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第 3 屆第 16 次審查會議紀錄(上網版)
時

間：107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行政中心第 2 會議室，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七樓(R722)

主

席：蔡英俊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蔡英俊主任委員、范建得副主任委員(法律專家)、張堅琦副主任委員
江啟勳委員、邱銘傳委員、楊叔卿委員(女性)、許瀞文委員(女性)
莊淳宇委員(女性)、辛幸珍委員(校外-女性)、朱美珍委員(校外-女性)
柯美蘭委員(校外-女性)、鄭淑文委員(校外-女性)、曾育裕委員(校外-法律專家)
連群委員(校外-社會公正人士)
行政人員：鄭如君執行秘書、詹雅婷專案經理、饒淑惠專案助理
列席人員：廖經華校長(校外-觀摩委員，不具投票權)
請假人員：彭瀧森委員(校外-社會公正人士)


本委員會組成為 15 人，包含法律專家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機構內委員 8 人，機構外委
員 7 人，機構外委員達 2/5 以上。男性 8 人，女性 7 人，符合任一性別不得低於 1/3 之規
定。



法定開會條件：委員會 1/2 以上委員出席、機構外之非具生物醫學科學背景委員 1 人以
上出席、出席委員非單一性別。[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6]



法律背景委員共計 2 人出席；機構外非專業之社會公正人士共計 1 人出席。[教育部 REC
查核評量標準 2.10-優良]



本次會議應出席委員人數 15 人，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14 人(8 人以上)，機構外之非具生物
醫學科學背景委員 1 人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非單一性別，己達法定開會條件，主席宣布
開會。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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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該計畫主
持人、共/協同主持人、擔任指導教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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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儲備委員廖經華校長今日來觀摩會議，希望未來加入本會後能在教育領域提供本會
專業的審查意見。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本次會議同意核備。
二、上次會議追蹤事項。略。
參、 案件審查
一、 一般審查案件，共計 2 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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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案審查，共計 1 案。
序號 01

新案第 1 案(附件碼 01)

REC 編號

10612HT094
計畫主持人 朱思穎
計畫名稱

家庭本位跨專業合作模式提升幼小銜接之早期療育品質研究

利益迴避

計畫/共/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0 委員迴避審查

決議

否

本案專業主審委員尚未到席，由非專業主審委員報告審查意見。

 研究類型：人類研究
 會議討論
1. 本案為上次會議之修正後再審，主持人已依據會議決議回覆意見。第 1
點原本請主持人調整計畫書與同意書，對於「特殊幼兒」之定義與說明
更清楚。主持人已修改計畫書但未調整同意書。同意書雖未修改但可接
受，因同意書不宜呈現經濟弱勢等字眼。(主審委員)
2. 第 2 點意見，知情同意書已補充較學術專業術語部分，據上次 PI 提及仍
會有口頭輔助說明。第 3 點原建議 PI 直接檢送台大新竹分院醫院 IRB 版
本，然 PI 回覆將會確認通過並確認會在台大執行後，再以清大通過版本
送台大新竹分院醫院 IRB 審查。此回覆可接受。(主審委員)
主席主動詢問在場所有委員有無其他意見(包含非專業委員)，無其他意見
後進行投票。請委員投票於一般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新案審查序號 01。本次
投票共計 12 人。未投票共計 2 人(連群委員、柯美蘭委員尚未到席)
 票數紀錄：通過 12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追蹤審查頻率：每12 個月/□6 個月/□3 個月繳交一次期中/持續報告。
*4/13 委員會共識：若委員無特別表示意見皆為每 12 個月追蹤 1 次。*
 決議：審查結果：通過。會議修正意見：無。
(二) 變更案審查，共計 0 案。
(三) 持續報告審查，共計 0 案。
(四) 結案報告審查，共計 0 案。
(五) 實地訪查，共計 1 案。
序號 02

實地訪查案第 1 案(附件碼 02)

