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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四十二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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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昌亞委員、徐嘉慧委員、陳陸輝委員、熊瑞梅委員、劉宏恩委員、劉昌

德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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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正德委員、簡楚瑛委員（校外

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請假：林日璇委員（校內委員） 

張文正委員、郭英調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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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至 2 時 30 分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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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委員會第四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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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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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I080 

計畫名稱 部落工作者做為原住民族文化照顧的文化轉譯者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  否 

討論摘要： 

1. 本案主持人長期在原鄉做長照研究，訪談對象原則上比較不涉及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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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而較屬於對公共政策的意見，過去類似研究也相當多。但原鄉的

長照問題仍有其敏感度，且所欲進入的田野是非常典型且特定的原住

民族部落，其中是否存在比較複雜的權力關係，故提醒主持人確認是

否需要注意原基法集體同意的部分。 

2. 原民會的辦法並未強制需事前認定，提醒主持人雖其認為本案不屬於

原基法第 21 條的學術研究，但認定權依法在中央主管機關。 

3. 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見(含非專業委員)後，進行投票程序。 

投票紀錄： 

通過  10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迴避未投票  0  票。(2 時 30 分簽到之委員因未參與討論，故未投

票) 

決議：通過。 

提醒主持人雖其認為本案不屬於原基法第 21 條的學術研究，但認定權依

法在中央主管機關。 

 

案由二：審查委員建議提會討論案 1 件，提請討論。 

說  明：本案為期中報告審查案件，審查意見：「計畫主持人送交執行的問

卷題目，與審查通過時的題目內容略有出入，請先依照規定，在研

究內容變更前先提交計畫變更案。」，審查委員建議提會討論。 

送審編號 NCCU‐REC‐201803‐I008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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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 □是  否 

討論摘要：（召集人顏乃欣委員迴避，由副召集人劉宏恩委員代理主持） 

1. 本案提會旨在討論程序問題：由於本案已執行網路調查，但問卷內容

與原來通過的題目略有出入，依本會程序是否應先提出修正變更申

請，後續再送期中報告審查。 

2. 問卷的文字差異並未影響受試者權益，沒有受試者保護方面的問題。 

3. 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見(含非專業委員)後，進行共識決議。 

共識決議：請主持人補送修正變更案一併交由同一位委員審查後，再決定

是否通過期中報告。 

 

 

四、免除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1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日期 

第一案 NCCU‐REC‐ 政大學業退學制度適法性之 10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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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I008  實徵研究 

決  議：追認通過。 

 

五、簡易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7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日期 

第一案 
NCCU‐REC‐

201806‐I058 

大數據趨勢下「教學行為數據

分析系統」之應用、教師專業發

展三層式指標之建構及其對校

長科技領導(i-VISA)之啟示 

108.2.23 

第二案 
NCCU‐REC‐

201812‐I088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

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

究 

108.1.24 

第三案 
NCCU‐REC‐

201901‐I001 

社會文化因素與文字系統對複

雜視覺刺激的知覺和認知影響
108.1.30 

第四案 
NCCU‐REC‐

201901‐I004 

共享資源的協力治理：氣候變

遷下國際援助、國家政策與原

住民智慧在柬埔寨白朗森林的

保育實踐 

108.2.12 

第五案 
NCCU‐REC‐

201901‐I005 

探究語言學習機器人與物聯網

玩具所建構的英語學習環境中

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互動時之社

交行為信號—以國小中高年級

學童為對象 

108.2.23 

第六案 
NCCU‐REC‐

201901‐I006 

台灣流行音樂在中國:中國人

怎麼感受台灣流行音樂?重構

國族、中介與情感結構 

108.2.12 

第七案 
NCCU‐REC‐

201901‐I007 

輪班工作者之工作型態與睡眠

品質關聯性研究 
108.2.15 

決  議： 

1. 第五案暫先不追認，俟與主持人釐清以下問題後，於下次會議討論： 

(1) 有關同意書(互動分析)部分，需確認此部分的資料來源為自行收集，或

是由總計畫及其他子計畫取得？如由總計畫取得資料，由於總計畫已送

成大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需確認是否已取得學童及法定代理

人的同意，可以讓子計畫使用其資料？且應等成大審查通過才能使用。 

(2) 依本會 SOP/26【多中心研究計畫相關溝通管道】4.1.1.2「其他中心研究

倫理委員會已審查通過者，得以簡易審查程序追認」。故需確認總計畫送

成大審查，是否包含全部子計畫的資料？若是，則本案為本國多中心案

件，等成大審查通過後，請提供成大的審查結果，再對本案予以簡易審



1080225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四十二次審查會議 紀錄                       第 4 頁，共 5頁 

 

查。 

(3) 若本案子計畫並未包含於成大審查的資料中，則為本國單一中心案件，

且未必會以簡易審查方式進行。 

2. 其餘六案追認通過。 

 

六、修正/變更案件追認：共計 1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 

日期 
修正變更內容

第一案 
NCCU‐REC‐

201810‐I076 

壓力變『拳力』？環

境壓力和家庭暴力間

關係 

108.1.24 

通過 

(修改計畫書, 增加申請

全國性預防接種資料) 

決  議：追認通過。 

 

七、結案案件追認：共計 6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 

日期 

第一案 
NCCU‐REC‐

201512‐I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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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8 

第二案 
NCCU‐REC‐

201611‐I049 

檢視原鄉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

需求評估 
108.2.18 

第三案 
NCCU‐REC‐

201612‐I057 

誰在被排擠？組織中低績效表

現者之研究 
108.1.31 

第四案 
NCCU‐REC‐

201803‐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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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8 

第五案 
NCCU‐REC‐

201804‐E017 

107 年結核病防治教育訓練補助

計畫-校園結核病防治教育訓練 
108.1.31 

第六案 
NCCU‐REC‐

201806‐I045 

日間光照歷史與夜間電子閱讀

對個體睡眠的影響 
108.1.31 

決  議：追認通過。 

 

八、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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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108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3時 20 分散會。（出席委

員簽退並登錄時間） 

 

十、下次開會時間提醒：108 年 4 月 22 日(一)下午 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