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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第 44 次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1:50 

地點：本校本部第二會議室（樂活診所 4 樓，臺北市師大路 12 號） 

主席：許瑛玿主任委員 

出席：田秀蘭委員、李佳芝委員、林烘煜委員、張憶佳委員、許美姿委員、連群委員、曾育裕

副主任委員、趙家琛委員、謝伸裕委員、鍾志從委員（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請假：李晶委員、張芳維委員、郭靜姿委員、潘淑滿委員、蔡志偉委員 

列席：盧萱專員、洪曙天工讀生 

記錄：盧萱專員 

（委員總數：16 人，法定開會人數：8 人，實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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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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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案 2 件，共計

4 件。 

1. 201710HS005 新案

「整合模式理論發展

繼續教育介入對學校

護理人員專業核心素

養之效果研究」：通

過。 

2. 201710HM011 新案

「高溫環境對臨界負

荷、運動耐受性與肌

1. 201710HS005已核發

核可證明。 

 

 

 

 

 

2. 201710HM011 已核

發核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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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氧合作用之影

響」：通過。 

3. 201608HM006 變更

案「華語為第一語言

的字彙習得歷程之腦

神經機制研究」：通

過。 

4. 201708HM004 變更

案「從認知科學觀點

進行醫療體系推動非

都會區幼兒早期親子

共讀介入成效的長期

追蹤評估研究」：通

過。 

 

 

3. 201608HM006 已核

發核可證明。 

 

 

 

4. 201708HM004 已核

發核可證明。 

 

提案二 依教育部大專院校人體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

定期追蹤實地查核結果

通知，修正本會 105 年

起之會議記錄，納入「討

論內容及摘要」項目，提

請追認。 

照案通過。另感謝委員

於會上給予建議，未來

本會於會上討論審查案

件及撰寫紀錄時，可參

考其他較資深之審查會

經驗範例，就各項審查

議題及項目逐步檢視，

以利每案討論更加周

全。 

不定期追蹤實地查核相

關說明及文件修正提請

本會確認後，已於 106年

12 月 21 日函覆教育部

查核辦公室。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擬修訂本會案件送請委

員初審，以及研究計畫

主持人回覆審查意見天

數期限（含全委員會一

般審查、微小風險審查、

變更審查、持續審查、結

案審查等），俾利提昇審

查效率。 

本會新案、變更、持續審

查、結案等各類案件，提

請委員初審以及送交研

究計畫主持人回覆意見

天數原訂之 10 工作日，

決議修改為 7個日曆天。

相關 SOP 標準作業程序

併同修正。 

修正之標準作業程序已

於會議紀錄確認後實

行，並公告於本校研究

倫理中心網頁。 

 

二、 教育部查核： 

研究倫理中心已依106年10月24日教育部大專院校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定期追

蹤實地查核結果通知，辦理相關說明及文件修正。相關事項提請本會確認後，已於

106年12月21日函覆教育部查核辦公室。 

三、 教育訓練： 

研究倫理中心已於106年12月22日與教育學院合辦「106年研究倫理工作坊（7）」，

邀請本委員會謝伸裕委員演講，主題為「研究倫理─參與者的權益與審查注意事

項」，當日參與人數共計42人。 

四、 本年度審查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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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委員協助回覆可出席時間，107年4月至11月審查會議時間已訂於每月第三週

週五上午11:50，日期為：4/20、5/18、6/15、7/20、8/17、9/21、10/19、11/16，懇請

各位委員預留時間與會。 

五、 審查案件： 

(一) 報告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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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2月9日至107年1月12日案件通過狀況，請見會中附件二。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全委員會一般審查持續案 1 件、結案 1 件，共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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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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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HM010 

局部與遠端缺血預處理對於運

動員有氧能力與高強度間歇訓

練效益之影響 

10 0 0 0 

投票人數：10 人、棄權 0 人、利益迴避 0 人、離席人數：1 人（社會公正人士委員，男） 

討論內容及摘要： 

1. 倫理：無。 

2. 法規：無。 

3. 研究設計：第一年研究皆依通過內容執行，無執行偏差。 

4. 研究參與者權益保護：本案屬人體研究，依主持人說明實驗過程並無嚴重不良反應或

異常事件發生。 

5. 知情同意書：研究對象如包含未成年研究參與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及簽署知

情同意書。本案有部份同意書未有法定代理人簽名者，經主持人回覆說明均為 20 歲

以上之成年人。 

6. 補償及賠償：無。 

決議：通過。 

      本案研究執行期間皆依通過內容執行，無發生不良反應，無異常事件，本會予以通

過。 

（非專業委員意見會同其他委員意見整理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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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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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HM005 

