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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第七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8 月 4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行政大樓 7樓第三會議室 

主席：召集人顏乃欣委員                            記錄：黃麗秋 

出席：王素芸委員、劉宏恩委員、蔡佳泓委員、簡楚瑛委員、熊瑞梅委員（校內委

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林綠紅委員、許可欣委員、郭英調委員（校外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請假：苑守慈委員、蔡梨敏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劉秀玉委員、劉國同委員、戴正德委員（校外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一、主席致辭及宣讀利益迴避原則 

(一)宣佈開會：主席報告委員總數 14 人，法定開會人數 8人，會議開始出席 9人，

超過半數以上之委員出席，至少一位機構外之非具生物醫學科學背景委員，且

無單一性別，符合會議出席規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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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指導教授或為廠商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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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本委員會第六次會議紀錄及決議事項執行情形（附件 1）：確認

及洽悉。 

三、一般案件審查：全委員會一般審查新案共計 5 件，提請討論。 

說 明：先請兩位初審委員報告初審意見，再請各位委員討論表決。 

 

第一案  

送審編號 NCCU-REC-201505-I004 

計畫名稱 從識讀、素養到實踐：學校的多元文化教育再現與學生回應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  否 

說明： 

1. 依第五次審查會議決議：請計畫主持人修正後提下次會議討論。 

2. 主持人業於 104 年 7 月 23 日回覆審查會議之意見，爰提本次會議討論。 

投票紀錄：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8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不通過  0  票。 

決議：修正後通過。建議及修正如下：  

1. 由於科技部公布本研究計畫僅通過一年補助，且刪掉所有移地研究預

算，請主持人將計畫書及知情同意書等資料做相對應的修改，均由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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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為一年，並刪除移地研究之內容。 

2. 知情同意書六、研究參與者之保護與補償，建議將「由研究執行者以研

究參與者與研究者共同可接受的方式作為補償」，改為「由國立政治大

學或本計畫主持人依法負賠償責任」。 

 

第二案（本案審查時召集人顏乃欣委員迴避，由劉宏恩委員代理主席） 

送審編號 NCCU-REC-201505-I015 

計畫名稱 自我調控與人際歷程：不同地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  否 

委員審查意見： 

【委員一】推薦通過。 

【委員二】修正後通過。 

投票紀錄： 

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8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不通過  0  票；

迴避未投  1  票。 

決議：修正後通過。建議及修正如下：  

1. 本案對受試者不致有權益上的影響，且非人體研究法上之研究，本會同

意 20 歲以下的大學生不必取得法定代理人同意。 

2. 知情同意書四、研究益處(一)…若是修習「心裡」相關課程者，應為「心

理」之誤植，請修正。 

3. 建議知情同意書四、研究益處，維持給受試者選擇以課堂實驗點數或者

50 元車馬費做為報酬的權利。 

 

第三案（本案審查時召集人顏乃欣委員迴避，由劉宏恩委員代理主席） 

送審編號 NCCU-REC- 201505-I020 

計畫名稱 
香蕉皮 Happy Banana®膠囊對於睡眠品質及自主神經功能影響

之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  否 

委員審查意見： 

【委員一】修正後送會。 

【委員二】推薦通過。 

投票紀錄： 

通過  2  票；修正後通過  6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不通過  0  票；

迴避未投  1  票。 

決議：修正後通過。建議及修正如下： 

1. 請檢視問卷及量表上的欄位，如可不需要姓名個資者，建議予以刪除(例

如 FIRST 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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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知情同意書中應提醒受試者，如果對香蕉或膠囊成份過敏可能會造成

健康上的風險者，不應參與。 

 

