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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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四次會議紀錄 

日 期 104 年 8 月 21 日 時 間 
起:下午 15時 00 分 

迄:下午 16時 00 分 
地 點 

第一院區感恩樓 16F 

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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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裕 委員、蔣岳夆 委員、林怡嘉 委員、邱勝軍 委員、楊慧貞 委

員、李學進 委員、何清治 委員、蔡女滿 委員、賴怡伶 委員、陳綺華 委員、蔣碧

珠 委員、林坤賢 委員、王偉煜 委員 

 (本委員會委員17位，本次會議14位委員出席，人數已過半，醫療專業委員7位出席，

非醫療專業委員7位出席、非試驗機構內委員5位出席、女性委員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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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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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4.26~104.06.26 人體研究計畫送件情形： 

1.一般審查：0件 

2.簡易審查：7件 

3.免審：0件 

(二)REC103-30 後續追蹤討論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1 REC103-30 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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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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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實證研究結果如預期目標。以耳穴精油按摩確可改善睡眠障礙，提升睡眠品質且過程中，

未傷害到受試者並確保隱私和權益。然從結案報告書中，發現： 
1.P.7收案單位及對象改變(由中部某老人安養機構和門診病患變更為臺中科技大學樂齡學員。 

2.且研究設計亦由實驗組和對照組(受試者同意書 P.2 與報告書 P.6)變更成單組前後測。此二者未適

時知會研究倫理委員會，顯有不尊重及違規情事，暫不予結案，建請提交委員會討論。 

試

驗

偏

差

報

告 

發生

日期 
103.08.25 

發生

原因 

1. 期間研究個案對研究助理有肢體碰觸情形發生，且安養機構部分住民情緒不穩定 

，執行 4-6 週期間，持續參加之舊個案不多，每次均有欲加入新的個案，使得實 

驗組與對照組人數收案非常不穩定；結束收案時實驗組只剩 9位，對照組只剩下 

11 位，以及間間斷斷吵者要加入又肆意退出的個案。故以具獨立自主意願清楚的

樂齡大學學員為替代方案。 

2.基於研究經費與結案時間之限制，亦為顧及研究嚴謹與實際收案的完整性，評估樂

齡大學個案有睡眠困擾者僅占 1/2，故以個案本身單組前後測進行，以避免機構收

案結束穩定性無法掌握情形再發生。 

3.研究團隊首次在台灣從事此類型研究，不知實際程序且如撰寫個案報告；未在事件

發生適時知會研究論理委員會，深感抱歉，當日後改進。 

後續

處理 

1.終止該個案之研究進行。 

2.與個案詳細說明實驗配套措施與全程參與研究的重要性 

3.增加研究助理專業操作熟練，使程序能順理進行，不影響個案原有作息太多。配合

個案作息方式，適時修改研究程序；例如:專業人員操作階段與居家自我按壓階段，

以增家個案參與持續性 

預防

措施 

1.教導研究助理學會保護自己，預防成為性騷擾的受害者，包括；盡量以清晰的溝通

方式表達，其次對於不當肢體碰觸的行為，向對方提出抗議或是提出申訴，不僅

可以保護自己的權益，更可以避免他人遭到同樣的待遇。 

2.居家按壓階段，研究團隊在期間會定期打電話，直至結案為止。 

委員複核意見 

1.本計劃透過實證研究結果如預期目標。以耳穴精油按摩確可改善睡眠障礙，提升睡眠品質,且過程

中未傷害到受試者,並確保隱私及其權益。 

2.然從結案報告書中，發現如下問題: 

  (1)原計畫的收案單位及研究對象是中部某老人安養機構和門診病患而結案報告中卻變更為臺中

科技大學樂齡學員。 

(2)原計畫的研究設計分實驗組和對照組(受試者同意書 P.2 與報告書 P.6)執行, 而結案報告中卻

變更為單組前後測。 

二者於計劃執行中未向本研究倫理委員會提出變更案，即自行變更執行且已完成整個試驗，

顯有不尊重及違規情事。 

3.諒該計畫主持人於事件通報表中述及:該研究團隊首次在台灣從事此類研究,不知實際程序,未在

事件發生適時知會本委員會而表抱歉。 

4.敬請大會裁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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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6月 25 日第三次研究倫理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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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述改善事項與罰則須於通知日起三個月內(104 年 7月 7日至 104 年 10 月 6日止)完成，若未

完成，委員會將撤銷該案核准證明。 

〈委員討論〉略 

〈決議〉 

1. 依據人體研究法第十七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研究計畫完成後，若有違反法規或計畫

內容之情事，審查會應進行調查，並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會須

依法發函通報臺中科技大學，但因委員會與臺中科技大學分屬不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須請臺中科技大學於收到函件後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通報。 

2. 請委員會幹事繼續追蹤該案後續改善狀況。 

参、主席致詞 

 略 

肆、案件審查 

一、一般變更案提送會議審議 

【主任委員】 

這次會議有一件一般變更案入大會審查，若有相關利益者請迴避，待會請各審查委員說明。 

＜迴避委員＞無。     

＜參與者代表＞無。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1 REC103-13 
高血壓及糖尿病對於接受冠狀動脈介入治療

病患中期預後之影響 
主持人: 林茂仁 主任 

變更原因 

因檢定力不足(Power)，擬增加收案人數：900→1235(變更人數≧20%) 

