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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十五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7樓大創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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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別蓮蒂委員、徐嘉慧委員、陳陸輝委員、劉宏恩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

劃順序） 

張炎良委員、郭英調委員（校外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請假：熊瑞梅委員、蔡子傑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林綠紅委員、劉國同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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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本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附件 1）：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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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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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I011 

計畫名稱 
以行為與腦造影指標評估數量概念介入成效之認知歷程與腦

神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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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委員一】 

  1.兒童之同意書在「如果我不想參加」表示「可拒絕參加」，建議再加上

    「如已參加可隨時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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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_行為實驗/fMRI 之兒童受試者同意書中改

  以兒童較能理解的方式說明其權利。(如：你不一定要參加，這個研究

  不是考試。不管是什麼原因，你隨時都可以拒絕參加這個試驗，如果

  你決定不參加也沒有關係。) 

  2.磁振造影掃描是否對身體產生影響，要求提出說明 

    已於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_fMRI 第三點研究流程中加以說明其可能

的影響。 

  推薦通過。 

【委員二】 

  1.請申請人詳加說明參加磁振造影並不會對受試者產生不良後果。 

    已於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_行為實驗/fMRI 加以說明其可能的影響 

  2.有無任何情況，本研究需要暫停或是終止？請申請人說明。 

    已於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_行為實驗/fMRI(兒童受試者同意書)先說

明實驗內容才說明權利與義務。為幫助兒童判斷自身的權益，改為先

使其理解實驗內容與流程，才告知其有隨時停止實驗的權利。 

  3.如果該兒童有幽閉空間恐懼症，但是在計畫執行之後才發現，是否有

相關的支持與輔導措施？ 

    已於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_fMRI 中第五點有關研究潛在風險裏，將幽

閉空間恐懼症改為受試者較易理解的方式說明。並於第六點新增向受

試者說明可能發生的不適與處置，並說明如在實驗之後才發生影響，

研究人員將給予的協助。 

  4.「介入」這個詞彙為學術用語，可改為平常較容易理解的其他說法。

     修改同意書全文中”介入”一詞為”訓練” 

  推薦通過。 

討論摘要： 

1. 本案初審委員報告審查重點，包括磁振造影掃描對身體的影響、確認每

年招募參與者的人數、實施測驗的時間、兒童受試者知情同意書容易閱

讀的程度及資料保存期限等。 

2. 本案為針對國小二年級學童數學能力的研究。申請人已提出兒童受試者

版及法定代理人版的同意書，並依審查意見回覆其必要修改。 

3. 為保護受試者，除簽署本會通過的同意書之外，在進入 fMRI 機器前也

要簽署磁振造影同意書。 

投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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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未投票  1  票。 

決議： 通過。 

 

案由二：本（105）年度實地訪查之實施方式，提請討論。 

說  明：依上次會議決議辦理，研究倫理行政辦公室規劃 105 年度實地訪查工作 



1050527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十五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第 3 頁，共 5頁 

 

    事項(如附件 2)，並請參閱實地訪查案件清單(如附件 3)。 

決  議： 

一、 實施期程：105 年 9 月 1 日起，預計一個月內辦理完畢。 

二、 依上次會議決議之原則挑選實地訪查案件如下： 

(一) 免除審查 1件：案號 NCCU-REC-201507-I039。 

(二) 簡易審查 1件：案號 NCCU-REC-201507-I038。 

(三) 一般審查 1件：案號 NCCU-REC-201505-I020。 

三、 推選查核小組成員包括：顏乃欣委員、劉宏恩委員、郭英調委員、熊瑞梅委

員。 

 

案由三：修改 SOP15 附件一「免除審查申請書」及附件二「免審結果通知書」，

提請討論。 

說  明：    

一、本案申請書(含校內、校外案件及學生論文)及通知書有關免除審查要件欄第

5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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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字後補上『常』字。修正為：「不高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危

害或不適」。 

決    議：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本會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表單之錯漏字，授權由行政辦公室修正。 

 

四、簡易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2 件 

 
案號 

審查結果 

日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第一案 
NCCU-REC-201603

-I007 
105.04.29 幸福 2.0 研究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604

-I009 
105.05.12 

台灣高等教育研究與教

學競合關係之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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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I024 

計畫名稱 傷殘保險與道德風險：子宮切除手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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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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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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於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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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件 

 
案號 

審查結果 

日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第一案 
NCCU-REC-201505

-I006 
105.05.02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

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變

革」審議式論壇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505

-I011 
10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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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31 
10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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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第四案 
NCCU-REC-201505

-I034 
105.05.06 

漢字書法與中國山水畫

之神經美學研究：鏡像

神經系統之角色 

通過 

第五案 
NCCU-REC-201602

-I004 
10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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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結案案件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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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06 
105.05.05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

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變

革」審議式論壇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八、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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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10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2 分散會。（出席委

員簽退並登錄時間） 

十、下次開會時間提醒：105 年 6 月 24 日(五)中午 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