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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第 29 次會議記錄 

時間：105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1:50 –下午 13:50 

地點：本校本部勤大樓 1 樓會議室 B（人發系圖書館內） 

主席：李思賢主任委員 

出席：王永慈委員、田秀蘭委員、李琪明副主任委員、李佳芝委員、林陳立委員、張芳維委員、

張憶佳委員、連群委員、曾育裕副主任委員、謝伸裕委員、鍾志從委員（依姓氏筆畫順

序排列） 

請假：許瑛玿委員、郭靜姿委員、趙家琛委員 

列席：黃懷蒂執行秘書、盧萱專員 

記錄：黃懷蒂執行秘書、盧萱專員 

（委員總數：15 人，法定開會人數：8 人，實到：12 人） 

 

壹、 主席報告： 

一、 確認委員出席狀況。 

二、 宣讀利益衝突迴避事項： 

審查委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參加審查： 

(1).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2).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 

(3).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4).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5).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貳、 報告事項： 

一、 報告上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第28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該紀錄於上次會議結束後經

委員審閱已確認。 

提案序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全委員會一

般審查新案

2 件，持續暨

變更案 2 件，

變更案 1 件，

持續案 2 件，

結案 2 件，共

計 9 件，提請

討論 

1. 201606HM002 新 案

「105年度『毒藥品巨量

資料之人、時、地之因素

分析』」：通過，追蹤頻

率為半年。 

 

 

 

 

1. 201606HM002 已核發核可

證明，其上依決議註記：「研

究團隊應謹遵相關法律規

範，本審查會同意研究團隊

分析衛福部「衛生福利資料

科學中心」提供之已去識別

化資料、同時研究結果僅作

為政府單位執行業務參考，

學術上不公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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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06HS022 新案「臺

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

力統計資料調查」：通

過，追蹤頻率為一年。 

 

3. 201506ES001 持續案

「矯正人員貪瀆行為

的現象、成因與對

策」：同意繼續執行。 

 

4. 201507HM004 持續案

（異常事件）「以眼動

型態和閱讀測驗探討

兒童閱讀科學圖文的

認知歷程與識圖能力

的發展」：暫停研究，

修正後審查。 

 

5. 201506HM007 變更案

「利用腦磁圖儀探討

人類在混合頻率聲音

刺激下的聽覺穩態頻

譜以及顳葉區活化位

置」：通過。 

 

6. 201502HS004 持續案

「混沌中的召喚—混

沌理論取向之生涯意

義形塑模式建構與驗

證」：修正後同意繼續

執行。 

 

7. 201506HS001 持續案

「友誼網絡對學童走

路上學之長期影響研

究」：修正後同意繼續

執行。 

8. 201503HS002結案「臺

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

 

 

2. 201606HS022 已核發核可證

明。 

 

 

 

3. 201506ES001 已核發持續及

變更案核可證明。 

 

 

 

4. 201507HM004 已暫停研究，

並於 105 年 9 月 10 日以師

大研字第 1051021913 號函

通報教育部委託之國家實驗

研究院。 

 

 

 

 

5. 201506HM007 已核發變更

案核可證明，並於 105 年 9

月 10 日以師大研字第

1051021913 號函通報教育

部委託之國家實驗研究院。 

 

 

6. 201502HS004 主持人已依審

查決議回復意見，複審中。 

 

 

 

 

 

7. 201506HS001 主持人已依審

查決議回復意見，複審通過，

核發核可證明。 

 

 

8. 201503HS002 主持人已依審

查決議回復意見及繳交異常

事件報告，複審中。 

 

 



第 3 頁 

 

暴力統計調查」：修正

後通過。 

9. 201511HM001 結案

「生活技能於青少年

菸害防制教學之應用

研究─以彰化縣某國

中為例」：修正後通

過。 

9. 201511HM001 主持人諮詢

及回復審查決議中。本案已

於 105 年 9 月 10 日以師大

研字第 1051021913 號函通

報教育部委託之國家實驗研

究院。 

提案二 有關教育部

校園學術倫

理教育與機

制發展計畫

「學術研究

倫理教育課

程」及其他學

校之線上教

育訓練，及採

計之時數，提

請討論 

通過。承認完成「學術研究

倫理教育課程」者，取得 1

小時研習時數。 

已依會議決議執行。 

提案三 研究倫理中

心 「 CRE-

SOP04 舉辦

研究倫理教

育訓練」修訂

事宜，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 已依會議決議執行。 

提案四 有關經本會

審查通過之

知情同意文

件、研究計畫

招募文宣，是

否需加蓋核

准章，提請討

論。 

部分審查委員離席，開會

人數不足，本案延後至下

次會議討論。 

已排入本次會議討論。 

提案五 擬修正本會

「變更審查

申請書」，提

請討論。 

部分審查委員離席，開會

人數不足，本案延後至下

次會議討論。 

已排入本次會議討論。 

提案六 擬修正本會

「新案審查

申請書」暨

「知情同意

部分審查委員離席，開會

人數不足，本案延後至下

次會議討論。 

已排入本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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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範本」，提

