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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倫理
審查

從受理審查的研究計畫類型來看
凡是研究計畫以個人、群體、或是從
他們身上所蒐集到的資訊作為研究對審查

有哪些面
向不同於

他們身上所蒐集到的資訊作為研究對
象，原則上就需要接受倫理審查

從審查的面向來看
向不同於
學術審查？

從審查的面向來看
主要是審查研究團隊在選擇、聯繫、
接觸研究參與者時，以及處理有關研
究參與者的資料等規劃上，是否符合
一些基本的研究倫理考量（一） 一些基本的研究倫理考量
 例如，尊重自主、知情與告知同意、不
傷害、非歧視、非污名化、個人隱私、
個資保密個資保密…

倫理是私人的價值觀判斷，無對錯與
否？

倫理考量（原則 規則 規範）  倫理 倫理考量（原則、規則、規範）vs. 倫理
行動

 在倫理上是禁止的、可允許的、要求的、
鼓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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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的



研究倫理
審查

從審查者的身份來看
 研究倫理審查，不只是同儕審查，還是公民
審查審查

有哪些面
向不同於

 學術界的專家、學術界的非專家、一般
民眾

 每個人都是自由且平等的，每個人都值
向不同於
學術審查？

每個人都是自由且平等的 每個人都值
得同等關懷與尊重

從審查的順序來看
理想上 學術審查通過後再進行倫理審查（二）  理想上，學術審查通過後再進行倫理審查

 不健全的研究設計，一定是不符合倫理的研
究

 健全的研究設計，不一定是符合倫理的研究？
 研究參與的成本與代價

從審查的後果來看從審查的後果來看
 倫理審查通過，研究計畫可基於經費、學術
或現實等因素而不執行；但倫理審查未通過，
即使學術審查通過亦無法執行（倫理審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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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學術審查通過亦無法執行（倫理審查制
度未來正式上路後）



我國目前
有關研究

與人類行為與社會

科學研究直接相關

的法規

與人體研究直接
相關的法規

有關研究
倫理審查
的法規

的法規

國科會推動專題
研究計畫人類研

 人體研究法

的法規 研究計畫人類研
究倫理審查制度
試辦方案（一、

 人體研究倫理審
查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管理辦法試辦方案（一

二期）

國科會推動執行
機構設置人類研

 人體生物資料
庫管理條例

醫療法機構設置人類研
究倫理治理架構
試辦方案

 醫療法
 人體試驗管理辦

法試辦方案
 藥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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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法試辦方案

國科會試辦
方案

人體法

 強制送審

試辦方案

 非強制送審
 但心理學門的部份計畫
除外方案

vs.
人體研究法

 指從事取得、調查、分
析、運作人體檢體或個
人之生物行為、生理、
心理 遺傳 醫學等有

除外

 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
使用觀察、介入、互動
之方法，或使用未經個
人同意去除其識別連結人體研究法

之比較

心理、遺傳、醫學等有
關資訊之研究

 排除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除非涉及以下任一研究

人同意去除其識別連結
之個人資料，而進行與
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
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
知識探索活動

除非涉及以下任一研究
行為
 使用醫療用儀器設備取
得資訊

 以侵入身體的方法取得

知識探索活動

 102年度的非生物醫學
專題研究計畫

 以侵入身體的方法取得
資訊

 採集人體檢體
 蒐集與診斷治療疾病相
關的資訊關的資訊

 送審通過後才可開始執
行研究計畫

 在計畫主持人不申請通
過證明的情況下，倫審
會得只提供審查意見，
不作准駁決定不作准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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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研究人類行為與社會

不同的人類
研究送倫理

人體研究

（衛生署依照人體法第5,8
條訂定）

科學研究

（國科會試辦方案）研究送倫理
審查得採取
的審查方式

條訂定）

對於特殊研究參與者
有訂定特別規定

（ ）

對於特殊研究參與
者無訂定特別規定

的審查方式
之規定差異

免審5項
 但書為，研究案件不是以
未成年人、收容人、原住

免審3項

未成年人、收容人、原住
民、孕婦、身心障礙、精
神病患及其他經審查會訂
定或判斷為研究對象受不
當脅迫或無法以自由意願
做決定者

簡審9項
簡審無訂定
 成大倫審會自行增訂1項 簡審9項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

成大倫審會自行增訂1項
是只從事健保資料庫研
究的計畫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
意之規定4項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
同意之規定無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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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所公告版本
（5項，且有但書）

