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 107 年度第 10 次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12 時 00 分
地點：本校社科院一館 104 室
主席：王雅玄主任委員(女，機構內)
出席人員：高淑清委員(女，機構外)、
洪宏錡委員(男，機構外，社會公正人士)、
徐慶琳委員(男，機構外，生物醫學領域)、
白惠文委員(男，機構外，生物醫學領域)、
江嘉琪委員(女，機構內，法律專家)、
連雅慧委員(女，機構內)、
高文琦委員(男，機構內，法律專家)、
林維暘委員(男，機構內)、
張忠宏委員(男，機構內)等 10 位。
（女性 4 人，男性 6 人；已達法定最低開會人數 8 人以上，出席委員包含法律專
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規定。）
請假人員：林名男副主任委員、林玉琴委員、施慧玲委員、王順正委員、鄧閔鴻委員等 5 位
列席人員：人類研究倫理中心人員葉千翡、人類研究倫理中心人員蕭亦倫
紀錄人員：人類研究倫理中心人員葉千翡
一、主席報告
二、確認本委員會 107 年度第 9 次會議紀錄（見電子檔）
三、業務報告：人類研究倫理中心業務報告。
四、宣讀利益迴避原則
五、一般審查案件投票：共 1 案
送審編號：CCUREC107090401
計畫名稱： 身心機能活化運動成效評估之研究
序號 1 計畫主持人：吳○○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否
審查結果：超過微小風險，應送會議審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詳見會議資料）
討論內容及摘要：原審意見針對參與者造成的風險及招募文宣的補充 PI 已修改並回覆週詳。
決議：通過
投票人數：投票人數 10 人、棄權 0 人、利益迴避 0 人、離席 0 人。(出席人數 10 人)
投票結果：通過 9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修正後複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六、一般案件審查追認：共 3 案
送審編號：CCUREC107062001
計畫名稱：精準運動研究計畫-台灣棒球國際競爭力分析及發展策略
計畫主持人：林○○
序號 1
審查結果：低於微小風險，建議核發同意研究證明書，再送審議會追認；修正後通
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7080701
計畫名稱： 兒少性侵害經驗與青少年暴力行為關係研究
計畫主持人：邱○○
序號 2
審查結果：低於微小風險，建議核發同意研究證明書，再送審議會追認；修正後通
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7080901
計畫名稱：甜馬鬱蘭精油對舒緩安養機構銀髮族退化性關節炎疼痛之成效
計畫主持人：孫○○
序號 3
審查結果：低於微小風險，建議核發同意研究證明書，再送審議會追認；修正後通
過。
決議：追認通過。
七、簡易審查案件追認：共 4 案
送審編號：CCUREC107052401
計畫名稱：華人及西方開放性與創造力之關係：年齡相關的差異比較
序號 1 計畫主持人：許○○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7053001
計畫名稱： 地下陽光地帶：台灣 DIY 獨立音樂與跨域次文化
序號 2 計畫主持人：簡○○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7091701
計畫名稱： 穿戴式感測裝置之研發
序號 3 計畫主持人：馮○○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7081601
計畫名稱：輕中度失能老人之子女照顧者照顧壓力、長照資源運用與機構安置決策
之探討
序號 4
計畫主持人：何○○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八、免除審查案件追認：無

九、變更申請案件追認：共 1 案
送審編號：CCUREC104060502
計畫名稱：跨域獨立文化：DIY 志業、另類政治與東亞串連
序號 1 計畫主持人：簡○○
審查結果：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十、期中報告案件追認：共 2 案
送審編號：CCUREC106050301
計畫名稱：兼重「領導行為」與「領導行為完成方式」之探究：國小校長「協助學
生學習」之學習領導實踐個案研究
序號 1
計畫主持人：林○○
審查結果：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6051001
計畫名稱： 從依賴到自主:樂齡學習中心轉換模式建構與應用之研究
序號 2 計畫主持人：李○○
審查結果：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十一、結案報告案件追認：共 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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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編號：CCUREC107030501
計畫名稱： 體驗學習對於國小學童在身體質量指數與視力上影響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張○○
審查結果：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7032701
計畫名稱： 城鄉居民糖尿病盛行率因素之探討-以台南市為例
計畫主持人：蔡○○
審查結果：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6033001
計畫名稱： 台灣與香港長期照顧機構經營管理者增能歷程之比較研究：經驗學習
理論觀點的應用
計畫主持人：盧○○
審查結果：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6051501
計畫名稱：效忠主管的情緒成本：主管公平的緩解效果之探討
計畫主持人：姜○○
審查結果：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送審編號：CCUREC105062301
計畫名稱： 不同年紀使用者操作手持式行動裝置文字輸入績效及主觀偏好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王○○

審查結果：通過。
決議：追認通過。
十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修訂草案，提請討論。
討論內容及摘要：
一、修訂新增副主任委員兩人，分別為校內副主任委員及校外副主任委員。
二、修正草案將再提送人類研究倫理諮議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
三、修正草案及對照表，詳見會議資料。
決議：通過，提案下一次人類研究倫理諮議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
案由：標準作業程序[CCURECR15 委員與人類研究倫理中心人員教育訓練]，提請討論。
討論內容及摘要：
一、前次(107 年第 9 次)會議臨時動議提議修正通過本標準作業程序：考量新任委員的
聘任，其教育時數的採計為起聘日的 1 年內 6 小時。例如新任委員於 107.9 月起聘，
於 1 年內(108.8 月之前)需接受 6 小時的教育訓練時數。於 108 年(1-12 月)時數統
計亦為 6 小時。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標準作業程序詳見會議資料。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 5.3.4 教育訓練採計：為聘任當年度或起聘日一年內 6 小時，隔年即回歸採
計為 1-12 月，教育訓練含本校人類研究倫理中心與相關機構舉辦的研究倫理教育
訓練課程。
提案三
案由：107 年實地訪查規劃作業，提請討論。
討論內容及摘要：
一、依本會標準作業程序「CCURECR20 實地訪查」說明如下：
4.1.1 每半年定期檢視已審查通過之案件，依風險分類標準區分，隨機抽查總案件數之
3%至 5%。
4.1.2 凡案件具下列情況之一，且經審議會決議進行實地訪查者：
4.1.2.1 高風險或風險利益平衡在邊緣狀態之計畫。
4.1.2.2 申請計畫的件數及頻率較高的計畫主持人。
4.1.2.3 經常遲交期中或結案報告之計畫主持人。
4.1.2.4 疑有不遵守法規、偏離計畫或參與者抱怨之行為者。
4.1.2.5 追蹤審查結果，委員建議實地訪查之計畫。
4.1.2.6 有非預期嚴重異常事件通報，須作進一步了解之計畫。

4.1.2.7 發現有違研究倫理之計畫。
二、預計抽案件數為 2-4 件，將依 4.1.2 列出案件供主任委員抽案裁決。
三、預計於 12 月初期進行實地訪查，請選派實地訪查委員。
決議：依規劃請主任委員抽案，抽案後協調 1.原審委員陪同訪查；2.訪查日期協調。
十三、臨時動議：無
十四、散會：無
十五、下次開會日期：107 年 11 月 28 日中午 12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