第四案 

送審編號 NCCU-REC-201506-I028 

計畫名稱 基督教對布農語的影響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  否 

委員審查意見： 

【委員一】推薦通過。 

【委員二】推薦通過。 

投票紀錄： 

通過  2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不通過  0  票。 

決議：修正後通過。建議及修正如下： 

1. 提醒主持人需向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確認進入部落研究應否符合一定

程序，包括進入部落研究、以及未來成果發表的程序，以免爭議。 

2. 請修正知情同意書如下： 

(1)二、研究參與者之人數：參與人數需有上限。 

(2)四、研究益處：「薪金」修改為「車馬費」。 

(3)五、研究潛在風險：應非毫無風險，仍可能有潛在的社會風險(例如

個資保密、族群文化語言的認同問題等)存在？ 

(4)六、研究參與者之保護與補償：「由計畫主持人以符合當地風俗民情

方式作為補償」請修改為「由國立政治大學或本計畫主持人依法負賠

償責任」。 

(5)七、機密：未來研究發表如需受試者具名，需事先取得受試者同意。

建議給予受試者勾選的選項「是否同意本人姓名在未來研究發表時呈

現在研究成果中： 同意具名  不同意具名」。 

4. 一般審查申請書 7.5 其他：…主「待」人會經過不同教會代表人的「統

一」，是否為主「持」人及「同意」之誤植？請修正。 

 

第五案 

送審編號 NCCU-REC-201506-I031 

計畫名稱 
社群媒體、來源偏好、與網路新聞分享：跨世代新聞選擇與社

會可信度的相關性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  否 

委員審查意見： 

【委員一】修正後送會。 

【委員二】推薦通過。 



1040804 國立政治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第七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錄       第 1 頁，共 2頁 

投票紀錄： 

通過  1  票；修正後通過  7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不通過  0  票。 

決議：修正後通過。建議及修正如下： 

1. 本知情同意書應係僅針對第一年的深度訪談，不適用於第二年的電話訪

問，請刪除同意書有關第二年的部分。並請說明第二年電話訪問如何取

得同意。 

2. 問卷內容如有修改，提醒主持人在期中審查時提出修正後的問卷內容，

或是在第二年送修正案。 

3. 本研究對受試者不致有權益上的影響，且非人體研究法上之研究，本會

同意 18 歲以上、20 歲以下的研究參與者不必取得法定代理人同意。 

4. 請修正知情同意書如下： 

(1)刪除「範本 」二字。 

(2)四、研究益處：註明「一千元」車馬費。 

(3)五、研究潛在風險：請說明研究收集的資料保存多久？保存方式為

何？如何運用？以及如有錄音、錄影亦需明白告知。 

(4)六、研究參與者之保護與補償：刪除「由○○○○以○○○○方式

作為補償」，修改為「由國立政治大學或本計畫主持人依法負賠償責

任」。 

(5)八、研究參與者權利(一)：請提供研究人員的姓名與聯絡電話。 

(6)九、研究之退出與中止：應說明退出訪談時，資料如何處理 (銷毀

或繼續使用)？ 

 

四、簡易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5 件 

 案號 審查結果 

日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第一案 NCCU-REC-201505

-I005 

104.07.20 上課出席與成績表現的

關聯性：迴歸不連續性

方法之應用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505

-I011 

104.07.19 大數據、媒體與消費

者：市場競爭與消費者

隱私權之保護 

通過 

第三案 NCCU-REC-201505

-I018 

104.07.17 消費者對於使用者共創

之敘事性廣告之反應 

通過 

第四案 NCCU-REC-201505

-I019 

104.07.29 青少女身體意象之預防

方案：動勢心理教育取

向 

通過 

第五案 NCCU-REC-201506 104.07.17 漢字書法與中國山水畫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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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34 之神經美學研究：鏡像

神經系統之角色 

決 議：追認通過。 

 

五、免除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1 件 

送審編號 NCCU-REC-201507-I039 

計畫名稱 
以 App 作為大稻埕在地產業與數位人文發展平台：服務設計方

法導入、數位內容開發建立、與智慧物聯網應用效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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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結果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會：104 年 8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50 分散會。（出席委員簽

退並登錄時間） 

八、下次開會時間提醒：104 年 9 月 8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