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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43次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8年 7月 18日（星期四） 12點 20分 

會議地點：浩然圖書館 8樓 第三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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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振超委員(男)、張育瑄委員(女) 

校外：林金雀委員(女) 

（生物醫學領域） 

校內：曲在雯委員(女) 

校外：曾冠瑛委員(男)、許志成委員(男) 

（女性 4人，男性 4；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委員共 5人，生物醫學領域共 3人；已

達法定最低開會人數＜8人＞。） 

列席人員：劉盈嘉 

請假人員：蕭子健委員(男)、張兆恬委員(女)、鄭雲謙委員(男)、汪承宏委員(男)、朱菊新委員

(女) 、 林欣柔委員(女)、郭書辰委員(男)、魏翠亭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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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次會議紀錄 

三、本委員會自 108.1.1至 108.7.11收案狀況及審查級別統計分析如下：一般審查 29件(含學生案件

11案、校外案件 3案)，簡易審查 44件(含學生案件 20案、校外案件 1案)，免除審查 3件(含學

生案件 2案、校外案件 0案)，共 76件，102年~108年案件統計表如下： 

審查類別 一般審查 簡易審查 免除審查 合計 

件數/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102年度 1 9% 9 82% 1 9% 11 

103年度 24 39% 30 49% 7 12% 61 

104年度 19 35% 23 42% 13 23% 55 

105年度 27 34% 34 45% 15 21% 76 

106年度 29 34% 49 57% 8 9% 86 

107年度 47 41% 52 45% 17 14% 116 

108年度 29 38% 44 58% 3 4% 76 

總計 176 37% 241 50% 64 13% 481 

四、本校所屬人員執行其他機構之人體研究案備查清單如下(無) 

序號 姓名 單位 身分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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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案件審查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7-095 

主持人：牛玉珍 

計畫名稱：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教學教材模組推廣及成效評價計畫(107-108年)-108年後續

擴充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7/9/1~108/12/31， 該研究延續 106-107年國高中小之生活技

能融入健康體位教材模組之健康教育教材，於實際教學後的成果分析，並以匿名問卷方式進

行調查。研究參與對象為 11~16歲，共計約 15,000人(預計 19縣市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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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計畫，為延續型的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評估健康

體位教學模組推廣的成效，研究對象雖涉及未成年人(國中小學童)，但風險微小。因研究對象涉

及全臺包含離島共 11縣市的國中小學校，尚缺部份「研究場地同意書」，考量計畫研究執行的

風險微小，且相關細節已善盡對於研究對象的自主權和權益之維護，因此同意該研究執行，惟，

需於研究施測前完成「研究場地同意書」補件。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6票；

修正後通過 2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新聘

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通過，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8-015EF 

主持人：林聖軒 

計畫名稱：傳統術數預測模型工具之預測準確率及因果關係之估計—量表發展與資料分析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3/1~109/1/31，本研究團隊先前已提出一系列的研究方法，

從統計學、研究設計(study design)、以及因果理論(causal inference)的觀點出發，將各種傳統

命理學用統計預測模型的角度重新詮釋，並針對研究設計、測量方法、以及預測模型的建構

上提出一系列之方法論。因此本研究預計將過去發展之方法學，實際應用在命理學預測的研

究，本計畫主要針對當代最盛行「姓名學」以及「紫微斗數」兩大傳統術數命理工具為例介

紹研究方法，但本研究預計測量之項目將涵蓋所有傳統之術數命理工具。我們預計蒐集資料

並且分析從網頁和書籍了解的姓名學理論，對於命運以及主觀感受是否有統計相關甚至因果

關係。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將會探討利用農曆之生辰所預測的命盤，是否與個性、健康、感

情、與事業等有相符。以上研究皆將命理學的問題科學化，使資料科學家能夠針對命理的準

確度及理論體系進行客觀的科學研究驗證。這一系列的研究能夠將傳統智慧去蕪存菁，對於

保存與再現此一寶貴的文化資產有極大的貢獻。預計招募 20~65歲，共計 500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科技部計畫，從統計學、研究設計、以及因果理論的觀點出發，將各

種傳統命理學(姓名學以及紫微斗數)用統計預測模型的角度重新詮釋，並針對研究設計、測量方
法、以及預測模型的建構上提出一系列之方法論。相關內容已依審查委員建議修正，並善盡對

於研究對象的自主權和權益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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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通過，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8-029F 

主持人：蘇筠婷 

計畫名稱：棒球打者生理訊號與打擊表現之相關性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7/15~109/12/31，本研究將紀錄棒球打者在打擊時之生理訊

號以及打擊表現，進行後續資料分析。預計招募 18~30歲，共計 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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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學生學位論文案，招募棒球校隊球員，探討心跳、呼吸速率跟打擊表

現之間的相關性。審查針對知情同意的取得方式和是否存在潛在高權關係(校隊教練)的問題，皆
已釐清，相關內容已依審查委員建議修正，並善盡對於研究對象的自主權和權益之維護。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8-030F 

主持人：謝和融 

計畫名稱：設計師溝通困擾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6/17~108/10/11，本研究聚焦於設計師與專案執行時對上的

窗口，溝通時會碰上的溝通困擾為主。但每個案子執行時，最困擾設計師的不一定是找到新

奇創意的表現手法，而是如何與業主達成關於概念、手法等設計專業所要處理的問題的共

識。研究者將從實際案例中蒐集，有哪些溝通問題是設計師們常見的，透過溝通問題的案例

分析與歸納後，後續才能找到建議的方法來作為溝通的策略參考。如此，可以提供應對參考

給剛進入職場的設計者，使他們不用經歷多重的困擾經驗才能找到合適的溝通策略，減輕在

職涯上遇到溝挫折的負擔。預計招募 2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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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學生學位論文案，透過訪談三十名從事藝術與設計相關工作設計師，

