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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7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 時間：2020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12 時 30 分 

貳、 地點：33 會議室 

參、 主席：李嘉龍主任委員 

肆、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委員出席率 88.89% 

           （醫療專業）李嘉龍主任委員、李惠珍副主任委員、林敏雄委員、徐志育

委員、汪志雄委員、魏芳君委員、林惜燕委員(院外)、徐國祐委員(院外)、洪依利委員、

張家琦委員(院外)、林恩慈委員(院外) 

           （非醫療專業）曾育裕委員(院外)、楊劍華委員(院外)、陸雅雪委員(院外)、

張文忠委員(院外) 、林瑾芬委員(院外) 

           （儲備委員）邱靖雯督導 

列席人員：徐翠文執行秘書、莊禮如管理師、陳亭潔辦事員、許惠雯管理師 

請假人員：黃啟宏副主任委員、李璽正委員(院外) 

會議摘要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 

1. 關於招募廣告張貼地點，請主持人提出申請，逐案進行審查。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10：6；機構內：機構外：7：9 

三、宣讀利益迴避原則，請各位委員於會議進行審查案件過程中，確實遵守 

利益 迴避原則，應迴避審查之案件請委員主動迴避。 

四、主管機關公告之原則性議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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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案件 

複審案件審查 1 件 

新案審查 2 件 

修正案審查 1 件 

期中報告審查 0 件 

結案報告審查 0 件 

試驗偏差案 2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1 件 

簡易審查案件  5 件 

免除審查案件 1 件 

補件案件 0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4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10 件 

結案案件彙總 4 件 

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6 件 

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0 件 

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 1 件 

實地訪查 0 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1 件 

專案藥品案件(恩慈療法) 4 件 

柒、近期研討會訊息： 

1. 人體試驗講習班~醫療儀器 

日期：2020 年 09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08:30~15:30 

地點：國壽 B1 30 會議室(視訊) 

捌、近期實地訪視時間： 

日期：2020 年 09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09:30~12:30 

地點：36 會議室進行實地訪視 

玖、下次開會時間：2020年09月18日(星期五) 

拾、散會(13時51分) 



                IRB-1092,2015/06/17,六修  

109年度 第 6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記錄(公告) 

臨床試驗案件討論 

風險評估：1.不高於最小風險 2. 微幅高於最小風險 3.顯著高於最小風險 

(一)、複審/申覆案件 (共 1 件) 

簡易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9051 
新竹國泰醫院神經內

科陳正強醫師 

Bugu MemoryTM 於輕

度認知功能障礙 (MCI)

病患食用後認知功能影

響之研究 

1. 委員意見 4.有關委員意見 19之(3)：”

本研究之試驗委託者為工研院，應

由工研院負 損害補償責任，請修正

受試者同意書(十一)之 2 的損害補

償責任者為工研院，並請檢附工研

院同意函”，計畫主持人第 2 次答覆

修正為：”如依本試驗所訂臨床試驗

計畫，因發生不良反應造成損害，

由委託廠商負補償責任，您不必負

擔治療不良反應之必要醫療費用，

本醫院同時提供專業醫療照顧及醫

療諮詢”。應請將“委託廠商負補償責

任”修正為”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負補償責任”及”本醫院同時提

供專業醫療照顧及醫療諮詢”修正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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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同時提供專

業醫療照顧及醫療諮詢”，以符實

際。 

2. 本研究試驗期間為 IRB 通過日起

~2020/12/31，篩選期間為 IRB 通過

日起~3 個月，本研究設計受試者需

參加研究 3 至 3.5 個月，試驗期間至

2020/12/31，請計畫主持人評估是否

能在期限內完成?若否，請修正試驗

期間。 

3. 針對委員意見 7.建議將對照組納入

條件第二項修改成｢無認知障礙或

失智症受試者｣，計畫主持人回覆配

合辦理，然修改後之內容仍呈現｢無

輕度認知障礙或失智症患者｣，並未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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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會審查案件 (共 2 件) 

新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9014 
肝臟中心 

萬智康醫師 

探討免疫療法  Nivolumab 

治療無法手術切除的肝細胞

癌的療效和安全性:回顧性

研究 

1. 按 SOP 規定，重新送新案。    

CGH-P109050 復健科 何韋德醫師 

探討兩款智慧手錶於心肺運

動測驗所測得之心跳速率來

開立運動處方的可行性 

1. 排除條件(1)如果患者的體重指

數大於 30，體重指數為何?若是

BMI(Body Mass Index,BMI)則

請將體重指數修改成｢身體質量

指數｣。 

2. 計畫書中的安全性評估陳述試

驗期間不會發生不良反應，然由

受試者同意書中描述之前的研

究仍有少數受測者會出現身體

不適的狀況，如心率不整、不穩

定的心絞痛…等，故請修改及補

全試驗過程預期可能會發生之

不良反應及發生後之追蹤時間

與方式。 

3. 所提及的運動醫學專家是否為

研究團隊的成員? 

