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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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 期 105 年 0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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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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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進 委員、何清治 委

員、李惠瑩委員、蔡女滿委員、賴怡伶 委員、陳綺華委員、王偉煜 委員、蔣碧珠 委

員 

 (本委員會委員17位，本次會議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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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出席、非試驗機構內委員6位出席、女性委員6位出席、已達法定

人數)  

請假 

人員 

陳祖裕 委員 (請假) 、林恒立 委員(請假) 、廖珮琳 委員(請假)、林坤賢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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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上次會議內容決議\事項 執行成果報告 

1 

1.未來審查天數從日曆天改成工作天。 
2.請委員協助寫上收件及寄件日期，行政

同仁也需記錄寄件給委員及收到案件的日

期。 

追蹤: 
1.工作人員將審查天數從日曆天改為工

作天。 
2.配合紀錄寄收件日期，已申請日期印

章，請委員簽收 

2 
1.未來新案審查通過後，本會除以 NOTES

通知計畫主持人外，另以副本方式抄送研

追蹤: 
1.目前依照決議，將副本通知研究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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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部主管及研究部相關承辦人員。 
2.待研究部擬定並公告監控全院研究案相

關機制後，本會將配合辦理，目前仍依據

本會相關流程辦理。 

研究部相關承辦人員 
2.研究部已公告相關流程，將配合辦

理。 

 

参、審查事項 

一、一般審查案件 

【吳弘斌 主任委員】這次會議有一件一般審查案件入大會審查，如果有相關利益者請迴避，

待會請各審查委員說明。因許副院長是我博士班老師，需利益迴避。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備註 

1 REC105-05 
應用 OOOOO 基因體編輯技術建立聽損之

動物模式及研發聽損之治療策略 
主持人:許權振 

單一中心 
科技部 

 

＜迴避委員＞吳弘斌 主任委員(該案計畫主持人之學生)。     

＜參與者代表＞無。 

〈委員討論〉 

略。 

〈決議〉贊成，每年追蹤一次。 

第一階段: 投票贊成:11 票，不贊成 :0 票 

第二階段:1.投票: 

(1) ▓贊成:11 票→▓通過：11票，□修正後通過：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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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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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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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105-01 

探討OOOO主要家

屬照顧者之壓

力、睡眠障礙、

疲憊及其影響因

素 

張 O毓 

問卷調查及病歷蒐集。了

解 OOOO 主要照顧者壓力感

受、睡眠及疲憊程度、影

響因子以及社會支持的需

求。 

105.03.31

通過 

2 REC105-10 
OO 住院病患常規

重置靜脈留置導

管適切性探討 
陳 O琳 

病歷回溯。擬藉由病歷回

溯方式收集資料，調查住

院 OO規律性重置靜脈留置

管其適切性。。 

105.03.24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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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C105-11 

評估 OOO 合併太

平洋紫杉醇用於

三重陰性乳癌之

術前治療第 II 

期臨床試驗的療

效並尋求預測

OOO 有效性之生

物標記 

廖光福/葉

大成 

已通過其他家 IRB 審查(簡

易追認審查)。主要療效指

標是評估合併 OOO 和每周

OOO 用來術前治療三重陰性

乳癌之病理完全緩解率。

次要療效指標是評估單獨

OOO 來治療三重陰性乳癌空

窗期之臨床療效，及評估

單獨OOOOO及合併OOOOO和

每周 OOOOO 之藥物副作用

和安全性。同時，探討

OOOOO 藥物所可能影響之下

游訊息傳遞路徑，是否找

出可能預測單獨 OOOOO 和

合併 OOOOO 和每周 OOOOO

之療效生物標記。 

105.03.17

通過 

二、個案報告 0件。 

 

三、免除審查 0件。 

 

四、變更案共 1件。 

序號 編 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變更原因 核准日期 

1 REC104-28 
OOOOO 對類風溼性

關節炎病患的影響

-台灣 
林亮宏 

1.新增研究助理協助研究

的進行 
2.原協同主持人黃光永醫

師在台中慈濟醫院已無兼

診，未來無法協助收案，

因此退出研究。 
3.修改受試者同意書上的

文字敘述 

105.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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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103-55 探討 OOOOO 性脊椎病變之研究 黃伯仁 
105.04.06

通過 

2 REC104-01 利用 OOOO 測量體內電阻之研究 陳一心 
105.03.14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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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C104-05 
OOOOOO 與輕微認知障礙患者之擴散張量影