研究探討溝通困擾點找到溝通策略。針對知情同意內容撰寫上的遺漏和誤植，皆已依審查委員

建議修正，並善盡對於研究對象的自主權和權益之維護。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通過，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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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8-039F 

主持人：施孟廷 

計畫名稱：虛擬實境與多重感官整合認知神經機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5/1~109/6/30，整合多重外在視、聽、嗅、味、觸與身體感

覺等感官資訊而形成個體知覺能力，是人類大腦與認知的基礎功能，能幫助個體區分自身與

他人、並與周圍外在環境流暢互動。過去的知覺心理研究發現：藉由適當的外在感官刺激，

如觸覺與視覺的不一致，可以產生認知不協調、改變身體擁有感，進而使個體產生暫時性的

錯覺，如 Rubber Hand Illusion (RHI)、Out-of-Body Experience (OBE)等 (Botvinick et al. 1998 ; 

Ehrsson 2007)。雖然已經有許多研究嘗試利用非侵入式性神經腦造影方式來探討知覺整合與

身體擁有感的認知神經機制（Ehrsson et al. 2004; Kanayama et al. 2017），然而，實驗設計的限

制使得個體不一定能有效產生認知錯覺。本研究參考 Botvinick et al. 1998 及 Ehrsson 2007的

經典實驗設計，並搭配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的應用技術建構貼近真實生活環境之視覺

刺激，讓個體產生暫時性的認知錯覺，並同步以腦電波（EEG）記錄儀量測大腦的電位變

化，以瞭解當下的認知神經生理運作情形。其後再輔以磁振造影（MRI）掃瞄技術獲取大腦

功能性連結與結構變化等生物資訊，以及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實驗參與者的主觀感受。

實驗獲得之腦電波資料將使用MATLAB (The MathWorks Co.)的 EEGLAB toolbox (Swartz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分析，而磁振造影資料則使用同為MATLAB toolbox的

SPM (The FIL Methods group)軟體分析，再使用 SPSS (IBM Corp.)軟體做相關數據的統計，並

用 ANOVA分析問卷數據、行為資料間的差異，最終得知腦部在虛擬實境環境之感官刺激下

會產生的神經活化變化或結構性改變。實驗預計招募 60位健康受試者（年齡 20-70歲），預

期結果能拓展虛擬實境在認知心理實驗的可用性，並幫助瞭解構成多重感官知覺整合的認知

神經運作機制。預計招募對象年齡為 20~70歲，共 60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學生學位論文案，主要透過頭戴式顯示器，進行虛擬實境的腦波觀察

實驗。針對實驗對於研究對象可能產生的風險，已依審查委員建議補充說明，均善盡對於研究

對象的自主權和權益之維護。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2

票；修正後通過 6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考量研究對象參與實驗過程的安全性，建議須排除暈眩症患者和目前有使用具眩暈副作

用的藥物者，以避免可預期的風險產生，維護其安全。修正後通過，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

告。 
 
 

序 

號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8-043EF 

主持人：詹雅筑 

計畫名稱：照護者抬舉動作之腰椎受力評估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6/1~109/6/1，護理人員的肌肉骨骼不適症患病率，為一般

全職工作者的五倍以上，其中發病部位過半數位於背部。有效的產品設計可幫助護理人員移



5 
 

動、並減少照護時的傷害風險，降低護理人員下背痛的根本原因，並協助搬運移位等工作。

因此，在安全移位的條件下，本研究希望透過抬舉實驗的實施，了解照護者使用不同的移位

方法(徒手搬運、使用移位腰帶，與利用本研究開發之移位輔具)時，其腰椎的負荷情形。預

計招募 20~40歲，共計 15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學生學位論文案，透過動力實驗收集資料，目的在設計開發移位輔

具，雖納入屬於從屬關係或高權關係的受試者，但預期可產生有益的研究結果，風險利益衡量

尚屬適當。審查針對實驗設計，被協助者和協助者所涉及的風險，需有妥善的安全防護規劃以

及緊急處置，以維護研究對象的安全保護。另針對屬有高權關係之受試者，已善盡維護其自願

性和權益。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8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該研究相關內容雖已依審查委員建議修正完成，但基於研究目的為開發照護者的抬舉輔

具，建議研究對象應具備專業照護訓練者為宜，否則難以標準化和安全地進行位移和抬舉的實

驗動作，且實驗過程須負重達 80公斤，研究參與者的肌耐力是否能負荷等疑慮，其面臨的實質

風險恐難以衡量，有違研究最低風險考量的原則。針對實驗所涉及的安全問題，建議實驗務必

由仿真人偶為優先，亦或是提供參與者保險，以維護參與者權益，確保相關損害賠償內容。針

對研究開發之輔具器材，業經前導性實驗 5次確認可負重 90公斤，請提供相關研究內容和具體

數據，以利審查。本案決議修正後再審。 

 

 

序 

號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8-047F 

主持人：陳炯志 

計畫名稱：仲介、雇主實踐與勞動條件：台灣外籍移工處境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6/1~109/11/30，在 1989年 3月推行 14項重要建設工程

