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第 3 屆第 11 次審查會議紀錄(上網版)
時

間：107 年 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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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美珍委員、辛幸珍委員、邱銘傳委員、柯美蘭委員、范建得副主任委員
莊淳宇委員、連群委員、彭瀧森委員、蔡英俊主任委員、鄭淑文委員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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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人員：江啟勳委員、許瀞文委員、曾育裕委員、楊叔卿委員、張堅琦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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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 15 人，出席人數 10 人，具法律背景委員 1 人以上出席，機構外非
專業委員 1 人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非為單一性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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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計畫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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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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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等級說明－A 新追辦 B 進行中 C 已完成）。略。
參、 案件審查
一、 一般審查案件，共計 1 案，提請審議：
(一) 新案審查，共計 1 案。
序號 01

新案第 1 案(附件碼 01)

REC 編號

10611HT075
計畫主持人 謝協君
計畫名稱

比較瑜珈運動和知動訓練在自閉症和發展協調障礙學童動作協調和平衡能
力的運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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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討論
1. 主持人已依據委員意見，很認真的每項回覆與修改，讓這知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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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廣告修改變得更好，但招募廣告標題寫成「OOO 臨床試驗受試者
招募廣告」，是否應參考衛福部之招募原則進行項目調整就好，不用連
標題都一樣，直接寫「參與者招募廣告」即可。
(機構外委員、機構外非專業委員)
2. 兒童版知情同意書寫明納入條件是屬於哪一類的特教兒童(OO 症兒
童)，因此對兒童誠實告知「你原本就被鑑定為 OO 症兒童」，會不會
家長擔心對兒童心理有影響而不願意加入，建議直接移除括號的文字即
可。(機構外委員、機構外非專業委員)
3. 兒童版知情同意書排版有點錯亂不易閱讀，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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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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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票數紀錄：通過 0 票；修正後通過 10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不通過 0 票。
 決議：
1.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修正後，經主委/□主審委員
複審)。
2. 會議修正意見：
(1) 招募廣告：本研究非臨床試驗，請將招募廣告之標題改為「瑜珈/知覺
動作效果比較研究之參與者招募廣告」即可。
(2) 兒童版知情同意書：請將「二、什麼人合適加入試驗」有關納入條件部
分之括弧內容建議刪除(OOO 兒童)、(OOOOOO 兒童)，以免招募過程
形成額外障礙。
(3) 兒童版知情同意書：請確認排版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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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報告事項
一、 106 年 11 月 28 日至 107 年 1 月 2 日通過審查案件提請備查
(一) 新案審查：計 4 案。
序號 類別

REC 簡碼

計晝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1

簡審

106-077

廢棄物處理產業人因工程分析

2

簡審

106-079

通過 2017-12-14
長期性阻力運動對工作記憶影響之事件相關 通過 2017-12-10
電位研究

3

免審

106-027

教師對學生的寬鬆給分是否會影響學生提高 通過
2017-12-22
教學評價之探究

4

免審

106-080

教練轉型領導行為與運動員心理韌性的關
係：教練與選手關係品質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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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核備。
(二) 計畫變更審查：計 3 案。
序號 類別

1

REC 簡碼

計畫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細胞受體在調控幽門螺旋桿菌嗜中性白血球
活化蛋白信號傳導的角色
 本次變更：計畫名稱、預定研究期限。
通過 2017-12-11
 核可文件版本日期：
1. 研究計畫書版本日期：2017-12-05。
2. 知情同意書版本日期：2017-12-05。

變更

105-058

變更

106-008

某科技大學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自覺健
2017-12-11
康狀態之研究
通過
 本次變更：計畫主持人服務機構與職稱。

變更

105-051

台灣原住民族飲食文化資產建構與活化策略
2017-12-15
之研究
通過
 本次變更：增加計畫研究助理洪 O 毓。

2

3

決議：同意核備。
(三) 期中/持續審查：計 1 案。
序號 類別 REC 簡碼
持續

1

105-051

計晝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台灣原住民族飲食文化資產建構與活化策略
之研究
 核可繼續執行至 2019-01-13。

通過

2018-01-02

計晝名稱

結果

核可日期

決議：同意核備。
(四) 結案審查：計 3 案。
序號 類別 REC 簡碼
1

結案

105-037

握把形狀與手部尺寸對力握時的手與握把接
觸力及接觸面之影響

通過

2017-12-04

2

結案

103-019

台灣華語和海陸客家語鼻音的氣流研究

通過

2017-12-29

3

結案

106-004

幽默與金錢酬賞對認知歷程的影響：事件相
關電位研究

通過

2018-01-02

決議：同意核備。
(五) 撤案審查：計 0 案。
決議：同意核備。
二、 逾期達 6 個月未結案件，逕予行政結案：計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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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REC 編號

1

10502HE005

姓名

計畫名稱

楊鈞宏 導入使用者為中心的框架建置災害決策
博士生 輔助系統

REC 核定起訖日
2016-06-07~
2017-06-06

決議：該主持人聯繫多次未果，經委員補充說明因其指導教授已退休且尚有其他因素故未能
完成程序，同意核備逕予行政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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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提案討論：略。
陸、 臨時動議：略。
柒、 下次開會時間：107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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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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