於公開場合進行之非記名、非互動且

國科會試辦方案所公告版本
（3項）

研究人員於公開場合進行非記名且
不參與或不介入（成大倫審會加入）

人類行為
與社會科 非介入性之研究，且無從自蒐集之資

訊辨識特定之個人

使用已合法公開週知之資訊，且資訊

不參與或不介入（成大倫審會加入）
之觀察性研究，且無從自蒐集之資
訊識別特定個人

研究所使用之個人資料為已合法公

與社會科
學研究

使用已合法公開週知之資訊 且資訊
之使用符合其公開週知之目的

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自行或委託
專業機構進行之公共政策成效評估研

開周知之資訊，且研究之使用目的
與資料公開周知之目的非顯不相符

vs.
人體研究

專業機構進行之公共政策成效評估研
究

於一般教學環境中進行之教育評量或
測試、教學技巧或成效評估之研究

得採免除
審查規定 測試 教學技巧或成效評估之研究

研究計畫屬最低風險，且其研究對象
所遭受之風險不高於未參加該研究者，
經倫理審查委員會評估得兔審查並核
發兔審證明 前項最低風險 係指研

審查規定
之比較

發兔審證明。前項最低風險，係指研
究對象所遭受之危害或不過的機率或
強度，不高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危害
或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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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行為
與社會科

國科會試辦方案 衛生署公告

與社會科
學研究

非基因研究所使
用之資料或檢體

自合法生物資料
庫取得之去連結

vs.
人體研究

已於研究開始前
合法蒐集、儲存
，雖未去除識別

庫取得之去連結
或無法辨識特定
個人之資料、檔
案、文件、資訊人體研究

有關使用
資料庫的

，雖未去除識別
連結，但經當事
人同意其資料或
檢體經公正第三

案、文件、資訊
或檢體進行研究
。但不包括涉及

資料庫的
審查方式
之比較

檢體經公正第三
者處理而提供研
究使用時，已無

族群或群體利益
者。

之比較
究使用時 已無
從識別特定個人

（得採免除審查） （得採簡易審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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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研究法第5, 6, 8, 9, 10, 
12, 13, 14, 15條皆與審查要

人體研究法
＆ 12, 13, 14, 15條皆與審查要

點有關
• 尤其第14條有關告知同意

＆
人體研究倫 尤其第14條有關告知同意

的規定

• 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理審查委員
會組織及運 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組織及運作管理辦法第4, 
9, 11條與審查程序、重點、

會組織及運
作管理辦法

, 條與審查程序 重點
範圍有關
• 尤其第9條有關倫審會應審尤其第9條有關倫審會應審
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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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保護法其他與我
國研究倫 各專業學會倫理守則

國科會心理學門專題研究計

國研究倫
理審查相
關之規範

國科會心理學門專題研究計
畫審查須知

團體所訂定的規範

關之規範

NGO團體所訂定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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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常見
的研究倫

尊重自主
知情與告知同意的研究倫

理考量

知情與告知同意

研究利益與參與風險的評估理考量 研究利益與參與風險的評估
避免傷害，促進福祉

正義正義
公平選擇與對待

隱私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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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研究
執行階段

倫理考量 研究執行階段

研究設計階段執行階段
可能涉及

公平正義
研究設計階段

（研究參與者擬定）

的倫理考
量

告知同意 研究參與者招募
量

避免傷害
促進福祉

資料蒐集
促進福祉

資料蒐集

隱私保密 資料分析保存發表



成大倫審
會的研究

依據成功大學人類行為科學研究倫理
審查委員會設置與審議要點第十二點
規定會的研究

倫理規範

規定
1. 肯定每個人之生存價值與尊嚴，同等關懷

與尊重所有研究利害關係人。
2. 尊重研究參與者之參與意願與研究過程中2. 尊重研究參與者之參與意願與研究過程中

之自主性，避免強制、脅迫、操控、惡意
欺瞞或提供不當誘因。

3. 主動向研究參與者揭露研究計畫主持人與
研究團隊是否涉及利益衝突研究團隊是否涉及利益衝突。

4. 在切合各研究領域之知識探索目的與專業
訓練下，以關切研究參與者之福祉為優先
考量，盡力避免研究參與者受到傷害。考量，盡力避免研究參與者受到傷害。

5. 尊重研究參與者之隱私，避免個資洩漏。
6. 研究之設計與執行，應恪遵學術倫理規範

與相關專業倫理守則，以追求學術研究誠與相關專業倫理守則，以追求學術研究誠
信並獲取研究參與者及公眾之信賴為目標。

7. 研究結果應避免研究參與者與所屬群體遭
受歧視或被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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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倫審
會目前常