REC 編號

10505ES018
計畫主持人 陳明蕾
計畫名稱

國家課程改革背景下提升學生閱讀力的在職教師專業發展:以教師學習社群
為取徑

利益迴避

計畫/共/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0 委員迴避審查

決議

否

 會議討論
1. 經實地訪查了解，本案因科技部核定年限縮短(原 3 年改 1 年)，主持人因
此修改計畫內容，實際上接觸的研究參與者減少，並未增加研究參與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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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險。但因為未能即時向本會提出變更申請獲准即執行，且簽署之研究參與
者同意書版本非本會核定版，雖然已簽版和核定版同意書內容沒有實際上
的差異，但仍屬於有發生微小偏差事件。
主持人曾經執行過其他計畫 REC 審查，也理解應先提交變更才能執行，但
礙於科技部可核定執行之時間緊迫等情事，讓主持人未能即時提出變更
案、持續案等，也未能留意到應使用核定版本之同意書。
依實地訪查委員之說明，研究參與者風險並未增加，已簽署之同意書內容
無實質變更。但因未能即時提出變更仍屬微小偏差，且依據主持人過去送
審經驗都很配合審查，本次實地訪查亦誠實告知，建議可從輕處理。
參照過去偏差事件之決議，較輕微者大多請主持人再接受 2 小時研究倫理
課程。
建議本案之再教育時數可接受網路課程，以表對本案主持人之善意。
決議：本案經實地訪查後，計畫主持人已向本會說明計畫書偏離範圍。
主持人因經費補助單位核定可執行年限縮短為 1 年而變更計畫內容，且
簽署之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版本非本會核定版，然變更後的計畫實際上接
觸的研究參與者減少，已簽版和核定版研究參與者同意書內容幾乎沒有
差異(僅表頭標題刪除計畫執行年限)，並未實質增加研究參與者風險。但
因為未能即時向本會提出變更申請獲准即執行，仍屬微小偏差事件。考
量計畫主持人能誠實告知且過去皆能配合審查，請主持人自本會決議日
起 6 個月(12/1 前)內再接受研究倫理時數 2 小時(本案實體或線上課程皆
可)，完成課程時一併提報偏差改善報告至本會。

**本次委員會共識：經會議決議必須請計畫主持人於一定時間內再接受研究
倫理訓練者，該課程須以實體授課為原則。若主持人於前述一定時間內尚未
能完成再教育等補正事項，而有申請新案之需求，應以完成補正事項後再受
理其新案為原則。惟本委會可依偏差嚴重程度及實務狀況而進行個案調整，
避免因微小偏差而影響主持人申請審查之權利。**
肆、 報告事項
一、 107 年 4 月 4 日至 107 年 5 月 28 日通過審查案件，提請備查。
(一) 新案審查-簡易審查：計 3 案。
序號 類別 REC 簡碼
1

簡審

計畫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106-096

有效的學生同儕師徒經驗:台灣大學生的觀
點

通過

2018-05-15

通過

2018-04-03

通過

2

簡審

107-013

國中小專輔教師輔導諮商與督導知能知培
力: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國中小輔導實
務場域

3

簡審

107-014

公益共學村～全球化變遷下的鄉村教育在地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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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全體委員無其他意見，同意核備。
(二) 新案審查-免除審查：計 0 案。
(三) 計畫變更審查-簡易/行政變更：計 5 案。
序號 類別
1

變更

REC 簡碼
104-013

計畫名稱

打造疾病、治理社會：台灣當代慢性病的專 通過
業、組織與政策體制變遷
 本次變更：研究計畫之聯絡人電話與地
址異動變更申請；因單位所使用電話及
研究室搬遷異動，故申請變更。
 核可文件版本日期：
1.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版本日期：
2.
3.

2

變更

104-022

變更

106-071

4.
5.

2018-05-01

通過

2018-05-22

通過

2018-04-13

2015.11.02
問卷/訪談大綱版本日期：2015.06.18

人工語法學習中的漢語屈折調變調規則習
得
 本次變更：因尚未進行的實驗設計有細
部的修改，影響知情同意書上對於實驗
的描述，所以提出變更申請
 核可文件版本日期：
1. 研究計畫書版本日期： 2018-03-28
2.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版本日期：
3.

核可日期

2018-04-19
邀訪文宣版本日期：2018-04-19
其他：新案審查申請書版本日期：

2018-04-19
災難後遷村重建與女性的賦權
 本次變更：因家庭狀況，故展延研究計
畫預定執行期限。
 核可文件版本日期：
1. 研究計畫書版本日期：2018.03.29
2.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版本日期：
3.