（如捷運等）下，台灣開始其正規國際勞工遷移，並採用私人仲介制聘僱泰國籍，以及菲律

賓籍和印尼籍移工。同年，台灣簽署《台灣互惠關係法》（Taiwan Beneficial Relations Act），

指定優先引入菲律賓籍移工配額。在 1992年，招聘從事建築業，製造業，家庭看護及漁業

移工程序也越加正規化。在 2005年後，儘管這些大型基建工程勞動力需求減緩，但家庭看

護，中小型企業，遠洋及近洋漁業勞動力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當泰國及南韓等移工接收

國，已經轉向以國際備忘錄及政府運行移工招聘處的直接聘僱制時，台灣仍繼續採用私人仲

介產業（雖最近修法允許雇主直聘）。我們認為有必要深入研究仲介制度及雇主的實際運作

情況，以及這些運作對於不同國籍在台移工所造成的影響。預計招募對象年齡為 20～65 歲 

外籍移工與無證外籍移工，共 75 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針對外籍移工透過訪談收集資料，對部分屬於易受傷害族群的參與者

(無證移工)可能有高於微小風險的情形，但整體利益風險衡量屬適當。審查針對知情同意的方

式和資料保密，提供研究對象(外籍移工)通譯、不同語言版本之同意書，無證移工部分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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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匿名研究說明書，且對於參與風險皆有詳細載明，已善盡研究對象權益保障和隱私維

護。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7

票；修正後通過 1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8-048EF 

主持人：劉堉珊 

計畫名稱：「邊地」族群政治中的離散經驗與身份協商：喜馬拉雅高地邊區客居藏人的群際

關係與生活日常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8/1~110/7/31，本計畫將透過兩年時間，聚焦印度西北邊

境、東北邊境及尼泊爾的客居藏人，從扎根於日常實踐中的人群關係與地方脈絡，理解「離

散」、「客居」、「地方」與「國家」等概念在這些藏人生活中的意義，並檢視其在不同地方情

境中發展出的文化邏輯、生活態度與社會關係網絡。本計畫的「邊地」，包括了居住空間的

邊陲情境與跨域特性，也指涉了客居者因其身份在國家治理與文化社會生活中遭受限制、卻

也產生多種可能性的處境，計畫聚焦的田野地點，長期以來即為喜馬拉雅高地社群移動、貿

易往來的關口與交界，生活、往來於此的人群（包含當代客居藏人），即使在語言、宗教與

文化上仍分享著某種連結，卻在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因不同的政治際遇與族群文化身

份，成為國家治理下不同類屬的人群。以這樣的視角作為民族誌與理論視野的起點，本計畫

將從一個更具比較性且全面、包容的角度，重新思考藏人接近「永久」或長期客居的狀態，

如何鑲嵌進各地的社會關係網絡？其與地方社群在土地、資源與日常生活中的互動為何？如

何共同構築地方生活樣貌？本計畫對於拓展既有研究對藏人社會更多元樣貌及生活情境的理

解，具有開創性意義，也將為人類學的邊地與難民研究，帶入更多角度的對話空間。預計招

募 20歲以上，共計 15~30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針對客居印度西北邊境、東北邊境及尼泊爾的藏人難民進行田野觀察

和民族誌紀錄方式進行調查，審查針對以”保證書”方式來進行知情同意，已釐清相關疑慮，均
善盡對於研究對象的自主權和權益之維護。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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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九 

送審編號：NCTU-REC-108-053F 

主持人：劉奕蘭 

計畫名稱：校園霸凌事件中旁觀者助人行為的探討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8/1~111/7/31，校園霸凌對學生身心發展具有立即與長遠的

影響，為世界各國學校普遍重視的議題。霸凌是一個團體動力的歷程，霸凌事件發生時通常

有旁觀者在場，旁觀者採取保護、袖手旁觀、或者助長的行為，都將影響霸凌行為的持續或

中止。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從個人因素（如：情緒感受、自我效能、個人責任感、從眾程度）

和情境因素（如：霸凌類型、旁觀者人數、旁觀者助人的意圖）來檢視旁觀者是否助人的行

為反應。本研究計畫將以實驗設計的方式來檢視影響旁觀者助人行為的反應。本計畫預計以

3年的時間進行一系列的探究，第一年將製作動畫影片，並比較在不同霸凌情境下，動畫影

片的研究方法是否比傳統文本調查的方法更能引發受試者的情緒感受、自我效能感與助人行

為意願。第二年則探討在不同霸凌情境下，不同人數的旁觀者是否造成不同程度的個人責任

感、情緒感受、自我效能感與助人行為。第三年則進一步檢視在不同霸凌情境下，旁觀者抑

制或助長的行為是否造成不同程度的從眾行為、情緒感受、自我效能與助人行為。三年研究

計畫的受試樣本將為新竹縣市國中 8年級學生，預計每一年度招募 160~180名樣本。資料分

析方式將採多變量分析的統計方法來檢視實驗操控的結果。預計招募對象年齡為 13～15

歲，共 600人(每年 200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針對國中生透過問卷及實驗設計(觀看與霸凌行為相關動畫影片)收集

資料，對參與者有高於微小風險，但參與者也可能受益，風險利益衡量上屬適當。審查針對研

究過程對於研究對象所採取的保護措施和參與者自主性的顧慮，皆已盡到妥善的維護。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序 

號 

十 

送審編號：NCTU-REC-108-056F 

主持人：葉修文 

計畫名稱：應用語料庫方法於英文專利文件閱讀教學：學習策略，篇章分析，和字彙學習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8/1~109/7/31，專利文件是科技研發成果的最大宗，也是最