請討論。 

提案七 擬修正本會

「 REC-

SOP05 會議

程 序 」 、

「 REC-

SOP11 持續

追蹤審查程

序」、「REC-

SOP13 結案、

中途終止、撤

案 審 查 程

序」，提請討

論。 

部分審查委員離席，開會

人數不足，本案延後至下

次會議討論。 

已排入本次會議討論。 

二、 本校研究倫理中心及研究倫理審查會依人體研究法、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會查核

相關規範辦理研究計畫審查、監督管理事宜，並發現研究計畫未依審查核可內容執行

之應通報情事，已於105年9月10日以1051021913號簽通報本校，奉校長決行，並於同

日以師大研字第1051021913號函通報教育部委託之國家實驗研究院。 

三、 研究倫理中心已就「科技部人文社科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要點草案」調查問卷，簡要回

覆相關意見，後續若有進一步消息，將再轉知各位委員。 

四、 本委員會105年12月及106年1月開會時間訂於12/23（五）及1/20（五）上午11:50，敬請

各位委員盡量預留時間出席。 

五、 教育訓練： 

(一) 為協助本校師生瞭解研究倫理審查之後續追蹤管理監督程序，並對研究參與者之保

護、研究倫理審查規範有深入的瞭解及遵守，本校研究倫理中心將於105年10月6日

舉辦「105年研究倫理工作坊（2）」，議程如下，歡迎各位委員報名參與： 

時間 議程 講者                   主持人 

17：00-17：30 報到 

17：30-17：35 致詞 
鍾志從主任 

臺師大研究倫理中心 

17：35–19：00 

研究倫理審查 

後續之追蹤管理監督： 

變更/持續/結案/異常事件審查 

張芳維委員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醫師/臺

師大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鍾志從主任 

19：00-19：10 休息 

19：10-19：30 綜合討論 

張芳維委員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醫師/臺

師大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鍾志從主任 

19: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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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研究倫理中心預計於105年10月13日與三總合辦GCP研究倫理教育訓練，邀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Eric C. Strain教授及本委員會林陳立委員，以及於10月20日邀請

中國學者李建華教授蒞校演講，歡迎各位委員報名參與。 

(三) 研究倫理中心與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圖書館合作，於本校開放式課程網站設置「研

究倫理線上教育課程」專區，並提供「研究倫理線上課程學習測驗」，相關訊息近

期將公告於研究倫理中心網頁／教育訓練資源／線上教育訓練。完成線上課程影片

觀看及通過測驗者，即可向研究倫理中心申請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時數證明。 

六、 審查案件： 

(一) 報告105年1月1日起本委員會審查案件受理案件數及相關統計，請見會中附件一。 

(二) 報告105年105年8月13日至105年9月23日案件通過狀況，請見會中附件二。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全委員會一般審查結案 1 件，共計 1 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如委員有需利益迴避者，請自行宣告並迴避。 

二、全委員會一般審查案件表如下，詳細審查資料請見附件三，該資料已於會前一週提供

給各位委員，先請兩位初審委員報告初審意見，再請各位委員討論表決。 

三、主任委員/主席將於各案件討論時徵詢非專業委員意見，惠請委員踴躍發言。 

四、結案共 1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通過 
修正後

通過 

修正後

提下次

會議 

不通過 

201503HM002 
不同移位步法對男女排球選手

攔網著地之影響 
0 4 7 1 

投票人數：12 人、棄權 0 人、利益迴避 0 人、離席人數：0 人 

主委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討論內容及摘要： 

1. 本案簽署之同意書非核可版本，是為執行偏差，然依 PI 說明，當下已補正，請提供完

整版本並進一步說明。另請提交異常事件報告。 

2. 超過核可期限收案之資料，不得納入研究分析。 

3. 依人體研究法規範，本案應辦理通報事宜。 

決議：修正後提下次會議。 

修正要點如後： 

1. 本案誤用非經審查通過版本之知情同意書，並依主持人說明，發現徵求同意當下均已

提供正確文件給參與者填寫。惟結案所檢附之同意書為簽名頁，惠請補充提供經參與

者簽署的完整版本知情同意書影本，並說明向參與者取得知情同意的流程，俾利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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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研究依審查通過內容執行。 

2. 本案核可期限至 2016 年 4 月 23 日止，後續未經持續審查通過仍持續收案，有違審查

核可內容。請刪除核可期限屆期後收案之資料，並且不得納入研究分析。請主持人製

作並回復收案之參與者清單，俾利確認刪除之案件資料。 

3. 本案因誤用知情同意書版本，及於核可時間屆至後收案，係為執行偏差，請提交異常

事件報告。 

4. 本案為人體研究案件，其異常事件，本會應依人體研究法，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5. 惠請計畫主持人及研究團隊配合本會決議辦理。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依人體研究

法及相關規範成立，職責包含審查監督管理研究計畫案件。若遇有研究團隊無故不配

合本會決議，本會得依職責知會本校、計畫主持人所屬系所，及研究經費挹注單位

（本案為科技部）。 

（非專業委員意見會同其他委員意見整理如上） 

 

