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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內容 

計畫名稱：體感溫度及汙染物暴露對成人有氧運動心率之影響 

主持人：李時雨 執行單位：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主要協同人員：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龍世俊 研究員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莊子瑤 主治醫師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 王大為 研究員 
一、中文摘要： 

    氣候變化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中，最直接的衝擊包括極端溫度發生的頻率增加，與

都會地區空氣品質的惡化。都會型地區的熱島效應會放大熱浪事件的影響，局部氣象條

件導致對流狀況不佳使都會區汙染排放物擴散緩慢導致不良空氣品質。研究文獻中認為

高溫事件會顯著提高心血管疾病病人的死亡率，空氣中臭氧與硫化物的濃度會影響心率

變異頻率(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然而，目前的研究上尚未明顯指出上述氣溫與空氣

品質狀況對健康成人的影響。在資料科學的研究中如何尊重個人意願但同時不過份打擾

受試者，一值是個研究的議題，規劃在此計畫中探詢個人對資料科學中資料分享的看法

以及利用資訊技術來合宜的取得尊重告知與不過分打擾的權衡. 

本計畫的目標是描述台北都會區健康成人進行戶外有氧運動時心率與 HRV 和體感溫度

與空氣品質的關係。我們將以攜帶式心率測量裝備紀錄運動進行中的心率變化，並配合

攜帶式空氣品質測量裝置以及以 GPS 定位座標結合鄰近空氣測站的資料回推空氣品質狀

況。再進行心率與 HRV 對環境因子敏感度的分析。此次參與者多熟悉資訊裝置的使用，

為了研究利用資訊技術更周延與方便的同意行使機制，也將請參與者表達同意行使機制

的建議以及資料分享的看法。 

本研究進行非侵入性量測，過程中，將不會進行任何檢體採集，也不會購買檢體。 

 
關鍵詞：氣候變化，氣象資料整合，心率變化，極端溫度，空氣品質，尊重自主，保護

隱私，資料分享 

二、研究背景及目的（並請說明本計畫需要使用人體檢體或進行人體研究之必要性）： 

環境因子諸如溫度與空氣品質直接影響心肺功能。過去研究發現人體健康狀況，特

別是心肺功能，會表現在心率上。研究文獻中認為高溫事件會顯著提高心血管疾病病人

的死亡率，空氣中臭氧與硫化物的濃度會影響心率變異頻率(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然而，目前的研究上尚未明顯指出上述氣溫與空氣品質狀況對健康成人的影響。 

資料科學的研究以資料為主，對個人的身體沒有侵害，但仍需注意隱私保護與個人

自主權的尊重。學術界已有些同意機制提出，例如 dynamic consent, meta consent, broad 
consent 等。本計畫將研究受試者參與研究的意願與對其保護及尊重的程度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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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同意機制的接受程度。 

本研究將以心率量測器(心率帶、心率手錶、心率感測器)量測健康成人在運動時的心

率變化，評估環境健康研究方法論的可行性與環境因子與人體心率的關係。同時亦將調

查研究對象以了解民眾認知，作為設計隱私保護與授權機制的參考，據此研擬出尊重自

主保護隱私的資料分享監管機制。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收集並分析研究對象的運動心率與運動時空氣品質，並訪談研究對

象對資料分享管理模式，以及巨量資料與人工智慧應用個人資料的看法。 

(1) 運動心率與空氣品質之資料收集與分析 
研究將分為冬(11-4 月)、夏(5-10 月)兩季進行，每季進行至少一次至多

三次之心率感測器測量，心率感測器測量每次的測量間距至少 4 週以之代表

不同月份的數據。計畫並將於雲端運動資料平台下載研究對象之運動路線與

心率資料分析，因雲端資料不需配戴心率感測器，因此擬於兩年之心率感測

器配戴測量時間結束後，在經研究對象同意並且仍有完整紀錄的原則下，取

其接下來一年之雲端數據進行追蹤分析。 

本計畫人員將請研究對象配戴心率感測器(請見四、相關文獻報告及其

證明文件第(1)證明文件 1 心率感測器)與攜帶空氣與大氣品質感測器(請見

四、相關文獻報告及其證明文件第(1)證明文件 2 空氣品質感測器與 3 大氣

品質感測器)。計畫人員在完成心率感測器配戴後，將請研究對象填寫背景資

料問卷 A(請見附件 A)。研究對象將於心率感測器配戴其間逐時填寫活動狀

況問卷 B(請見附件 B)至量測結束。 

研究對象於未配戴心率感測器時，將以心率手錶(請見四、相關文獻報

告及其證明文件第(1)證明文件 4 心率手錶)或心率帶(請見四、相關文獻報告

及其證明文件第(1)證明文件 5 心率帶)記錄其運動路線與心率資料並上傳其

慣用之雲端運動記錄平台。 

(2) 研擬尊重自主保護隱私的機制之研究 
    將以研究對象作為民眾之代表，透過訪談來了解民眾對於資料管理、巨

量資料與人工智慧應用個人資料的看法，據此設計出尊重自主保護隱私的監

管機制。 

2. 研究對象相關： 
    都會地區受熱島效應與空氣局部對流狀況影響，溫度與空氣品質等環境因子

變化幅度較大。加上都會區環境測站密度較高的客觀因素，研究對象將從都會區

的跑步團體招募。因心跳速率會受到年齡、懷孕、氣喘以及心肺疾病的影響，研

究對象預計招募 20 歲至 60 歲，無懷孕、無已知心臟疾病或氣喘的成人約 6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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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不會將是否具有原住民血統作為招募條件的依據。研究地點為研究對象在測

量時間中自行決定進行運動的地區。除了需要配帶/攜帶測量儀器進行至少一次運

動外，所有活動皆按其一般日常生活與運動作息。 

    研究的招募說明與詢問過程使用的同意說明書，將使用中研院人類倫理委員

會所提供的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為基礎進行編撰(附於申請文件中) 。研究對象同

意與否將在招募者說明完成，並針對同意書做講解，確認無誤後，才開始回答。

    依據研究方法的描述，本研究會徵求研究對象(模式一,載於說明同意書中)同
意兩年間一年兩季，每季至少一次的心率感測器研究參與。每次的研究參與需要

配戴心率感測器與環境測量儀器 24-36 小時並進行至少一次之運動與配合填寫問

卷之問題。除配帶心率感測器外，研究對象(模式二,載於說明同意書中)將授權本

計畫於其慣用的雲端運動記錄平台上(Garmin connect、馬拉松世界、Strava…等)
觀看其自行上傳之公開運動記錄，並無義務維持各項記錄(例如:路徑或心率)的完

