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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23 次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6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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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雀委員(女) 

（生物醫學領域） 

校內：蕭子健委員(男)、王學誠委員(男) 

校外：曾冠瑛委員(男) 

（女性 3 人，男性 6 人；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委員共 6 人，生

物醫學領域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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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成委員(男)、郭書辰委員(男)、

朱菊新委員(女)、林欣柔委員(女)、魏翠亭委員(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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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次會議紀錄 

 

三、本委員會自 106.1.1 至 106.2.收案狀況及審查級別統計分析如下：一般審查 2

件，簡易審查 3 件，免除審查 3 件，共 8 件，102 年~106 年案件統計表如下：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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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數 比例 

一般審查 1 9% 24 39% 19 35% 26 34% 2 26% 71 35% 

簡易審查 9 82% 30 49% 23 42% 34 45% 3 37% 98 47% 

免除審查 1 9% 7 12% 13 23% 16 21% 3 37% 39 18% 

合計 11  61  55  76  8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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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原住民基本法第 21 條適用之研究計畫，基於原住民委員會目前的釋義

與實際作法(參見附件說明)，本會仍建議計畫申請人提送之計畫若與原住民族相

關，仍需去函至原住民委員會諮詢，以確認是否適用於原住民基本法第 21 條之

規範，若適用則須依規定辦理；若不適用，則須依本會規定填具場域同意書。 

 

五、一般案件審查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1 

主持人：林文玲 

計畫名稱：高等教育中的原住民知識建構與實踐-原住民歷史與社會議題教

學資源網站建置計畫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以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為研究場域，探討並研擬以原住

民為主體的知識體，並透過對既有原住民相關資料與研究的重新選取、組

織與改寫所得出的成果，建置為數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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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送會)：已根據審查意見回覆，提送會議。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本案為資料庫蒐集與改寫，為建構完成後之資料庫內容是否須經過

原委會審議，請述明釐清。 

 
<委員二>：由於人體研究法第15條規定，以原住民族為目的者，應諮詢、取得

各該原住民族之同意；其研究結果之發表，亦同。另外，原住民委員會立有「人

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雖然該計畫

僅為文獻回顧，未涉及個人，但依研究倫理及原住民基本法之精神，應取得原住

民族之同意。 
 
<委員三>：本研究探討主軸及回顧資料皆為原住民族相關資料，因未特定某一

族或部落，但研究主體為易受傷害族群-原住民族，建議應是先取得「原住民委

員會」正式同意文件為宜。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為建置原住民族相關歷史與社會議題之資料庫所作之研究，

無實質研究參與者，且已去函原民會諮詢，取得回覆為不適用原住民基本法

第 21 條，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9 計票，通過票數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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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2 

主持人：王耀德 

計畫名稱：不當督導氣候與員工工作沉浸：跨層次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採問卷調查方式，施測量表均採用國外發展成

熟之問卷，以台灣員工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施測來取得統計分析資料。

招募對象為 20~55 歲，預計 300~500 人。考量產業型態研究中進行隨機抽

樣將有其限制性，故將以便利抽樣方式來進行，但仍考慮企業回收率偏低

之因素，將對 100 個企業工作單位的 3-5 位員工進行問卷資料收集，以此作

為單位與個人跨層次統計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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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送會)：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改完成，提送會議。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委員一>：已完成修正。 

<委員二>：在匿名參與者同意書中提及”本問卷均附貼有回郵郵票之信封，問卷

填答者可自行決定是否交回問卷，亦可隨時自行決定是否終止參與”但在所提供

的問卷上卻規定要填問卷者將問卷交還給”拿這份問卷給您的同事”，請確認所預

實施之方式，另外提醒確認若採參與者自由寄回之方式，所發放的四份並非均寄

回時是否會影響統計資料，是否會需要增加發放之樣本數。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申請書第 8 頁，「二、研究基本原理部分」，說明問卷發出一個月後，會以電

