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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中區區域性審查委員會中國醫藥大學中區區域性審查委員會中國醫藥大學中區區域性審查委員會中國醫藥大學中區區域性審查委員會 10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第第第第 6 次審查會議次審查會議次審查會議次審查會議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會議時間：一○二年六月四日（星期二）晚上 18：00 - 19：30 

會議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六樓第二會議室 

主    席：宋鴻樟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王智弘委員、李介民委員、洪錦墩委員、

陳怡君委員、陳易芬委員、陳麗文委員、蘇完女委員 

         （生物醫學領域）林正介委員、辛幸珍委員、黃英家委員、曾雅玲委員 

 傅茂祖委員 

（女性 6 人，男性 7 人；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委員 8 人， 

生物醫學領域 5 人；已達法定最低開會人數＜十人＞。） 

列席人員：黃文良執行秘書、洪嘉禪助理、紀欣怡助理、陳佳彣助理、陳慧珊助理 

          林玫君教授(觀摩)、林美芳博士 

請假人員：王崇名委員、胡豐榮委員、侯念祖委員、鄭珮文委員、許芳榮委員 

會議記錄：紀欣怡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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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或擔任指導教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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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第 5 次審查會議之會議紀錄（見電子檔）。 

決議：追蹤前次會議決議事項，承辦單位已辦理完竣，其餘會議紀錄內容再次確認 

      無誤。 

 

三、上次會議追蹤事項：(無) 

 

四、一般案件審查 

序 

號 

1 

計畫編號：cRREC-102-018 

計畫名稱：精神疾病刻板印象對不同性別之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影響 

前次審查會議(102-5)會議結果：修正後再審。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略略略略)  

*討論：(略) 

討論摘要：請計劃主持人修正以下項目- 

    1.前次意見 4-「研究事後」同意書和「事前」同意書一定有不同的重點和資訊，如 

    字句時態皆須修改，主持人回覆僅修改標題「參與研究可能遭遇之不適、不便或 

    傷害及處置方法 」，請就意見 4 及每份「事後」同意書的內容再行檢視修改。 

    2.前次意見5-贈送禮品的價值只寫在同意書，但招募文宣的酬金部分未修改。 

    3.前次意見7-排除條件為招募選修主持人課堂之學生，雖上次意見為修改計劃書， 

    但招募文宣和參與者同意書等相關文件也應一併修改。 

    4.請計劃團隊之專業諮商師提供訓練時數證明。 

    5.施測後宣導資訊文件，請一併提供。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追蹤審查頻次為每 6個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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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2 

計畫編號：cRREC-101-019 

計畫名稱：性別刻板印象激發對性別、不同年齡層在攻擊行為上的影響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略略略略)  

*討論：(略) 

討論摘要：提醒主持人，執行研究中須留意未成年參與者可能仿傚問卷中的霸凌偏 

          差行為或想法，施測後也務必進行適當的教育及輔導。  

決議：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追蹤審查頻次為每 6 個月一次。  

 

序 

號 

3 

計畫編號：cRREC-102-022 

計畫名稱：心理諮商專業人員對研究倫理審查制度之態度與經驗之探究 

計畫/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王智弘委員迴避審查  □否 

說明：王智弘委員迴避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略略略略)  

*討論：(略) 

討論摘要：先請計劃主持人提供詳細的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和進行方式等資訊，並盡 

          可能提供問卷的初稿或題目，日後有確認版本再以期中報告方式提出。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追蹤審查頻次為問卷編製完成請提出期中報告問卷編製完成請提出期中報告問卷編製完成請提出期中報告問卷編製完成請提出期中報告，，，，須提供問卷須提供問卷須提供問卷須提供問卷 

給本會審查給本會審查給本會審查給本會審查通通通通過過過過始能執行始能執行始能執行始能執行施測等相關研究施測等相關研究施測等相關研究施測等相關研究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序 

號 

4 

計畫編號：cRREC-102-023 

計畫名稱：國中學生閱讀超連結文本理解歷程之眼動研究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略略略略)  

*討論：(略) 

討論摘要：計劃主持人已針對審查意見大致修正相關文件，如國中生版同意書已針

對參與者語文理解程度進行修正；於計劃書、同意書、文宣等增加可無條件退出的

條件；另外也會以編製的「生態背景」測驗當作招募標準篩選出研究需要的高、低

知識背景學生等；無須另行補充說明或修正。 

決議：通過通過通過通過，追蹤審查頻次為每 12個月一次。  

 

序 

號 

5 

計畫編號：cRREC-102-024 

計畫名稱：衛生教育介入方案對高中職學生哺餵母乳之知識和態度 

          的改善成效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略略略略)  

*討論：(略) 

