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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32次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7年 3月 23日（星期五） 12點 20分 

會議地點：工程五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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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安委員(男)、張兆恬委員(女)、陶振超委

員(男) 

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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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在雯委員(女) 

校外：郭書辰委員(男)、曾冠瑛委員(男) 

（女性 5人，男性 5人；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委員共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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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鋕雄委員(男)、王學誠委員(男)、朱菊新委員

(女)、林欣柔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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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次會議紀錄 

三、本委員會自 107.1.1至 107.2.28收案狀況及審查級別統計分析如下：一般審

查 4件(含學生案件 1案、校外案件 0案)，簡易審查 5件(含學生案件 3

案、校外案件 0案)，免除審查 2件(含學生案件 0案、校外案件 0案)，共

11件，102年~107年案件統計表如下：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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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數 比例 

一般審查 1 9% 24 39% 19 35% 27 34% 29 34% 4 36% 104 35% 

簡易審查 9 82% 30 49% 23 42% 34 45% 49 57% 5 46% 150 50% 

免除審查 1 9% 7 12% 13 23% 15 21% 8 9% 2 18% 46 15% 

合計 11  61  55  76  86  11  300  

 



2 
 

四、一般案件審查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6-075 

主持人：牛玉珍 

計畫名稱：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教學之教材工具發展及推廣計畫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6/8/29~107/8/28，該研究將發展一套以

生活技能為核心之健康教育教材，計畫先針對現行國中小健康教育課程

與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之教科書，分析其中健康體位的教學主題以及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中健康體位之學習重點，再

編製教材由老師試教學後，以問卷方式進行成效評估，研究參與對象為

9~16歲，共計 1,100人(預計 18所學校)。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決議： 

1. 討論內容摘要：該案為國民健康署補助之研究計畫，研究將設計發展出一套

融入健康體位的健康教育試教課程，並抽出 18所國中小學為試教對象(皆已

取得研究場所同意書)，進行教材教學成效評估。計畫書中已簡要說明試教方

式，參與者匿名研究說明書文字簡要利於 9歲學童(三年級)閱讀及了解全

意，餘皆已依審查意見修正完成，建議通過。 

2. 票數紀錄：總投票數 10票，通過 10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票。 

3.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6-085 

主持人：莊競程 

計畫名稱：多功能無線貼片式近紅外光學組織檢測系統研發 - 以裘馨

氏肌肉失養症之臨床應用切入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8/1~110/7/31，該研究欲研發一套

『多功能無線貼片式近紅外光學組織檢測系統』，突破性的創新方面包

含硬體以無線微型化貼片式以及多通道(深度)設計，將可整合組織動態

功能性與結構性的生理資訊演算法開發，提供全面性且直接的局部組織

微循環生理資訊輔助臨床診斷應用、長期照護與治療追蹤。計畫第一年

研究團隊將開發出近紅外檢測系統，在相關安規與生物相容性測試之

後，臨床前試驗將於第二年系統優化時導入測試以校正系統正確性與穩

定性。預期研究取樣對象為 3~25歲正常發展兒童或成年人，共計 40

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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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討論內容摘要：該案為針對罕見疾病開發一檢測系統，目前為前側部分(以

健康成年者為測試對象)，後續臨床部分(以病患為檢測對象)將另案送醫院

IRB審查，對於檢測儀器的安全性和參與者同意書的內容皆已依審查意見

說明回覆，建議通過。 

2. 票數紀錄：總投票數 10票，通過 10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票。 

3.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7-002 

主持人：楊進木 

計畫名稱：AI創新研究中心專案計畫-智慧計算精準醫藥平台：整合動

態系統生物模型以探討糖尿病與肝癌間之機制及生物標誌與藥物開發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1/2~110/12/31，該計畫將向國家衛生

