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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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 期 105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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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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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蔣岳夆 總幹事、李惠瑩 委員、邱勝軍 委員、李學進 委員、何清治 委

員、蔡女滿 委員、賴怡伶 委員、吳天元 委員、王偉煜 委員、林恒立 委員、林怡

嘉 委員、簡如慧 委員 

 (本委員會委員19位，本次會議13位委員出席，人數已過半，醫療專業委員9位出席，

非醫療專業委員4位出席、非試驗機構內委員7位出席、女性委員5位出席、已達法定

人數)  

請假 

人員 

蔣碧珠 委員(請假) 、紀邦杰 委員(請假) 、林坤賢 委員(請假) 、陳祖裕 委員(請

假) (請假)、蔡淑芳 委員(請假)、蘇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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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22~105.10.15 人體研究計畫送件情形： 

1.一般審查：1件 

2.簡易審查：4件 

3.免審：0件 

(二) 追蹤案件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追蹤 

REC103-15 oooo 在肺癌的表現 黃 o 
105.09.08 原審委員複審完

畢，主持人回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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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件審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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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105-20 
行動式 oo自我健

康管理與社區健

康照護之研究 
陳 o仲 

病歷收集及問卷調查。建立

ooo健康診斷知識資料庫：分

別在醫院健檢中心和社區蒐

集個案 ooo 健康資料，建立

oo健康風險評估流程，收集

ooo 健康養生知識並且資訊

化。 

105.09.05

通過 

2 REC105-23 
飲食健康促進介

入成效-以某 oooo

為例 
陳 o元 

問卷調查。為了解機構內影

響長者心理健康的因素，期

能藉此設計適合長者之活

動；透過實際參與餐點製作

課程幫助住民改善憂鬱、提

升幸福感及社會參與。 

105.09.21

通過 

3 REC105-24 
建立 oo專科醫師

訓練計畫共識計

畫 
陳 o仲 

問卷調查。如何建構 oo整體

臨床教學體系，建立 oo醫事

人員培訓制度，落實 oo專科

醫師訓練，提升 oo師執業素

質，確保 oo醫療機構照護品

質，進一步研議規劃「oo住

院醫師訓練制度先驅性計

畫」。 

105.10.04

通過 

 

二、個案報告 0件。 

三、免除審查 0件。 

四、變更案共 2件。 

序

號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變更原因 

計畫 

核准日 

1 REC103-18 
ooo 對良性攝護

腺增生緩和解尿

困難的療效 
謝 o安 

展延期限: 

103.08.15-105.08.14→

103.08.15-106.08.14 

105.08.26 

通過 

2 REC105-20 
行動式 oo自我

健康管理與社區
陳 o仲 

變更名稱:【行動式 oo自我健康

管理與社區健康照護之研究 
105.10.04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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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之研究 】→【總計畫 :行動式 oo自我

健康管理與社區健康照護之研

究 
子計畫一：以 oo健康照護為基

礎建構老人與社區健康資訊管

理平台                
子計畫二：oo自我健康管理及

養生護照之研究 
子計畫三.：慈善社區銀髮健康

行為模式之研究】 
 

五、期中報告繳交，共計 5件。 

序號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計畫核准

日 

1 REC103-18 ooo 對良性攝護腺增生緩和解尿困難的療效 謝 o安 
105.09.06 

通過 

2 REC103-27 
ooo 調控癌症之上皮-間質轉型過程及骨轉移之

轉譯醫學研究 
林 o璜 

105.08.29 

通過 

3 REC103-50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ooooo 癌之生物標誌研發 謝 o富 
105.09.27 

通過 

4 REC104-03 
21 世紀藥事服務新思維：建立持續性癌症標靶

藥物 oo副作用照護之家庭藥師制度 
謝 o霞 

105.08.29 

通過 

5 REC104-28 ooooo 對類風溼性關節炎病患的影響-台灣 林 o宏 
105.09.13 

通過 
 

六、結案報告繳交，共計 1件。 

序號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計畫 

核准日 

1 REC104-25 探討ooo個案管理師工作經驗研究-以中區為例 邱 o慧 
105.8.15

通過 

 

七、撤案案件，共計 1件。 

序號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撤案原因 

1 REC104-31 
遠紅外線金屬纖維材料對 ooo 患者微循環血流

改善之評估 
黃 o瓔 

研究議題

需重擬 

(無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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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終止案件，共計 0件。 

九、撤銷核准案件，共計 0件。 

 

伍、iIRB 線上系統進度報告 

 

陸、臨時動議 

一、【醫療委員 1】提出：秘書處是否能將歷年新案審查案件中，委員在審查資料時所發現的常

見缺失項目做分析與統計? 

〈委員討論〉略 

〈決議〉秘書處將歷年新案之委員審查意見做分析與統計，並排至下次會議報告。 

 

二、【非醫療委員 1】提出：計畫主持人送審時，是否能再次確認資料是否無誤，如：日期前後

一致性、錯字等。 

〈委員討論〉略 

〈決議〉請秘書處未來於行政審查時，盡量協助將計畫案中粗淺的行政錯誤挑出並請主持人

修正及確認，避免造成研究案在初審、複審往返的延宕時間及委員審查負擔。 

柒、下次追蹤事項 

一、台中慈院人體研究計畫送件情形。 

二、iIRB 線上審查系統進度報告 

捌、下次開會時間 

開會時間:105.12.16(週五)14:00-16:00 

 

玖、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