整。研究對象每一次完成配帶心率感測器後將給予 30 元禮券(一季以兩次為上限)
之報償並於資料下載後提供其單一個人的量測摘要報告。 

    此外，研究對象需配合接受訪談，訪談面向包含資料分享的資訊管理模式、

巨量資料與人工智慧應用個人資料的看法。 

3. 檢體及資料：  
    本研究欲收集生理量測與空氣品質資料，並訪談研究對象。本研究所含之生

理量測屬於非侵入性量測，過程中，將不會進行任何檢體採集，也不會購買檢體。

試驗分析方法上，我們初步擬將蒐集的 HRV 資料歸納為五個基本變數:1) 高頻功

率(HF) 、2) 低頻功率(LF) 、3)高低頻功率比(LF/HF) 、4) 正常竇性心搏間期之

標準差(SDNN) 、5) 正常心跳間期差值平方和的均方根(RMSSD)。統計方法上，

基於相關的前驅研究並不多，本研究將使用基本的多變數廣義線性回歸模式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LM)進行資料分析(如同 Kan et al., 2007; Davies and 
Maconochie, 2009) ，建立心率變化對隨時空變異的環境因子的關係並試圖尋求是

否存在反應上之閥限值。 
本研究使用的測量裝置、測量項目與訪談大綱如下： 
(1) 心率感測器：蒐集心率、心率變異、體表溫度、睡眠品質以及配戴者三維加

速度。 
(2) 空氣品質感測器：蒐集室內外周遭空氣品質資料。 
(3) 大氣品質感測器：蒐集室內外周遭溫溼度以及照度資料。 
(4) 心率手錶：以光學式心率測量或搭配電極式心率帶蒐集運動路線與心率資料。

(5) 訪談大綱：包含資料分享資訊管理模式、個人資料之應用兩大面向。 

協同主持人王大為將參與資料保護的規劃。本計畫收得之資料將存放於指定

電腦主機中，並在資料存取權限上做限定，經計畫主持人許可者，方可開立使用

者帳號，以供存取資料之用，並嚴格限制不可散佈相關資料。在數據匯入/登錄後，

將以編碼表示研究對象，以確保個人隱私。可識別個人之資料將由計畫主持人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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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雨負責保管，保存期限十年(至中華民國一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資料將不

做本計畫以外之用途使用。 

此計畫分為兩部分,一部分是收集跑者的資料.另一部分為以跑者為對象了解

他們對於隱私保護的看法並依此建構適合的機制.因此在研究資料的保護,與其他

研究的機制類似,當使用者將資料上傳給研究團隊後將進行下列工作: 
(1) 移除識別資料改以對應的編碼取代, 會將識別資料的雜湊值加上一固定的亂

碼(salt)後做為該個人的編碼 
(2) 個人識別資料與 salt的對應表 將以加密的方式儲存在主持人的可攜式裝置並

置於加鎖的抽屜內,備份將儲存於共同主持人處 
(3) 無直接識別欄位的資料集,也將以儲存在固定的電腦內為原則,分析的工作將

在該台工作站完成. 
(4) 研究分析用工作站(個人電腦) 將控制軟體的安裝,並按時更新與掃毒 

第二部分研究成果產出的一部分會是未來大量研究資料儲存與運用的保護

與資訊安全架構 

4. 計畫預定進度  
本研究預計於審查通過後開始進行。主要工作區分為方法、人員招募、資料量測、

分析四部份。大致的預期進度描述如下： 
第一年：人員招募與建立環境因子運動心律量測標準程序，開始進行量測與蒐集

雲端資料。模式一的人員招募將於第一年年底完成。 
第二年：進行模式一参與人員心率量測、模式二人員招募與蒐集雲端資料，並開

始進行初步分析與評估統計方法。 
第三年：繼續並完成模式一参與人員心率量測、模式二人員招募與蒐集雲端資料

以及分析，建立心率-環境因子變化關係。 
第四年：追蹤蒐集模式二參與人員之雲端資料以及分析，建立/驗證心率-環境因

子變化關係。 

5. 成果公布方式 
    本研究將以非公開方式提供研究對象其單一個人之量測摘要報告。並以不透

漏研究對象個人資料的前提下撰寫論文與公佈研究結果於網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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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文獻報告及其證明文件（若研究涉及研究中之產品，應提供所有該研究中產品

特性、安全性、藥理、製藥、毒理學之數據摘要，及該研究中產品最新臨床試驗摘

要）。 

1. 心率感測器「Rooti Rx System」的產品照片 
(6.2cm x 2.25cm x 0.8cm;約 15 克) 

 
該產品為國人創立之公司路提科技與榮總醫療團隊合作開發出能夠測量心率變異

度(HRV)的微型感測器屬於穿戴式生理監測裝置。 即時記錄人體的蒐集心率、心

率變異、體表溫度、睡眠品質以及配戴者三維加速度。下圖為其配戴方式 

 
以下是該產品─心率感測器「Rooti Rx System」的歐盟醫療產品認證，一式共三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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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氣品質感測器 
「即時多合一環境感測盒子」的產品照片(14cm x 6cm x 3cm;約 200 克) 

 

 
3. 大氣品質感測器 

UA「HOBO UA-002-64」的產品照片(5.5cm x 3cm x 1cm;約 20 克) 

 
U12「HOBO U12-012」的產品照片(7cm x 5.7cm x 2cm;約 5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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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率手錶 
「Forerunner® 35 心率智慧跑錶」(3.55cm x 4.07cm x 1.33cm;約 37.3 克) 
「Forerunner® 235 心率智慧跑錶」(4.5cm x 4.5cm x 1.7cm;約 42 克) 
「Forerunner® 935 心率智慧跑錶」(4.7cm x 4.7cm x 1.39cm;約 45 克) 
「Vivoactive® HR 心率智慧跑錶」(3.02cm x 5.7cm x 1.14cm;約 47.6 克) 
「Vivoctive® 3 心率智慧跑錶」(4.3cm x 4.3cm x 1.17cm;約 43 克) 

 
光學心率監測是利用一種叫做光體積描記(photoplethysmography，PPG)的技術，

以光線照進皮膚，藉由擷取被血液流動變化所折射的不同光線量，量測真皮與皮

下組織的血液灌流量，並藉此推估心率。 
以上皆為台灣 Garmin 國際航電公司之商業販售產品，符合相關機構的規範並已

取得產品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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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率帶 
Garmin 心率感測器(5.5cm x 3.5cm x 1.2cm;約 11 克) 
Echowell 心率感測器(6.3cm x 3.4cm x 1.5cm;約 11 克) 

 
胸帶式心率錶主要是藉由胸帶上的兩片電極，偵測心肌電位的變化速率而得知心

率。 
以上兩種胸式心率帶為目前市占率較高的產品，分別由台灣 Garmin 國際航電公

司與名世電子公司上市進行商業販售，符合相關機構的規範並已取得產品認證。

 

6. 文獻報告 

Kan H, London SJ, Chen H, Song G, Chen G, Jiang L, et al. 2007: Diurnal temperature 
range and daily mortality in Shanghai, China. Environ Res 103(3):424–431 
Davies P, Maconochie I.,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temperature, heart rate 
and respiratory rate in children. Emerg Med J 26(9):641–643, 
doi:10.1136/emj.2008.061598. 
 