早被公開披露的研發成果之開放資源，重要性不亞於閱讀期刊論文，因此陪養學生閱讀英文

專利文件的能力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但對於國內 EFL學生卻有三大困難與挑戰：第一，由

於缺乏正確的學習策略，面對龐大且快速累積的專利文件資料量往往讓人感到迷失；第二，

EFL學生對於英文專利文件的文體結構的不熟悉導致閱讀動機缺乏；第三，EFL學生對於專

利英文字彙不熟悉而影響閱讀理解。事實上專利文件的文體結構十分制式，專利文件用語的

重複性高，所使用的語言變化少，適合透過語料庫的工具與方法來設計教學。由於電腦科技

的進步、電腦儲存能力的突飛猛進、語料庫工具的快速發展、與各種索引軟體工具的研發

等，語料庫方法及研究已被應用於許多語言教學研究中，語料庫工具與方法的特點也符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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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前述三個問題的需求。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應用語料庫工具與方法於英文專利文件閱讀教學

中，目的在幫助 EFL學習者應對上述三個挑戰和困難。本計畫將採用 Römer (2011)的分類：

『直接應用』(學生和教師可以直接應用語料庫)，以及『間接應用』(教師可以間接應用語料

庫來設計教學大綱和開發教材)，從不同角度探討語料庫於語言教學的應用。本研究具體目的

在探討學生閱讀英文專利文件的需求與先驗經驗、學生以專利資料庫搜尋英文專利文件的經

驗、教師透過語料庫為輔助工具設計的課程、教材與教學活動，和探討學生對於教師將語料

庫應用於英文專利文件閱讀教學的學習態度與學習策略。研究方法將以『課室研究』為主

軸，除了行動研究方法外，並使用問卷、訪談等，探討研究問題。預計招募對象年齡為 22 

歲 以上，共 25人。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  ■否 

1. 討論內容摘要：該研究為英語教學的課室研究，招募二十五位修習交通大學『研究生英文』，

透過問卷及課程收集資料，主要針對研究計畫主持人具高權關係的授課學生，針對學生參與研

究的自主性和參與與否不影響其授課權益及成績部份，皆已完備對於研究對象的自主權和權益

之維護。對參與者屬於微小風險，風險利益衡量上屬適當。 
2. 票數紀錄：經確認參與表決投票人員組成比例/身份符合相關法規。總投票人數 8人(通過 8

票；修正後通過 0票；修正後再審 0票；不通過 0票)；棄權 0人；離席 0人；利益迴避 0人；

新聘委員觀摩 0人。 

3. 決議：通過，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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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簡易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8-004E 

主持人：賴至慧 

計畫名稱：從混合線上線下數據與橫跨組織與個人層面看災害風險防治議題網絡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9/9/1~111/12/31，災害風險防治議題對於經濟、社會、政

治、以及文化發展等都影響甚巨,但目前相關的理論與實證,特別是傳播領域,都有所侷限。著

眼於此,本研究採鉅觀的理論觀點,同時從組織與個人的角度出發,探討災害風險防治議題網絡

中,不同型態的組織與民眾個人,如何在線上議題的討論中彼此影響以及影響機制為何。採縱

貫研究設計,本研究結果對於社會科學,特別是風險與環境傳播、災難社會學、組織公關、媒

體效果等領域,提供重要貢獻。具體而言,本計劃預期達成下列四項子目標:第一、了解關於台

灣災害風險防治議題相關的線上討論網絡,包括民眾、新聞媒體、公民組織、企業與政府單

位,彼此如何相互影響;第二、了解關於台灣環境風險防治議題相關的公民組織與企業,彼此間

的網絡關係與透過社群媒體的傳播策略,如何影響其組織的韌性以及與民眾溝通的傳播能力;

第三、調查台灣民眾對於環境風險防治議題的感知、資訊與反應行為,如何受到個人認知與

態度差距、社會網絡、媒體科技使用等不同層面的因素所影響;第四、提供台灣災害風險防

治政策建議以及建立社會韌性的機制。預計招募 20~65歲，公民組織 50個、企業組之 50

個、個人問卷(第 1波)2000份、個人問卷(第 2波)600份。 

執行期間：109年 9月 1日至 111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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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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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4E 

主持人：郭宗承 

計畫名稱：利用深度學習實現活化過程中不同階段血小板之自動辨認與計量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3/1~109/3/1，血小板在活化過程中會吸收凝血因子並產

生型變並進一步互相接合成痂，而這步驟是傷口癒合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另外藉由追蹤血

小板活化過程也可以達到監控疾病活動、神經性疾病與患者投藥後生理反應。目前的對於

血小板的辨認仍然停留在以專家人工辨識，此步驟不僅耗時耗力，同時也難以避免人為主

觀性所造成的誤差；本計畫預計利用深度學習讓神經網路自動辨認活化過程中血小板的狀

態並完成自動計量，以加速並改善目前研究方法的成果。本申請案將延伸電漿促進凝血之

研究，抽取血液後，拍攝其經電漿處理後血小板之相片，組建成資料庫後代入神經網路中

進行分析並完成辨認與計量。預計招募 20~30歲，共計 20人。 

執行期間：108年 6月 6日至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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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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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6日 

決議：請鄭雲謙委員(共同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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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8-016E 

主持人：陳永昇 

計畫名稱：以腦反應訊號進行音訊之重構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8/1~111/7/31，隨著腦科學領域技術的成熟以及人工智慧