子郵件提醒接觸員工。但在第 10 頁第 2 點，似乎沒有這個步驟。建議一致。 
2. 接觸員工除了排除條件，是否有選擇條件，以避免主管下屬之間的影響。 
 
<委員二>： 
1. 若是由該公司員工尋找研究者，煩請說明如何避免填答問卷員工之保護(主管

得知後是否會有不良影響?)發放問卷的頻次為兩次，是否表示兩次問卷會相

比較，若如此，問卷是否非以匿名方式處理?若是，請說明對於研究參與者的

保護又會如何處理呢? 
2. 研究計畫書中提及不提供報酬亦勾選提供辦公室小物，而在參與者同意書中

勾選發放辦公室小物，煩請確認研究計畫書中是否重複填答。 
3. 計畫主持人補足教育訓練時數後方可執行。 
 
<委員三>： 
1. 研究題目為「不當督導氣候與員工工工作沉浸：跨層次研究」，三個工字是

否打錯，若錯誤請整篇修改相同地方。 
2. 請附問卷內容。 
3. IRB 教育訓練時數取得後方可領取審查通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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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為隨機抽樣竹科企業員工進行匿名問卷研究，已對研究參與

者自主性及隱私權充分保護，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9 計票，通過票數為 9 票，決議通過，每年

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5-026 

主持人：金孟華 

計畫名稱：冤錯案成因之研究：以我國在審案件為中心(II)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研究將蒐集過去十年間 53 件(包括高等法院 27 件、

地方法院 26 件)透過再審開啟獲判無罪確定之案件，進行原案件分析以及比

較美國冤錯案件，探討造成案件審判錯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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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一>： 

1. 複審回覆資料中之”研究計畫說明同意書”，建議使用”參與者同意書”的名稱。 

2. 參與者同意書是提供給研究參與者(亦即本研究案中之再審被告)之資訊，建

議主持人用向參與者解釋的口吻書寫，也請盡量用較淺白的用語，勿直接引

用計畫書內容。 

<委員二>： 

1. 謝謝計畫主持人的回覆，請增補計畫同意說明書。 

2. 本案在”受試者”與”錯誤成因探討非個人探討”部分，有不同的認定。惟，事

件的當事者就是受試者，建議除計畫說明書外，仍須有本會版本之受試者同

意書。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委員一>： 

1. 本研究涉及「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

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性探索活動」，主持人既以再審被告案件卷證

為分析對象，本人認為再審被告實為本研究之參與者。 

2. 本研究對參與者相關資料的取得、分析，涉及參與者本人維持其資訊秘密性

之重大利益，建議應取得參與者書面同意書。 

複審回覆中所提供的授權書，可能比較適合用於律師及當事人間的資料使用

授權，本研究既屬人類研究，建議採用本會參與者同意書為藍本，向參與者

說明本研究之進行方式並取得同意。 

<委員二>： 

1. 請附受試者同意書內容及說明內容。 

2. 建議請冤獄平反協會協助說明後取得初步同意後，再由研究人員正式說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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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受試者同意書。 

<委員三>： 

計畫對先前審查意見與建議事項皆逐項回覆與修正，且修正內容符合審查，給

與此計畫通過。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計畫大綱 
  預計研究期間 105/08/01−106/07/31，蒐集過去十年間 53 件透過再審開啟獲

判無罪確定之案件，進行原案件分析以及比較美國冤錯案件，探討造成案件審判

錯誤的原因。 
 
意見及建議 
1. 研究期間是否需因應審查、獲證日期來修改，可一併考量！ 
2. 預定蒐集十年間 53 件案件之研究對象，其身分、年齡等訊息是否可先行推

估？以及是否為易受傷害族群？若是，則是否有對應的因應措施？ 
3. (p8) 研究計劃書(p. 2)，“證人容易受到各種晴示”，請確認文字。 
4. (p12) 提列五位研究人力，工作項目、教育訓練時數須一併補正或更新。 

 