五、研究對象之可能受益及風險、如何降低風險（若涉及資料之收集，請說明保障隱私
及防止資料外洩之機制），以及風險發生之處理方式（如醫療照顧，相關損害賠償
及保險之說明等） 

1. 基於隱私保護及資料保密，本計畫收得之資料將存放於指定電腦主機中，並在資

料存取權限上做限定，經計畫主持人許可者，方可開立使用者帳號，以供存取資

料之用，並嚴格限制不可散佈相關資料。當使用者將資料上傳給研究團隊後，我

們將移除識別資料改以對應的編碼取代，並會將識別資料的雜湊值加上一固定的

亂碼(salt)後做為該個人的編碼。個人識別資料與 salt 的對應表將以加密的方式儲

存在主持人的可攜式裝置並置於加鎖的抽屜內，備份將儲存於共同主持人處。無

直接識別欄位的資料集，也將以儲存在固定的電腦內為原則，分析的工作將在該

台工作站完成。本研究分析用工作站(個人電腦) 將控制軟體的安裝，並按時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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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掃毒。 

2. 可識別個人之資料將由計畫主持人李時雨負責保管，保存期限十年(至中華民國一

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資料將不做本計畫以外之用途使用，未來若有其他計

畫或研究，需要使用此個人資料，本計畫在同意書中將詢問研究對象的同意與

否，且研究對象仍然保有隨時撤銷此一同意的權利。 

3. 本研究並無採集檢體及進行任何介入性實驗，因此不會對研究對象之生理、心

理、社會等產生不良影響。 

4. 大氣品質感測器、空氣品質感測器不會漏電、導電。並且本儀器不會與研究對象

有物理、化學或生物上的接觸。心率感測器不會漏電、導電，也沒有生物性、化

學性危害物質的使用，並且經第三方認證單位(SGS)認證通過歐盟標準，確保使

用時配戴者的安全無虞。研究使用之量測儀器並無任何已知的身心危害。 

5. 心率手錶與心率帶屬於一般市售生活日常用品，不會漏電、導電，也沒有生物性、

化學性危害物質的使用，並且擁有產品符合性聲明與國家認證，確保使用時配戴

者的安全無虞。 

6. 參加研擬尊重自主保護隱私的機制之研究可以增加研究對象對於個人隱私權益

及隱私保護機制的了解。 

六、研究對象權益之保障 

    本計畫執行機構將維護其在研究過程當中應得之權益。 

1. 隱私權：將以編碼表示研究對象，可識別個人之資料則另存於加密檔案中，由計

畫主持人負責保管，任何測試者/資料分析者皆無法辨認來源，並且在未經同意

的情況下，中央研究院不會洩漏任何可能辨認研究對象的訊息。研究所收集的問

卷結果會機密歸檔保存。除非經由研究對象的書面授權、司法程序所需或本院醫

學研究倫理委員會監督本計畫之執行所需，否則外人無法取得研究對象個人資

料。研究對象來信詢問也會經由電話與其確認後再行答覆。此研究結果將以綜合

結論的方式公布，並不包括可辦識的個人資料。可辦識的個人資料，將予保密。

2. 終止參與權：在計畫執行期間，若研究對象對參與此研究計畫有所反悔，均有權

退出此研究計畫，不需任何理由，不會影響其權益，亦不需負擔任何法律道德責

任。只要研究對象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或致電計畫主持人，取得退出申請表

(請見附件)並填寫完成書面程序，研究人員會確認其意願後即刻辦理，銷毀研究

對象的資料。除此之外，如果退出者表明不願意填寫退出申請表，僅經過電話方

式表明其意願，在確認來電者身分之後，亦可以退出計畫，研究人員將紀錄本次

電話日期以及來電者的姓名，並完成退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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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人力及相關設備需求 

1. 研究人力： 
(1) 計畫主持人：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李時雨助研究員。 
(2) 協同主持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莊子瑤主治醫師、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龍世俊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王大為研究員。 

(3) 助理：待聘。 
(4) 以及在跑團中與研究對象連絡施測排程的臨時性人員。 

    其中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與助理，都會依規定完成 IRB 教育課程後再

進行相關研究。 

2. 設備需求： 
(1) 心率感測器：Rooti Rx System，穿戴式裝置，穿戴於研究對象身上，尺寸 6.2cm 

x 2.3cm x 0.8cm，重量約 15 克，測量心率、體表溫度、睡眠品質以及配戴者

三維加速度。 
(2) 空氣品質感測器：即時多合一環境感測盒子，觀測式裝置，配戴於研究對象

穿著的背心上，尺寸 14cm x 6cm x 3cm，重量約 200 克，蒐集研究對象運動

路線上與活動範圍周遭的二氧化碳、懸浮微粒、溫度以及濕度資料。 
(3) 大氣品質感測器：HOBO UA-002-64，尺寸為 5.5cm x 3cm x 1cm，重量約 20 

克，蒐集研究對象運動路線上與活動範圍周遭的照度與溫度。 
(4) 心率手錶與心率帶：此設備裝置為研究對象自身擁有之智慧跑表與心率帶。

本計畫預計招募配戴 Vivosmart HR、Vivoactive 3、Forerunner 35, 235, 735, 
935、Finix 3, 5 與其它廣泛使用之智慧跑表的使用者參與研究。計畫僅進行記

錄與裝置測試確定功能正常與裝置間的校正以便於數據的比對與統計。 

八、研究經費需求及其來源 

1. 經費需求：共計 700,000 元。 

2. 經費來源：中央研究院永續計畫、健康雲跨領域計畫。 

九、預期成果及主要效益 

    研究計畫預期將可達到下列之成果及效益：     

1. 在維護人體健康方面，本計畫的目標是描述都會區健康成人進行戶外有氧運動時

心率與 HRV 和體感溫度與空氣品質的關係。計畫結果將有助於了解人體心肺功

能與環境危害因子暴露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對溫度、空氣品質危害因子的辨

識，及社會健康風險評估。 

2. 在人才培養方面，本計畫之研究人員將能習得實地觀測、實驗設計、資料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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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並且獲得團隊分工、創意思考等研究經驗。 

