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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研究倫理委員會 104 年度第五次會議紀錄 

日 期 104 年 10 月 24 日 時 間 
起:下午 15 時 00 分

迄:下午 15 時 30 分
地 點

第一院區感恩樓 16F 

情境教室 

主 席 吳弘斌 總幹事 蔣岳夆 紀錄人 陳思樺 

出席 

人員 

吳弘斌 委員、蔣岳夆 委員、林怡嘉 委員、邱勝軍 委員、廖珮琳 委員、李學進 委

員、何清治 委員、蔡女滿 委員、賴怡伶 委員、蔣碧珠 委員、林坤賢 委員、王偉

煜 委員、紀邦杰 委員 

 (本委員會委員17位，本次會議13位委員出席，人數已過半，醫療專業委員6位出席，

非醫療專業委員7位出席、非試驗機構內委員6位出席、女性委員5位出席、已達法定

人數)  

請假 

人員 

李惠瑩 委員(請假) 、林恒立 委員(請假) 、陳祖裕 委員(請假)、陳綺華 委員(請

假) 

壹、主席報告 

一、宣讀利益迴避原則 

     審查委員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不得參加審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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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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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四)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五)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備註]: 

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理辦法 

101 年 8 月 17 日衛署醫字第 1010265129 號令訂定發布 

 

貳、追蹤事項 

一、上次會議內容追蹤 

(一)台中慈院 104.08.22~104.10.24 人體研究計畫送件情形： 

1.一般審查：1件 

2.簡易審查：3件 

3.免審：0件 

(二)REC103-30 後續追蹤討論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1 REC103-30 
芳香療法介入睡眠健康之實

證研究--以樂齡者之耳穴按

主持人:黃宜純 院長 

(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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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為例 院) 

共同主持人：賴怡伶 高專 

依據 104.06.26 第三次會議決議 

一、提醒事項：若有研究執行者被性騷擾之情形，一定要於 24 小時內向研究單位主

管機關(教育部)通報。 

二、改善事項：(一)研究計劃書及受試者同意書須送委員會進行變更審查。 

(二)待變更審查通過後，須以修正後之受試者同意書重新取得受試者簽名，取得日

期就依取得同意書當天即可，並將原本同意書及新版同意書釘在一起。 

(三)重新送結案報告並附上原版同意書及新版同意書，待結案報告審核通過後方可

完成結案。 

三、罰則：研究團隊須於繳交結案報告前再完成 3小時教育訓練。 

      上述改善事項與罰則須於通知日起三個月內(104.07.07~104.10.06)完成，若

未完成，委員會將撤銷該案核准證明。 

截至 104.10.06 止，改善事項與罰則完成進度 

1.改善事項： 

 ■研究計劃書及受試者同意書須送委員會進行變更審查。 

 □待變更審查通過後，須以修正後之受試者同意書重新取得受試者簽名。 

 □重新送結案報告並附上原版同意書及新版同意書。 

2.罰則： 

 □研究團隊須於繳交結案報告前再完成 3小時教育訓練。 

〈決議〉 

因已超過改善事項回覆最後期限(104 年 10 月 06 日前)，視放棄該案改善回覆，即日起

委員會將逕自予以撤銷該案核准證明，並於近日行文通知執行單位、計畫主持人及相

關單位。 

 

参、主席致詞 

 略。 

肆、案件審查 

無。 

伍、報告事項(若報告或說明事項有附件資料，請附於會議記錄之後) 

一、簡易案提送會議核備 7 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

人 
符合簡審原因 審查結果 

1 REC104-25 

探討愛滋病個

案管理師所遇

工作困境及因

應策略-以中

區為例 

邱毓慧 

問卷研究。訪談現任中區愛

滋病個案管理師，來瞭解目

前從事愛滋病個案管理師工

作現況、能力需求及面對執

行業務時所面臨的困境。 

104.08.21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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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C104-26 

