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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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 期 106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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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岳夆 總幹事 蔣岳夆 紀錄人 陳思樺 

出席 

人員 

蔣岳夆 總幹事、邱勝軍 委員、李學進 委員、李惠瑩 委員、賴怡伶 委員、吳天元 委

員、蔡淑芳 委員、林恒立 委員、林怡嘉 委員、蔣碧珠 委員、紀邦杰 委員、 

 (本委員會委員19位，本次會議11位委員出席，人數已過半，醫療專業委員6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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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請假 

人員 

吳弘斌 主委(請假) 、蔡女滿 委員 (請假) 、林坤賢 委員(請假) 、陳祖裕 委員(請

假) 、王偉煜 委員(請假)、蘇淑貞 委員(請假) 、何清治 委員(請假) 、簡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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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7~106.06.16 人體研究計畫送件情形： 

1.一般審查：0件 

2.簡易審查：9件 

3.免審：1件 

 

參、案件審查 

一、一般案提送會議審議 1件。 

序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主持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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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106-15 
節奏性聽覺刺激對於ooo個案伸手動

作表現的影響 
主持人: 余 o珊 

單一中心 

院內研究計畫 
＜迴避委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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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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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106-06 
台中慈濟醫院 ooo

手術治療結果的

分析 
謝 o富 

病歷回溯研究。針對台中慈

濟醫院 ooo 的資料，來進行

各項 ooo 醫療品質的研究，

並和健保資料庫中的資料做

比較。並將結果，用於各項

醫療行為的改善。 

106.05.19 

通過 

2 REC106-12 
ooo疾病與oo損傷

患者中醫會診療

效分析 
陳 o如 

病歷回溯研究。因此本研究

進一步針對 oo與 ooo 傷患者

嚴重程度進行分組，並且探

討會診治療內容與治療之質

與量對於療效之分析。期待

能夠對於未來中醫會診提供

更有力的科學證據並且做為

臨床指引。 

106.05.02 

通過 

3 REC106-14 
ooo 個人化運動建

議系統 
葉 o妤/

劉 o靜 

非侵入性介入研究。本研究

以觀察健康 ooo 以個人化運

動建議系統所提供之參數進

行運動後，體能是否有進步

為目的。 

106.05.12 

通過 

4 REC106-19 
以oooo及 oo代謝

分型來預估 oo預

後 
葉 o成 

抽血、病歷追蹤研究。在結

合 oooo 的量測結果與 ooo 的

檢查以預測乳癌患者接受ooo

106.05.10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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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是否有效以及患者的預

後影響。 

5 REC106-20 
oooo 之量化量測:

使用 IVIM 參數之

直方圖分析 
陳 o華 

病歷回溯研究。希望將 oo 

MRI 獲取的影像，經由電腦

的自動化計算尋找到不同的

光譜特性之間的緻密組織和

脂肪組織之間的五個脈衝序

列，T1、T2、PD、HT2 與

IVIM。計算 oo緻密度、腫瘤

及正常組織;在腫瘤的檢測方

面，由線性光譜分離方法

[10-11]進一步用於所有 MRI 

未分離的體素到相應的成分

分析。期盼能籍由此方式減

少來顯影劑的使用頻率，經

由電腦對於頻譜的計算分析

幫助醫生判斷影像中的腫

瘤。 

106.05.19 

通過 

6 REC106-22 
oo 病人脈象之臨

床觀察 
伍 o弘 

既有資料分析、量化的觀察

性研究。oooo 科門診中 oo患

者為研究對象進行探討，透

過脈診儀量測oo患者的oo無

發炎及正處於發炎狀態下的

左關脈的脈象為何，另也將

探討 ooo 指數高低及超音波

影像與脈波的關係，是否隨

ooo指數升高，在脈象上能呈

現特定的表現。 

106.06.08 
通過 

7 REC106-24 

植基於樹狀機率

與類神經算法之

ooo 分類器-以台

中慈濟醫院為例 

謝 o富 

病歷回溯研究。利用台中慈

濟醫院 ooo 個管系統資料庫

的完整性 103~105 年檢驗資

料，與台中慈濟醫院檢驗資

料庫 98~105 年資料進行研

究，使用資料探勘的技術，

探討影響 ooooo 的因子，設

計一套 ooooo 的預測模型，

對病人與醫師來說在醫療上

多一層把關。 

106.05.18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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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報告 0件。 

三、免除審查 1件。 

序

號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試驗 
主持

人 
符合免審原因 審查結果 

1 REC106-28 

台灣全民健保部

份負擔調整對 oo

與 oo 醫療利用之

動態影響性評估: 

時間變動共整合

與時間變動向量

自我迴歸分析的

事前評估研究 

賴 o

伶/陳

o意 

使用政府公開資訊進行研

究。『事前』評估新版部份負

擔政策(2017 年實施)對診所

與各級醫院 o(o)診醫療利用

的長、短期影響效果(包括，

能否有效改變民眾就醫習

慣、所得累退、價格排擠與

社會福利效果)與民眾回應政

策(亦即，部分負擔調整對診

所與各級醫院 oo及(ooo)oo

醫療利用)的衝擊反應分析，

藉此瞭解價格機能能否有效

改變民眾就醫習慣，進而落

實分級治療轉診制度，降低

ooooo 醫療利用，改善醫院

oo照護品質。 

106.06.09

通過 

 

四、變更案共 1件。 

序號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類別 變更原因 計畫核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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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案 
變更計畫主持人: 
李時雨教授→ 
王香蘋教授 

106.04.26 

通過 

 

