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三十七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9月 25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果夫樓 1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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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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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青足委員、林綠紅委員、張炎良委員、郭英調委員、簡楚瑛委員（校外

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請假：熊瑞梅委員（校內委員） 

張文正委員、戴正德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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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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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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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第三十六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行情形（附件 1）。 

(二)行政辦公室報告： 

本(107)年度教育部大專院校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定期查核作業將

於 10-11月辦理，配合查核作業事宜，行政辦公室於 107年 10月 8日下

午 5時前完成系統資料登錄，更新現行版本之規範文件及現任人員資料(含

委員、行政人員)（附件 2）。 

主席裁示：請各位委員協助配合，提供今年度的研究倫理研習時數證明。 

三、討論事項： 

   案由一：期中報告案及修正變更案併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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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I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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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原鄉原住民青少年自我發展脈絡與影響因子的探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  否 

說明： 

一、期中報告案 

1.本案研究期間為 2017/08/01-2019/07/31，此為第一年期中報告。 

2.目前收案人數包含：青少年收案 380人，質性訪談已完成 5位(預計持續

接洽 2位受訪者)。 

3.問卷調查家長版同意書部份，因執行上有困難，因此未能執行(已於修正

變更中申請免除家長同意，但仍透過學校老師發放研究說明書給予家

長)。 

4.本案於 5/18及 6/21通知 PI繳交期中報告，PI於 7/4繳交，惟因 PI所

附問卷調查學生版知情同意書與通過版本內容不符，經提醒 PI後，PI

告知將提送修正變更。 

二、修正變更案 

依照上述補充說明，PI同步提送修正變更申請書，修正變更問卷調查學生

版知情同意書及申請將家長知情同意書改為知情同意說明。 

 

期中報告委員初審審查意見： 

問卷調查學生版知情同意書目前 380位研究參與者使用的版本非為本會通

過之版本，且此 380位未成年研究參與者皆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建議

提大會討論。 

 

修正變更案委員初審審查意見： 

變更法定代理人知情同意的部分，恐影響未成年參與者權益。建議提大會

討論。 

 

討論摘要： 

1. 本案主要的問題包括實際使用的同意書版本不是本會通過的版本，以及

所問的問題涉及族群之間頗為敏感的對於自我認知的看法，但完全沒有

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是否能接受期中報告以及修正變更較有疑慮，

故必須提會討論。 

2. 本案雖然與生醫案件的風險不同，但由於涉及原住民族群青少年的自我

認同議題，必須謹慎處理，建議已蒐集的 380 位研究參與者的資料，仍

需取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才可以使用。 

3. 可以理解新竹尖石鄉、桃園復興鄉等原住民族的國中生家長大多在平地

工作，所以不容易取得家長同意，但是過去有類似研究案發表後被檢舉

未取得家長同意，會形成新聞事件，必須謹慎。 

4. 本案在新案的審查階段，因在原民部落收案子比較敏感，就特別小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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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送請原民研究的專家學者協助審查，提醒主持人在部落做研究有

可預期的困難。 

5. 建議本會針對本案進行實地訪查，與主持人溝通、了解其困難，以及說

明本會無法同意免除法定代理人同意的原因，並給予主持人具體的建

議。 

共識決議： 

針對本案進行實地訪查，與主持人溝通、了解其困難，以及說明本會無法

同意免除法定代理人同意的原因，並給予主持人具體的建議。 

 

案由二：本（107）年度實地訪查之實施方式，提請討論。 

說  明： 

一、依上次會議決議辦理，針對未如期繳交期中審查報告的主持人，於開學後再

予以提醒，並了解是否有困難，將於本次會議討論，視狀況決定那些案件需

要實地訪查。 

二、檢附「107年期中審查一覽表」(附件 3)供參。 

決  議：優先進行前案決議實地訪查的案件。行政辦公室再持續針對尚未繳交期

中報告的案件，聯絡主持人補交資料；已繳交的期中報告則依本會標準

作業程序進行書面審查，如審查結果沒有問題，亦無需進行實地訪查。 

 