台中慈濟醫院

撤除維生醫療

設備之家屬需

求滿意度調查

林怡嘉 

問卷研究。本研究希冀從服

務使用端角度出發，調查家

屬需求滿意度以檢視本院作

業流程，回饋臨床作業與同

仁教育訓練的需求。 

104.09.25

通過 

3 REC104-27 

多媒體影音口

腔護理衛教對

頭頸部癌症病

人口腔黏膜改

變成效之探討

廖苓蓁 

問卷研究。期望透過多媒體

口腔護理衛教，改善頭頸部

癌症患者口腔黏膜改變及疼

痛問題，也期望日後相關醫

療團隊能以此依據推廣護理

之介入措施，早期介入增進

病患福祉。 

104.10.20

通過 

4 REC104-29 

大腸直腸腺瘤

及代謝症候群

之相關因素分

析-以南投某

區域教學醫院

健檢者為例 

廖光福/何

清治 

去連結健檢資料庫分析。從

代謝症候群的指標當中去分

析與大腸直腸腺瘤盛行率之

相關性，以利早期發現大腸

直腸腺瘤進而進行切除，希

冀達到降低大腸直腸惡性腫

瘤的發生率並早期診斷出大

腸直腸惡性腫瘤。 

104.09.11

通過 

5 REC104-30 

糖尿病患者用

藥及治療的風

險評估 

謝登富 

健保資料庫分析。探討糖尿

病患者用藥及治療的風險評

估。並試圖找出危險因子及

保護因子，作為臨床使用的

參考。。 

104.09.11

通過 

6 REC104-31 

遠紅外線金屬

纖維材料對糖

尿病患者微循

環血流改善之

評估 

黃怡瓔 

問卷研究。評估遠紅外線纖

維材料所製成的治療床墊，

對於改善體表微循環的有效

性，並了解患者週邊微循環

的健康情形。 

104.08.21

通過 

7 REC104-32 

使用健保資料

庫評估癌症及

慢性腎衰竭患

者醫療品質 

謝登富 

健保資料庫分析。使用健保

資料庫來進行各項癌症及慢

性腎衰竭患者醫療品質的研

究。 

104.09.25

通過 

〈委員討論〉略。 

 

二、個案報告 0 件。 

三、免除審查 0件。 

四、變更案共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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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 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變更原因 變更項目 審查結果

1 REC104-09 

一項國際性、

多中心、觀察

型、前瞻性、

針對實務上評

估包括使用

BoNT-A 注射方

式在內綜合性

治療對上肢痙

攣影響之以病

患為中心目標

達成情形的長

期群組研究－

ULIS III 

蔡森蔚  

主任 

1.修正安全性通報

條件(以確保符合

藥品優良安全監視

規範 GPvP 模組六) 

2.依 MHRA 查核結

果 

3.依 BfArm 對

NIS(非介入性試

驗)的要求而修改

關於試驗治療的敘

述 

變更計畫

書、中文

摘要 

104/10/08

通過 

 

五、期中報告繳交，共計 5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審查結果 

1 REC103-09 加護病房病人早期物理治療成效探討 
林啟文 

醫師 

通過  

104/08/27 

2 REC103-41 
殼核出血性腦中風其出血量及位置類型與預

後之相關研究 

劉東桓 

醫師 

通過  

104/09/04 

3 REC103-44 

長期照護機構護理人員與主管對長期照護機

構內感染預防控制措施之認知、態度與行為

相關性之探討 

楊慧貞 

副主任 

通過 

104/09/10 

4 REC103-50 
臺灣人體生物資料庫泌尿道上皮癌之生物標

誌研發 

謝登富 

醫師 

通過 

104/09/22 

5 REC104-09 

一項國際性、多中心、觀察型、前瞻性、針

對實務上評估包括使用 BoNT-A 注射方式在

內綜合性治療對上肢痙攣影響之以病患為中

心目標達成情形的長期群組研究－ULIS III

蔡森蔚 

醫師 

通過 

104/09/16 

 

六、結案報告繳交，共計 4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審查結果 

1 REC102-01 
比較圓窗與耳蝸造口電極植入對殘存聽力的

影響 
吳弘斌 醫師 

通過 

104/10/21

2 REC103-16 
探討自動化感應-回饋刺激法緩解早產兒呼

吸暫停之成效 
李敏駿 醫師 

通過 

10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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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C103-25 
遠紅外線照射內觀穴對透析低血壓患者自主

