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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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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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留存版內部留存版內部留存版內部留存版) 

會議時間：一○二年五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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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易芬委員、陳麗文委員、許芳榮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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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珮文委員、 

  傅茂祖委員 

（女性 5 人，男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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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人員：胡豐榮委員、王崇名委員、曾雅玲委員、侯念祖委員、陳怡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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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委員會 102 年度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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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6 

計畫名稱：知覺父母婚姻關係、依附關係對現代子女現代子女現代子女現代子女其愛情觀之影響 

(原送審計畫名稱：知覺父母婚姻關係、依附關係對新移民新移民新移民新移民子女 

其愛情觀之影響) 

前次審查會議(102-4)會議結果：修正後再審。 

 

前次審查會議之意見：(略) 

*討論摘要： 

    1.新移民或臺籍母親之子女問卷採用相同一份問卷， 第五部分個人資料表 Q7.Q8 

     婚姻的選項，原是針對新移民設計，如： 我知道媽媽當初嫁給爸爸的原因；選 

     項有「改善媽媽娘家的經濟狀況、與爸爸戀愛來台、結婚爸爸的家境(條件)好… 

     等，建議選項要更多元，也要加入適合臺灣籍母親之子女的答案，才不會突顯新 

     移民進入婚姻只有這三種管道。  

    2.新移民和臺籍母親也可採用同一份問卷，一樣建議每一題選項增加，除了適合新 

     移民的選項也有針對臺籍母親設計的適合選項，如：臺灣籍母親進入婚姻的一般管 

     道，就不會突顯新移民特定婚姻管道，請重新檢視及修正問卷題目。     

    3.「台灣籍」是指參與者(母親)在臺灣出生成長才算納入條件嗎? 還是有戶籍或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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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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 

1. 每個子研究中針對協助準備作業的 30 名受試者，初審回覆與其他受試者參與研究程

序相同，請補充說明要突顯 30 名受試者的理由。 

2.建議具有研究倫理相關背景的諮商專業人員來處理研究後可能引發的情緒衝突和困

擾，因為要處理的不是一般情緒困擾問題，而是因為參與此研究才引發的。 

3.建議研究者可否於事後提供相關資訊(網站)或文章，如發現參與者有刻板印象，可否

幫助參與者瞭解精神疾病及與其相處的方法，例如：「去精神疾病刻板化」等資料，屬

於善意提供，相信對參與者是有利的，而參與者可自行決定接受與否。 

4.「研究事後」同意書的字句時態須修改，如：「參與研究可能遭遇之不適、不便或傷

害及處置方法」中提到「在研究中中中中所討論的某些問題可能會使您感到不適或困擾，但您

隨時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或隨時退出討論」；已經是「研究後」，應不會再有「研究

中討論的問題」，請研究者修正相關語句。 

     國籍都算?「新移民子女」是在臺灣出生或是可能從原籍地帶過來臺灣的? 

     對象部分希望請主持人說明清楚涵蓋範圍，建議加入計劃書納入條件中。 

    4.此研究只針對母親研究，但是新移民中也有男性，此案題目卻是涵蓋所有的 

     新移民，沒有區隔，於初審意見中即建議主持人補充，但修改後題目也未明確，建 

     議主持人仍須針對題目及名詞(如：研究對象)定義再行補充說明。 

    5.本會以受理國科會專題計劃為主，為推廣研究倫理，在經費許可下才另外協助審查 

     中區聯盟學校的個人研究或碩博士論文，並有每月限量，且計劃主持人學校本身即 

     有 IRB，送審自己機構內 IRB且配合監督管理計劃是最適合的，也可將本會的資源 

     有效分享給更多有送審需求的主持人或學校。 

    6.案件審查是個案處理，不會同時考量其他送審案件之資料，主持人須提供每案最 

     詳盡的相關送審資料供委員審查，其他案件資料於此案審查時不會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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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2 