的發展，實現如何透過大腦活動之量測及運算來重現人類接收到外界聲音刺激，已成為熱

門的研究議題之一。本三年期的研究主軸，藉由過去本研究團隊在大腦訊號解碼及視覺影

像重建之研究中所獲得的技術及經驗，我們將使用量測受試者接受外在與情緒相關音樂之

腦電波訊號，以深度學習技術(包含卷積式類神經網路及生成式模型)來分析龐雜的大腦活動

訊號，藉以深入探索人腦功能，並重建受試者所聽到的聲音訊號。預計招募 20~40歲，共

計 10人。 

執行期間：108年 8月 1日至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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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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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9E 

主持人：佘曉清 

計畫名稱：科學學習大腦認知迴路機制與腦機互動應用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6/1~109/12/31，本計畫採用 fMRI、EEG、眼動儀、人臉

辨識等 multimodal方式探討人類在科學學習時的認知思考、記憶大腦迴路、大腦功能性連

結的機制。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預期能由磁振造影與腦波、眼動、人臉辨識等資料，得

知科學學習的推理歷程中大腦迴路與聯結的機制，並希望能瞭解學習的效能是否因腦區間

的迴路與連結而有所差異，期望未來能提出對科學教育學習的具體建議。預計招募 20~30

歲，共計 150人。 

執行期間：108年 6月 6日至 109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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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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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8-020E 

主持人：陳永昇 

計畫名稱：言語溝通中情緒表達與理解之腦神經機轉解碼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6/1~109/12/31，社交溝通(social communication)是人與人

建立連結與關係的途徑，言語(speech)表達更是互動交流時最常使用的溝通方式，言語表達

包含了文字/語言性的對話內容(content)與非語言的韻律(prosody)，而說話的韻律通常傳達了

說話者的情緒狀態及意圖，也是溝通中容易受到個人感知等因素影響而產生偏誤或忽略的

部份。因此，本整合研究將先針對互動對話中情緒傳達(表達與理解)的大腦機制進行腦訊號

解訊與機轉探討，並利用創新科技(如深度學習網路)解碼大腦處理對話中情緒傳達之腦訊

號，逐步朝人性化對話照護系統或臨床應用等發展。預計招募 20~50歲，共計 120人。 

執行期間：108年 6月 17日至 109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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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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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8-022E 

主持人：蘇冠暐 

計畫名稱：人體排泄物潛血之光學檢測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4/1~109/2/28，本計畫針對採集之排泄物及微量血液樣品

進行測量，建立不同樣品對應之光譜資料，並優化量測技術及系統。預計招募 20~30歲，

共計 3人。 

執行期間：108年 6月 21日至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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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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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8-023E 

主持人：賴映儒 

計畫名稱：電商平台之買家消費習慣與賣家銷售行為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7/1~108/12/31，本計畫透過問卷調查買家或賣家在消費

或銷售行為時，對於付款方式的需求及喜好原因，以及達成交易前彼此資料揭露重要度。

目標:知曉多數人喜好使用或開設的付款方式，並且對於彼此資料的重要程度，再將此意見

寄信提供給電商，讓電商在進行平台策略規劃時有所考量，以及當身為賣家時，採取何種

銷售手段以利成功出售物品能有所依據。預計招募 20~65歲，共計 200人。 

執行期間：108年 7月 1日至 108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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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5月 27日 

決議：請蕭子健委員(共同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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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8-025E 

主持人：林佳弘 

計畫名稱：以磁珠式數位微流體免疫檢測晶片進行骨質轉換因子檢測之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1/1~108/12/31，本計劃之目標即是利用本研究團隊開發

出的磁珠式數位微流體免疫檢測晶片進行骨質轉換因子檢測，此種晶片能透過電濕潤技術

使反應液體體積大幅縮小，除了可以降低所需樣品量體積、減少檢測所需時間外，也可利

用磁珠聚集的方式提升螢光亮度。在含固定待測物的液滴量下，較少的磁珠顆數可使每顆

磁珠能夠接著上較多的待測抗原，使得平均每顆磁珠產生更強的螢光訊號來進一步降低偵

測極限，並且利用非對稱式電極設計及改良式清洗技術達成少磁珠顆數時的免疫檢測，而

所有反應及檢測流程都在同一晶片上完成。此外，更進一步希望利用本技術可達 pg/ml等

級的低偵測極限此項優勢，對唾液或尿液等檢體進行即使極低濃度的骨質轉換因子檢測，

而希望發展出非侵入式的骨質轉換因子檢測方法，能更快速更精準地提供骨質轉換因子濃

度給醫療人員進行進一步的骨質診斷。預計招募 20~40歲，共計 40人。 

執行期間：108年 6月 13日至 108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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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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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送審編號：NCTU-REC-108-026E 

主持人：徐文祥 

計畫名稱：以磁珠式數位微流體免疫檢測晶片進行骨質轉換因子檢測之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1/1~108/12/31，本計劃之目標即是利用本研究團隊開發

出的磁珠式數位微流體免疫檢測晶片進行骨質轉換因子檢測，此種晶片能透過電濕潤技術

使反應液體體積大幅縮小，除了可以降低所需樣品量體積、減少檢測所需時間外，也可利

用磁珠聚集的方式提升螢光亮度。在含固定待測物的液滴量下，較少的磁珠顆數可使每顆

磁珠能夠接著上較多的待測抗原，使得平均每顆磁珠產生更強的螢光訊號來進一步降低偵

測極限，並且利用非對稱式電極設計及改良式清洗技術達成少磁珠顆數時的免疫檢測，而

所有反應及檢測流程都在同一晶片上完成。此外，更進一步希望利用本技術可達 pg/ml等

級的低偵測極限此項優勢，對唾液或尿液等檢體進行即使極低濃度的骨質轉換因子檢測，

而希望發展出非侵入式的骨質轉換因子檢測方法，能更快速更精準地提供骨質轉換因子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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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給醫療人員進行進一步的骨質診斷。預計招募 20~40歲，共計 40人。 