研究院人體生物資料庫申請檢體(台灣肝癌網)，供計畫進行實驗及研

究，期能找出 C型肝炎、肝癌與糖尿病間之機制及新穎生物標誌、標

靶藥物。預期研究取樣對象為共計 60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決議： 

1. 討論內容摘要：該案為透過台灣肝癌網申請檢體進行研究分析，其已依審

查意見說明釐清，建議通過。 

2. 票數紀錄：總投票數 10票，通過 10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票。 

3.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7-003 

主持人：吳昆峯 

計畫名稱：106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6/12/1~107/5/31，為了解台灣各縣市民

眾對於交通安全相關認知以及部分交通安全宣導之教育成效，將以問卷

調查對各縣市人口進行抽樣調查，藉此對各縣市民眾之交通安全文化有

概略的了解，研究結果有助提供相關機構持續推動交通安全政策及相關

宣導的方向。預期研究對象為 18~20歲，共計 1,500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決議： 

1. 討論內容摘要：該案為交通部補助之研究計畫，主要的研究對象為 18~20

歲(未滿 20歲)，以網路匿名問卷方式進行資料蒐集，透過了解用路人對於

交通環境和危險認知，提供未來交通規則及道路標示的改善。該計畫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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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透過家長團體來進行，以達受試者為未成年人需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的

合法性，就其問卷內容之基本資料也未涉及個資，對參與者之風險非常微

小，已依審查意見說明回覆，建議通過。 

2. 票數紀錄：總投票數 10票，通過 10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票。 

3.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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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簡易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6-078 

主持人：王志全 

計畫名稱：大學運動員道德解離與道德行為之關係：相互依賴性的調

節效果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8/1~108/7/31，研究對象以全國大專

院校手球、游泳和田徑隊之運動員為研究母群體，採問卷調查法進行

資料蒐集。以相互依賴性做為調解因子，來探究大學運動員道德解離

和道德行為的影響關係，以提供更完整的原理與作用機制。預期研究

對象為 20歲以上，共計 500人。 

執行期間：107年 8月 1日至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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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2月 12日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6-079 

主持人：盧郁安 

計畫名稱：借字中的多元音韻調整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8/1~110/7/31，該研究以中文借字對

於鼻母音違法的處理為例，致力找出音韻上及聽覺上對於多元音韻調

整現象之解釋。將會蒐集受試者聽學感知語料、發音聲學語料及超音

波舌位語料等進行研究，研究參與對象為 20~40歲，共計 390人。 

執行期間：107年 8月 1日至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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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3月 12日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6-083 

主持人：林顯豐 

計畫名稱：以電阻抗斷層成像技術及脈搏波速度技術，開發非侵入式

即時監控血壓的裝置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6/1~108/6/30，該研究為了達到連續

性、精準且可穿戴式之目標，計畫將採用以下研究方法開發非侵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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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監控血壓裝置：1.使用電阻抗成像技術(EIT)找出血管管徑長度、

2.使用心電圖(ECG)與電阻變化訊號計算出脈衝傳輸時間(PTT)，達到

連續測量與可穿戴之目標、3.使用以上兩種參數作為血壓數值評估的

依據，提升準確度、4.結合網頁、雲端與行動裝置，儲存資料與提升

資料的可攜性。研究參與對象為 20~40歲，共計 20人。 

執行期間：107年 6月 1日至 10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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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月 26日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6-084 

主持人：林顯豐 

計畫名稱：心臟同步下肢深層血管按壓裝置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6/1~108/5/31，該研究將研發一取代

EECP小型腿部按壓裝置，期能取代現行氣壓系統的體外反搏儀器，

能連續式的推動下之按壓深層血管，並透過控制系統心率同步的驅

動，完成系統的架構。透過實際實驗測試，進行分析其改善成效。研

究參與對象為 20~60歲，共計 15人。 

執行期間：107年 6月 1日至 108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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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2月 12日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6-087 

主持人：陶振超 

計畫名稱：混合情緒模式探索感動電影的欣賞感與享樂感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8/1~109/7/31，該計畫將選擇三部感

動電影，透過適當的量表與生理訊號、面部表情的檢測資料蒐集，研

究混合情緒模式能否成果解釋及預測欣賞感。預期研究取樣對象為

20~35歲，共計 400人。 

執行期間：107年 1月 23日至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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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7年 1月 23日 