探討大腦的可塑性與表觀遺傳

因子調控如何影響認知與科學

學習 

10 0 0 0 

投票人數：10 人、棄權 0 人、利益迴避 0 人、離席人數：1 人（社會公正人士委員，男） 

討論內容及摘要： 

1. 倫理：本案核可期限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止，計畫主持人如欲提前結案，應依當時本

委員會 SOP 規定於執行完畢後 20 日內提出申請。 

2. 法規：無。 

3. 研究設計：本案原為三年期計畫，實際僅執行一年即提前結案，須說明未依原通過內

容執行之原因。經主持人初審回覆，已瞭解係因科技部經費僅核定一年，研究執行時

間及經費有限下，並未招募研究參與者，故未執行原規劃之各項檢測，只進行細胞分

子生物實驗及次級資料分析，故於一年研究執行完成後申請結案。 

4. 研究參與者權益保護：本案未招募研究參與者，未涉及參與者權益保護問題。 

5. 知情同意書：本案未招募研究參與者，無知情同意書簽署問題。 

6. 補償及賠償：無。 

決議：通過。 

   本案研究執行期間，無發生不良反應，無異常事件，無涉及參與者保護問題，本會

予以通過。 

（非專業委員意見會同其他委員意見整理如上） 

 

提案二：有關本會 201705HS016 微小風險審查新案「新住民子女認知與情意創造力表現之

機制探討：內外複雜度、優勢取向和文化整合教學之調節中介模型」是否轉送全

委員會一般審查，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研究對象包含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屬於易受傷害族群，其中研究五與研究六

之教學實驗涉及欺瞞研究部分，主審委員建議轉送一般審查，俾利委員會共同討論參

與者保護機制及相關研究倫理議題。先請兩位主審委員報告初審意見，再請各位委員

討論轉送事宜。詳細審查資料請見附件四。 

二、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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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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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HS016 