執行期間：108年 6月 6日至 108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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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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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送審編號：NCTU-REC-108-027E 

主持人：金孟華 

計畫名稱：促進國民法官實質評議之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1/1~108/10/31，本研究團隊於 107年 1月至 10月間受委

託進行「國民法官評議程序之研究」，觀察一般民眾在沒有法官一同參與評議程序時，可能

會遭遇之困難；同時，也對正團的評議過程進行分析，觀察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間的互動

關係，最後歸納出可能得以促進國民法官實質評議之改進方案。因此，本次計畫(108)擬延

續前次計劃(107)之研究成果，藉新一波模擬審判之機會，透過正團與影子團之相互比較，

評估測試該改進方案在審判中之可行性及成效。預計招募 23~70歲，共計 40人。 

執行期間：108年 6月 25日至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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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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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8-031E 

主持人：范毓婷 

計畫名稱：規範性從眾的力量—以社群為例，探討線上社群的團體歸屬感對規範性從眾以

及品牌、網紅的態度和購買意願之影響力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3/1~110/2/28，本研究旨在測量團體歸屬感之感知與從眾

行為之關聯，以及從眾行為之發生在觀看社群發文後，是否影響其品牌態度和主觀規範和

個人消費意圖。本研究旨在操弄個人「對於感受到團體之壓力」，是否會影響其規範性何資

訊性影響，進而影響其從眾行為之感知，最終影響其對品牌態度以及主觀規範至購買意願

之影響。根據過去文獻爬梳，2016年 Sherman, Payton, Hernandex, Greenfield與 Dapretto的

研究，指出社群媒體 Instagram上面的按「讚」動作，可以作為一個社會認可的量化指標。

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操弄「團體歸屬感」以及「同儕的 按讚之行為」作為操弄變項，了解

此兩項變項是否會影響其從眾意願，進而改變品牌態度和主觀規範。本研究在證明Michelle 

Baddeley所點出的—規範性影響相較於資訊性影響對從眾行為的影響力甚大（2018）。作為

未來於未來越來越蓬勃發展的社群網紅以及品牌行銷，將會有更大的突破性發現。預計招

募 20~35歲，共計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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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間：108年 6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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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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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8-037E 

主持人：張智豪 

計畫名稱：聲光同步驅動耳機驗證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3/25~109/2/20，運動員需要每天面對不同 的挑戰,適當的

休息是運動員最需要補充的,而利用運動員在休息時最常使用 的休息方式:戴耳機聽音樂。

利用藍光照射來刺激運動員的副交感神經以達到快 速放鬆的狀態。預計招募 20~40歲，共

計 15人。 

執行期間：108年 3月 25日至 109年 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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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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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8-045E 

主持人：林輝陽 

計畫名稱：中高齡者行動能力系統驗證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5/27~109/5/27，根據統計台灣中年人擁有規律運動習慣

的人僅有 20%，持續運動到老年可增加適應日常生活能力，於此如何提前給予警訊變成相

當重要，而到醫院或安養據點檢查常造成民眾前往的意願降低，目前較多高齡者居住於家

中，而居家檢測系統則著重於安全照護及危險偵測為主，較少針對行動能力檢測，使得中

高齡者忽略其自身能力的衰退而不知並邁向失能。因此本研究希望驗證一套自製中高齡者

行動能力居家檢測系統，來增加居家檢測的便利性。主要評估中高齡者之步行、起立坐

下、平衡及握力，來增加檢測的便利性及增加運動意願。預計招募對象年齡為 20~30歲 10

人、50~80歲 20人，共計 30人。 

執行期間：108年 7月 1日至 109年 5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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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執行期限繳交結案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7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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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8-068E 

主持人：柯明道 

計畫名稱：發展偵測大腦異常電位訊號之智慧型可適性深腦刺激系統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計畫預計 108/6/1~109/12/31，本研究將配合共同主持人陳瓊珠醫師於

林口長庚醫院執行之臨床試驗，分析所取得之局部場電位訊號、病人生理病徵及相關病歷

資料之相關性，預期透過偵測交替變化的β共振訊號，作為可適性深腦刺激術應用在帕金

森病人步態不穩的症狀改善概念驗證上。受試者的納入與排除條件，招募方法與數目依林

口長庚醫院執行之臨床試驗執行。受試者為在長庚醫院接受神經外科醫師於雙側視丘下核

植入深腦刺激電極(Model 3389, Medtronic, USA)的帕金森病人，試驗前皆須簽署知情同意書

(informed consent)。植入電極到植入刺激器間隔約 7天，試驗在植入刺激器前完成。可適性

深腦刺激術包括偵測病人視丘下核異常的局部場電位，經由本計畫設計的演算法分析刺激

閾值後，功率超過閾值的局部場電位訊號就觸發刺激器給予適當刺激參數的電刺激。本試

驗中有關局部場電位訊號的偵測、放大、濾波、類比數位訊號轉換及電刺激的輸出，是透

過功能神經外科電生理導航系統 NeuroOmegaTM (Alpha Omega, Israel)執行，而訊號處理與

判斷的演算法是透過個人電腦裡的Matlab軟體執行，相關的實際試驗硬體規格需求將作為

開發晶片系統的參考依據。預計招募對象年齡為 20~75 歲，共 20人。 

執行期間：108年 6月 24日至 109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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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8年 6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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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免除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8-018W 