決議：請陶振超委員協助迴避。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

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六、免除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1 

主持人：李博仁 

計畫名稱：以螺旋式微流道進行物理性攫取小細胞肺癌細胞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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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研究樣本是沿用

先前送審通過案件 NCTU-REC-105-076，來源購自「財團法人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生物資料保存研究中心」，研究資料為合法取得，且為去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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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2月 23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七、修正案審查案件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23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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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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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月 29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5-053 (簡易審查)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手機通知之感知與查看行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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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5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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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5-062 (一般審查)  

主持人：劉奕蘭 

計畫名稱：「爸媽,請不要管我上網」：親子互動與青少年網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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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月 23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通過。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5-071 (一般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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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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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2月 21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通過。 

 

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6-003 (一般審查) 申請展延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估測Minuku收集行動裝置註釋資料效能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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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2月 22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通過。 

 

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6-024 (簡易審查) 

主持人：王昱舜 

計畫名稱：旅遊地圖編輯與導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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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12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通過。 

 

序 

號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6-053 (一般審查) 

主持人：范揚騰 

計畫名稱：自閉症譜系症候群於感覺處理功能異常之內隱表現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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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12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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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6-058 (簡易審查) 

主持人：王昱舜 

計畫名稱：食物造型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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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2月 21日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通過。 

 

八、期中報告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16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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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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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2月 5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研究為匿名問卷，收案數符合核准範圍，研究期限尚未

屆至，持續收案中，建議同意期中報告。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5-044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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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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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5日通過 

委員意見：通過審查。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5-049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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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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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結果：107年 3月 5日通過 

委員意見：均充分回應審查意見，建議通過。 

決議：請陶振超委員協助迴避。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

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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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5-053 (簡易審查)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手機通知之感知與查看行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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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2月 12日通過 

委員意見：關於人數變更部分，建議提計畫變更申請以確保文件之正

確及完整性。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5-071 (一般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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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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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7日通過 

委員意見：尚未收案，無倫理風險。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九、結案報告審查案件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05 (一般審查) 

主持人：錢清香 

計畫名稱：探討狹域聆聽之輸入特色在泛聽活動中對英文字彙，聽力

流暢、閱讀速度及師生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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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2月 22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計畫已發表並於科技部辦理結案，計畫實際收案數超過

原預定收案數，爾後尚請注意。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4-054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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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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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5日通過 

委員意見：已依委員建議修正完成，建議通過。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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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5-023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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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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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月 29日通過 

委員意見：依計畫主持人陳述尚未招募受測者。建請結案。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5-067 (簡易審查) 

主持人：蘇冠暐 

計畫名稱：人體糞便潛血之光學檢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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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5日通過 

委員意見：無意見。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6-004 (簡易審查) 

主持人：官彥廷 

計畫名稱：星海爭霸 2遊戲重播視覺化系統論文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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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15日通過 

委員意見：無意見。鑒於簽名頁之日期 90%以上都非參與者簽屬，若

有疑慮，建議治理中心可以進行電話訪查。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6-052 (簡易審查) 

主持人：曾煜棋 

計畫名稱：使用腹式呼吸運動之心肺訊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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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結果：107年 1月 29日通過 

委員意見：執行進度自我評估：應填寫落後進度，原因主持人在收案

狀況已有說明。 

決議：請蕭子健委員協助迴避。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

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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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6-064 (一般審查) 

主持人：郭良文 

計畫名稱：106-107年青少年菸害防制識能素材開發計畫(106年)_問卷

調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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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15日通過 

委員意見：無意見。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十、撤案/終止申請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7-005 (簡易審查) 

主持人：孫淑蓉 

計畫名稱：探討以物質激勵首次捐血者之影響及成效 

原因說明：本案為因故暫緩進行，故撤案本計畫案。(撤案：計畫未經

本會核准，經評估不再進行 

決議：主席逐一詢問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且共識決，追認通過。 

 

十一、提案(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下午 14:00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