3

結果

2018-03-27
世界似詞網線上參與知情同意書頁
面:2017-10-11
招募文宣(實驗室)版本日期：
2017-10-11、
招募文宣(線上進行)版本日期：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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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REC 簡碼

計畫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4

變更

106-073

數位時代生活圖像的建構與探索-虛擬空間 通過
中化身想像力與創意之表現
 本次變更：經由前測10人左右，發現由
於東西方文化差異造成受測者在認知實
驗任務(觀看霸凌影片)後皆展現出強烈
的親社會行為，因此，調整實驗任務強
度降低文化產生之偏誤，以致於需展延
計畫執行時間(至107年7月31日)。
 核可文件版本日期：
1. 計畫書版本日期：V2，2018-04-13
2.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版本日期：
V2，2018-04-10
3. 後測問卷版本日期：V2，2018-04-13、
前測問卷版本日期：V2，2018-04-18
4. 招募文宣版本日期：V2，2018-04-13

2018-04-26

5

變更

107-013

國中小專輔教師輔導諮商與督導知能知培
力: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國中小輔導
實務場域
 本次變更：原申請科技部3年期計畫，經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核定通過為1
年期計畫，故依此修改計畫內容。
 核可文件版本日期：
1. 研究計畫書版本日期：2018.4.30
2.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版本日期：

2018-05-17

3.
4.

通過

2018.04.30
訪談大綱版本日期：2018.04.30
研究參與邀請函版本日期：2018-3-2

決議：全體委員無其他意見，同意核備。
(四) 期中/持續審查：計 2 案。
序號 類別 REC 簡碼
1

2

持續

持續

計畫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106-018

新竹地區一般居民血液中戴奧辛濃度調查
 核可繼續執行至 2019-03-31

通過

2018-04-23

106-059

怎樣的老師是好老師？以色列與台灣教師生
命故事的比較：從教師、學生、家長、校長
和教育主管的觀點來探討
 核可繼續執行至 2019-07-20

通過

2018-05-16

決議：全體委員無其他意見，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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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案審查：計 9 案。
序號 類別 REC 簡碼

計畫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深化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還原填補人為
失誤空白脈絡之研究

通過

2018-05-14

結案

104-008

結案

104-038

應用根本原因分析方法 (RCA) 於 TPR 系
統之後端資料分析 : 針對藥物異常事件

通過

3

結案

105-042

探討 HMGN1 如何調節單核球的免疫功能

通過

2018-05-21

4

結案

106-005

虛擬世界中奇幻性對情緒與行為之影響

通過

2018-04-13

5

結案

106-011

以組織人因工程之安全氣候評估產業內部潛
在風險 (II)

通過

6

結案

106-012

人工視網膜分區供電方案對視覺時空整合的
影響

通過

7

結案

106-020

檢視作業安全衛生評估與改善研究

通過

8

結案

106-021

判定雙重動作執行時老年人姿勢控制優先性
之策略

通過

9

結案

106-055

學生宿舍床位的使用者表現評估與改善

通過

2018-04-13

計畫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台灣和香港老年人視覺空間與邏輯記憶之比
較

通過

2018-04-12

1
2

2018-05-29

2018-04-23
2018-04-09
2018-05-18
2018-05-08

決議：全體委員無其他意見，同意核備。
(六) 撤案審查：計 1 案。
序號 類別 REC 簡碼
1

撤案

105-004

決議：全體委員無其他意見，同意核備。
(七) 外校審查追蹤管理：計 6 案。
序號

類別

本校 REC
外審編號

計畫名稱

1

新案

107-001C

中文量詞在語意、語法、及語音處理的神經機
制在發展上的變化

2

變更案

107-002C

人機共生之感知關鍵技術(以物聯網輔助遠距
溝通情境下之注意力監控與管理)

3

持續案

107-002C

人機共生之感知關鍵技術(以物聯網輔助遠距
溝通情境下之注意力監控與管理)

4

新案

107-003C

建立專科護理師於協助住院病人醫囑開立之流
程

5

新案

107-005C

習中文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之詞彙學習與長期
記憶

成大 REC

6

新案

107-006C 中文一般兒童與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之語法理

成大 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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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本校 REC
外審編號

計畫名稱

外校 REC
核可日期

解能力與學習歷程
決議：全體委員無其他意見，同意核備。
二、 逾期達 6 個月未結案件，逕予行政結案：計 0 案。
三、 案件審查進度：略。
四、 部會消息：略。
五、 委員會事務：略。
六、 研究計畫之追蹤管理現況定期彙報學校：略。
七、 近期教育訓練與舉辦訊息：略。
八、 近期學術/研究倫理新聞：略。
伍、 提案討論
一、學術倫理網站學分是否可作為研究倫理學分調查結果，提請討論。略。
二、本委員會法定開會條件之確認，提請討論。略。
陸、 臨時動議：略。
柒、 下次開會時間：107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行政中心第 2 會議室，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7 樓( R722 )
捌、 散會(時間：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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