提案二：有關經本會審查通過之知情同意文件、研究計畫招募文宣，是否需加蓋核准章，

提請討論。 

說明：鑑於提醒及監督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團隊成員應依本審查會通過之內容版本執行研究

計畫，以避免計畫執行過程偏離核可內容；並因校園中常見招募研究參與者文宣，

為區別文宣是否屬於本會審查通過之研究計畫，以確保參與者權益受到保護，本會

是否參考其他審查會方式，於通過審查之知情同意書、招募文宣加蓋「核准章（含

核准日期）」，俾利追蹤。 

決議： 

1. 針對知情同意書及說明文件：同意加蓋核准章 8 票，不同意 2 票，棄權 2 票，決議為

同意。 

2. 針對招募文宣：同意加蓋核准章 2 票，不同意 9 票，棄權 1 票，決議為不同意。 

 

提案三：擬修正本會「變更審查申請書」（如附件四），提請討論。 

說  明：為因應變更審查申請所需，本會舊版變更審查申請書部分內容矛盾或不符合變更申

請案件情況，擬修正變更審查申請書，重新彙整應備文件「檢核表」、各項文件

「必備/若有需附」，及「修正前後對照表」格式。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擬修正本會「新案審查申請書」暨「知情同意書範本」（如附件五），提請討論。 

說  明： 

1. 為遵守《人體研究法》第 19 條研究資料規範執行研究，修改及新增「研究涉及

參與者個人資料狀態」、「研究資料性質、運用及保存」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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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擬修正知情同意書內容，修改不適合之欄位及「參與研究條件」、「研究材料保

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退出與中止」、「損害補償與保險」內容。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擬修正本會「REC-SOP05 會議程序」、「REC-SOP11 持續追蹤審查程序」、

「REC-SOP13 結案、中途終止、撤案審查程序」（如附件六、七、八），提請討

論。 

說  明： 

1. 依近期審查會陸續受理案件後續持續、結案審查經驗，發現微小風險案件的持續

審查選項「修正後通過」、結案審查「修正後存查」選項意義模糊，不利於請 PI

修正說明，且字面上無送交複審的文義。故擬修正「REC-SOP11 持續追蹤審查

程序」、「REC-SOP13 結案、中途終止、撤案審查程序」審查結果選項。 

2. 因「REC-SOP05 會議程序」之決議選項與前揭 SOP 內容需一致，此外前一版本

有內容未相符之處，故本次統一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提案一：全委員會一般審查新案 1 件，共計 1 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如委員有需利益迴避者，請自行宣告並迴避。 

二、全委員會一般審查案件表如下，詳細審查資料請見附件三。本案原為微小風險審查案

件，並經兩位初審委員審查通過。然因研究性質可能逾越衛福部簡易審查範圍，故經

委員審查及 PI 回復後，轉送全委員會一般審查。先請兩位初審委員報告初審意見，

再請各位委員討論表決。 

三、主任委員/主席將於各案件討論時徵詢非專業委員意見，惠請委員踴躍發言。 

四、新案共 1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通過 
修正後

通過 

修正後

提下次

會議 

不通過 

201607HM003 中高齡者阻力運動之血壓變化

與代謝適能指標關聯之研究 
9 0 0 0 

投票人數：10 人(1 人棄權) 、棄權 0 人、利益迴避 0 人、離席人數：2 人（社會公正人士

委員，女、校內社科專業背景委員，女） 

主委詢問非專業委員意見。 

討論內容及摘要： 

本案已依初審意見完成修正，本會予以通過。 

決議：通過，追蹤頻率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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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業委員意見會同其他委員意見整理如上） 

 

提案二：有關研究倫理中心接獲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向教育部舉發本校體育學系研究案件不

當招募廣告違反研究倫理案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研究倫理中心 105 年 9 月 26 日接獲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向教育部舉報函文之副本

（105 年 9 月 23 日護 105 字第 009 號，如附件），本校體育學系教授之研究團隊，

今年 8 月 16 日於求職網站「打工趣」及批踢踢實業坊「Part-time」看板張貼人體研

究受試者招募廣告，其上並標記酬金，有違反人體研究法之虞。 

二、 本案妥依審查會異常事件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決  議： 

1. 請主持人依舉報函文，提交異常事件報告，詳細說明案件狀況，及其招募文宣繫屬之

研究計畫，俾利本會瞭解相關情形，妥依相關規範辦理後續作業程序。 

2. 本案依查核程序，應即辦理研究計畫查核，請主持人及研究團隊配合相關事宜。 

 

伍、 散會：13:50。 

-------------------------------------------------------------------------------------------------------------------------  

備註： 

一、 下次開會時間為 105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11：50，地點為校本部勤大樓 1 樓會議室 B（人發系圖內）。 

二、 因各委員平日業務繁忙，研究倫理中心排定所有各委員均能出席之會議時間實有困難，請各委員盡可能

出席，若不克出席請務必向研究倫理中心請假。不便之處，煩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