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三十二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2月 5日(星期一)下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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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日璇委員、胡昌亞委員、蔡子傑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林青足委員、林綠紅委員、張炎良委員、郭英調委員（校外委員依姓氏筆

劃順序） 

請假：徐嘉慧委員、陳陸輝委員、熊瑞梅委員、劉宏恩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

劃順序） 

張文正委員、戴正德委員、簡楚瑛委員（校外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列席：王心彤小姐 

 

一、主席致辭及宣讀利益迴避原則 

(一)介紹本屆新委員，歡迎林日璇委員和林青足委員加入（另一位張文正委員

本次會議請假未出席）。 

(二)宣佈開會：主席報告委員總數 15人，法定開會人數 8人，會議開始出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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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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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附件 1）：洽悉。 

 

三、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般審查案件：共 2件，提請討論。 

   說  明：先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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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I046 

計畫名稱 部份睡眠剝奪對於衝動性選擇與行動的影響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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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初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 同意書中研究潛在風險應包括因睡眠不足所產生的意外，請改善。 

委員二：知情同意書的用詞請儘量一致，避免有些寫「您」，有些寫「研究

參與者」，並且不要使用 「受試者」一詞。 

 

PI回覆：詳附件 2。 

 

討論摘要：（召集人顏乃欣委員迴避，由胡昌亞委員代理主持） 

1. 審查委員報告： 

(1)本研究在探討睡眠充足與否對個人的影響，其研究方法包括使用量

表及 fMRI等，已提醒研究的潛在風險應包括睡眠不足所產生的意

外。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同意其執行。 

(2)本研究的內容包括招募方式都很清楚，僅建議注意知情同意書的用

詞。同意本案可以執行。 

2. 委員建議： 

(1)本研究將提供參與者酬金新台幣 2,500元，是一次性給予，建議改

為分次給予，以避免參與者為完成研究以獲取酬金而勉強全程參加。 

(2)請補充說明同意書第十點，參與者如中途退出研究，其原先蒐集的

資料將如何處理。 

(3)建議在招募文宣中將何謂「有規律睡眠習慣」的招募條件寫得更清

楚，例如流程圖的納入條件「規律作息者且過去一個月每日睡眠時

間大於 6.5小時」，以及「問卷填寫、睡眠規律行為篩檢(睡眠腕錶

顯示規律作息：入睡時間不晚於 1:00am、起床時間不晚於 9:00am)」

等，建議也在招募文宣中寫明，避免參與者填寫問卷後因不符合資

格而被剔除。 

3. 主席徵詢其他委員(含非專業委員)沒有詢問意見後，進行投票程序。 

投票紀錄： 

通過  2  票；修正後通過  4  票；修正後再審  1  票；不通過  0  票；

迴避未投票  1  票。 

決議：修正後通過。 

建議如下： 

1. 本研究將提供參與者酬金新台幣 2,500元，是一次性給予，建議改為分

次給予，以避免參與者為完成研究以獲取酬金而勉強全程參加。 

2. 請補充說明同意書第十點，參與者如中途退出研究，其原先蒐集的資料

將如何處理。 

3. 建議在招募文宣中將何謂「有規律睡眠習慣」的招募條件寫得更清楚，

例如流程圖的納入條件「規律作息者且過去一個月每日睡眠時間大於

6.5小時」，以及「問卷填寫、睡眠規律行為篩檢(睡眠腕錶顯示規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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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入睡時間不晚於 1:00am、起床時間不晚於 9:00am)」等，建議也在

招募文宣中寫明，避免參與者填寫問卷後因不符合資格而被剔除。 

 

第二案 

送審編號 NCCU-REC-201712-I054 

計畫名稱 
長短客觀睡眠時數失眠患者之睡眠相關心理、生理特質，以及

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比較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  否 

委員初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無。 

 

委員二： 

1. 本計畫是本國多中心或本國單一中心? 協同主持人在高醫, 又利用北 

醫,雙和醫院, 請說明。 

2. 本計畫不納入原住民, 精神疾病…者, 是否招募時一一詢問? 

3. 酬金 $500-1000, 應明確。(不要寫 500-1000，研究一及二之酬謝不同) 

4. 受試者年齡是 20-55 或 20-60? 應有一致性。 

5. 研究人員含有學生麼? Sleep diary由誰過目? 參與團隊如何確保隱私? 

6. 研究人員要學習 EKG, PSG, ECG之操作技術, 是否參與測量與分析? 

 

PI回覆：詳附件 3。 

 

委員複審審查意見：皆推薦通過。 

 

討論摘要：（召集人顏乃欣委員迴避，由胡昌亞委員代理主持） 

1. 審查委員報告： 

(1)本研究針對睡眠不足及睡眠品質不佳的兩種失眠型態，透過 HRV及

EEG頻譜分析以及問卷等方法，以了解兩類患者的生理及心理病理特

徵。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同意其執行。 

(2)主持人已針對審查意見一一回覆，複審時給予推薦通過。 

2. 委員建議： 

(1) 請補充說明同意書第十點，參與者如中途退出研究，其原先蒐集的

資料將如何處理。 

(2) 提醒主持人在醫院招募，是否需獲得醫院的同意。 

(3) 本研究對象須符合 DSM-5失眠疾患診斷標準之失眠患者，但本研究

除醫院外，有自社區、學校、企業招募，因醫療診斷行為需由醫師

進行。若招募的對象為已經確診，建議於招募文宣中說明清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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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的對象尚未確診，建議增加專業醫師的參與，以確保符合相關

