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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十三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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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慧委員、陳陸輝委員、劉宏恩委員、蔡子傑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劃

順序） 

      張炎良委員、劉國同委員（校外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請假：別蓮蒂委員、熊瑞梅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林綠紅委員、郭英調委員、戴正德委員、簡楚瑛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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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法定開會人數 7人，會議開始出席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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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本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附件 1）：洽悉。 

(二)有關本會成立前，本校 PI 在台大 REC 倫理審查通過的案件，如需本會知情的通

案處理作法： 

本會成立前送外校 IRB 審查的舊案，授權召集人進行形式審查、出具文件表示

知悉，再由行政辦公室以報告案向本會補行報告。 

(三)建議建立一個通則，召集人或辦公室主任為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的計畫，其審

查相關行政程序(例如：推薦或確認委員推薦單等)，由副召集人代為處理： 

召集人或辦公室主任需迴避時，由副召集人代為處理。 

 

三、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般案件審查：全委員會一般審查新案 1 件，結案審查案 1件，共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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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計畫新案審查案—共 1案： 



1050325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十三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第 2頁，共 4頁 

第一案 

送審編號 NCCU-REC- 201512-I056 

計畫名稱 自閉症類群障礙幼兒綜合性早期療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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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通過。 

【委員二】推薦通過。 

討論摘要： 

1.本案為研究自閉症幼兒有無早療介入的差異，以及介入效果。 

2.本研究分介入組與非介入組，針對非介入組仍有給予傳統的早療治療照

顧以及諮商，應較不會有倫理的疑問。 

3.醫生對病人資料有保密義務，本案不應由醫生口頭徵詢病人意願就把聯

絡資料交給研究者，而是要求研究者應取得受試者 (此處為法定代理人) 

的書面同意，以符合個資法的要求，也是對主持人的保護。 

投票紀錄： 

通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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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轉介個案時，PI 取得受試者聯絡資料屬醫療目的外使用，需有受試者

法定代理人的書面同意(口頭同意改為書面同意)，以符合人體研究法的規

範。 

   

二、計畫結案審查案—共 1案： 

說明： 

1. 本案召集人裁決為一般審查，因行政疏失，送請二位委員進行簡易審查並通

過。 

2. 擬請大會先予討論並補正程序後，再進行結案審查。 

送審編號 NCCU-REC-201507-I035 

計畫名稱 正確性與性別角色對幼兒選擇性信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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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結案。 

討論摘要： 

1. 本案送審時申請簡易審查，召集人建議改為一般審查，但後續由於行政

疏失仍以簡易審查程序進行並於大會追認通過，未進大會討論，今日係

補正程序，將本結案報告送請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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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研究已完成，當初簡易審查時主持人也依照審查意見做過很多修改

後才給予通過；且本結案程序業經一位委員審查後同意結案，再提出於

大會討論，程序上均相當嚴謹，也並未發現需重簽同意書等重大事項。

3. 有關資料保存期限，因為「成果發表」為不確定的期限，建議主持人修

改為「計畫結束」而不是「成果發表」若干年後為其資料保存期限。 

投票紀錄： 

通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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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意本案依照一般案件的結案程序結案。 

2.修正後通過。 

建議及修正如下：研究資料保存至計畫結束後 7 年。 

 

四、簡易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8 件 

 案號 審查結果 

日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第一案 NCCU-REC-201512

-I055 

105.03.14 防災資訊設計、執行與

評估之台日比較研究： 

一個傳播與防災跨領域

取徑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512

-I057 

105.02.22 台灣華德福教育型態學

校發展圖像與教師專業

發展之研究—以宜蘭縣

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

高級中等學校為例 

通過 

第三案 NCCU-REC-201512

-I058 

105.02.05 春藝尬戲—「高雄春天

藝術節」（2010-2015）

歌仔戲展演研究 

通過 

第四案 NCCU-REC-201512

-I060 

105.03.16 倫理領導與團隊成員道

德行為關係之跨層次研

究：團隊倫理氣候與團

隊成員倫理動機的中介

效果以及權力距離導向

的調節角色 

通過 

第五案 NCCU-REC-201601

-I001 

105.03.11 由神經科學觀點探討樂

觀對組織學習雙元性之

影響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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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NCCU-REC-201601

-I002 

105.03.10 當代中國道教口述歷史

研究計畫 

通過 

第七案 NCCU-REC-201602

-E003 

105.03.10 青年的政治涉入:青年

積極份子與政黨青年黨

員之研究 

通過 

第八案 NCCU-REC-201602

-I004 

105.03.07 個人身體意象滿意度，

對於限制性飲食者在食

物刺激上選擇性注意力

的調節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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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I006 

計畫名稱 正念訓練：如何促進會計碩士學生成功管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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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於日生活中遭受的危害或不適。 

審查結果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六、修正/變更案件追認：共計 1 件 

 案號 審查結果 

日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第一案 NCCU-REC-201505

-I007 

105.03.23 以眼動探討中文口語字

彙辨識的聲調與音段激

發競爭之時序歷程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七、臨時動議： 無。 

八、散會：10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56 分散會。（出席委員

簽退並登錄時間） 

九、下次開會時間提醒：105 年 4 月 29 日(五)中午 12:10。(將以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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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時間向委員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