計畫編號：cRREC-101-017 

計畫名稱：高齡者運動視覺能力與步態速度之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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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摘要：1.請提供已取得「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授證」防護員證照影本。 

     2.請附上中文的儀器說明書及相關使用許可證明的影本。 

     3.受試者同意書第一頁中，委託單位為國科會，建議將「委託單位」改為「計劃補助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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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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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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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後同意書中，精美禮品的價值可以明示，可能影響參與者因為預期繼續參與研究退

出的意願；且事前同意書已提到完成研究後會給禮品，即使事後退出同意仍應給予禮品。 

6.是否有相關研究或文獻指出需以事前隱瞞目的來進行此研究？ 

7.因參與者人數眾多且不重覆參加，基於尊重學生自願性，建議排除掉計畫主持人和共

同主持人任課學生，也不要在授課班級集體招募，請寫入計劃書(排除條件)中。 

8.因計畫書說明與提供的問卷資訊不足，請提供研究一 - 1的聯想力問卷、指導語和詳

細說明。 

決議：修正後再審修正後再審修正後再審修正後再審，追蹤審查頻次下次再審時決議。 

請主持人列席說明，共同主持人可一同或代理列席。 

 

五、簡易審查案件追認 (無) 

 

六、免除審查案件追認 (無) 

 

七、期中報告、修正/變更案審查案件 

序 

號 

1 

計畫編號：cRREC-101-005 

計畫主持人：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何明洲副教授 

計畫名稱：注意力訓練是否改變憂鬱者一般的或情緒特定的注意力控制 

變更原因：未收案，申請計劃延期兩年 

討論：原核准函時限已到，繳交期中報告，因取得國外使用問卷同意時間較久且執行此

案之研究生家中變故，尚未開始收案，申請延長計劃兩年至 104 年。 

決議：同意變更/延長計劃。 

 

八、結案報告審查案件 

序 

號 

1 

計畫編號：cRREC-101-006 

計畫主持人：中臺科技大學護理學系黃心樹副教授  

計畫名稱：支持性團體改善科技廠員工憂鬱及壓力之成效研究 

討論：共收案 64 人，其中 3 人因為出國等理由無法配合參與研究而退出，期間沒有不

良事件，研究者附上參與者清單、退出原因、完整同意書影本與結案說明，故同意結案。 

決議：同意結案。 

 

九、提案 (無) 

 

十、報告事項 

1. 本委員會自 04 月 9 日審查會議(1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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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7 新增 4 1 0 0 5 

 102年合計 14 9 0 0 23 

 

2. 轉知衛生署「得免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第3點及第5點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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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詳細公文請參照附件一○1 ，。 

 

3. 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近期辦理研究倫理相關課程訊息，詳細議程請參照附件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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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5/24 

(五) 

13：00 

~ 17：00 
研究倫理工作坊 東海大學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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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15：20 

~17：20 
研究倫理座談會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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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照附件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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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12 

(五) 

8：50 

~10：00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醫事人

員培訓班 
臺中榮總 6+2 ○7  

102/05/18 

(六) 

8：30 

~17：00 
人體試驗講習班課程 中國附醫-北港 6+2 ○8  

102/5/18 

(六) 

9：10 

~16：10 
臨床試驗初階訓練課程(二) 臺北馬偕醫院 -- ○9  

102/05/19 

(日) 

8：50 

~17：00 
研究倫理講習班-試驗管理 臺北新光醫院 6+2 ○10  

102/05/26 

(日) 

8：30 

~17：00 
人體試驗研究人員講習班 台北國泰醫院 6+2 ○11  

102/6/9 

(日) 

9：30 

~17：30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一) 高雄義大醫院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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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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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2/7/21 

(日) 

9：30 

~17：30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二) 高雄義大醫院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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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0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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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十一、臨時動議 (無) 
 

十二、下次開會時間：102 年 06 月 04 日（二）晚上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