法規與資料的正確。 

(4) 同意書，第八點寫明會以一個研究號碼取代受試者的姓名來收集資

料。但問卷多含有可識別的個資如姓名，內容前後不一致，問卷與

量表不宜有受試者個資，建議刪除。 

(5) 由於主持人將在社區、學校、企業或醫院和網路平台多種管道進行

招募，但並未清楚說明其作法，請補充說明如何招募參與者，以及

招募文宣將張貼於何處等作法。 

3. 主席徵詢其他委員(含非專業委員)沒有詢問意見後，進行投票程序。 

投票紀錄： 

通過  1  票；修正後通過  5  票；修正後再審  1  票；不通過  0  票；

迴避未投票  1  票。 

決議：修正後通過。 

建議如下： 

1. 請補充說明同意書第十點，參與者如中途退出研究，其原先蒐集的資料

將如何處理。 

2. 提醒主持人在醫院招募，是否需獲得醫院的同意。 

3. 本研究對象須符合 DSM-5失眠疾患診斷標準之失眠患者，但本研究除醫

院外，有自社區、學校、企業招募，因醫療診斷行為需由醫師進行。若

招募的對象為已經確診，建議於招募文宣中說明清楚，若招募的對象尚

未確診，建議增加專業醫師的參與，以確保符合相關法規與資料的正確。 

4. 同意書，第八點寫明會以一個研究號碼取代受試者的姓名來收集資料。

但問卷多含有可識別的個資如姓名，內容前後不一致，問卷與量表不宜

有受試者個資，建議刪除。 

5. 由於主持人將在社區、學校、企業或醫院和網路平台多種管道進行招

募，但並未清楚說明其作法，請補充說明如何招募參與者，以及招募文

宣將張貼於何處等作法。 

 

四、簡易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6件 

 
案號 

審查結果 

日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第一案 
NCCU-REC-201712
-I047 

106.12.27 
高低衝動性特質者在衝

動選擇與衝動行動的腦

神經機制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712
-I048 

107.01.05 
1960 年代臺灣歌仔戲

班赴星馬演出考察研究

(I、II) 

通過 

第三案 NCCU-REC-201712 107.01.06 「Burnout」構念本質探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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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49 究與其度量化方法之發

展 

第四案 
NCCU-REC-201712
-I050 

107.01.12 

東亞糧食主權運動—農

糧資本化與環境惡化下

的東亞糧食安全治理與

調適 

通過 

第五案 
NCCU-REC-201712
-I051 

107.01.22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

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

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

研究 

通過 

第六案 
NCCU-REC-201712
-I052 

107.01.15 

國中教師兼任行政人員

知覺組織支持對組織承

諾關係之研究：以正向

心理資本為中介變項之

跨層次研究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五、期中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3件 

 
案號 

審查結果 

日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第一案 
NCCU-REC-201505
-I015 

106.12.29 
自我調控與人際歷程：

不同地位他人所造成的

影響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506
-I023 

107.01.18 
育嬰假使用與彈性相關

措施之研究 
通過 

第三案 
NCCU-REC-201611
-I048 

106.12.26 

台灣新興宗教的全球在

地化發展模式之探討─

以巴哈伊教與唯心聖教

為比較素例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六、修正/變更案件追認：共計 7件 

 
案號 

審查結果 

日期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第一案 NCCU-REC-201507 107.01.30 巨量資料時代公部門策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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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41 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範

圍與方法 

(變更期程) 

第二案 
NCCU-REC-201511
-I047 

107.01.05 
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及

其政治效應 

通過 
(新增問卷：認同
與政黨形象看
法) 

第三案 
NCCU-REC-201604
-I011 

10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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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新增與變更招
募者公告、修改
知情同意書) 

第四案 
NCCU-REC-201612
-I052 

106.12.29 
現今台灣社會的社會議

題爭辯：道德考量或是

偏見？ 

通過 
(新增第一年實
驗一問卷及修改
第一年研究一知
情同意書) 

第五案 
NCCU-REC-201612
-I053 

106.12.26 

建構本土的跨專業學校

輔導團隊：以學習共同

體突破專業典範與倫理

判斷的困境 

通過 
(變更期程、計畫
名稱及知情同意
書) 

第六案 
NCCU-REC-201612
-I058 

106.12.27 

融入成長心向的數位創

造力遊戲導向學習對提

升城鄉地區學童創造力

心向與創造力的效果 

通過 

(變更期程、計畫
名稱、計畫書及
知情同意書) 

第七案 
NCCU-REC-201703
-I002 

106.12.27 

跨國企業中的跨界人力

資本：越南台資企業對

跨國人才資源之需求與

運用 

通過 

(變更期程、計書
案名稱、計畫
書、談談大綱及
知情同意書) 

決  議：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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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案案件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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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
-I046 

107.01.18 
以觀看喜劇電影探討大

腦接受自然刺激時的神

經代謝變化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602
-E003 

10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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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 
NCCU-REC-201605
-I016 

107.01.22 
敘事、文類與媒材：訪

談中個人經驗故事之講

演 

通過 

第四案 
NCCU-REC-201605
-I028 

107.01.12 

科技、真實和新聞攝影

的變與不變：以近五年

國內外三種重要新聞攝

影比賽之得獎作品為分

析案例 

通過 

第五案 
NCCU-REC-201705
-I011 

107.01.13 
不道德關乎傷害？二元

道德理論的發展觀點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八、臨時動議：無。 

 

九、散會：107年 2月 5日（星期一）下午 3時 38分散會。（出席委員

簽退並登錄時間） 

 

十、下次開會時間提醒：107年 3月 15日(四) 上午 10:10。 

 

十一、會後舉辦新聘委員訓練。 

1070205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三十二次審查會議                              第 7頁，共 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