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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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一次SOP修訂會議記錄 

壹、開會時間：103.5.7(週三）PM 09：30 -11：00 

貳、開會地點：16樓 EBM會議室 

參、主  席：蔣岳夆 總幹事 

肆、出席人員：賴怡伶 委員、邱勝軍 委員、李學進 委員 

              何清治 委員、陳祖裕教授、蔡奇珊組員 

紀錄：蔡奇珊 

伍、主席報告 

     因應 103年度醫策會訪查，特請陳祖裕教授檢視相關標準作業程序，發現有 

諸多地方須修正，現召開會議針對大方向與委員取得共識。 
 

陸、討論事項 

一、制定諮詢輔導標準作業程序(含 1.研究人員 2.受試者) 

【蔣岳夆 總幹事】 

關於諮詢輔導要制定標準作業程序範圍會不會太廣? 

【陳祖裕 教授】 

主要因應查核基準 1.9 要有諮詢輔導作業程序，可以分為行政部分跟醫療專業部

分。 

【蔣岳夆 總幹事】 

那就加在 SOP23，標題改成諮詢輔導與受理申訴作業，內容草案由主任委員、總

幹事、行政人員先行擬定，然後寄給委員，待下次再召開 SOP 修訂會議定稿。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SOP23 標題改成諮詢輔導與受理申訴作業，內容草案由主任委員、總幹事、行政

人員先行擬定，然後寄給委員，待下次再召開 SOP 修訂會議定稿。 
 

二、制定新進委員及工作人員之教育訓練標準作業程序 

【蔣岳夆 總幹事】 

委員會目前有委員教育訓練，在 SOP4:5.3.7 新聘任委員未就任前得以觀察員身分 

參加委員會會議，並閱讀委員會提供的資料。 

【陳祖裕 教授】 

建議程序可以再更完整，例如主委/總幹事對新進委員說明相關程序約 2 小時，新 

進工作人員由主委/總幹事教育訓練 2 小時，並核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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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岳夆 總幹事】 

還是要有其他機構舉辦的正式教育訓練? 

【陳祖裕 教授】 

現在教育訓練很彈性，可以上網學，也可以由本院自助、自給教育訓練學分。 

【蔣岳夆 總幹事】 

將職前教育訓練加在 SOP6委員與工作人員的教育訓練。 

【陳祖裕 教授】 

建議 3.2 新任委員及工作人員須接受職前訓練。 

5.2.1 新聘委員或工作人員須接受職前教育訓練，由本委員會安排。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何清治 委員】 

有經驗的人還需職前教育訓練嗎? 

【陳祖裕 教授】 

如果有審過案件經驗的委員可以比較快進入狀況，可視情況給予輔導，大致說明 

委員會流程。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SOP6 委員與工作人員的教育訓練 

3.2 新任委員及工作人員須接受職前訓練。 

5.2.1 新聘委員或工作人員須接受職前教育訓練，由本委員會安排。 

 

三、SOP23受理受試者申述作業:申訴結果如何回覆給申訴人 

【蔣岳夆 總幹事】 

在 SOP23草擬相關程序如下:  

5.1.3承辦人員獲得主任委員指示後，三天內以電子郵件/電話方式將結果回覆給 

申訴人。 

【陳祖裕 教授】 

危機處理要快知(知道)、快回(回覆)、快處理(給回饋意見、介入)，但有時案件 

複雜三天未必知道結果。 

【蔣岳夆 總幹事】 

建議修正:承辦人員獲得主任委員指示後，三個工作天內將初步結果以電子郵件/ 

電話方式回覆給申訴人，確認處理結束後於三個工作天內回覆給申訴人。 

【何清治 委員】 

萬一處理時間超過半年以上? 

【蔣岳夆 總幹事】 

以結案日期代表確認結果，回覆給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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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SOP23諮詢輔導與受理申訴作業 

承辦人員獲得主任委員指示後，三個工作天內將初步結果以電子郵件/電話方式 

回覆給申訴人，確認處理結束後於三個工作天內回覆給申訴人 

 

四、計畫主持人新聘任研究助理，委員會如何監督 

【陳祖裕 教授】 

上次委員有給意見，本委員會是聘任後 2個月內要繳交訓練證明，標準作業程序 

要有追蹤機制。 

【蔣岳夆 總幹事】 

原先想法在期中報告提醒計畫主持人繳交。 

【陳祖裕 教授】 

期中報告通常是一年繳教一次，怕時間離 2 個月太長，助理要主動跟計畫主持人 

提醒。 

【蔣岳夆 總幹事】 

建議 SOP13變更案審查，加入若有人力更動應於兩個月內繳交教育訓練證明。 

【賴怡伶 委員】 

上次意見應該不是指變更，應該是送新案時研究助理裡還沒聘。 

【陳祖裕 教授】 

建議在同意函上註明:若研究案執行期限內研究人員有變更應於兩個月內檢附相 

關訓練證明提報委員會確認之。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在同意函上註明:若研究案執行期限內研究人員有變更應於兩個月內檢附相關訓 