3. 在論文發表方面，可以產出至少一篇國際會議論文，與一篇國際期刊論文；因本

研究之觀察標的僅有極少數前人研究提及，為前驅型工作，因此所建立的方法

論，可應用於更多相關研究。 

4. 在產業效應方面，本計畫採用本土自製的硬體開發項目，希望可以藉此示範穿戴

式感測器的健康效應，並期待計畫成果有示範性的擴散效應，以利於臺灣相關產

業的發展。 

十、研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 

    本研究成果所發表的論文，將歸屬於本研究團隊。此外，本研究成果若直接或

間接衍生出具商業價值之產物，智慧財產權屬於中央研究院。研究成果中所建立的

環境健康研究的方法論，可運用於帶動穿戴式感測器與相關技術的發展，有利於大

眾對健康生活的主動監測與台灣相關產業的發展。 

十一、利益衝突：請參考本委員會研究計畫審查申請表之計畫內容簡要第十三點，揭露

研究機關、研究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

屬之可能利益，以及可能利益不影響或如何避免影響研究計畫執行之說明。

    本研究係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李時雨實驗室及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

王大為實驗室所進行，資金來自中央研究院永續計畫及健康雲跨領域研究計畫，研究

機關、研究計畫之主持人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無獲得利益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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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此項計畫是完全自願性質，無論參加與否均不影響您的權益。若對參與研究的相關權益有疑問，可來電查詢。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IRB on Biomedical Science Research /IRB-BM 
查詢電話：02-27898722                 Academia Sinica      TEL：886-2-27898722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 IRB 編號：ASIRB02      

研究計畫名稱：體感溫度及汙染物暴露對成人有氧運動心率之影響                

執行單位：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經費來源：永續計畫、健康雲跨領域計畫

合作單位：資訊科學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執行期限：2018 年 6 月 1 日~2022 年 6 月 30 日 

主持人：李時雨 
所別/職稱：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電話：(02) 2787-1915  

E-mail：shihyu@gate.sinica.edu.tw 傳真：(02) 2787-1925 

協同主持人：王大為 
所別/職稱：資訊科學所/研究員 電話：(02)2788-3799 #1729

E-mail：wdw@iis.sinica.edu.tw 傳真：(02) 2782-4814 

協同主持人：莊子瑤 
單位/職稱：小兒心臟科/主治醫師 電話：(04) 2205-2121 

E-mail：eros7435@yahoo.com.tw 傳真：(04) 2205-2121 

1. 背景說明: 
    近年來，健康生活意識與運動潮流方興未艾，路跑人口與相關活動與日俱

增，而路跑時的氣溫狀況與空氣品質可能產生的健康衝擊也逐漸受到廣泛討論。

因此，一般人於正常運動活動中如何做出人體調適，便成為重要議題。 

    現今巨量資料與人工智慧研究蔚為風潮。為了確保個人隱私權益，現行健康

資料分析研究中，對於隱私的監管機制以機構監管(如 IRB 審查)輔以審查會議的

方式進行，但是缺乏個人意願表達的機制，也限縮了可以使用的方式及範圍。 

    本研究使用環境與心率感測器收集即時心率調適，以及收集心率手錶記錄的

資料，配合鄰近環境測站資料，期望可以了解人體的心率/心率變化與心肺功能，

如何對環境因子變化做出調適。 

資料科學的研究以資料為主，對個人的身體沒有侵害，但仍需注意隱私保護與個

人自主權的尊重。學術界已有些同意機制提出，例如 dynamic consent, meta 
consent, broad consent 等。本計劃將研究受試者參與研究的意願與對其保護及尊

重的程度之間的關係，以及同意機制的接受程度。 

2. 收案條件及排除條件： 
    為了瞭解心跳速率與變率(以下簡稱心率)如何在運動過程中對環境中的溫溼

度與空氣品質做出調適，及研擬尊重自主隱私保護的監管機制，願意配戴感測器

活動與運動以及(或)願意提供運動位置與心率紀錄之 20 歲至 60 歲成年民眾，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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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此項計畫是完全自願性質，無論參加與否均不影響您的權益。若對參與研究的相關權益有疑問，可來電查詢。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IRB on Biomedical Science Research /IRB-BM 
查詢電話：02-27898722                 Academia Sinica      TEL：886-2-27898722  

有氣喘、心率不整、心臟開過刀或懷孕的生理狀況，請您不要參加。我們也將另

外詢問您是否願意擔任有關資料分享管理模式與個人資料應用之訪談者。 

3. 徵求研究對象同意的項目： 

（1） 運動心率與空氣品質之研究 

本研究需要您的參與有兩種模式(可複選)敘述如下： 
模式一：一年兩季(冬：11-4 月、夏：5-10 月)，每季至少一次的參與，每

次須配合的項目如下: 
1) 配戴心率感測器 24-36 小時，期間您需要進行至少一次一小時以上之常

規跑步運動。在您運動中與運動前後，儀器會蒐集並記錄研究對象的心率

以及睡眠品質與三維活動強度。 
2) 在配戴心率感測器的同時配戴大氣環境感測器-UA、大氣環境感測器

-U12 以及空氣品質感測器，進行即時環境觀測。 
3) 於配戴感測器期間填寫一份紙本問卷，內容包括運動狀況、生活作息以

及周遭環境感知狀況。 
4) 填寫背景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料、運動習慣與個人健康資訊。 
若您同意此選項，請在此簽名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模式二：授權我們於計畫執行期間查閱並記錄您上傳在慣用的雲端運動平

台上之運動(包含心率)記錄，須配合的項目如下: 
1) 您於運動中如常規紀錄運動路線、速度、心率等資料，並上傳雲端平台。

並授權我們查閱記錄。 
2) 填寫背景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料、運動習慣與個人健康資訊。 
若您同意此選項，請在此簽名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2） 研擬尊重自主保護隱私的機制之研究 

研究人員將配合您的時間，訪談您對於資料分享管理模式、巨量資料與人

工智慧應用個人資料的看法，以此研擬一套尊重自主保護隱私的監管機

制。請問您是否同意接受訪談？ 

若您同意，請在此簽名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4. 測試結果： 

因模式一的心率感測器會記錄您在配戴期間的心率以及睡眠品質，您
□想 
□不想要知道

您的量測結果。若您想了解量測結果，我們會替您準備一份摘要報告，惟此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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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具醫療效用，報告亦不能做作為醫療依據。 