新住民子女認知與情意創造力

表現之機制探討：內外複雜

度、優勢取向和文化整合教學

之中介模型 

1 10 0 0 

投票人數：11 人、棄權 0 人、利益迴避 0 人、離席人數：0 人 

討論內容及摘要： 

1. 倫理：教學實驗授課教師扮演的角色類似協助收案之研究助理，建議教師培訓內容需

包含研究倫理相關訓練。鑒於本校目前已有計畫相關人員學術倫理與誠信研習時數規

定，本會不另提出修改意見。 

2. 法規：無。 

3. 研究設計： 

(1) 本案研究五、研究六原規劃教學實驗使用實驗組（優勢表現組／文化整合組）與

對照組（傳統教學組）比較，涉及欺瞞研究，研究設計是否符合研究倫理原則建

議轉送全委員會一般審查討論。 

(2) 本案複審經主持人修正後，教學實驗改為交叉設計，考量其已修改無教學介入之

對照組及欺瞞部分，經審查符合保護參與者研究倫理原則。 

4. 研究參與者權益保護：本案如有欺瞞研究需要，應在研究中某個時間點向參與者進行

完整的知情同意程序。教學實驗需評估實驗組與對照組之教學成效，若實驗組成效明

顯較好，主持人應提供對照組適當之補救措施。考量本案已修改為實驗組及對照組接

受相同教學，無涉及參與者權益問題。 

5. 知情同意書： 

(1) 不具名問卷研究部份應可免除參與者簽署知情同意書。 

(2) 進入學校進行研究，除學生參與者及其家長同意之外，亦應取得機構及授課教師

之口頭同意或簽署知情同意書為宜。本案已為協助研究之教師設計知情同意書。 

6. 補償及賠償：研究參與期間較長，應補充說明中途退出的參與者報酬計算方式。 

決議：修正後通過，追蹤頻率為 1 年。 

修正要點如後： 

1. 本會尊重主持人的研究設計及專業，僅就研究參與者權益保護部份進行審查。針對本

案各項文件內容部份矛盾處，惠請加以確認並修改為一致： 

(1) 本案研究對象選取方式及人數、研究設計等曾依複審意見修改，惠請於研究計畫

書中調整相應的內容，以利研究前後內容一致。 

(2) 研究一至研究四屬於不具名問卷調查，不宜設計參與者簽名欄位，建議以問卷卷

首或知情同意說明文件取代知情同意書簽署，以免於增加參與者個資洩漏之風

險。研究五及研究六涉及教學實驗且包含前後測，非不具名研究，建議知情同意

書宜有完整參與者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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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案審查申請書第 17-62 頁所附之知情同意書，研究一至研究四部份仍保留參與

者簽名欄位；本案另於附件二提供各項研究之完整知情同意書及測驗工具，其

中，研究五、研究六之學生、家長、教師同意書未設計參與者簽名欄位。惠請依

第(2)點建議，修改研究一至研究六各項知情同意書，並請保留正確版本即可，

刪除重複或不需用到之版本，以避免使用時混淆。 

2. 有關研究五、研究六之教師與學生參與研究期間，除教學時間之外，亦請說明自第 1 

周至第 16 周包含兩階段的前後測及實驗教學，全程各需約多少時數參與研究，並請

補充於知情同意書中。 

3. 本案提供參與者報酬，考量參與研究期間較長，請說明參與者中途退出之報酬計算方

式，並補充於各研究之知情同意書中。 

4. 鑒於研究對象涉及未成年新住民學生，屬於易受傷害族群，研究進行時間較長且需要

學生及其家長、教師及機構多方配合，另考量本案修正前教學實驗無法事先取得完整

知情同意之特殊情況，故轉送全委員會一般審查。 

（非專業委員意見會同其他委員意見整理如上） 

 

肆、 臨時動議 

提案一：擬修訂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服務收費標準，提請討論。 

說  明：為鼓勵與教育本校研究生進行研究應依人體研究法申請研究倫理審查，以瞭解研究

參與者保護及研究倫理審查機制，並考量研究生論文計畫之急迫性與經濟負擔，參

酌各校審查會之收費標準多有提供研究生審查費減免（如附件五），本會研擬研究

生審查費減免機制如下，請各位委員提出建議。 

        方案 A：維持現行收費標準，研發處補助研究生 70%審查費，適用範圍增加碩士生

及免審補助。 

審查類別 審查費 

補助後審查費金額 

教研人員 博、碩士生 

(補助 50%審查費) (補助 70%審查費) 

一般審查 19,500 元 
9,750 元 

(補助 9,750 元) 

5,850 元 

(補助 13,650 元) 

微小風險審查 14,500 元 
7,250 元 

(補助 7,250 元) 

4,350 元 

(補助 10,150 元) 

免除審查 2,500 元 
1,250 元 

(補助 1,250 元) 

750 元 

(補助 1,750 元) 

        方案 B：調降研究生收費標準。 

審查類別 收費標準（幣別：新臺幣元） 

政府委辦補助經費及教職

員工自行發起之研究計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生

論文（未獲得政府、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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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贊助單位經費補助，且

無法於其他研究計畫核銷

研究倫理審查費，以致審

查費需由研究生自行負擔

者） 

免除審查 2,500 元 1,000 元 

微小風險審查 14,500 元 4,500 元 

全委員會一般審查 19,500 元 6,000 元 

變更案 1,000 元 1,000 元 

行政變更案、持續審查

案、不良反應通報、結

案審查、不服審查結果

之申覆 

無須繳納 無須繳納 

 

決 議：本校校內學生論文（未獲得政府、廠商或贊助單位經費補助，且無法於其他研究計

畫核銷研究倫理審查費，以致審查費需由學生自行負擔者）收費標準，修訂為免除

審查費 1,000 元、微小風險審查費 4,500 元、一般審查費 6,000 元。未來針對學生收

費標準的配套方案將與相關單位進行進一步研議。校外學生比照教職員工收費標

準。檢附修訂後收費標準如附件六。 

 

伍、 散會：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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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一、 下次開會時間為 107 年 2 月 23 日上午 11：50，地點為校本部第二會議室（樂活診所 4 樓，臺北市師大路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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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