練證明提報委員會確認之。 

 

五、修改初審案審查意見表 

【陳祖裕 教授】 

配合評鑑條文 2.8:明訂並遵循作業程序，對於研究計畫中研究對象（受試者）的

風險及潛在利益進行初審和追蹤審查。 

【蔣岳夆 總幹事】 

教授建議依評鑑條文 2.8將一些文字加在初審案審查意見表提醒委員審案時注 

意。 

變更如下: 

原評量項目: 預期風險與預期效益相較之合理性 

修正後評量項目: 預期風險與預期效益相較之合理性，及分析包括生理、心理、 

社會、法規和經濟等方面之風險來源使之降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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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評量項目: 是否為易受傷害族群:□是    □否 

應加強判定並確保其可能遭遇的風險，詳實評估易受傷害受試者之生理、心理風 

險。 

原評量項目: 依試驗計畫特性，訂定追蹤頻率: 

修正後評量項目: 依試驗計畫特性及風險程度，訂定追蹤頻率: 

【陳祖裕 教授】 

建議修正為以下文字會更清楚: 
新增條文: 易受傷害族群:□是    □否(勾選否則請勾選不適用) 

應加強判定並確保其可能遭遇的風險，詳實評估易受傷害受試者之生理、心理風 

險。 

【何清治 委員】 

會不會跟原本即有的評量項目:潛在受試者之母群體族群特性(包括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經濟狀況、種族淵源)，有衝突。 

【陳祖裕 教授】 

意思不太一樣，是有 overlap，我們要考量是否有偏向收易受傷害族群的情況， 

如果可以選擇其他受試者就盡量不要選他們，避免爭議。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初審案審查意見表，修正評量項目，如下: 

1.預期風險與預期效益相較之合理性，及分析包括生理、心理、社會、法規和經 

濟等方面之風險來源使之降為最少。 

2. 易受傷害族群:□是    □否(勾選否則請勾選不適用) 

應加強判定並確保其可能遭遇的風險，詳實評估易受傷害受試者之生理、心理風 

險。 

3. 依試驗計畫特性及風險程度，訂定追蹤頻率: 
 

六、SOP4 委員會的組成:草擬評核表，由主任委員對委員進行評核 

【陳祖裕 教授】 

原已有評核項目，建議將評核表放入標準作業程序中，會更完備。 

【蔣岳夆 總幹事】 

其實已有評核表，但確實未列入 SOP中，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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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怡伶 委員】 

1.「對法規的了解」建議改成「對相關法規的了解」。 

2.「對慈院政策標準作業程序的了解」建議改成「對慈院政策及本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

的了解」。 

3. 「與計畫主持人之溝通」建議改成「審查意見具體性」。 

【何清治 委員】 

把「xxx」拿掉，欄位空白就好。 

【陳祖裕 教授】 
「醫療專業人員」建議改成「醫療/非醫療」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委員評核表 

委員姓名 

評核項目 

XXX委員 

(醫療專業人員) 

XXX年度會議出席率 XXX 

XXX年度平均審查天數 xx 

XXX年度審查案件量 xx件 

教

育

訓

練 

xxx年 xx小時 

xxx年 xx小時 

(以上資料由委員會統計) 評  核  標  準 

 劣             優 

審 

查 

品 

質 

審查確實性 12345 

審查專業性 12345 

審查時對受試者、

種族、性別、及文

化背景敏感度 

12345 

對法規的了解 12345 

對慈院政策標準作業程序

的了解 

12345 

與計畫主持人之溝通 12345 

與 REC工作人員之溝通 12345 

協助計畫主持人之能力 12345 

參與 REC 相關活動之意願 12345 

確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12345 

續聘與否:□1.續聘          □ 2.不續聘 

        

主委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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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七、SOP21 議程準備、會議程序與紀錄 

→新增同票數從嚴論斷 

→新增將會議記錄放置研究倫理委員會網頁上 

【蔣岳夆 總幹事】 

委員會有將會議記錄放置網頁上，教授認為加上文字會更好。 

修正 SOP21 議程準備、會議程序與紀錄: 

原條文:5.2.3.2.6 第一階段先以多數決表決「贊成」或「不贊成」此研究，若第一

輪表決為「贊成」，則第二輪再以會議複審審查意見單表決「通過」或「修正後

通過」；若第一輪表決為「不贊成」，則第二輪再以會議複審審查意見單表決「不

委員評核表 

委員姓名 

評核項目 

委員 

(醫療/非醫療) 

年度會議出席率  

年度平均審查天數  

年度審查案件量 件 

教

育

訓

練 

年 小時 

年 小時 

(以上資料由委員會統計) 評  核  標  準 

 劣             優 

審 

查 

品 

質 

審查確實性 12345 

審查專業性 12345 

審查時對受試者、

種族、性別、及文

化背景敏感度 

12345 

對相關法規的了解 12345 

對慈院政策及本委員會標

準作業程序的了解 

12345 

審查意見具體性 12345 

與 REC工作人員之溝通 12345 

參與 REC 相關活動之意願 12345 

確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12345 

續聘與否:□1.續聘          □ 2.不續聘 

        