簽名：                

5. 風險： 
（1） 生理風險：本研究要求您依您平日的運動習慣進行體能運動及日常活動，

因此不會增加您的生理風險。惟常規活動中您仍有受傷的可能性。 
（2） 心理風險：本研究不會進行影響個人社會關係的活動，因此不會造成您的

心理負擔。。 
（3） 社會風險：目前無法預測心肺功能、年齡、性別、電話、身高、體重等資

料外洩，而造成對研究對象的社會權益之影響，但計畫主持人應依法維護

研究對象的個人隱私權利。有關如何維護研究對象個人訊息的機密，請見

第 12 點。         

6. 賠償：  

（1） 本研究的感測器不會漏電或導電，安全無虞，本研究不會增加您在常規活

動中的受傷可能性(請見 5-1)，因此不提供其他形式之賠償或補償。若您不

願意接受這樣的風險，請勿參加研究。 

（2） 您不會因為簽署本同意書，而喪失在法律上的任何權利。 

7. 受益： 

（1） 本研究模式一參加對象每次成功完成 24-36 小時量測與問卷填寫後，可得

到 300 元禮券，惟每季至多以兩次為限。 

（2） 參加研擬尊重自主保護隱私的機制之研究可以增加研究對象對於個人隱私

權益及隱私保護機制的了解。 

8. 研究結束後可識別個人之資料：  

可識別個人之資料將儲存於李時雨實驗室，保存負責人為李時雨研究員，您

的資料 (□同意 □不同意) 保存期限為十年(至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一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研究主持人將維護其個人隱私權利。研究對象仍然保有隨時撤銷此一

同意的權利。倘若事後欲撤銷此一同意，可以聯繫李時雨研究員。十年屆滿後，

可識別個人之資料將由研究主持人銷毀。在資料保存的時間內，您相關之個人受

測資料 (□同意 □不同意) 用於其他環境健康相關計畫數據解析之用。 
                                              簽名：                

9. 智慧財產權：若您同意參與本計畫，中央研究院及其合作單位即得到您的授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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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並使用您提供的資料進行研究。此研究成果若直接或間接衍生出具商業價值

之產物，智慧財產權屬於中央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合作單位，而不屬於您。 

10. 利益衝突及研究可能衍生之商業利益： 
本研究係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李時雨實驗室及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

王大為實驗室所進行，資金來自中央研究院永續計畫及健康雲跨領域研究計畫，

研究機關、研究計畫之主持人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無獲得利益之可能。

11. 若在收案以後，研究者發現您並不符合研究的條件，我們會刪除您的資料，您將

不包含於這個約 6 0 人的資料庫內，但仍會將檢測結果依第 4 點方式處理。 

12. 參加本醫學研究計畫您之個人權益將受以下保護： 
（一）本計畫執行機構將維護您在研究過程當中應得之權益。 
（二）隱私權：  

將以編碼表示研究對象，可識別個人之資料則另存於加密檔案中，由計畫主

持人負責保管，任何測試者皆無法辨認來源，並且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

中央研究院不會洩漏任何可能辨認研究對象的訊息。研究所收集的問卷結

果會機密歸檔保存。除非經由研究對象的書面授權、司法程序所需或本院

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監督本計畫之執行所需，否則外人無法取得研究對象

個人資料。研究對象來信詢問也會經由電話與其確認後再行答覆。此研究

結果將以綜合結論的方式公布，並不包括可辦識的個人資料。可辦識的個

人資料，將予保密。 

（三）終止參與權： 

在計畫執行期間，若您對參與此研究計畫有所反悔，均有權退出此研究計

畫，不需任何理由，不會影響您的權益，亦不需負擔任何法律道德責任。

只要您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或致電計畫主持人，取得退出申請表並填

寫完成書面程序，研究人員會確認您的意願後即刻辦理，銷毀原先受測者

的資料。除此之外，如果研究對象表明不願意填寫退出申請表，也可以經

過電話方式表明其意願，研究人員將確認來電者的身分、紀錄本次電話日

期以及來電者的姓名之後，即刻辦理退出程序，銷毀研究對象的資料。 

（四）計畫執行期間，若進行無實質造成您風險及利益改變之微小修正，經本院

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審核同意可不需另行通知您者，此類修正資訊將公布

於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網頁（http://irb.sinica.edu.tw），歡迎隨時上網

查閱。 
 

 

計畫主持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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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欄 
本人經解說員解說並閱讀此中央研究院體感溫度及汙染物暴露對成人有氧運動心率

之影響計畫之同意書後，確實瞭解以上所有內容，本人願意參加此研究計畫。 
本人有任何疑問隨時可和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李時雨助研究員

(02)2787 -1925（或聯絡研究助理曾品涵：02-2787-1925）聯絡。本人並且瞭解在計畫

進行期間內，本人有權隨時終止參與此研究計畫。本人可以留存一份此同意書的複

印本。 
 
姓名(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解說員簽名：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研究對象為成年者但不識字，請解說員/研究護士/助理在見證人或家屬前對個案解說後再行簽字，

研究對象蓋手印於簽名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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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李時雨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研究所王大為研究員 

版權所有 

 

 

 
體感溫度及汙染物暴露之 

心率與健康風險評估研究 
 

 

問卷 A 
 

 

 

 

 

 

（本調查結果僅供學術研究參考，個人資料絕不公開） 

 

 

 

 

 

 

 

                   ◎訪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地區:            縣/市            鄉/鎮/市/區 

                       

 

訪問開始時間：西元 20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時______分（24 小時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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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個人基本資料 

 

A1. 性別：□(01)男性  □(02)女性  

                                              

A2. 請問您是什麼時候出生的？民國       年（以身份證上為主） 

                            

A3. 請問您父親是哪裡人？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3)大陸各省市  

□(04)台灣原住民    □(05)其他(請說明)                  

 

A4. 請問您的最高教育程度為？（指有正式文憑的學歷，含畢業、肄業、就學中）   

□(01)無(不識字)                  □(02)小學及以下      

□(03)國(初)中、初職              □(04)高中(職)、士官學校        

□(05)專科(二專、三專、五專)      □(06)技術學院、大學(含科大)     

□(07)研究所及以上                □(08)其他(請說明)                 

 

A5.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是單身且從沒有結過婚、同居、已婚有偶、離婚、分居還是配偶去世？        

□(01)單身且從沒有結過婚     □(02)同居       □(03)已婚有偶           

□(04)離婚                   □(05)分居       □(06)配偶去世        

□(07)其他(請說明)                

 

A6. 請問您的宗教信仰？ 

□(01)佛教 □(02)道教            □(03)民間信仰     

□(04)一貫道         □(05)回教            □(06)天主教    

□(07)基督教         □(08)無宗教信仰      □(09)其他(請說明)          

 

A7. 請問您以前曾經抽菸嗎？ 

    □(1)以前每天抽，平均一天抽        支菸            

    □(2)以前一個星期好幾次，平均一星期抽      支菸 

    □(3)以前一個月好幾次，平均一個月抽      支菸 

    □(4)以前一年好幾次或更少，平均一年      支菸 

    □(5)從不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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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運動習慣與環境、裝置使用 