問卷或量表：記名、匿名、
不記名會目前常

受理的研
不記名

行為實驗
究倫理規

範
fMRI實驗

教學實驗
範

教學實驗

訪談：個訪、焦點團體

介入活動

次級資料庫次級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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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丸子的老師有位朋友是
大學教授，想要請小丸子Case1 大學教授 想要請小丸子
的老師幫忙，希望能請小
丸子的班級同學填寫問卷，

Case1
丸子的班級同學填寫問卷，
請問有哪些研究倫理面向
值得留意？值得留意？
• 家長同意
校方與班級導師同意• 校方與班級導師同意

• 老師有無協助推銷？會不會造成學生壓力？
• 在什麼時間與地點施測？會不會影響既定
的學習時間與課程？的學習時間與課程？

• 問卷是否記名？是否可辨識出填寫者？
• 問卷分析結果有無回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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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丸子的老師這位大學教授朋友
覺得上次小丸子班上同學填問卷
的結果 有些有趣的發現 這次Case2 的結果，有些有趣的發現，這次
新的研究想要請這班的同學先填
問卷 填完以後將從中篩選出約

Case2
問卷，填完以後將從中篩選出約
10名小朋友進行專注力加強的介
入活動，請問有哪些研究倫理面入活動，請問有哪些研究倫理面
向值得留意？
• 所有case 1該注意的面向• 所有case 1該注意的面向
• 這位大學教授或其研究團隊有無帶領
這類介入活動的經驗？或者有無支援
或諮詢的管道？或諮詢的管道？

• 被篩選出來的小朋友是否會被貼上不
好的標籤？好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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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丸子的數學老師正在撰寫她的在職專小丸子的數學老師正在撰寫她的在職專
班碩士論文，想要在他任教數學的兩個
班級進行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教學實驗，Case3 班級進行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教學實驗，
時間長達一整個學期，然後除了在教學
前後施以不記名的前後測問卷外，期末前後施以不記名的前後測問卷外 期末
還會每班隨機抽取5名小朋友個訪，請
問有哪些研究倫理面向值得留意？

• 師生權力關係是否會造成小朋友及其家長不便
拒絕參與的壓力？拒絕參與的壓力？

• 以既定課程作為研究內容，小朋友及其家長如
何有可能拒絕參與？

• 問卷如何不記名又可達到前後測的目的？

• 小朋友會不會擔心問卷填寫內容與個訪內容將
影響學期成績？影響學期成績？

• 如果教學實驗有效，對照組有無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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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丸子的數學老師有位朋友想與她小丸子的數學老師有位朋友想與她
合作研究，以不同的方式建構與認
識數學抽象概念在大腦認知上之差Case4 識數學抽象概念在大腦認知上之差
異，故希望邀請這位老師所任教的
兩個班級同學各約10名，於數學教兩個班級同學各約10名 於數學教
學實驗前後各參加一次EEG與fMRI
實驗，請問有哪些研究倫理面向值
得留意？
• 參加ERP與fMRI實驗，和參加一般在電腦前操作的

行為實驗有何差異？如何讓小朋友了解？行為實驗有何差異？如何讓小朋友了解？

• 為何設計從兩個班級中每班各約10名小朋友參加？

• 小丸子的數學老師朋友有無ERP與fMRI操作經驗？小丸子的數學老師朋友有無ERP與fMRI操作經驗？

• EEG與fMRI的實驗時間與地點？小朋友要如何前往？

• fMRI’s incidental findings problem？g p

• 數學老師和朋友有無要分享各自所蒐集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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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倫理審查
的附件宜注

倫理審查申請表
所有問題的設計目的及期待填寫的
資訊 皆密切與「研究參與者 有的附件宜注

意要點

資訊，皆密切與「研究參與者」有
關

研究計畫書意要點
（一）

研究計畫書
宜提供與申請經費補助單位相同版
本的計畫書，或至少可從提供部份
的計畫書內容當中了解到的計畫書內容當中了解到
 研究設計是健全的、研究參與者設定
人數與條件是合理的、計畫主持人具
有與送審計畫相關的研究經驗或是可
諮詢與支援的管道諮詢與支援的管道