主委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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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或「修正後複審」，若同票數則從嚴論斷。 

建議修正條文: 5.2.3.2.6 第一階段先以多數決表決「贊成」或「不贊成」此研究， 

若第一輪表決為「贊成」，則第二輪再以會議複審審查意見單表決「通過」或「修 

正後通過」；若第一輪表決為「不贊成」，則第二輪再以會議複審審查意見單表 

決「不通過」或「修正後複審」，若同票數則從嚴論斷。 

原條文: 5.3.1 承辦人員應於會議結束後儘快完成記錄，呈送總幹事、主任委員簽 

核，再呈送院長室及醫療志業體核備。 

建議修正條文:5.3.1 承辦人員應於會議結束後儘快完成記錄，呈送總幹事、主任 

委員簽核，再呈送院長室及醫療志業體核備，並製作網路版會議紀錄，放置研究 

倫理委員會網路上。 

【陳祖裕 教授】 

建議修正如下，將更清楚。 

修正後條文: 5.2.3.2.6 第一階段先以多數決表決「贊成」或「不贊成」此研究，同

票數時則決議為「不贊成」；若第一輪表決為「贊成」，則第二輪再以會議複審

審查意見單表決「通過」或 「修正後通過」，同票數時則決議為「修正後通過」；

若第一輪表決為「不贊成」，則第二輪再以會議複審審查意見單表決「不通過」

或「修正後複審」，同票數時則決議為「不通過」。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SOP21 議程準備、會議程序與紀錄: 

5.2.3.2.6 第一階段先以多數決表決「贊成」或「不贊成」此研究，同票數時則決 

議為「不贊成」；若第一輪表決為「贊成」，則第二輪再以會議複審審查意見單 

表決「通過」或 「修正後通過」，同票數時則決議為「修正後通過」；若第一輪 

表決為「不贊成」，則第二輪再以會議複審審查意見單表決「不通過」或「修正 

後複審」，同票數時則決議為「不通過」。 

5.3.1 承辦人員應於會議結束後儘快完成記錄，呈送總幹事、主任委員簽核，再呈 

送院長室及醫療志業體核備，並製作網路版會議紀錄，放置研究倫理委員會網路 

上。 

 

八、修改初審案審查申請表 

【陳祖裕 教授】 

因原法規用語為最低風險，建議將初審案審查申請表 P5 最小風險改成最低風險。 

【蔡奇珊 組員】 

初審案審查申請表 P1 新增研究成員聯絡方式，行政上管理聯繫更方便。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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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案審查申請表: 

1.P5 最小風險改成最低風險 

2.P1 新增研究成員聯絡方式 

 

九、SOP25 計畫檔案管理，只提及計畫結束後委員會至少保存三年，未提及資料 

如何銷毀。 

【陳祖裕 教授】 

現委員會空間很充足，是否有可慮銷毀文件。 

【蔣岳夆 總幹事】 

將來會有需要，故建議在 SOP25計畫檔案管理加入 3.期滿則報請主任委員同意後 

依院內流程銷毀。 

【決議】 

SOP25計畫檔案管理加入 3.期滿則報請主任委員同意後依院內流程銷毀。 

 

十、委員審理案件若超過委員會明訂時間，除提醒外，需明訂更換委員的時間點。 

    (SOP10 計畫案初審、11 簡易審查、12 複審案審查、13 變更案審查、14 期中

追蹤審查、16 結案報告審查、29 追認審查、31 專案計畫、32 免除審查) 

【蔣岳夆 總幹事】 

原開會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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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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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祖裕 教授】 

建議可以有緩衝，或以電話了解情況，有些委員可能已審完案件，案件郵寄需一

天時間。 

【蔣岳夆 總幹事】 

建議修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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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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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SOP15中主題為計劃暫停與「中」止或「終」止 

【蔣岳夆 總幹事】 

之前跟主委討論，共識是命名為暫停與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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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裕 教授】 

Suspension有暫停、終止之意；Termination有終止之意，結束有很多種情況， 

像是完成結案、提前結束(因為結果明顯、副作用過大、廠商撤回…)因故中斷。 

目前標題已有暫停，但尚缺終止。 

【蔣岳夆 總幹事】 

故建議 SOP15計畫暫停與中止那章節將「中」止改成「終」止? 

【蔣岳夆 總幹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無意見) 

【決議】 

SOP15計畫暫停與中止那章節，將標題及內文「中」止改成「終」止。 

並將 SOP2 標準作業程序清單中 SOP15計畫暫停與中止修改為「計劃暫停與終止」

連同英文名一併修正為 Management of study suspension and termination. 

柒、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項目 追蹤事項 負責單位 

1 修改今日討論的標準作業程序，並於 103.6.13大會上核備 研究倫理委員會 

2   

 

捌、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