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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33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7年 5月 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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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鋕雄委員(男)、張兆恬委員(女)、陶振超委

員(男) 

校外：朱菊新委員(女)、林金雀委員(女)、魏翠亭委員(女)、張育瑄

委員(女) 

（生物醫學領域） 

校內：蕭子健委員(男)、王學誠委員(男)、曲在雯委員(女) 

校外：許志成委員(男)、郭書辰委員(男)、曾冠瑛委員(男) 

（女性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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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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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柔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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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次會議紀錄 

三、本委員會自 107.1.1至 107.4.30收案狀況及審查級別統計分析如下：一般審

查 10件(含學生案件 2案、校外案件 2案)，簡易審查 11件(含學生案件 6

案、校外案件 1案)，免除審查 7件(含學生案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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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6% 110 35% 

簡易審查 9 82% 30 49% 23 42% 34 45% 49 57% 11 39% 156 49% 

免除審查 1 9% 7 12% 13 23% 15 21% 8 9% 7 25% 51 16% 

合計 11  61  55  76  86  28  317  

 



2 
 

四、一般案件審查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6-056 

主持人：邱韻芳 

計畫名稱：部落營造計畫與原住民在地知識的建構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1/1~109/12/31，該研究為透過參與觀

察、訪談與感官民族誌的方式，分析原住民族人在活力部落計畫執行中

如何紀錄、延續與重振「文化」和「傳統」的過程。研究對象預計招募

18~80歲，共計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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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為整合型計畫，主要的研究對象為原住民族，以訪談及

參與觀察的方法，探討與紀錄原住民部落之文化活動。受試者年齡確認為

20~80歲，訪談的告知同意書已依委員意見修正完成。該案雖未去函原住民

委員會諮詢，但其已取得部落會議同意，且將會提供參與者同意書，經本會

討論，其研究範圍未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不適用原住民

基本法第 21條，計畫主持人已善盡維護研究參與者權益，同意不需再行文

諮詢原民會。 

2. 票數紀錄：總投票數 14票，通過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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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3 

主持人：林文玲 

計畫名稱：1950至 1960年代台灣原住民族照片檔案的感官民族誌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1/1~109/12/31，該研究將以民族誌感

官取徑之田野研究，結合視覺研究方法的工作模式，推動研究的進行。

邀請的研究參與者包括照片所在地的居民、照片人物及其後代子孫、耆

老、文史工作者以及村里與鄉鎮公所代表等接受訪談，研究參與對象為

20~75歲，共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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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如上案，該案為五個子計畫的整合型計畫(一至四子計畫

之田野研究資料與成果匯集成數位資料庫，供子計畫五寫作原住民族歷史

與民族當代議題，普及讀本的素材與資料)，將蒐集台灣原住民族照片，召

募 20-75歲 30位原住民，進行魯凱族、卑南族、太魯閣族、泰雅族與排灣

族之田野調查，重建原住民族的歷史生活樣貌。該案已行文原住民委員會

諮詢並取得同意，告知同意書已依委員意見修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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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票數紀錄：總投票數 14票，通過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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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5 

主持人：林顯豐 

計畫名稱：智慧型錐形杯上肢復健儀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計畫將研發使用具評估功能的智慧型錐形杯上

肢復健儀，並透過實驗測試，以建置好的智慧型錐形杯上肢復健儀驗

證布朗士狀分級表(Brunnstrom stage)各階級的動作能力，即紀錄手掌

抓握的反應時間、手臂移動的反應速度(包含移動距離與時間)。預計

招募 20~60歲上肢活動功能障礙或功能正常者，共計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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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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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 

主持人：陳姵樺 

計畫名稱：驗證中文版團隊能力知識技能情境判斷測驗之效度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6/8/1~107/7/31，該研究欲驗證一個線

上中文版團隊合作能力所需的知識與技能的情境判斷測驗，透過問卷

調查方式針對有期末團體專題報告的大學生與研究生為樣本。預期研

究取樣對象為 20~45歲，共計 300人。 

執行期間：107年 4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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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4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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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07 

主持人：陳一平 

計畫名稱：虛擬世界化身之設計原理-從個性與造型觀點的系統性探討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8/1~110/7/31，該研究將以網路問卷

方式進行調查，探討虛擬分身設計的造型元素與腳色個性之間的關

聯。預期研究對象為 20~45歲，共計 150人。 

執行期間：107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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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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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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09 

主持人：羅仕宇 

計畫名稱：注意力與意識之相關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3/1~110/2/28，該研究將以眼動儀進

行受試者注意力的反應紀錄，探討選擇兩個特徵時，相較選擇一個特

徵時，所造成的差異是來自於早期選擇還是晚期穩固階段。預期研究

對象為 20~50歲，共計 400人。 

執行期間：107年 4月 10日至 110年 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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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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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 