<委員二>： 
1. 依照科技部科部文字第 1040003540 號書函對人類研究之解釋 

，所稱人類研究，係指行為科學研究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介入、互動

之方法、或是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

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性探索活動者。研究計畫非以未成年人、收

容人、原住民、孕婦、身心障礙、精神病患及其他受不當脅迫或無法以自由

意願做決定者為研究對象，且使用已合法公開週知之資訊，且資訊之使用符

合其公開週知之目的者，免送倫理審查。因此，本研究若僅以公開的判決書

為研究素材，屬於免審查範圍。但依照計畫書說明，研究人員擬與再審程序

被告所委任之律師、平反冤獄協會及司法院合作，取得原始卷證，由於此等

資料並非公開周知之資訊，本研究應送倫理審查。 
2. 本研究在申請書三、研究對象一欄中，說明”本研究未進行研究對象招募，而

是….”故而省略有關研究對象人數取得同意之資料。然而，依照第 1 點中有

關人類研究之說明，本研究涉及使用可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

人相關之知識探索。因此本研究並非沒有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應為再審程序

之被告；納入條件請補充說明，例如以什麼期間、什麼條件搜尋資料庫後所

取得的判決中之被告；招募的方式，請補充說明如何取得原始卷證。 
3. 有關研究對象權益之保障及知情同意之方式，由於本研究欲取得之原始卷證

資料，涉及律師與當事人間保密關係，請補充說明資料取得是否已取得再審

程序被告之同意；若是由司法院刑事廳取得，亦請補充說明取得之方式，以

供審查參考。 

 
4. 若資料保管人釋出原始卷證資料已得當事人同意，亦無其他倫理上疑義，原

始卷證涉及個人私密資訊，建議本研究仍以取得當事人同意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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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三>： 

1. 請釐清個案條件：法院雖公開判決，但有些判決是不公開的，如少年事件已

及性侵害事件及原則上不予公開，或是台積電控告梁孟松先生案，最高法院

的判決也未公開。故涉及對少年及性侵害當事人的保護，或涉及營業秘密，

並未對外公開。應排除此類個案。 

2. 請釐清界定當事人為何：本研究係針對開啟再審獲判無罪的案件，惟”當事

人”獲判無罪，是否可能出現其他”犯罪嫌疑人”，本案主要研究方法惟文獻

分析，並針對「原始卷證」分析比對，勢必能取得足以識別個人之資料(整
個案件涉及的被害人、證人…等)及涉及可能未公開於判決書上的內容，故

本案係在對”所有當事人”在未告知並取得同意下進行研究。 

3. 本計畫如欲依照個資法第十九條第四款符合”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

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辨別特定之當事人」之方式進行：請依照法條規定，詳細述明資料

蒐集、利用及處理方式(提供者?如何處理?蒐集者用何種方式揭露?處理程

序?) 

4. 所有計畫參與人應在計畫開始前取得教育訓練時數。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因研究議題及可能涉及的對象較為複雜，針對” 冤獄案件”

卷宗本身無法免除案件相關人員(包括原告、被告、證人等)之可辨識個人資

料，因此仍建議計畫主持人須提供研究參與者同意書，透過第三方平反冤獄

協會，取得當事人(被告)之同意，其已依審查意見提供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符合知情同意原則和隱私權保護，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9 計票，通過票數為 9 票，決議通過，每年

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5-032 

主持人：趙芝良 

計畫名稱：後常態科學概念下社區溪流保育的韌性：建構、適應與轉換的

社會資本論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擬訪談 20-65 歲具備社區溪流保育或與此部分業務有相

關經驗涉略者的參與者共 60 名，擬由在地生態智慧如何影響傳統社區保護

的見解，並進而解釋如何將此種生態知識伴隨的相關因素，影響社區的任

性能力，並回應在社區保育脈絡下的社會生態系統回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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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應依「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

法」之規定，向原民會申請並依法定程序取得社群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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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委員一>： 

1. 雖已回覆說明”非全然皆為原住民土地，上有非原住民的社區”，惟本案研究

對象仍包括原住民(社區部落)。 

2. 鑒於(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第 3 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已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指下列之研究：1、以原住民

族或原住民部落為研究內容…)，法令並未以”整體研究對象原住民占多少比

例”來界定是否適用。為利本計畫能順利進行，建議以公文諮詢原委會。 

 

<委員二>： 

1. 執行單位只有一個，本計畫並非多個執行單位的多中心計畫。 

2. 研究計畫書中，應該補記載資料保存的最長年限。 

3. 本計畫可能涉及「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

應用辦法」第 3 條「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的研究（研究檢體之採集、

研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

族或部落），是否應該要求研究者走此辦法的程序，進行諮詢、同意？ 

 

<委員三>： 

1. 委員一之審查意見 3：倘若，計畫性質為台灣多中心，請列出所有執行計畫

的機構。 

2. 委員二之審查意見 1：研究內容涉及原住民族對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周邊溪

