人：蔡晏霖 

計畫名稱：瀕危年代的情義經濟：台灣新農運動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1 月 22 日通過 

委員意見：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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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3-022 (一般審查) 

主持人：周秋惠 

計畫名稱：精進小學英語教師實習：再探專業社群中實習教師成長及輔

導教師及輔導教授的角色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7 日通過 

委員意見：同意結案。 

 

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3-051 (簡易審查) 

主持人：倪進誠 

計畫名稱：永續性與回復力之時空與文化分析－論社區觀光面對變局的

因應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6 年 1 月 4 日通過 

委員意見：同意結案。 

 

序 

號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1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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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指導教授)，請蕭子健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7 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案透過 FB 會出所需之去連結研究報表(對象及相關資料)，

同意結案。 

 

序 

號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5-021 (簡易審查) 

主持人：林銘煌 

計畫名稱：「紓壓場域服務設計」之體驗/空間/裝置/介面設計、監造與整

合測試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27 日通過 

委員意見：結案報告複審已確認此計畫對先前審查意見已回覆，且回覆

內容符合審查標準，給予此計畫結案報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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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九 

送審編號：NCTU-REC-105-038 (簡易審查) 

主持人：李上 

計畫名稱：探討社會議題敘事情境的資訊對社會創新績效的影響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19 日通過 

委員意見：通過審查。 

 

序 

號 

十 

送審編號：NCTU-REC-105-039 (簡易審查) 

主持人：謝孟哲 

計畫名稱：探索協同合作平台環境提供的臨場感特性對社會創新團隊績

效的影響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19 日通過 

委員意見：通過審查。 

 

十、修正/變更案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3-014 (一般審查) 

主持人：潘美玲 

計畫名稱：層級化的難民：印度與尼泊爾流亡藏人的身份差異與經濟機

會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16 日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4-006 (簡易審查) 

主持人：陳一平 

計畫名稱：人臉圖像之視覺傳達功能-由基礎到應用之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2 日通過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3 (一般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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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5 年 12 月 2 日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