主持人：張淳涵 

計畫名稱：餐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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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於公開場合進行資料調查及蒐集，採用非記名、非互

動、非介入性方式進行，研究對象非易受傷害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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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子健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8年 5月 28日通過 

決議：請蕭子案委員(共同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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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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8-067W 

主持人：方偉騏 

計畫名稱：多模態健康生理訊號應用在心血管疾病高風險病人之居家心理照顧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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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研究僅針

對 Physio Net中的MIT-BIH資料庫進行資料分析，且該資料為公開且去連結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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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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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審查案件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17 (一般審查) 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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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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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認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6-003 (一般審查) 展延、增加研究團隊成員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增強與建模行動使用者於群眾外包之移動註解任務接受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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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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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6-035 (一般審查) 展延 

主持人：鄭仕弘 

計畫名稱：鞋類款式與視覺質感之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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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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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認通過。 

 

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6-038 (一般審查) 主持人所屬機構變更、計畫名稱變更 

主持人：林銘煌 

計畫名稱：智慧型 VR/AR體驗館的服務設計：以沈浸式著色紓壓丶虛擬空間手繪與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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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為例(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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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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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6-068 (簡易審查→一般審查) 審查級別變更 

主持人：陳毓丞 

計畫名稱：日常生活動作及平衡穩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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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5月 31日通過(第 42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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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3 (一般審查) 主持人所屬機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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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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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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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5 (一般審查) 展延 

主持人：陳冠文 

計畫名稱：基於視覺定位與深度學習結合的盲人認知導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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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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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9 (簡易審查) 增加收案數、變更人力和增加線上問卷議題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數位金融資料中研發多維度數位金融魔方探勘技術與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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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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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9 (簡易審查) 修改線上問卷內容敘述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數位金融資料中研發多維度數位金融魔方探勘技術與應用-發展情境與聯絡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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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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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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送審編號：NCTU-REC-107-034 (簡易審查) 變更研究設計內容改匿名問卷(申請免書面同意)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地點推薦智慧系統來源選擇之數據收集與模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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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5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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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7-034 (簡易審查) 增加統計方法、修改招募文宣和說明書內容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地點推薦智慧系統來源選擇之數據收集與模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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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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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7-076 (一般審查) 修正計畫名稱 

主持人：徐于晴 

計畫名稱：探討國中生數學學習動機與學習焦慮於理財彈性課程中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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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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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認通過。 

 

 

八、期中報告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50 (一般審查) 

主持人：賴至慧 

計畫名稱：如何透過新科技建立長期性的災難復原與適應能力：從生態系統角度研究個人

與群體的非災難與災難時的資訊傳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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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21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研究預計收納 100人，執行迄今收案 4人，符合核准範圍，但建議主持人注

意收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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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6-073 (一般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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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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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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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結案報告審查案件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5-027 (簡易審查) 

主持人：陳姵樺 

計畫名稱：依據團隊能力知識技能發展中文版情境判斷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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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5月 31日通過 

委員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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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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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9日通過 

委員意見：經本會第 42次審查會議決議：針對本案知情同意程序上之瑕疵，非以原核定之

內容和方式執行，考量研究對象涉及之風險增加微小，為確保研究倫理之基本原則，決議

本案後續處理方式如下： 

(1) 第一階段 37份研究資料可納入研究分析，但其書面參與者同意書須於接獲本次決議後

限期兩週內銷毀，並提供銷毀之紀錄後，同意其結案； 

(2) 若計畫通過後欲調整執行方式，依據人體研究法第五條規定，研究計畫內容變更時，

應經原審查通過之審查會同意後，使得實施。請務必依程序，向本會進行變更申請，通過

後方可執行； 

(3) 為協助研究團隊瞭解及遵守相關規範，計畫主持人須重新接受知情同意相關議題之研

究倫理教育訓練 3小時即可，若非知情同意程序之議題則須達 6小時； 

(4) 鑒於研究計畫變更頻率和執行偏差的狀況，對於本研究主持人所提之研究案，將加強

追蹤管理頻率。 

 

該案計畫主持人已銷毀相關文件(已檢附銷毀紀錄)以及完成相關教育時數(已檢附教育訓練

證明)，因此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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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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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6-043 (一般審查) 

主持人：林淑敏 

計畫名稱：新住民職場經驗的敘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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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13日通過 

委員意見：已依審查委員意見釐清說明，並補正參與者同意書簽署版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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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9 (簡易審查) 

主持人：魏玓 

計畫名稱：東南亞地平線上昇起的華人明星：產業、歷史與文化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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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10日通過 

委員意見：只收案二件，均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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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7-064 (簡易審查) 

主持人：張永儒 

計畫名稱：連結虛擬與現實：虛擬世界之智慧通知服務系統之研究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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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2日通過 

委員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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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7-065 (一般審查) 

主持人：劉奕蘭 

計畫名稱：靈氣介入對助人工作者負向情緒調節與專業枯竭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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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5日通過 

委員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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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送審編號：NCTU-REC-107-082 (簡易審查) 

主持人：周倩 

計畫名稱：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生學術誠信知能素養與行為傾向調查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周倩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查結果：108年 6月 17日通過 

委員意見：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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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周倩委員(計畫主持人)協助迴避。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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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送審編號：NCTU-REC-107-096 (一般審查) 