流保育相關經驗之訪談，並涉及對自然、社會及人文等有形、無形之事物，

進行體系化之整理、歸納及演繹，因此研究應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研究目的（pdf 檔案 p.2）中提及諸多與人類研究相關的研究態樣，包括訪談、

焦點團體、參與式工作坊、PPGIS 等，但本申請案只提出了訪談一項，建議

應將研究目的的敘述加以限縮於訪談部分，以求一致。 
2. pdf 檔案 p.10 裡面提及電訪專家及地方政府承辦人，是否單純為尋找受試者

的方式，或者這些專家及地方政府承辦人也是受訪者？ 
3. 計畫性質的部分，若執行單位僅有新竹教大，應為單一中心而非多中心。又

本計畫性質不一定為社區研究相關，若是，則應該說明如何進行社區溝通並

取得其對此研究之認同。 
4. 若涉及易受傷害族群（原住民），應該說明應該如何保障其權益（pdf 檔案 p.3）。 
5. 告知同意書中關於資料保存的部分（pdf 檔案 p.13），最長保存十年似乎太長，

建議縮短為五年。 
6. 告知同意書中關於報酬的部分（pdf檔案p.13），若禮品的價值確為500元，應

該標示清楚，目前的寫法會另人誤以為禮品的價值亦為2000元。 
7. 應更進一步說明說明研究成果之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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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二>： 
計畫大綱 
  計畫預計研究期間 105/08/01-106/07/31，以文獻回顧、參與觀察、訪談(招募

20-65 歲，在地居民和地方團體各 15-20 位，3 個地點最多約 60 位)等方式，利用

質性研究調查在地生態觀念影響傳統社區保護，並調查社區保育之下的社會生態

系統回復能力。 
 
建議修改 
一、研究計畫書 
1. 研究是否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學

術研究，倘若有，應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2. (p. 3) 三之(六)、請說明剩餘檢體或參與者個人隱私資料的後續保管與儲存

方式。 
3. (p. 3) 三之(六)、研究人員洪貝旬是否會審視研究對象的資料，倘若有，請

加入到審視資料的名單內。 
 
二、參與研究同意書 
1. (p. 3) 九、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計畫主持人將會...，請填後續處理方式。 
 
<委員三>： 
1. 本案研究對象若僅針對原住民(社區部落)，請附上同意研究之相關證明文件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第3條 本法

第十五條所稱已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指下列之研究：1、以原住民族或

原住民部落為研究)。 
2. 同上，若此，計畫後續執行成果發表亦請依照上述法規(第13條研究主持人

發表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之研究結果，諮詢並取得各該原住民族同意之程

序，準用地6條至第10條規定)。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為溪流保育區域內之社區如何看待溪流保育之觀察型研究，

其已取得當地社區非政府組織(NGO)的同意，且已去函原民會諮詢，取得回

覆為不適用原住民基本法第 21 條，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9 計票，通過票數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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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4 

主持人：王秀瑛 

計畫名稱：抗 NMDA 受體腦炎的病例研究和治療方式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將採兩個方向進行抗 NMDA 受體腦炎的研究，

第一方向是收集文獻上病例報告，針對報告上所描述病人症狀，治療方式

和成效，來比較治療方法和提出合適的治療步驟。第二個方向，是收集新

的病例資料，針對新病例來研究此病的成因，診斷方式的改進和預防的方

式。預計招募曾患有抗 NMDA 受體腦炎的病人，因為罕見疾病，因此不排

除任何年紀或特殊身分者，預計招募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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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對先前審查建議事項已逐項修正，修正內

容符合審查，請給予此計畫審查通過。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1. 主持人大部分回應了審查委員的意見，唯若受訪對象介於 7-18 歲，必須受

訪者與法定代理人同時在受試者同意書中簽名。這點修正後，即可同意執行

本計畫。 

 

2. 除下述第 1、3 項建議需再次修正外，其餘審委建議之回覆與修正符合審查

標準。 

(1) 審查意見 2 之 2(3)回覆內容，請同步於研究計畫書中修改。 

(2) 審查意見 2 之 3(3)回覆內容，審委建議修正同意書第六項中的內容，主

持人已於同意書第四項中修正。 

(3) 審查意見 3 之 5 回覆內容，可於同意書說明參與此研究無補助及補償。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文獻回顧部分OK 
2. 在臨床收案部分，因為此病乃屬於一種神經學病變，建議主持人另外商請一