主持人：游師柔 

計畫名稱：智慧化穿戴式學習之即時互動回饋環境設計與學習動機系

列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6/12/1~109/11/30，該研究將透過實證

性研究(線上問卷以及 app實際操作紀錄)探討個人化博物館推薦系統

app與其結合穿戴設備對博物館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認知負荷與學習

成效之影響。預期研究對象為 20~40歲，共計 150人。 

執行期間：107年 4月 12日至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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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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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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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2 

主持人：潘璿安 

計畫名稱：探討臺灣研究生對於負責任研究行為之另有概念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3/15~107/7/31，該研究將採用自編

之雙層次測驗試題，以線上問卷系統方式進行調查，探討臺灣研究生

對於負責任研究行為之另有概念。預期研究對象為 20~50歲，共計

500人。 

執行期間：107年 4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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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4月 11日 

決議：請周倩委員(共同計畫主持人)協助迴避，由陳鋕雄委員代理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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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3 

主持人：金孟華 

計畫名稱：國民法官評議程序之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1/1~107/10/31，該研究將透過司法

院模擬審判，針對影子參審團之參與者進行觀察、問卷及焦點訪談，

以了解國民法官及影子參審團評議時的決策過程。預期研究對象為

23~70歲，共計 40人。 

執行期間：107年 4月 20日至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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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4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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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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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免除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4 

主持人：吳櫂哲 

計畫名稱：微創手術器械開發之使用者操作評估 

符合免除審查要件：於公開場合進行之非記名、非互動且非介入性之

研究，且無從自蒐集之資訊辨識特定之個人。此計畫研究僅收集收受

測者分別操作實驗器械(300g內)，以動作擷取系統獲知操作過程之絕

對位置，過程未獲任何生理數據、問卷及訪談資料，且皆在公開無害

之環境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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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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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7 

主持人：陶振超 

計畫名稱：廣告效果研究：原生廣告 vs.傳統廣告 

符合免除審查要件：於公開場合進行之非記名、非互動且非介入性之

研究，且無從自蒐集之資訊辨識特定之個人。此計畫研究於公開線上

平台進行資料調查及蒐集，且已充分保護研究參與者相關權益之責，

符合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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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日通過 

決議：請陶振超委員(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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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7-023 

主持人：蕭子健 

計畫名稱：「訊號與系統」課程專題-心肺耐力測驗下生理訊號擷取與

分析 

符合免除審查要件：於一般教學環境中進行之教育評量或測試、教學

技巧或成效評估之研究。此計畫研究基於教育之實作需要，且善盡維

護學生自主權和資料隱私權(資料有去連結)，符合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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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1日通過 

決議：請蕭子健委員(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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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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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正案審查案件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29 (簡易審查)  

主持人：張兆恬 

計畫名稱：人體生物資料庫治理之公民參與：理論與制度設計之法制

面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張兆恬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7年 3月 30日通過 

決議：請張兆恬委員(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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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4-029 (簡易審查) 申請展延 

主持人：張兆恬 

計畫名稱：人體生物資料庫治理之公民參與：理論與制度設計之法制

面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張兆恬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7年 4月 24日通過 

決議：請張兆恬委員(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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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序 

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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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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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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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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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6-054 (簡易審查)  

主持人：王昱舜 

計畫名稱：虛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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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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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9 (簡易審查)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發展情境與聯絡人關係之自動感知手機通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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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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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期中報告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7 (一般審查) 

主持人：趙昌博 

計畫名稱：非氣囊式及非侵入式連續血壓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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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日通過 

委員意見：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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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5-017 (一般審查) 

主持人：簡美玲 

計畫名稱：翻譯、跨境與日常：海外與臺灣客家族群經驗的浮現與轉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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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通過 

委員意見：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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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1 (簡易審查) 

主持人：盧郁安 

計畫名稱：音韻關係之感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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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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107年 4月 17日通過 

委員意見：主持人主動表明疑義處，此問題也並未影響受試者權益，

我個人意見是准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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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結案報告審查案件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4-016 (簡易審查) 

主持人：王兆華 

計畫名稱：豐富樂齡者健康生活的智慧電視體感互動平台－健康活動

設計因子與使用滿意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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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通過 

委員意見：已依委員審查意見補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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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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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4月 3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研究預計收納 30位參與者，實際收納 30人，完成 30

人，皆已簽署研究參與同意書，建議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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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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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4月 16日通過 

委員意見： 

1. 本研究預計收納40位參與者，最終訪談兩位，符合核准範圍。 

2. 參與者同意書簽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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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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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4月 2日通過 