 

B1. 受訪者居住生活與運動地區名稱 (如居住地與經常運動地點不同，請並列) 

         地區一:            縣/市            鄉/鎮/市/區 

     其他地區:            縣/市            鄉/鎮/市/區 

     其他地區:            縣/市            鄉/鎮/市/區 

 

B2. 請問您運動的頻率？（單選） 

□(01)一天數次    □(02)一天一次      □(03)一周三次以上  

□(04)一周約兩次  □(05)一月數次      □(06)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 

 

B3. 請問您運動的類型？(可複選） 

□(01)跑步(室外) □(02) 跑步(室內) 

□(03)騎自行車(室外)            □(04) 騎自行車(室內) 

□(05)游泳 □(06) 球類運動 

□(07)登山健行 

□(08)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 

 

B4. 請問您最主要的運動時段？(可複選) 

□(01)早上 

□(02)中午休息時間 

□(03)晚上 

 

B5. 請問您平均每次運動多久？（以最常進行的頻率來判斷，請單選） 

□(01)30分鐘內        

□(02)30-60分鐘       

□(03)超過60分鐘 

 

B6. 請問您最近三年來，每年大約參加幾場路跑賽事或活動？ 

□(01) 沒有參加賽事或活動   

□(02) 1-5場次 

□(03) 5-12場次 

□(04) 12場次以上 

 

B7. 請問您最近一年來，每月平均月跑量大約是？ 

□(01) 少於50公里      □(02) 50-100公里 

□(03) 100-200場次     □(04) 多於200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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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請問您有沒有常規性的運動路線？ 

□(01)有 

□(02)沒有(請跳至第B11題) 

 

B9. 請問您會如何描述這些運動路線？(可複選) 

□(01)操場或體育場       □(02) 公園 

□(03)河濱                 □(04) 跑步機 

□(05)馬路人行道(平路)     □(06) 馬路人行道(山路) 

 

B10.請問您覺得您運動路線上有無遮蔭？ 

□(01)有或部份有 

□(02)幾乎沒有 

 

B11.請問您運動路線上15公尺的範圍內，有沒有以下場所？(可複選) 

□(01)交通繁忙的道路           

□(02)燒香拜拜的廟宇                   

    □(03)固定市場或夜市攤販(五家以上的攤販或餐飲業店家) 

    □(04)其它產生不舒服的味道(異味)或灰塵的商店或工廠 

□(05)以上都沒有 

 

B12.請問您覺得您運動路線上的空氣品質好不好？ 

□(01)很好       

□(02)還算好                  

□(03)普通 

□(04)不太好 

□(05)很不好 

 

B13.請問您運動時使用哪些穿戴式裝備？ 

□(01)我不使用穿戴式裝備(請跳至C部份) 

□(02)我使用手機app 

□(03)GPS跑錶 

□(04)GPS跑錶搭配胸式心率帶 

□(05)GPS跑錶搭配光學式心率帶 

□(06)GPS跑錶內建光學式心率 

 

B14.若您使用穿戴式裝備，您使用的型號是？ 

跑錶:____________________ 

心率帶: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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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請問您使用穿戴式裝備的主要動機是？(可複選) 

□(01)了解個人即時運動狀態(速度與時間等) 

□(02)紀錄儲存個人運動資訊(運動量與路線等) 

□(03)以數據輔助運動訓練擬訂訓練計畫 

□(04)可以和社群朋友分享或競賽 

□(05)其它(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B16.請問您覺得很重要的運動數據是？(可複選) 

□(01)配速         □(02) 時間 

□(03)GPS路徑        □(04) 心跳 

□(05)動態步幅步距     □(06) 坡度及爬升量 

□(06)其它(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B17.請問您目前主要使用哪個運動app輔助您的運動？ 

□(01)我不使用運動app 

□(02)我使用(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 

 

B18.請問您是否有意願分享您個人的運動數據？ 

□(01)有 

□(02)視情況而定 

□(03)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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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感受及認知題組 

                               

C1. 請問您常不常因為天氣(高低溫,降雨)影響到運動的意願？ 

□(01)經常 

□(02)有時(大約有一半的頻率) 

□(03)不常(偶一為之)    

□(04)幾乎沒有 

 

C2. 請問您常不常因為空氣品質影響到運動的意願？  

□(01)經常 

□(02)有時(大約有一半的頻率) 

□(03)不常(偶一為之)    

□(04)幾乎沒有 

 

C3. 請問您是否曾經覺得因天氣或空氣品質因素在運動後感到身體不適？  

□(01)有，5次或以上 

□(02)有，1-5次 

□(03)從來沒有 

 

C4. 請問您覺得哪些天氣及環境現象會影響到您的運動意願？(可複選) 

□(01) 高溫          □(02) 低溫 

□(03) 降雨       □(04) 空氣品質 

□(05) 能見度 

□(06) 其它(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 

□(07) 都沒有 

 

C5. 您覺得上題所選的項目中，最影響您運動意願的是哪一項？ 

□(01) 高溫          □(02) 低溫 

□(03) 降雨       □(04) 空氣品質 

□(05) 能見度 

□(06) 其它(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  

 

C6. 您覺得C4題所選的項目中，第二影響您運動意願的是哪一項？ 

□(01) 高溫          □(02) 低溫 

□(03) 降雨       □(04) 空氣品質 

□(05) 能見度 

□(06) 其它(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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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整體而言，您覺得天氣現象對您運動意願的影響嚴不嚴重？          

    □(01)非常嚴重       □(02)嚴重     □(03)有些嚴重    □(04)不太嚴重    

 

C8. 整體而言，您覺得空氣品質對您運動意願的影響嚴不嚴重？          

    □(01)非常嚴重       □(02)嚴重     □(03)有些嚴重    □(04)不太嚴重    

 

C9. 請問您會在運動前查詢空氣品質嗎？  

□(01)一定會         □(02)通常都會 

□(03)偶爾      □(04)幾乎不會 

□(05)沒有查詢過 

 

C10. 請問您覺得天氣現象對您的運動健康有沒有影響?  

□(01)影響重大       □(02)會有影響     □(03)有些影響    □(04)不影響    

 

C11. 整請問您覺得空氣品質對您的運動健康有沒有影響?  

□(01)影響重大       □(02)會有影響     □(03)有些影響    □(04)不影響 

 

C12. 您曾經在不良的天氣狀況或是空氣品質不良的狀況下參加路跑活動嗎? 