位神經內科醫師或其他相關臨床領域之專家擔任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以便提

供必要之諮詢，或臨床探索與討論之建議。 
3. 研究書中提及，預計收案五人，以如此少的個案，如何能做到如統計方法中

所描述的logistic regression等量性之分析?再者所謂 training data and testing 
data意指哪一部分的分析，宜說明得更清楚，才有辦法理解。 

4. 本研究沒有收集任何個案的檢體，如何做 molecular biology的分析? 
5. 資料可被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員會查核並未交代，請補充說明。 
6. 同意書部分，宜交代將收案多少人，從何處尋找個案等細節，以讓受試者了

解整個研究之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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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二>： 
1. 一般審查申請書 

(1) (p. 2) 第 7.4 項，請說明何處招募研究參與者。 
2. 研究計畫書 

(1) (p. 2) 第三之(一)項，請說明易受傷害族群的額外保護措施。 
(2) (p. 3) 第三之(三)項，請說明何處招募研究參與者，以及倘若有召募廣

告，請附上。 
(3) (p. 4) 第三之(五)項，倘若訪談造成心理不舒服，如何處理。 
(4) (p. 5) 第四之(二)項，請說明何處訪談研究參與者，與訪談的時間長度。 
(5) (p. 6) 第四之(四)，請依預計研究期間 105/10/1−110/12/31，說明每年研

究進度。 
(6) (p. 7) 第八項，請說明研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 
(7) 請附上訪談詢問的問題。 

3.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1) 請為 7−12 歲研究參與者，設計注音版同意書。 
(2) (p. 1) 第四項，請說明何處訪談研究參與者，與訪談的時間長度。 
(3) (p. 1) 第六項，倘若訪談造成心理不舒服，如何處理。 
(4) (p. 2) 第九之(二)項，請補上研究參與者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時，

計畫主持後續處理方式。 
 
<委員三>： 
1. 退出時如何處理，同意書中未寫明。 
2. 監測與稽核計畫進行之規定，同意書中未寫明。 
3. 主持人計畫於疾病相關網站招募受訪對象，可否補充說明哪些網站?要如何在

網站上招募?例如廣告? 
4. 若受訪對象為未成年人(七歲以上或七歲以下)，可否補充說明將如何取得參

與者同意? 
5. 對參與者之補助及補償，同意書中未寫明。 
6. 建議補充說明訪談大綱。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研究分為兩部分，第一為文獻探討，第二為案例深度訪談，

因計畫仍可能涉及未成年參與者，已提供參與者同意書，並依審查意見修改

回覆，建議通過。 

2. 案件審查票決統計：投票票數總 9 計票，通過票數為 9 票，決議通過，每年

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5-071 

主持人：俞蘋 

計畫名稱：社群媒體使用日益『年長』：中老年人使用臉書與 Line 的動機與

模式 



11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此研究主要鎖定中老年之網路使用者，對象為 50~59

歲，預計招募 105 人；將以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並以錄影方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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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送會)：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改完成，提送會議。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雖然招募參與者為主持人口頭介紹，仍應有招募文宣資料 
2. 主持人應在同意書說明該研究為『團體』訪談，並會錄音錄影。 
<委員二>： 
1. 招募方式請再補充說明(計劃書僅提及由主持人口頭介紹) 。 
2. 請提供研究參與者之教育訓練證明。 
3. 本計畫為焦點訪談並進行錄音錄影，請在受試者同意書做告知。 
<委員三>：無。 
 
決議：  

1. 討論摘要：該案為探討中老年人使用臉書籍 Line 的問卷第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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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計票，通過票數為 9 票，決議通過，每年

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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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簡易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16 

主持人：謝傳崇 

計畫名稱：東亞地區卓越校長領導之研究：台灣、南京與日本的調查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欲探究東亞地區卓越校長領導之現況分析，