招募文件或廣告
提供清楚且正確的研究參與資訊提供清楚且正確的研究參與資訊
避免誤導或提供不當誘因

2013/5/10 NCKU Framework for Research Ethics and Governance 19



送倫理審查
的附件宜注

書面同意書
同意書標題以及所使用的人稱

的附件宜注
意要點

同意書標題以及所使用的人稱
敘述，宜符合所欲告知的對象
所蒐集研究參與者的個資，宜意要點

（二） 符合研究目的，避免過度蒐集
宜使用欲告知對象可理解的文
字敘述與說明方式字敘述與說明方式
同意書最末宜有適合欲告知對
象可簽署的欄位
法規所訂定與研究參與權益相
關事項是否皆已明列，或已確
認研究團隊將以其他方式或文認研究團隊將以其他方式或文
件告知研究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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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倫理審查
的附件宜注

問卷或量表
問卷的介紹函（  l ）的附件宜注

意要點

問卷的介紹函（cover letter）
宜精簡扼要提供如同意書所
涵蓋與研究參與權益相關之意要點

（三）
涵蓋與研究參與權益相關之
資訊

宜規劃與問卷所蒐集的個資宜規劃與問卷所蒐集的個資
以及個人隱私程度相符之資
料保密方式料保密方式

如何解決提供有版權的問卷
給倫審會？給倫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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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審查
制度本身

研究倫理被制度化後，由研究團隊與
研究參與者以外的第三者來評價與檢
視計畫主持人對待研究參與者的可能制度本身

的限制

視計畫主持人對待研究參與者的可能
方式與行動，將受到以下限制
非研究團隊本身的限制 非研究團隊本身

未實際與研究參與者聯繫或接觸

不在研究執行現場

成立目的主要在於為研究參與者的權利把
關

某些人類研究已受到法律管控某些人類研究已受到法律管控

第三者由一群人所組成，每個人的風險忍
受程度不同

第三者通常隸屬於對某些人類研究的管控
負有罰則之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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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倫理審查
的小撇步

請在倫理審查申請表或研究計畫書
當中

的小撇步 盡可能清楚描繪出與研究參與者有關
的可行且合理之執行步驟

且依照每個研究執行階段或多年期的
每年計畫內容分別敘述

宜考量到選擇某些研究參與者或使用
某些研究方法可能涉及的研究倫理議
題題

招募特殊研究參與者宜特別規劃較為
仔細的保護措施仔細的保護措施

使用較為新穎或特別的研究工具宜善
用影音等輔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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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倫理
審查的迷

1. 倫審會對於每項研究執行事項
都已經有制式要求與標準答案？

審查的迷
思？
一

2. 告知同意一定要用書面？

3 書面同意書的內容，一定要鉅
（一）

3. 書面同意書的內容，一定要鉅
細靡遺且收集越多個資越好？

4. 書面同意書的遣詞用字只要國4. 書面同意書的遣詞用字只要國
二程度的人讀得懂即可？

5. 研究者中途退出，其資料一定5
要銷毀嗎？

6. 問卷或訪談紀錄稿只要沒有填
寫個資（ 姓名 出生年月日寫個資（e.g. 姓名、出生年月日
等）就無法辨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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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倫理
審查的

7. 保密資料就是鎖在研究室櫃子
或放在沒有連接網路的電腦中
即可？審查的

迷思？
二

即可？

8. 我的研究既不是臨床試驗，亦
不是基因研究，所研究主題亦

（二）
不是基因研究 所研究主題亦
不怎麼敏感，所以在蒐集資料
過程中不可能意外獲得研究主
題之外的敏感資訊（incidental 題之外的敏感資訊（incidental 
findings）？

9. 生醫化的研究倫理審查標準與
流程？流程？
• 生醫人士強力主導？生醫研究方

法容易複製模仿？
• 研究倫理被制度化後，由研究團

隊以外的第三者來評價與檢視計
畫主持人對待其研究參與者的方
式與行動 必定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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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如
何積極避免

參與研究倫理審查制度，以
便讓倫審會「認識」更多的何積極避免

倫審會官僚
與僵化

便讓倫審會 認識」更多的
研究主題與研究規劃，並能
更「熟悉」各種研究方法與

與僵化？
更 熟悉」各種研究方法與
工具
較能準確理解與掌握各式研較能準確理解與掌握各式研
究的參與風險

加強倫審會提供修正意見的加強倫審會提供修正意見的
想像力

豐富倫審會對於良善的研究豐富倫審會對於良善的研究
倫理行動之認識

較能系統化建立審查意見的較能系統化建立審查意見的
論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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