□(01) 從來沒有        □(02) 1-2次 

□(03) 3-4次      □(04) 5次以上         

 

C13.您覺得C4題所選的項目中，哪些項目會讓您考慮放棄參與已報名繳費之賽事活動？ 

□(01) 完全沒有 

□(02) 高溫          □(03) 低溫 

□(04) 降雨       □(05) 空氣品質 

□(06) 能見度 

□(07) 其它(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 

 

C14. 您覺得C4題所選的項目中，哪些項目應有相關規定作為路跑活動是否照常舉行的依據？ 

□(01) 高溫          □(02) 低溫 

□(03) 降雨       □(04) 空氣品質 

□(05) 能見度 

□(06) 其它(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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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工作？ 
  
□(01)有全職工作(一週工作 30 小時或以上) □(10)已經退休且沒有工作 

□(11)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 

□(12)家庭主婦/料理家務且沒有工作 

□(13)高齡、身心障礙、生病不能工作 

□(14)目前沒有工作 

□(15)從來沒有工作 

□(16)其他(請說明)                   

 

□(02)有固定兼職工作 

□(03)不固定(打零工)  

□(04)學生/進修在學且有工作 

□(05)為家庭事業工作，而且有領薪水 

□(06)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領薪水 

□(07)學徒、受職業訓練者 

□(08)服義務役 

□(09)服(研發)替代役  

 

「目前有工作者，問目前工作；若目前無工作者，則問前一份工作；若目前已退休者，則問退休前最

後一份工作。」 

D8. 請問您目前（以前/退休前）主要在做什麼工作？    

a.公司全名              ，主要產品或服務內容            

b.部門（無部門者請填無）             ，職位                

c.大致工作內容                                      

□從來沒有工作、兼職或打工過 

 

 

D9. 請問您每個月的個人收入，在扣稅之後(可支配所得)大約有多少，包括薪資、兼差、年終獎金、

年節分紅、加班費、執行業務收入、自營收入、投資或利息收入、退休金等？      
 

□(01)沒有個人收入 

□(02)1 萬元(不含)以下             □(03)1-2 萬元(不含)以下  

□(04)2-3 萬元(不含)以下           □(05)3-4 萬元(不含)以下 

□(06)4-5 萬元(不含)以下           □(07)5-6 萬元(不含)以下  

□(08)6-7 萬元(不含)以下           □(09)7-8 萬元(不含)以下  

□(10)8-9 萬元(不含)以下           □(11)9-10 萬元(不含)以下 

□(12)10-11 萬元(不含)以下         □(13)11-12 萬元(不含)以下   

□(14)12-13 萬元(不含)以下         □(15)13-14 萬元(不含)以下 

□(16)14-15 萬元(不含)以下        □(17)15-16 萬元(不含)以下 

□(18)16-17 萬元(不含)以下         □(19)17-18 萬元(不含)以下  

□(20)18-19 萬元(不含)以下         □(21)19-20 萬元(不含)以下 

□(22)20-30 萬元(不含)以下         □(23)3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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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包括各種收入來源，請問您全家人的所有稅後收入，每個月大約多少元（含工作收入、兼業收入

與獎金、利息收入、紅利或股息、政府津貼給付、房租收入、退休金以及其他收入）？ 

□(01)沒有全家收入                 □(02)1 萬元(不含)以下           

□(03)1-2 萬元(不含)以下           □(04)2-3 萬元(不含)以下 

□(05)3-4 萬元(不含)以下           □(06)4-5 萬元(不含)以下 

□(07)5-6 萬元(不含)以下           □(08)6-7 萬元(不含)以下  

□(09)7-8 萬元(不含)以下           □(10)8-9 萬元(不含)以下 

□(11)9-10 萬元(不含)以下          □(12)10-11 萬元(不含)以下   

□(13)11-12 萬元(不含)以下         □(14)12-13 萬元(不含)以下 

□(15)13-14 萬元(不含)以下        □(16)14-15 萬元(不含)以下 

□(17)15-16 萬元(不含)以下         □(18)16-17 萬元(不含)以下  

□(19)17-18 萬元(不含)以下         □(20)18-19 萬元(不含)以下 

□(21)19-20 萬元(不含)以下         □(22)20-30 萬元(不含)以下 

□(23)30-40 萬元(不含)以下         □(24)40-50 萬元(不含)以下 

□(25)50-100 萬元(不含)以下        □(26)100萬以上 

 

謝謝您接受以上問卷訪問! 

 

 

AS-IRB-BM-18033 V.1
2018-09-13



1 
 

問卷 B‐活動紀錄表   
開始紀錄時間：西元 20____年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24 小時制） 

項目 

時段 

一、 

地點/ 

交通工具 

二、

通風狀態 

三、

活動性質/ 

程度 

四、

空氣品質 

五、 

衣著 

六、 

天氣 

00:00‐00:29 晚上十二點             

00:30‐00:59             

早上一點    01:00‐01:29             

01:30‐01:59             

02:00‐02:29    早上二點             

02:30‐02:59   
 

 
     

早上三點    03:00‐03:29       

03:30‐03:59             

04:00‐04:29    早上四點     
 

04:30‐04:59             

早上五點    05:00‐05:29       

05:30‐05:59             

06:00‐06:29    早上六點       

06:30‐06:59             

上午七點    07:00‐07:29     
 

07:30‐07:59             

08:00‐08:29    上午八點       

08:30‐08:59             

上午九點    09:00‐09:29             

09:30‐09:59             

10:00‐10:29    上午十點   
 

 
     

10:30‐10:59             

上午十一點 11:00‐11:29             

11:30‐11:59             

※ 注 意 ： 每 個 時 段 ， 每 一 大 項 至 少 填 答 一 格 ， 單 選 題 

訪員編號：                 

受訪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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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段 

一、 

地點/ 

交通工具 

二、 

通風狀態 

三、 

活動性質/ 

程度 

四、 

空氣品質 

五、 

衣著 

六、 

天氣 

12:00‐12:29 中午十二點             

12:30‐12:59             

下午一點    13:00‐13:29       
 

 
 

13:30‐13:59             

14:00‐14:29    下午二點             

14:30‐14:59             

下午三點    15:00‐15:29             

15:30‐15:59             

16:00‐16:29    下午四點       
 

 
 

16:30‐16:59         

下午五點    17:00‐17:29             

17:30‐17:59         

18:00‐18:29    晚上六點             

18:30‐18:59         

晚上七點    19:00‐19:29             

19:30‐19:59         

20:00‐20:29    晚上八點             

20:30‐20:59         

晚上九點    21:00‐21:29             

21:30‐21:59         

22:00‐22:29    晚上十點             

22:30‐22:59             

晚上十一點 23:00‐23:29             

23:30‐23:59       
 

 
 