四、免除審查案件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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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
-I070 

107.08.28 
探討臉書之超連結分享

如何影響台灣的公民參

與和選舉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809
-I071 

107.09.04 
融入人文關懷於程式設

計教學實踐之行動研究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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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
-I020 

107.09.03 
出席助教課程與考試成

績之關聯性：迴歸不連

續性方法之應用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806 107.09.03 「為官之道」：台灣新進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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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52 公務人員生涯長期追蹤

調查研究(台灣文官調

查 VI-第 1/4期：

2018-2021 

第三案 
NCCU-REC-201807
-I062 

107.09.04 
文化情境中的群際關

係：文化自我覺察與文

化觀如何影響群際態度 

通過 

第四案 
NCCU-REC-201808
-I066 

107.09.04 
大學教育之英語寫作提

倡與應用 
通過 

第五案 
NCCU-REC-201808
-E068 

107.09.07 
結合擴增實境技術對兒

科護理技能的學習成就

之影響 

通過 

第六案 
NCCU-REC-201808
-E069 

107.09.17 

創新教學融入解剖生理

學課程影響護專學生學

習動機與成效之行動研

究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六、期中審查案件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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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
-I052 

107.08.31 
現今台灣社會的社會議

題爭辯:道德考量或是

偏見?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803
-E005 

107.08.31 

106 年度建立身心障礙

者權利公約人權指標、

基準與政策、法案影響

評估計畫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七、修正/變更案件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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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
-I031(第二次) 

107.08.31 
英語授課：大學教授專

業成長之探討 

通過 
(展延研究期

間、免除學生知

情同意及修訂教

授版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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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第二案 
NCCU-REC-201608
-I041(第 12次) 

107.09.18 
2016 年至 2020 年「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四年期研究規劃 

通過 
(修訂總統滿意

度電訪問卷) 

第三案 
NCCU-REC-201710
-I041 

107.09.18 

從電生理證據探討高功

能自閉症類群障礙兒童

之情緒知覺統合以及行

為發展追蹤 

通過 
(展延研究期間) 

第四案 
NCCU-REC-201711
-I042 

107.09.17 
航向虛擬實境：在虛擬

實境中建構自我及建立

習慣 

通過 
(修訂研究計畫

書、知情同意

書、問卷、招募

文宣) 

第五案 
NCCU-REC-201803
-I008 

107.08.31 

論週末補眠習慣之影

響：探討週間週末睡眠

模式差異之內在機制及

影響因子 

通過 
(修訂研究計畫

書、知情同意

書、網路研究說

明書及招募文

宣) 

第六案 
NCCU-REC-201804
-I019 

107.09.17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 

通過 
(修訂研究計畫

書、新增文官追

蹤調查知情同意

書及問卷) 

第七案 
NCCU-REC-201805
-I025 

107.09.03 

第二語言經驗對閱讀第

一和第二語言詞頻和詞

預測力效果之調控：眼

動同步記錄的大腦造影

研究 

通過 
(修訂計畫書、知

情同意書及招募

文宣) 

第八案 
NCCU-REC-201807
-I060 

107.08.30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庫後續調查計畫 

通過 
(修訂電訪問

卷、電訪知情同

意文、計畫英文

名稱、共同主持

人英文姓名) 

決  議：追認通過。 

 

八、結案案件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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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
-I052 

107.09.18 
社交焦慮者的解釋性偏

誤改善療效探討 
通過 

第二案 
NCCU-REC-201512
-I060 

107.09.04 
倫理領導與團隊成員道

德行為關係之跨層次研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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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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 
NCCU-REC-201804
-I015 

107.09.06 
聊天機器人廣告效果研

究 
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九、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 107年 9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1時 10分散會。（出席委員

簽退並登錄時間） 

 

十一、下次開會時間提醒：107年 10月 22日(一)下午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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