委員意見：無(本計畫已結束，未收到合適個案資料)。 

決議：請張維安委員(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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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1 (一般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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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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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通過 

委員意見：收案數為零，無受試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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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4-043 (一般審查) 

主持人：邱韻芳 

計畫名稱：高等教授中的原住民知識建構與實踐-以暨大原鄉發展原住

民專班為立足場欲的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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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4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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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5-007 (簡易審查) 

主持人：曾仁杰 

計畫名稱：利用體感姿態辨識與心率感測評估酒醉狀態下對於作業疲

勞與生產力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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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 19日通過 

委員意見：參與者同意書已於期中報告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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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5-018 (一般審查) 

主持人：蔡淵輝 

計畫名稱：從不同的理論觀點評估團隊績效與其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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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日通過 

委員意見：均合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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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送審編號：NCTU-REC-105-031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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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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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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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送審編號：NCTU-REC-105-046 (簡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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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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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通過 

委員意見：已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正完成，建議通過。 

決議：請蕭子健委員(論文指導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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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十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6-011 (簡易審查) 

主持人：陶振超 

計畫名稱：媒體多工轉換行為與表現效能之注意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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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日通過 

委員意見：同意結案。 

決議：請陶振超委員(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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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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撤案/終止申請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7-008 (簡易審查) 

主持人：游師柔 

計畫名稱：虛擬實境應用於圖書館導覽之研究 

原因說明：本案先以預試評估研究的可行性，依據結果尚待研究變項

與完整性再考慮施測，故先撤案本申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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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7-022 (免除審查) 

主持人：何欣芳 

計畫名稱：應用德菲法分析品牌延伸策略之成功因素—以台灣有線電

視新聞台為例 

原因說明：本案考量研究設計與架構未臻完善，故先撤案本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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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案由：有關 NCTU-REC-104-022結案報告案，請討論。(提案人：該案審查

委員) 

說明：研究完成後資料儲存於雲端，是否符合資料安全性的要求？本會相

關規範沒有明定，請討論決議後續審查原則。 

決議：經本會討論資料存放於雲端存在資訊安全風險，考量雲端服務之隱

私權政策、備援機制及其可能隱含的商業行為，為符合研究資料安

全規範，不論保存位置，檔案本身須加密，以合乎資料隱私保護原

則，請計畫主持人務必遵行。 

 

(二) 案由：有關 NCTU-REC-105-050期中報告/修正變更申請案，請討論。(提

案人：該案審查委員) 

說明： 

1. 期中報告表十的說明及摘要稱問卷部分預計納入 500人，但問卷部分

實際的納入人數為 1061人超過本會核准範圍。 

2. 該研究未經申請變更，在 PTT張貼未經本會許可廣告招募參與者；期

中報告所附招募廣告內容，亦有以提供獎金誘使參與之嫌。然此變更

案是在已發生研究偏離後提出，變更內容雖未增加參與者風險，但預

計在 PTT進行招募的廣告應送本會審查。 

3. 研究助理須納入人力表並提出受訓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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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納入人數超出核准範圍、未經許可改變招募方式、使用不當廣告進行

招募，已構成研究之偏離，建議此變更案與期中報告一併提會討論。 

決議： 

1. 該案納入人數超出核准範圍，雖未增加參與者風險，但儼然已發生研

究偏離事件，其已於期中報告一併提出研究人數變更申請。未經審查

通過之招募文宣部分，請治理中心依「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

倫理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 SOP17實地訪查」辦理，進行實地訪查了解

其執行情況，依訪查結果進行通報表之填寫。 

2. 待實地訪查結束後，依人體研究法第十七條通報本校計畫管理單位(研

發處)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 

3. 為落實研究倫理計畫監管機制，請治理中心協助加強宣導，研究計畫

務必遵行審查會核定通過之內容。若有調整，須於執行前提出修正變

更申請，並經審查會通過始得執行。 

 

(三) 案由：有關 NCTU-REC-106-008結案報告案，請討論。(提案人：該案審查

委員) 

