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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提供追蹤審查之實地訪查作業程序，以監測本委員會核准之計畫案執行狀況及是否遵守

臨床試驗相關規範。 
 

2. 範圍 
適用於本委員會核准並符合實地訪查條件之計畫案。 

 
3. 職責 

3.1 委員會負責執行並委派人員進行實地訪查作業。 
3.2 承辦人員依計畫執行情形擬定實地訪察規劃。 

 
4. 流程 
 

程序 負責人/單位 

選擇訪查的計劃案 
 

主任委員/總幹事/承辦人員 

訪查前作業 
 

主任委員/總幹事/承辦人員 

實地訪察 
 

委員/專家 

訪查後作業 
 

委員/承辦人員 

提報訪查結果 委員/承辦人員 
 
5. 細則 

5.1 選擇訪查的計劃案 
5.1.1 承辦人員依下列標準選擇須接受實地訪查的研究計畫，彙整追蹤審查計畫資

料，呈送總幹事與主任委員簽核。 
5.1.1.1 非預期之嚴重不良事件異常者。 
5.1.1.2 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同時有多個執行中計畫。 
5.1.1.3 曾申請變更執行方法之計畫。 
5.1.1.4 計畫主持人有違規紀錄或可疑行為。 
5.1.1.5 經常逾時繳交期中及結案報告。 

 
5.2 訪查前作業 

5.2.1 承辦人員準備作業 
5.2.1.1 訪查前聯絡計劃主持人或計劃聯絡人，協調適合的訪查時間。 
5.2.1.2 依利益迴避原則與委員專業，由總幹事指定訪查委員或專家，由承辦人

員安排實地訪查行程，彙整訪查作業計畫呈送總幹事與主任委員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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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將訪查計畫案與行程通知該計畫主持人及單位，並請計畫主持人事先準

備相關資料接受訪查。 
5.2.1.4 承辦人員聯絡訪查人員並說明訪查行程。 
 

5.2.2 訪查人員準備作業 
詳閱實地訪查審查意見表(詳附件一，AF01-19/1.0)。 
 

5.2.3 計劃主持人準備作業 
準備受試者病歷及相關資料備查。 

 
5.3 實地訪查 

5.3.1 訪查人員依實地訪查審查意見表逐項審查。 
5.3.1.1 觀察執行單位場所相關設備是否足夠。 
5.3.1.2 檢視受試者同意書是否確實是最新版本，及檢查受試者簽名與日期完整

性。 
5.3.1.3 是否有發現任何嚴重不良反應事件，不良反應事件的記錄與病歷是否

吻合。 
5.3.1.4 是否有試驗偏差，隨機抽查受試者檔案以確認計畫依原核准計畫內容執

行。 
5.3.1.5 個案報告表是否為最新版本。 
5.3.1.6 保管的資料和研究用藥/器材是否上鎖，試驗用品是否專櫃儲存及由專

人管理、進出登記、儲存櫃溫度記錄。 
5.3.1.7 參與計畫之受試者是否受到良好的保護，若情況許可，可觀察同意書簽

署過程或請主持人示範受試者納入試驗的過程。 
5.3.1.8 是否發現足以影響受試者權益、安全、福址或試驗執行之計畫內容變

更。 
5.3.1.9 是否發現影響試驗利害評估之事件。 
5.3.1.10 給予受訪單位意見做雙向溝通。 

 
5.4 訪查後作業 

5.4.1 訪查人員 
在兩週內完成實地訪查審查意見表書面報告，若訪查時發現執行過程與計畫書

不符且對受試者安全有嚴重影響之事實，可建議試驗暫停或終止。 
 

5.4.2 承辦人員 
5.4.2.1 將彙整後的訪查報告送交計劃主持人，並請主持人於實地訪查審查意見

回覆表(詳附件二，AF02-19/1.0)回覆意見。 
5.4.2.2 將訪查報告資料歸檔管理。 
 

5.5 提報訪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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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承辦人員將實地訪查結果報告列入下次會議議程。 
5.5.2 將訪查結果向全體委員報告。 
5.5.3 針對訪查員提出的暫停或終止試驗進行的建議，詳細討論後決議。 

 
6. 名詞解釋 
 

實地訪查 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或委派的訪查員到計畫案執行單

位進行訪查，以評估計畫主持人及單位執行情況，如

訪問計畫主持人、受試者同意書之簽署、個案報告表

之登錄、嚴重不良事件通報等相關紀錄，以確保研究

計畫之品質與受試者之安全。 

 
7. 參考文獻 

7.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Ethics Committees that Review 

Biomedical Research, 2000. 

7.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Guidance on Good Clinical Practice (ICH 

GCP) 1996.  

7.3 「醫療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衛署醫字第 0920202507 號，2003 

7.4 「藥品優良臨床試驗準則」衛署藥字第 0930338510 號，2005 

 
8. 附件 
 

8.1 附件一  實地訪查審查意見表(AF01-19/1.0) 
8.2 附件二  實地訪查審查意見回覆表(AF02-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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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實地訪查審查意見表(AF01-19/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研究倫理委員會 
實地訪查審查意見表 

計畫編號：  實地審查日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單位：  聯絡人及電話： 
試驗委託者：  
預期受試者人數：  實際受試者人數： 
試驗執行單位設備是否足夠？ 
□ 是     □ 否 

評論： 

受試者同意書是否正確？簽署內容是

否完整(簽名與日期)？ 
□ 是     □ 否 

評論： 

是否有發現任何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 是              □ 否      

評論： 

所有個案報告表是否為最新？ 
□ 是  □ 否     □  不適用 

評論： 

病歷是否有人體試驗相關紀錄？ 
□ 是  □ 否     □  不適用 

評論： 

是否有試驗偏差？ 
□ 是     □ 否 

評論： 

保管的資料和研究用藥/器材是否上

鎖？ 
□ 是     □ 否 

評論： 

任何本次實地審查所碰到的困難或特

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 是     □ 否 

評論： 

是否發現下述相關事件： 
□ 發生足以影響受試者權益、安全、福址   □ 試驗計畫內容變更未送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 
□ 出現影響試驗利害評估之事件                   □ 試驗執行與計畫內容不一致 
總評： 
 
 
 
 
實地審查共花費時間？ 開始： 結束： 

 
                                  訪查委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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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實地訪查審查意見回覆表(AF02-19/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研究倫理委員會 
 

實地訪查審查意見回覆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試驗主持人：  
審查意見回覆： 
 
 

     計畫主持人簽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