像暨神經心理差異 
涂敏謙 

10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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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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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3.28

通過 

5 REC104-11 
使用 OOOO 評估表來評估病患罹病風險及臨

床結果 
謝登富 

105.03.22

通過 
 

六、結案報告繳交，共計 3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審查結果 

1 REC103-13 
高血壓及糖尿病對於接受 OOOO 介入治療病

患中期預後 之影響 
林茂仁 

105.03.22

通過 

2 REC103-39 
探討抗生素 OOOO 與誘發細菌抗藥性之相關

性 
林湧達 

105.03.22

通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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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4.08

通過 

 

七、終止案件，共計 0件。 

 

八、撤案案件，共計 1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撤案原因 審查結果 

1 REC104-35 
OOO釀蘋果醋飲料改善健康

與消除疲勞之研究 
楊忠偉 營養師 

審查意見回覆逾

期兩個月，依照

SOP 撤案 

105.04.12 
生效 

 

九、SAE 事件，共計 1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報告類別/主

訴 
審查結果 

1 REC103-21 

一項為期 12 週的試

驗，針對慢性阻塞性肺

病 (COPD) 患者，使用

每日一次 OOOOO 100/25 

mcg 吸入性乾粉，或每

日一次 OOOOO (VI) 25 

邱國樑 

初始報告

/Hepatocellu

lar 

carcinoma(肝

癌) 

建議核備

存查 
10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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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 吸入性乾粉，比較

其療效和安全性 
〈決議〉通過。 

 

伍、標準作業程序修訂: 

一、修訂項目： 

SOP09「計畫審查準則」 

SOP10「計畫案初審」 

SOP11「簡易審查」 

SOP12「複審案審查」 

SOP13「變更案審查」 

SOP14「期中報告審查」 

SOP16「結案報告審查」 

二、修訂內容： 

項目 修訂內容 

SOP09「計

畫審查準

則」 

 

5.1.3.2 潛在受試者招募方面 
【增訂】 
5.1.3.2.6 研究對象以原住民族為目的之研究： 
  5.1.3.2.6.1 依人體研究法第十五條規定，須請計畫主持人將研究計畫送至

原住民委員會，並依相關申請流程來諮詢、取得各該原住民族之同

意；其研究結果之發表，亦同。 
5.1.3.2.6.2 人體研究法第十五條所稱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指下列之

研究： 
      5.1.3.2.6.1.1 以原住民族或原住民部落為研究內容。 

5.1.3.2.6.1.2研究檢體之採集、研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原住民族或

部落。 
      5.1.3.2.6.1.3 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SOP10
「計畫案

初審」 

5.2 審查程序 
【修訂】 

5.2.4 審查期限為 14 個工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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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工作天，

並由總幹事委員會知會原審查委員。 

SOP11
「簡易審

查」 

5.2 審查程序 
【修訂】 

5.2.5審查期限為 14個工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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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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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並由總幹事委員會知會原審查委員。 

SOP12
「複審案

審查」 

【修訂】 
適用初審所有審查結果為修正後複審之計畫案。 

5.1 通知計畫主持人 
【修訂】 

5.1.1 承辦人員將初審審查結果報告書及修正通知信函通知計畫主持人回

覆。 

5.2 審查程序 
【修訂】 

5.2.5 審查期限為 14 個工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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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工作天，

並由總幹事委員會知會原審查委員。 

SOP13
「變更案

審查」 

5.2.2 審查程序 
【修訂】 

5.2.3.2 審查期限為 14 個工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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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工作天，並由總幹事委員會知會原審查委員。 

SOP14
「期中報

告審查」 

【增訂】 
5.3.1 決定審查方式 

5.3.1.1 若計畫符合下列條件，則適用簡易審查： 
5.3.1.1.1 新案初審為簡易審查案件。 
5.3.1.1.2 該研究已不再收錄新個案，且所有受試者均已完成所有相關

的研究試驗，惟仍須長期追蹤。 
5.3.1.1.3 報告期間未增加個案數，無新增之危險性，且未能於原訂計

畫期間達成收案數，僅展延計畫期間。 
5.3.1.1.4 僅限於接續前階段研究之後續資料分析。 

5.3.1.2 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計畫，則適用一般審查。 

5.3.2 送審程序 
【修訂】 
5.3.2.1 承辦人員將報告彙整後呈送，以原審查委員審查為原則，若原審查委

員已退出委員會，則由總幹事另指派委員進行審查，且提送委員會會

議追認審核。 
5.3.2.2 審查期限為 14 個工作天，期滿前三天及期滿前一天承辦人員將提醒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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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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工