說明： 

1. 計畫審查過程，「樣本數」一詞可謂申請 IRB樣本數(風險樣本數)、

申請經費樣本數、及具統計涵義的樣本數。第一項為 IRB審查的核心

考量，但，通過核可後 PI發現實際執行情況無法未達原核可之樣本數

時(如審查回覆 PI提及：訪談樣本數下降，係因無法控制參與者意

願)，在未超過原核可樣本數與風險下，期中或結案報告說明即可。若

PI因故需提高原核可數(如：問卷樣本數增加 50%，係因社會科學領

域，越多樣本數後資料分析可行性越高)，則可依人體法規範提出說

明，辦理變更，核可後進行。 

2. 現 PI已說明原委，猜想，該增加項為台灣公眾之線上問卷，其型態可

能未因增加 50%收案數而影響原核定之風險，但詳實結果仍需請 PI回

覆。 

3. 誠如前述，若 PI回覆與猜想有所差異，則再提送審查；若相符，則請

REC中心代為確認並提會，針對人體法第 17條之規範一併討論。 

4. 《人體法第十七條》 

審查會對其審查通過之研究計畫，於計畫執行期間，每年至少應查核

一次。審查會發現研究計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令其中止並限期改

善，或終止其研究，並應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未依規定經審查會通過，自行變更研究計畫內容。 

二、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益或安全之事實。 

三、不良事件之發生頻率或嚴重程度顯有異常。 

四、有事實足認研究計畫已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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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生其他影響研究風險與利益評估之情事。 

研究計畫完成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審查會應進行調查，並通報研

究機 

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嚴重晚發性不良事件。 

二、有違反法規或計畫內容之情事。 

三、嚴重影響研究對象權益之情事。 

決議： 

1. 承如上案，此案納入人數超出核准範圍，雖未增加參與者風險，但儼

然已發生研究偏離事件，請治理中心依「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

究倫理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 SOP17實地訪查」辦理，進行實地訪查了

解其執行情況，依訪查結果進行通報表之填寫。 

2. 待實地訪查結束後，依人體研究法第十七條通報本校計畫管理單位(研

發處)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 

3. 為落實研究倫理計畫監管機制，請治理中心協助加強宣導，研究計畫

務必遵行審查會核定通過之內容。若有調整，須於執行前提出修正變

更申請，並經審查會通過始得執行。 

 

(四) 案由：有關 NCTU-REC-105-003結案及 NCTU-REC-106-042轉移案，請討

論。 

說明： 

1. 案件 NCTU-REC-105-003之結案報告逾期多時未繳交，擬依「國立交

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 SOP17實地訪查」辦

理，將進行實地訪查以了解其執行情況。 

送審編號：NCTU-REC-105-003 (逾期未結案) 

主持人：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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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通過執行期間：106年 4月 13日至 106年 9月 30日 

※催繳記錄： 

(1) 106年 08月 21日(繳交期限：106年 12月 29日)； 

(2) 106年 11月 27日(繳交期限：106年 12月 29日)； 

(3) 107年 01月 03日(繳交期限：107年 01月 12日)； 

107年 01月 25日接獲計畫主持人回信告知欲申請展延 

(4) 107年 03月 06日(繳交期限：107年 0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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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7年 04月 03日(繳交期限：107年 04月 09日)。 

 

2. 因該計畫主持人之服務機構異動，且未提出修正/變更申請，本中心多

次聯繫未果。因此，於 107年 3月 19日發文至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倫理

專案辦公室說明(交大倫理治字第 1071002983號)，擬進行案件之轉移

作業。惟，該單位欲以行政委託方式委由本委員會進行後續審查、監

督及查核。請討論決議後續處理方式。 

送審編號：NCTU-REC-106-042 (執行中) 

主持人：洪○凌 

計畫名稱：疾病現代性與他人的生命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該研究為將採質化研究方法，包括歷史資料的蒐集分析

和田野調查。延續自 2016年起在樂生療養院進行的調查，以現場觀察方式

記錄院民的日常生活經驗，並探討透過怎樣的組織、行動者、知識生產過

程、醫療實作而存續，以說明這種介入他人生命的新形勢如何產生與存續。

研究對象預計招募 50~88歲之樂生療養院民，共計 10人。 

核定通過執行期間：106年 11月 2日至 108年 7月 31日 

 

決議：經本次會議討論決議，請治理中心協助通知計畫主持人限期完成，

案件 NCTU-REC-105-003之結案程序，案件 NCTU-REC-106-042之

修正變更程序，若主持人仍不回應，本會將予以行政撤案處分並行

文至科技部(同時副本給予其所屬機構單位及該機構之研究倫理審查

單位)。 

 

(五) 案由：本委員會審查費用收費調整案，請討論。 

說明：為維護研究參與者權益，提高研究計畫送審意識，因此調整校內案

收費。 

1. 目前收費標準如下： 

類別 
校內 校外 

每案收費 每案收費 

PI 新案 10,000元 16,000元 

PI 免審 2,000元 2,000元 

學生 1,000元 不受理 

 

2. 為調整如下： 

類別 校內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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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案收費 每案收費 

PI 新案 5,000元 16,000元 

PI 免審 2,000元 2,000元 

學生 1,000元 不受理 

 

決議：通過，決議於 107年 8月 1日起適用。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下午 14:38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