完成紀錄時間：西元 20____年  ______月_____日_____時_____分（24小時制） 

※ 注 意 ： 每 個 時 段 ， 每 一 大 項 至 少 填 答 一 格 ， 單 選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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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沒有冷氣，窗戶(門)緊閉/小開    9.人在室外，不適用 
2.沒有冷氣，窗戶(門)半開 
3.沒有冷氣，窗戶(門)大開 
4.有冷氣，窗戶(門)緊閉/小開 
5.有冷氣，窗戶(門)半開/大開 

二、地點通風狀態 

請注意： 
第一大題主要地點，選綠色字者，本大題請填 1-5 
第一大題主要地點，選黑色字者，本大題請填 9 

 

問卷 B-問卷選項 

  

 

 

 

 

 

 

 

 

 
 

 

 

[室外]走廊、馬路、戶外、開放空間

16.馬路上(走在馬路邊、等車/紅綠

燈) 
17.傳統菜市場  
18.固定或流動夜市、大型露天市

集、園遊會 
19.室外運動空間(河濱、馬路邊人行

道) 
20.室外運動場(操場、高爾夫球場等)
21.公園、風景區、農場等戶外場所 
22.住家室外(陽台或頂樓等) 
23.室外工作場所

[室內]具備天花板、牆面及門的空間

1.家裡 
2.辦公室或教室(靜態工作地點)  
3.工廠或倉庫(室內工作地點) 
4.餐廳(小吃店、咖啡簡餐、速食店等)
5.寺廟或道觀等有燒香的場所 
6.醫院(診所)  
7.美容場所(美容/理髮廳、按摩店)  
8.其他公共場所(銀行、便利商店等)  
61.其他室內場所，請在空格內說明 

[交通工具]                    16.走路、散步、跑步 
11.汽車、貨車或計程車            9.腳踏車 
12.公車或客運                  10.機車、電動機車 
13.捷運                       15.農用、畜牧用車、工程/機具車 
14.火車或高鐵 62.其他交通工具，請在空格內說明 

一、地點：請選擇在室內/室外/交通工具中所待時間最長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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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睡覺、休息、冥想 
2.上下班或上下學途中、前往目的地途中 
3.工作中(或上課中) 
4.炒菜(或準備食物) 
5.拜拜(或誦經) 
6.買東西(買菜/便當、逛街等)  
7.運動(健身、運動型電玩、戶外活動、爬山、騎單車等) 
8.吃飯(或吃點心) 
9.喝酒 
10.嚼檳榔 
11.服用安眠藥 
12.盥洗(或洗澡) 
13.看電視、閱讀、寫作業、玩電腦/電動、看電影/展覽/表演、親友聚會、

聊天等靜態活動 
14.做家事(照顧小孩或寵物、整理花草、打掃等) 
64.其他，請在空格內說明實際活動 

三、活動性質：請選擇主要活動，最多填兩項 

 

問卷 B-問卷選項 

 

 

 

 

 

 

 

 

 

 

 

 

1.低度活動:呼吸頻率與睡覺或冥想時一致 
2.輕度活動:不會喘，呼吸頻率與坐著或站立時一致。 
3.中重度活動:有點喘到很喘，呼吸頻率比平常快。 

 
4.低強度運動:輕鬆慢慢跑，E 配速。 
5.中強度運動:正常速度，配速跑、速度跑(tempo run)。 
6.高強度運動:盡力跑，間歇跑(Interval)、無氧衝刺(Repitition)。 

三、活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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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B-問卷選項 

  

 

 

 

 

 

 

 

 

 

 

 

 

五、衣著： 

1.有配戴安全帽或鋼盔 
2.沒有戴安全帽或鋼盔，穿著長袖衣物或連身衣物   
3.沒有戴安全帽或鋼盔，穿短袖或短褲(裙)，穿戴手套或長(絲)襪 
4.沒有戴安全帽或鋼盔，穿短袖或短褲(裙) 
5.其他 
 
注意事項: 
a.不論衣著種類，只要必須穿戴安全帽或鋼盔者，就要選(01)必須戴安全帽或鋼盔。 
b.「不一定」、「泳衣」、「潛水衣」、「雨衣」或其他不屬於（01）-（04）選項的答

案等，請歸類於(05)其他。 

1.汽機車車輛排放廢氣 
2.家中或鄰居烹調、餐廳或攤販產生之油煙味(包括烤肉) 
3.抽菸菸味、二手菸 
4.掃地或馬路揚塵 
5.燒香煙塵(環香、拜拜用線香、較粗香枝等) 
6.傳統蚊香  
7.芳香產品(香氣蠟燭、水氧機等)氣味 
8.燒金銀紙 
9.燒木柴、稻草、甘蔗渣或燒垃圾(露天)等 
10.工廠或焚化爐排放的異味或粉塵 
11.垃圾、廚餘、資源回收等異味或畜牧業粉塵 
65.其他異味、粉塵，請在空格內說明 
0.沒有以上情況 

四、空氣品質：聞(吸)到的項目，最多填兩項 

六、天氣： 

1. 晴天    2. 陰天 
3. 雨天    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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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溫度及汙染物暴露之 

心率與健康風險評估研究 

禮券簽收憑證 

 

 

感謝您的熱心與耐心，協助本次研究，麻煩您點收確認，並於下方 

簽名處簽上姓名和日期，以茲證明領取，再次感謝您的大力協助。 

祝 您 

安 好 如 意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 

 

完成配帶環境與心率感測器，300 禮卷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禮券負責人編號: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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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尊重自主保護隱私的機制之研究 訪談大綱 

 

訪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地區:            縣/市            鄉/鎮/市/區 

 

 

受訪者您好： 

 

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本訪談的目的是希望了解您對「資料分享資訊管理模式」及「個人

資料之應用」的看法，因此採用開放性問題進行深度訪談。本訪談結果僅供學術研究參考，

個人資料絕不公開。 

 

訪談問題： 

1. 請問您在什麼情境下會願意分享您的運動資料?分享時會考慮的因素有那些? 

2. 請簡單說一下您如何利用及管理自己的運動資料? 

3. 請問您對於巨量資料與人工智慧應用個人資料有何看法? 

4. 請您描述對於現行知情同意的行使方式的了解。 

5. 請您提出對於知情同意的行使方式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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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溫度及汙染物暴露 

對成人有氧運動心率之影響 

計畫退出申請表 

 

本人申請退出「體感溫度及汙染物暴露對成人有氧運動心率之影響」

計畫，退出程序於簽署本申請表後即刻生效。 

退出過程不會影響您任何權益，您亦不需負擔任何法律及道德責任。

研究人員會即刻為您辦理，銷毀您的個人資料，以保障您的個人隱

私。感謝您的熱心與耐心。 

 

祝 您 

安 好 如 意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 

 

簽名處: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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