作天，並由總幹事委員會知會原審查委員。 
5.3.2.3 審查委員依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表審查，審查建議得為「建議通過」、「修

正後通過」、「修正後複審」、「建議實地訪查並提會審查」。審查委員不

得逕為不同意之決定。 
5.3.2.4 到執行同意函有效期限日仍未繳交報告者，該計畫將無法繼續進行，

且委員會將拒絕該主持人申請新案，直到該主持人補繳，始重新開放

新案申請；逾期三個月仍未繳交者，送委員會會議裁決後取消執行同

意函的有效性並公告於全院與 REC 網站。 

5.4 審查意見彙整與通知 
【修訂】 
5.4.1 承辦人員彙整呈核總幹事/主任委員後發文給計畫主持人。 
5.4.2 後續作業如下：  
(1) 審查結果若皆為「建議通過」，審查結果呈核後，即以主任委員簽核日期

核發審查同意函一式二份，同意函執行期限為一年，一份委員會留存，

一份送交計畫主持人，並提報委員會會議報備。  
(2) 審查結果若為「需補充說明」或「建議提會審查」，通知計畫主持人回覆

審查委員意見，計畫主持人須於二週內回覆，若未獲得回覆，承辦人員

每二週進行催覆，若逾期二個月主持人仍未回覆，則視同主持人放棄，

提報委員會會議核備後，發予撤案通知，若該計畫屬院內計畫則副本給

研究部。惟遇特殊理由，計畫主持人得以書面或 E-mail 方式申請延長回

覆時間。 

附件一 人體研究期中報告表 
【增訂】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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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16
「結案報

告審查」 

5.2 送審審查程序 
【修訂】 
5.2.1 承辦人員將報告彙整後呈送，以原審查委員審查為原則，若原審查委員

已退出委員會，則由總幹事另指派委員進行審查，且提送委員會會議核

備。 
5.2.2 審查期限為 14 個工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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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工作

天，並由總幹事委員會知會原審查委員。 

5.3 審查意見彙整與通知 
【增訂】 
5.3.1 承辦人員將審查意見彙整審查結果報告書，審查結果總評以較嚴謹之審

查意見為結果，呈送總幹事與主任委員簽核。 
5.3.2 後續作業如下： 

(1) 審查結果「建議通過」案件，則逕提報委員會會議核備。 
(2) 審查結果「修正後通過」案件，將審查結果通知計畫主持人於二週內

回覆，主持人回覆後呈核總幹事與主任委員並提報委員會會議核備。 
(3) 審查結果「修正後複審」案件，將審查結果通知計畫主持人於二週內

回覆，主持人回覆後送請委員依追蹤審查複審意見表進行複 審，複審

以兩次為限，若第二次複審結果仍未獲通過，則提送委員會會 議審議。 
(4) 審查結果「建議實地訪查並提會審查」，則依 SOP19 實地訪查程序安

排委員進行實地訪查並提送委員會會議審議。 

附件一 人體研究結案報告表 
【增訂】審查結果 

 

〈委員決議〉同意修訂。 

 

陸、105 年度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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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時間】105 年 4 年 1日 

【訪查計劃】共 2件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訪查類型 審查意見 

REC103-20 
OOO 及心律變異度與

胃食道逆流症之相關

性研究 
沈 O鈴 醫師 

2 個計劃

執行、期

中報告未

繳交 

審查委員 1: 
收案73位個案，擬請主持人

先繳交期中報告，並評估是

否需要提出展延。 
審查委員 2: 
已執行73例，因人力及經費

以上困難，目前決定不再收

案，直接進行統計分析，建

議先繳交期中報告並列席審

查委員會。 

REC103-46 
OOO 與肝臟及膽囊病

變之相關性研究 
沈 O鈴 醫師 

2 個計劃

執行、期

中報告未

繳交 

審查委員 1: 
因尚未收案件，建議撤案 
審查委員 2: 
試驗尚未開始執行，已逾研

究期間，建議撤案及提會討

論及決議。 
 

柒、線上審查系統進度: 

略。 

捌、臨時動議  

略。 

 

玖、下次追蹤事項  

一、台中慈院人體研究計畫送件情形。  

二、報告 REC103-20、103-46 審查結果。 

三、將 REC102-11 排入下次會期討論。 

 

拾、下次開會時間: 

 開會時間: 105.06.17(週五)14:00-15:00 

 

拾壹、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