討論摘要：計劃主持人已針對審查意見大致修正相關文件，如為避免學生因為自己

是實驗組或對照組預做準備影響研究結果，同意書中的詳細對照分組流程圖已刪

除，僅簡述研究進行過程；無須另行補充說明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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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通過通過通過，追蹤審查頻次為每 12個月一次。  

 

序 

號 

6 

計畫編號：cRREC-102-025 

計畫名稱：賽前狀態焦慮強度和方向對集體效能的影響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原審委員審查意見：：：：(略略略略)  

*討論：(略) 

討論摘要：計劃主持人已針對審查意見大致修正相關文件，無須另行補充說明或修

正，提醒主持人須顧及選手比賽前狀況及家長同意程序。  

決議：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追蹤審查頻次為每 12個月一次。  

 

五、簡易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1 

計畫編號：cRREC-102-021 

計畫名稱：CCN 職業組合卡之成效研究：區辨偏好、敘說理由、評比分 

          析三種輔導策略在生涯定向上之累加成效分析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劃案：■是 □否 

(說明： 研究個人或群體的特質或行為)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 (說明：______ ) ■否 

審查結果：通過。 

*討論：(略) 

決議：追認通過。 

 

六、免除審查案件追認 (無) 

 

七、期中報告審查案件 

序 

號 

1 

計畫編號：cRREC-101-015 

計畫名稱：是否突現的情緒刺激會進入視覺短期記憶中？   

審查結果：通過，同意持續研究。 

*討論：(略) 

決議：追認通過。 

 

序 

號 

2 

計畫編號：cRREC-101-019 

計畫名稱：脊髓損傷者長期居家照護需求及自我管理方案對與防併發 

          症、提昇自我效能、健康狀態之成效 

審查結果：通過，同意持續研究。 

*討論：(略) 

決議：追認通過。 

 

八、結案報告審查案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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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案  

案由一、修訂本委員會部分標準作業程序(3.1版)，提請追認。  

說明：SOP小組依據教育部國科會查核聯合辦公室建議(詳見附件一○1  )，修訂本會

部分標準作業程序 3.1版，各修訂項目請詳見「修訂對照表」（附件二○4 ）。 

決議：追認通過，電子檔將於會後存放於 PTMS 系統及 E-mail 給委員，請委員檢

視後如有修改建議請於 3 天內提出。 

 

十、報告事項 

1. 歡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執行秘書林玫君副教授與行政人員林美 

   芳小姐來訪交流。 

 

2.本委員會自 05 月 7 日審查會議(102-5)後，102 年度受理案件數統計如下表： 

 一般審查 簡易審查 免除審查 撤案 總計 

5/7-6/4新增 4 0 0 0 4 

 102年合計 18 9 0 0 27 

 

3.本委員會將於102年6月7日(一)接受教育部102年度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實地

查核，相關資訊請詳見附件三 ○10  

 

4. 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及其他單位近期辦理研究倫理相關課程訊息，詳細議程

請參照附件四 ○13歡迎委員踴躍報名參加。(時間地點如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地點 時數 附件 

102/06/07 

(五) 

13:00 

~15:00 

中區保護研究參與者聯盟 

會議 中國醫藥大學 

-- ○13  

15:20 

~17:20 
研究倫理座談會 2 ○14  

102/6/8 

102/6/15 

(六) 

09:00 

~16:50 

人體試驗 GCP 暨倫理訓練

課程 
台北榮總 6+2 ○15  

102/6/9 

(日) 

9：30 

~17：30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一) 高雄義大醫院 6 ○17  

102/06/15 

(六) 

8：30 

~17：00 
人體試驗研究人員講習班 振興醫院 6+2 ○18  

102/06/16 

(日) 

8：50 

~17：00 
研究倫理講習班-研究審查 臺北新光醫院 6+2 ○19  

102/06/29 

(六) 

09:00 

~17:40 

人體試驗暨倫理訓練-新藥

開發 
台北榮總 6+2 ○20  

102/7/21 

(日) 

9：30 

~17：30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二) 高雄義大醫院 6 ○21  

102/10/19 

(六) 

8：50 

~17：00 

研究倫理講習班-審查會 

運作 
臺北新光醫院 6+2 ○22  

102/06/29 

~12/13 

9:20 

~17:00 

人體試驗研究倫理研習營

系列課程 

臺北馬偕醫院 中山醫大附醫高雄阮綜合醫 

6+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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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臨時動議 
 

提案、本會侯念祖委員因身體抱恙不便聯繫，自 102/02/05起至本次會議已請病假 

        六次，因無法繼續出席會議及審查案件，提請討論是否將侯委員先行轉任 

        社工領域專家，待痊癒後且身體狀況許可再行復職。 

決議：通過，請侯老師轉任專家，感謝侯念祖委員對本會業務之盡心，先請侯老師 

      好好休養，也請秘書處代為轉達慰問。 

          

十二、下次開會時間：102 年 07 月 09 日（二）17:00 (暫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