神經功能之探討 

劉冠伶 護理

師 

通過 

104/10/21

4 REC103-49 
台灣癌症病患之「癌因性疲憊症」流行病學

調查研究 
李典錕 醫師 

通過 

104/09/03

 

七、撤案案件，共計 0件。 

八、終止案件，共計 0件。 

九、撤銷核准案件，共計  1 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撤銷核准原因 決議日期 

1 REC103-30 

芳香療法介入睡眠健康之實

證研究--以樂齡者之耳穴按

摩為例 

黃宜純 

未於期限內完成

104.06.26 第三次

會議之決議。 

104.10.06 

撤銷核准 

 

陸、標準作業程序修訂: 

一、修訂項目： 

SOP13「變更案審查」 

SOP21「議程準備、會議程序與紀錄」 

二、修訂內容： 

項目 修訂內容 

SOP13「變更案審查」 【修訂】 

5.2.1 決定簡易審查、一般審查或報備存查  

5.2.1.1 計畫變更內容若符合微小變更(minor amendment)，則適用

簡易審查，條件如下： 

(1)此變更不會影響原計畫之風險-利益比例。 

(2)此變更不會影響已加入或可能加入之受試者參與的意願。 

(3)此變更不會影響科學的正當性。 

若計畫原為簡易審查，但重大實質變更已超過微小變更範圍，原

則依據一般審查程序，提委員會議討論決議；但二位主審委員仍

可決定依據簡易審查程序，予以同意後，提委員會議追認。 



104.10.2                                                                                
會議記錄  

第 6 頁 

SOP13「變更案審查」 【增訂】 

5.2.2 送審程序 

   5.2.2.3 審查重點： 

       5.2.2.3.1 變更之內容及原因 

       5.2.2.3.2 變更後，對原始計畫之風險比較 

       5.2.2.3.3 變更後，是否有新訊息需提供給受試者？ 

       5.2.2.3.4 此次變更是否需重新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5.2.3.4審查期限為14天，期滿前三天及期滿前一天承辦人員將

提醒委員繳交，期滿後將每日催繳，如期滿三日審查

委員仍未能回覆審查意見者，由總幹事另行指派其他

審查委員接續審查，審查期限為 7 天，並由總幹事知

會原審查委員。 

SOP21「議程準備、

會議程序與紀錄」 

【增訂】 

附件四  會議複審審查票數統計表。 

〈委員討論〉略。 

〈決議〉同意修訂，並將「5.2.2.3 審查重點」放入變更審查意見表。 

 

柒、104 年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不定時追蹤查核作業資料填報 

【幹事報告】： 

一、不定時追蹤建議改善情形評量意見表：委員會已備妥相關資料，並於 104 年 7 月 29

日寄出。 

二、實地查核時間：104 年 8 月至 11 月(實地查核前兩天以電話方式通知查核日期) 

 

捌、線上審查系統進度: 

 階段說明 進度 

第三階段：系統測試 1. 架設正式機 
2. 提供 IRB 行政人員教育訓練 
3. 請合作單位之 IRB 開始進行全面測試 
4.簽訂合約  
5. 依據合約維護內容進行收費 

第四階段：正式上線 1. 提供使用者(PI)操作手冊 
2. 同步上線，可規劃紙本和電子化同步使用一段時間。(建議半年) 
3. 正式上線，由電子系統完全取代紙本系統。 
4. 依據合約維護內容進行收費 

【幹事報告】略。 

玖、臨時動議  

一、委員徵選 

【主任委員】因楊慧貞委員離職，請辭委員一職，新任委員將由護理部廖珮琳督導擔任。

(任期 104.10.24~105.06.30)再請秘書處安排新進委員教育訓練相關課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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珮琳委員。 

 

拾、下次追蹤事項  

一、台中慈院人體研究計畫送件情形。 

二、104 年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不定時追蹤查核情形報告 

三、iIRB 線上審查系統進度報告 

拾壹、下次開會時間: 

 開會時間:104.12.18(週五)14:00-16:00  

 

拾貳、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