審查意見 

審查委員 1：【推薦】增加病例分析數量，故同意計畫變更。 

審查委員 2：【推薦】。 

〈委員討論〉略 

【決議】贊成，每年追蹤一次。 

第一階段: 投票贊成:14 票，不贊成 :0 票 

第二階段:1.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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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贊成:14 票→▓通過：11票，□修正後通過：3票。 

(2) □不贊成：0票→□修正後複審:0票，□不通過：0票。 

2.追蹤頻率:每年一次 

【審查建議】 

 請說明如何計算出增加人數後，得到可信之 G Power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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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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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104-21 

緊急醫療救護

技術員工作壓

力、職業倦怠

與離職傾向研

究 

劉醇彬 

匿名問卷研究。藉由探討救護技

術員於工作壓力、職業倦怠、離

職傾向之現況，且瞭解三者間之

關聯性，希望可提供醫療院所、

消防局或是民間救護車公司在管

理救護技術員時作為決策之參

考，並給予建議。 

104.06.30

通過 

2 REC104-22 

老人腦外傷後

生活品質分析-

中台灣急診的

經驗 

鄭垂軒 

問卷研究。涵蓋個案的人口社經

資料、受傷原因、傷害部位與嚴

重程度、疾病種類與用藥、以及

生活品質等，以了解老人腦外傷

後生活品質分析。 

104.07.29

通過 

3 REC104-23 

混合演算法研

究生命徵象-以

台中慈濟醫院

CPR及轉 ICU病

患為例 

廖光福 

資料庫分析。針對生命徵象以決

策樹演算法得知哪一項目對人類

的生命較有影響力。利用所分析

出來的架構，建立一套生命徵象

預測系統。 

104.07.18

通過 

4 REC104-24 

醫療場域就醫

者與醫療服務

提供者健康識

能調查與改善

介入計畫 

王英偉 

問卷研究。透過制定台灣醫療體

系中健康識能之介入準則並導入

評核之機制，使健康識能之運用

成為基礎必備之健康照護模式與

醫護人員技能，進而有效提升民

眾健康照護成效，達成全民均健

之目標。 

104.07.07

通過 

二、個案報告 0件。 

三、免除審查 0件。 

四、變更案共 4件。 

序號 編 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變更原因 變更項目 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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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103-14 
失智症患者白質病

變對認知與生活功

能之影響 
涂敏謙  

在完整解釋研究目的

下，部分個案因為檢查

時間無法配合，故未進

入研究收案中，以致收

案個案不足。 

計畫展延 
104/07/28 

通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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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協同主持人變更申請

(徐殷綺護理師離職

→徐湘姿護理師) 
2. 原資料收集之問卷調

查方式主採網路系統

調查回覆率偏低，無

法在計畫內回書問

卷。 

1.變更協

同主持人 
2.計畫展

延 

104/07/21 

通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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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說明 BoNT-A 製備 注

射(任何現行的

BoNT-A 製備產品) 
2. 變更安全性通報的條

件(由仿單核准適應

症外的使用產生不良

反應也需通報) 
3. 將每次訪視時需評估

生活品質相關問卷的

次族群修正為英語系

國家以英語為母語的

次族群) 

1.變更計

畫書 
2.變更受

試者同意

書 

104/07/30

通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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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研究護士 
新增研究護

士 
104/08/19

通過 

 

五、期中報告繳交，共計 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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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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7/23

通過 

2 REC103-24 維他命 B12低下患者認知暨腦部功能影響之分析 涂敏謙醫師 
104/06/25

通過 

3 REC103-39 
探討抗生素每日劑量與誘發細菌抗藥性之相關

性 
林湧達組長 

104/06/25

通過 

4 REC103-48 
運動對健康人與糖尿病患之生理健康促進成效

比較 
蔡森蔚主任 

104/08/19
通過 

 

六、結案報告繳交，共計 0件。 

七、撤案案件，共計 2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撤案原因 審查結果 

1 REC103-53 
血液透析患者體內水份與心律

變異分析和陽氣虛之探討 

腎臟內科 
馬弘桓 醫師 

逾期二個月主持人

仍未回覆，委員會

逕自予以撤案。 

104.07.23 
生效 

八、終止案件，共計 2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終止原因 審查結果 

1 REC102-06 
膠質細胞源神經滋養因子在

大腸直腸癌轉移的調節作用 

大腸直腸外科 

黃思銘 醫師 
主持人離職。 

104.07.29 
通過 

2 REC102-13 
兒科住院病患常規重置靜脈

留置導管適切性探討 

護理部 
陳莉琳 護理長 

收案過程中出現困

難，故暫停。 

104.08.17 
通過 

 

陸、標準作業程序修訂: 

一、修訂項目： 

SOP08「初審案送審管理」 

SOP14「期中追蹤審查」 

二、修訂內容： 

項目 修訂內容 

SOP08「初審案送審管理」 增訂「5.1 受理送審文件」 
5.1.3.14 廠商案件須附上「廠商委託研究計畫經費預算編列

表」(研究部表單：E6A0021424-G3) 

SOP14「期中追蹤審查」 增訂「5.2 受理期中報告」 
5.2.1.1.3 收錄受試者簽署之同意書影本（報告期間若受試者

少於十人，則檢附全數影本；若多於十人則隨機檢附十

份；其他全數收錄之受試者簽署同意書影本，由計畫主持

人留存備查；第一次期中報告須包含首位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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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討論〉略 

〈決議〉同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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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臨時動議  

   略 

拾、下次追蹤事項  

一、台中慈院人體研究計畫送件情形。  

 

拾壹、下次開會時間: 

 開會時間:104.10.24(週六)15:00-16:00  

 

拾貳、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