主持人：呂彥儒 

計畫名稱：析論東南亞經濟成長對新住民家庭母語教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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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28日通過 

委員意見：本研究核准收案 20人，執行完畢收案 13人，參與者無不適情形，同意書簽署

完整，資料保密措施適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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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撤案/終止申請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7-018 (一般審查) 

主持人：張幼珍 

計畫名稱：利用物聯網問題和科技工具引導學生合作自學 Python語言 

原因說明：因本研究未獲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補助，因此未能進行，且沒有收案，故申請

終止。(終止：計畫業經本會核准，因故停止進行，之後不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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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8E (簡易審查) 

主持人：伍紹勳 

計畫名稱：全功能無線多導極心電圖儀之個人攜帶式與病房臨床監測系統設計開發 

原因說明：因故申請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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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8-024F (一般審查) 

主持人：黃柏元 

計畫名稱：老人行走模式分析 

原因說明：因無後續執行需求，故申請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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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8-032E (簡易審查) 

主持人：陳柏翔 

計畫名稱：智能羽球教練 

原因說明：因故申請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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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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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8-033E (簡易審查) 

主持人：杜杰 

計畫名稱：透過易用性測試提升網頁服務使用者體驗 

原因說明：因研究團隊評估實驗對於已開發完成的網站無必要執行的需求，故申請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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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送審編號：NCTU-REC-108-035F (一般審查) 

主持人：廖珮倫 

計畫名稱：偏頭痛長期就診之腦電圖譜變異性研究 

原因說明：因無後續執行需求，故申請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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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8變更申請/結案報告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案為簡易審查案件，同時為學生案件，原核定計畫書內容，預計招募對象為 15人，研究

對象未包括與共同主持人(指導教授)具從屬和高權關係之學生，然，實際執行所招募之參與

者 10位中有 3位為研究室同學，有關計畫主持人針對研究室同學自主權之說明，建議提會

討論。 

2. 該案業經本會第 41次審查會議決議： 

(1) 本案尚不同意其結案，請研究計畫主持人如實聲明收案之對象 10位中有幾位具從屬高

權關係之學生，其研究數據不能納入研究分析使用，若研究數據不足，得以向本會提出

變更申請展延計畫期間，再另其收案。 

(2) 為協助研究團隊瞭解及遵守相關規範，計畫主持人須重新接受受測者權益保護相關之研

究倫理教育訓練 3小時或非受測者權益保護之議題 6小時。 

3. 計畫主持人聲明收案之對象 10位中有 7位具從屬高權關係之學生，且研究已完成分析和論

文發表。因此欲以行政程序補正方式，提送變更申請，審查級別由簡易審查變更為一般審

查，原審查委員意見「考量計畫主持針對參與者之招募”細節”均有顧及參與者之身心健康及

意願，建議同意變更級別」。 

4. 該案業經本會第 42次審查會議決議：考量本案影響的情節輕微，且顧及對於研究對象的自

主權和隱私保護，因此同意其變更和結案，惟，為協助研究團隊瞭解及遵守相關規範，計畫

主持人和共同計畫主持人皆須重新接受受測者權益保護相關之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3小時或非

受測者權益保護之議題 6小時。 

5. 該案共同計畫主持人針對委員會決議結果，提出意見如附件一，籲請委員會協助釐清。 

決議：本委員會針對本案的決議為維持原議(第 42次會議決議內容)。本委員會受理學生論文案

件的前提要件為指導教授需擔任共同主持人，用意在於指導教授有監督其執行過程是否

遵行研究倫理之責，因此有其連帶責任。考量該案雖疑似偏離研究，但對於研究對象無

產生實質損害，才於第 42次會議由審查會議共識決議，勉予同意變更原簡易審查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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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一般審查級別，並同時要求計畫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完成研究倫理教育訓練，以強

化遵守倫理規範之意識。 

 

(二) 案由：NCTU-REC-106-024實地訪查報告暨變更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1. 該案於第 5次變更申請審查時，原審查委員提出：該研究由 iTour手機輔助旅遊探索與常用

工具做比較，減少時間精力花費提升旅遊經驗，變更為使用 Tourgether輔助與常用工具做比

較，並納入清華大學研究人力…。鑒於計畫多次變更申請，可能有風險增加之疑慮，請委員

會辦公室派員協助進行實地瞭解釐清後，再做變更審查之請求。 

2.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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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該案實地訪查案件報告如附件二。 

4. 該變更申請審查進行複審後，原審查委員提出：建議將本研究變更案提送審查會議討論決

議，變更申請及意見回覆資料如附件三。 

決議：  

1. 本案實地訪查決議「通過」。 
2. 考量本案為滾動式研究，研究設計內容異動和執行人力增加的必要性，風險影響微小，因

此同意本次變更。提醒計畫主持人：(1)研究執行前應善盡規劃全面性的影響範疇，顧及對

於研究對象的隱私保護和資料安全維護的妥適性；(2)日後計畫執行內容有調整，需提出申

請經審查通過後始得執行，否則將依本會計畫偏差進行處置(事後變更不予同意)；(3)若計

畫內容變更幅度過大，將視為新案重行審理。 

 

(三) 案由：本委員會 108年度實地訪查規劃與執行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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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討論 108年度實地訪查案件第一階段清單如附件四。 
決議：本次實地訪查案件為 NCTU-REC-105-016、NCTU-REC-106-003、NCTU-REC-106-053、

NCTU-REC-107-019，請治理中心協助實地訪查之相關行政事務，並請曲在雯委員和蕭子

健委員執行實地查核。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下午 15:30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