以了解不同國家卓越校長領導實踐之相同性與差異性，期建立有效的校

長遴選、培育與在職訓練方式，來提高校長領導學校的效能。研究將以

問卷方式進行，並以匿名研究方式回收問卷後進行分析。研究對象為

25~65 歲的國民小學學校教職員，分別在日本名古屋、中國南京及台灣

進行，每個國家(地區)抽樣 40 所學校，每校抽樣 10 人(包括主任 2 人、

組長 2 人、教師 6 人)。 

執行期間：106 年 1 月 17 日至 10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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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本研究為匿名問卷，願意填寫問卷即為同意參與，無須簽署同意書，建議於

招募參與者時使用問卷內容說明書，並將問卷內容說明書放在問卷第一頁。

建議可參考以下格式 

○○○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請填研究主題）的調查問卷，主要希望透過本問卷

了解（請填研究目的），調查對象為（請填調查對象的納入條件，例如年齡、

性別等）。問卷內容（請填問卷內容的簡介及題數，例如分為兩個部份：基本

資料 5 題及網路消費經驗調查 20 題），約需（請填填寫所需時間），感謝您撥

冗填答。 

本問卷採（請填記名、不記名、或編碼）方式作答，（如有蒐集可辨識出

特定個人的資訊，請說明針對這些資訊會作的保密措施，例如：紙本資料將放置

於上鎖的櫃中，電子檔將以密碼保護等），不會對您造成（何種風險，例如：

名譽、金錢等），請安心做答。完成本問卷者，請將問卷繳回（請填寫問

卷回收方式）(另，如有提供研究補償，例如：原子筆 1 組、新台幣 50 元等)聊

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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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記名或編碼，請考慮徵詢參與者意願，原提供資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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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理）。 

若您對問卷內容有疑問或希望了解研究結果，本研究預計(請填寫

時間)後會完成，（請填寫回饋方式，例如：歡迎您與下列人員聯絡:本計畫主持

/聯絡人:○○○，電話:○○○-○○○○，email:_______________；或是，我們會將研究

結果公開在某網站，網址：       ，可自行參閱）。 

若您想諮詢或申訴參與研究的權益，本研究已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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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大學○○○系、○○大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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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3 

主持人：鄧建國 

計畫名稱：以自造者觀點探討高齡者健康輔助產品融入居家空間之設計

模式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本研究為兩年期計畫，第一年擬採取行動研究法，

逐步引導出設計；第二年將就第一年之研究成果，以創作策展之方式做

國內及國外的展示溝通。將招募 35~75 歲，共計 10 人，進行觀察記錄，

並與專家學者訪談歸納與彙整出有效設計機會與目前輔助用品，協調其

設計可能性，進而發展設計原型(產品設計師/編劇專家)，進而嘗試進行

行動與遊戲情境體驗及提出設計原則與初步衍生的設計模式，發展 6 組

初步之創作，以及系列之設計原則與初步設計模式，提供後續使用觀察

與一件評估之參考。再將初步研究成果進行跨領域設計延展與交流，其

中包含台灣與海外策展活動以互動體驗方式推廣高齡復健產品的親人性

與趣味性，以交大應藝所(不老事務研究室)為基地延展到多國設計學校

進行高齡主題研究交流，包含德國 Darmstand 技術應用大學(已初步取得

意願)、芬蘭 Aalto University、荷蘭 Eindhoven Design Academy 等國際設

計學校。 

執行期間：106 年 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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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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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改完成，通過。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第 1 次複審)： 

研究說明書的閱讀對象為所招募的參與者，目的在提供充分的資訊。建議修改

參與者說明書中「參與者納入與排除條件」(納入哪些參與者，並排除了哪些身

分的人)、「研究方法、程序與參與者配合事項」(請說明參與者參與該實驗該如

何配合操作)、「蒐集資料的保存方式及後續使用」(計畫主持人所收集到的資料

會如何保存及應用，非成果部分，而是 raw data)以及「可能產生之風險及副作

用」(指的是參與者在參加該實驗時可能產生的風險，而非目前社會上的狀況)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研究計畫書中申請免同意，但是在申請書”是否有變更知情同意之程序”中是

勾選”否”，煩請確認。 

2. 研究計畫書中招募對象寫”復健空間、長照機構的受觀察對象…”是否意指會

與長照機構內的受照顧民眾接觸，若是，(1)如何取得他們的同意?又他們是

否有完全行為能力或能充分了解後以表達同意?(2)所填寫 10 人中是否包含受

照顧民眾? 