五、期中報告繳交，共計 6件。 

序號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類別 
期中報告 
核准日 

1 REC102-21 
在 oooo 癌檢體中探討致癌基

因與抑癌基因表現之相關性 
方 o偉 簡易案 

106.04.15 
通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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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o 注射方式在

蔡 o蔚 
簡易 

(追認)案 
106.04.12 

通過 



106.06.16                                                                                 
會議記錄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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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REC104-37 
探究臨床教學策略對 oo醫護

人員疼痛及其他症狀處置之

成效 
李 o駿 簡易案 

106.05.12 
通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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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案 

106.04.26 
通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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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 o振 一般案 

106.06.06 
通過 

6 REC105-12 
使用ooo單一療法於台灣類風

濕性關節炎患者的療效與安

全性評估 
林 o宏 

簡易 

(追認)案 
106.05.11 

通過 

 

六、結案報告繳交，共計 6件。 

序號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類別 
結案報告 
核准日 

1 REC102-29 
探討脂肪間質幹細胞對於自

體 oo細胞之作用 
李 o錕 簡易案 

106.06.02 
通過 

2 REC103-20 
良導絡及心律變異度與ooooo

症之相關性研究 
沈 o鈴 簡易案 

106.05.11 
通過 

3 REC104-01 
利用 oooo 測量體內電阻之研

究 
陳 o心 簡易案 

106.04.27 
通過 

4 REC104-19 
慢性腎病變及糖尿病對於接

受 oooo 介入治療病患預後之

影響 
林 o仁 簡易案 

106.04.26 
通過 

5 REC105-33 
系統性癌症化療相關 oooo 病

毒再活化的危險因素分析 
謝 o霞 簡易案 

106.05.25 
通過 

6 REC106-18 
植基於樹狀機率與類神經算

法之 ooo 分類器-以台中慈濟

醫院為例 
謝 o富 簡易案 

106.05.17 
通過 

七、撤案案件，共計 0件。 

八、終止案件，共計 0件。 

九、撤銷核准案件，共計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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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歷年受試者同意書審查項目分析 

一、歷年同意書審查項目分析 

項

次 
內容 建議改善次數 

建議改善％ 

(總數 164) 
1 試驗目的、試驗方法與程序說明之內容 23 14% 
2 受試者隱私和個人資訊安全保護措施 18 10.90% 
3 檢體處理方式及保存期限是否得宜 16 9.70% 
4 24 小時聯絡電話 16 9.70% 
5 受試者同意書是否口語化、簡單易懂，國三程

度可了解 
14 8.50% 

6 退出條件說明 13 7.90% 
7 受試者因參與試驗而致損害之補償與治療應合

理並載明 
11 6.70% 

8 受試者之補助(車馬費/營養費)發放時間點、

發放方式、金額的合理性 
8 4.80% 

9 行使同意人是否合法合理 7 4.20% 
10 預期試驗效果說明 6 3.60% 
11 緊急狀況之處理說明 6 3.60% 
12 取得受試者同意書的步驟 6 3.60% 
13 可能產生副作用及危險說明 5 3% 
14 對受試者風險評估是否合宜 3 1.80% 
15 其他可能之治療方式說明 2 1% 

二、改善建議分析 

項目 改善建議 

試驗目的、試驗方法與

程序說明之內容 

1.每次抽血約幾毫升?整個研究計畫共抽幾次?做何檢驗?（未說

明檢查、檢驗項目） 

2.計劃書執行方法內容敘述簡略，如：研究程序，包括禁食、

抽血次數、時間、項目和血量、運動方式及程序、填答問卷

及耗用時間。（未說明檢驗項目需時多久） 

3.未說明參與者人數及分組方式，請問是隨機分派？還是醫師

決定？應載明於同意書使受試者了解。（未說明分組方式） 

4.首次出現的英文請加註中文。（未加註中文說明） 

檢體處理方式及保存期

限是否得宜 

1.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中註明外送檢體之國外機構名稱和地址。

（未說明檢體儲存地點） 
2.請說明本研究是否採集檢體? 計劃書有檢體採集但同意書沒

提及，若有檢體採集，本研究的病人受試者為 XX醫院病

人，血液檢體由本院或 XX醫院保存?（檢體採集說明不一致） 
3.剩餘檢體處理方式未提。（未說明剩餘檢體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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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來其他用途過於廣泛，請明確說明本研究檢體保存期限，

並限縮未來使用範圍。（要受試者廣泛性的同意未來使用） 

受試者隱私和個人資訊

安全保護措施 

1.避免樣本及資訊外洩風險未說明。 
2.請具體說明如何保存受試者同意書或相關檔案?保存地點?資

料由主持人或研究助理保管? 
 

〈委員討論〉略。 

〈決議〉一、委員會共識：在受試者同意書計畫主持人 24 小時聯絡電話，若主持人留分機

號碼時，為避免受試者誤會僅有上班時間找得到主持人，須請主持人留手機號

碼。 

二、請幹事將「歷年受試者同意書審查項目分析」做成 Q&A 放在委員會網站，讓

主持人於寫計畫時得以參考須注意哪些事項。 

 

陸、線上審查系統進度 

 

目 

 

前 

 

進 

  

度 

系統: 
審核流程管理功能: 
a.委員會管理功能→測試完成 
b.專家管理功能→測試完成 
c.審核流程管理功能: 

針對系統的表單置放(經測試後複審方面、暫停或終止程序流程有些需修正，已

請中研院協助處理中，將後續追蹤並盡速完成修正) 
合約: 
  將請示主管與中研院合作相關細節與合作方針，以利線上審查上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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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18(週五)14:00-16:00 

 

玖、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