3. 研究計畫書中勾選申請免同意亦勾選了申請免書面同意，建議以申請免書面

同意為主，能提供研究說明書給研究參與者以詳細了解其權利義務。 

4. 建議提供訪談大綱以供審查。 

 

<委員二>： 

1. 訪談長照中心高齡者是否需使其知情同意？ 

2. 高齡者是否有失智症老人？於招募條件是否能更具體說明？ 

3. 部分人員研習時數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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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2 

主持人：王志全 

計畫名稱：大學運動員高度競爭態度與反社會行為之關係研究-道德解離

的中介效果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此研究對象為 106 年大專籃球和足球聯賽一級與二

級進入複賽之男女隊隊員(20 歲以上)，預計招募人數為 500 人。以問卷

施測方式進行，探討大學運動員在高度競爭態度與反社會行為之關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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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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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2 月 6 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本研究以 106 年大專籃球和足球聯賽一級與二級進入複賽之男女隊伍為研究對

象進行 500 份匿名問卷施測。本案雖採匿名施測，惟研究目的係針對大學運動員

高度競爭態度與”反社會行為”之關係研究，宜注意研究結果發表之措辭是否具

有造成”特定族群”之歧視之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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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5-053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手機通知之感知與查看行為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此研究將沿用 Change and Tang (2015)的研究方法，

使用 phone logging 的方式記錄參與者的手機使用行為，並將使用團隊開

發的 app 擷取與觀看通知相關的資訊，包括手機通知、鈴聲模式、網路

狀態、GPS 位置、交通方式(假設人在開車中觀看通知的機率較低)，以

及使用者在通知上的動作，讓研究者可以知道使用者何時收到及觀看通

知；另外，會使用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 方法來詢問使用

者如何處理特定的通知，這些問卷會在偵測到使用者正在使用手機的時

候產生，並詢問使用者是否願意回答，同時提醒受測者使用手機觀看訊

息時應當避開正在操控汽車、機車，以免造成傷害。招募之研究對象為

20~60 歲，共計 25~30 人。 

執行期間：106 年 2 月 9 日至 106 年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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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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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已依審查委員建議修正完成。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研究計畫書中研究對象，煩請勾選是否納入亦受傷害族群，若無，煩請勾選”

未納入上述研究對象範圍” 

2.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中提到”本研究採匿名方式進行”，此研究有進行訪談、手

機資訊擷取或領拒簽屬，如何能做到匿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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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免除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76 

主持人：李博仁 

計畫名稱：以微流道與磁性鎳奈米粒子提升小細胞肺癌檢測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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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6-002 

主持人：魏彗娟 

計畫名稱：探討研究生學術倫理課程之互動性感知及學習模式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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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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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 (簡易審查) 

主持人：柯立偉 

計畫名稱：運用腦波及近紅外光造影探討專助力網絡在多人競爭下的大

腦神經機制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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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通過 

委員意見：已針對審查意見回覆說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4-010 (簡易審查) 

主持人：魏玓 

計畫名稱：重返台灣「媒體亂象」：定義、理論與方法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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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通過 

委員意見：通過審查。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4-014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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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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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6 日通過 

委員意見：均符合規定，同意存查。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4-039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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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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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研究預計收案 40 人，目前執行已一年，收案人數為 2 人，

建議評估是否需要延長研究期間。 

 

 

 

 



18 
 

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0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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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張維安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6 年 2 月 9 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計畫預計收案 20 人，惟目前為第一年尚在資料蒐集階段，

尚未進行收案。 

 

九、修正/變更案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12 (一般審查) 

主持人：王學誠 

計畫名稱：穿戴式盲人導航系統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王學誠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6 年 1 月 18 日通過 

 

十、撤案/終止申請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20 (一般審查) 

主持人：陳○昇 

計畫名稱：行動遊戲使用與正向娛樂經驗 

原因說明：本案於 105.05.19 申請，至今申請人未回覆完整申請資料，經

連繫後通知案件視同撤回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5-072 (免除審查) 

主持人：麗○ (Shutova Margarita) 

計畫名稱：Skinhead movement in modern Russia: different kinds of 

representation 

原因說明：本案於 105.12.19 申請，至今申請人未回覆完整申請資料且已

過計畫預定執行期限，經連繫後通知案件視同撤回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下午 02 時 10 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