4. 在受試者同意書十二.受試者個

人資料保存、使用與再利用：內

容中有｢資料與資訊若傳輸至國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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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審查案件 (共 1 件) 

修正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變更原因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OP106004 

國衛院國家環境

醫學研究所  

王淑麗研究員 

出生前後塑化劑和金屬的暴

露、與兒童過敏性疾病的發

展及其防制 

1. 部分研究人員單位、職稱異動修

正 

2. 由於孩童年齡增加，更正受試者

年齡並新增兒童版同意書  

3. 新增檢體及後續剩餘檢體的保

存地點、聯絡地址、電話等資訊 

核准通過 

進行研究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四)、追蹤審查案件 (共 0 件) 

(五)、結案審查案件 (共 0 件) 

  

外分析與統計，您仍會獲得與本

國法規相符的保障｣，此部份與

本研究無相關，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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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試驗偏差案件 (共 2 件) 

不良反應事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會議決議 追蹤 

CGH-P108071 

新竹國泰醫院

神經內科 

陳正強醫師 

Bugu SleepTM 於新竹特定社

區民眾和特定科技人食用後

睡眠品質之研究 

SAE 通報者獲知日期與通報 IRB

日期間隔超過 15 天。 

1. 為維護受試者權益，計劃主

持人應確實掌握受試者狀

況，有 SAE 時應即刻請受

試者停用試驗產品，不論是

否解盲，非由受試者決定。 

2. 況且此 SAE 為本試驗及之

前同產品試驗常見的副作

用，身為計劃主持人應更有

警覺性。針對未即時通報及

未於 SAE 發生第一時間就

請受試者停用試驗產品，試

驗團隊重新受訓。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OP109001 

慈濟科技大學

醫務暨健康管

理系 何玉菁助

理教授 

護理人員情緒勞務、情緒智

力、工作壓力與留任意願之關

聯性探討 

1. 本研究以 google 問卷調查方

式進行，採不記名問卷調查

方式進行，預計收案  570

名，已全部收案完成。 

2. 收案方式為收案研究助理說

明後，由受試者自行掃描研

究問卷說明的連結 QR 碼上

網進行問卷填寫。 

3. 雖然研究助理有說明納入條

件與排除條件，且於 google

問卷首頁的問卷說明亦有再

1. 計畫主持人已針對納入 11

位不符合納入條件之受試

者填報試驗違規紀錄，且不

會納入分析，同意核備。 

2. 須遵守人體試驗對人體臨

床試驗之設計與執行必要

之查核與監督，以  確保試

驗之品質及安全，善盡保護

受試者責任。 

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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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強調納入條件與排除條

件，惟仍有 11 位未符合納入

條件之受試者誤填了問卷。 

(八)、C-IRB 案件 (共 1 件) 

C-IRB 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CS109007 
呼吸胸腔科  

邱銘煌醫師 

一項隨機、雙盲、安慰劑對

照、多中心、第三期之安全性

和有效性試驗，以 AR-301 作

為輔助抗生素治療金黃色葡

萄球菌所引起呼吸器相關性

肺炎(VAP) 

1. 預計招募 700 位受試者，試驗 1 及

試驗 2 預計各收納 386 位與 304

位，請問這些數目是如何決定的？

是否考慮中途退出人數？ 

2. 試驗 1 及試驗 2 是不同的病人族

群，前者為 AS，後者為 nr-axSpA，

為何不分開為 2 個試驗，分別執行

分別執行來證明對上述 2種疾病之

療效及安全性。 

核准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IRB-1092,2015/06/17,六修  

(九)、簡易審查案件 (共 5 件) 

簡易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9061 放射線科 張永強醫師 
一個空腸黏膜下層脂肪

瘤致空腸間腸套疊 
1. 核准通過，進行研究。 

2020/07/27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60 血液腫瘤科宋詠娟醫師 

分化不良之慢性嗜中性

白血病除 CSF3R 外尚

伴隨多個基因突變，對

Ruxolitinib 治療無效且

預後不佳：個案報告 

1. 核准通過，進行研究。 
2020/07/27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 P109049 小兒科 謝武勳醫師 

新生兒腎上腺出血之周

產期特徵及預後 -單一

中心回溯研究 

1. 既然是病歷回朔，內容摘要

表第 9 頁中的”徵選方式” 無

需要填寫。 

2. 試驗架構中提到”收集 2008 

年至 2018 年內診斷有腎上

腺出血的新生兒。並以同週

齡、同性別、同出生方式的

新生兒做為對照組比較”，

請問  是所有的非腎上腺出

血的新生兒均為對照組？還

是？ 

3. 資料保存處為”小兒科辦公

室”  保存人員為陳德諭醫

師，若主持人離職，保存人

員一樣為陳德諭醫師，如果

2020/07/30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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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醫師離職，資料保存處為

何? 

4. 為何會有健康新生兒做腹部

超音波呢?是自費項目嗎? 目

前本院自費做腹部超音波的

比率有多少呢?可以代表母群

體不會有 selection bias 嗎? 

CGH-P109062 整形外科 蒲啟明醫師 

使用近端小腿穿通枝皮

瓣重建手足之軟組織缺

損 

1. 核准通過，進行研究。 
2020/08/05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54 急診醫學科鍾睿元醫師 
急診敗血症成年病患之

精準醫療智慧化管理 

1. 一本案人體試驗研究計畫內

容，其中 (三) 研究計畫試驗

內容有關研究方法段提及分

析” 2019/01/01~2010/12/31，

敗血症病人死亡率、醫師遵

循率、住院天數以及醫療花

費。請說明：1.有關「醫師處

置遵循率」所指為何？2.研究

結果是否對相關醫師有記名

效益分析？是否影響後續醫

師治療療效評核？ 

2. 本案有關智能管理開發系

統，電子病歷，所有疑似感

染或符合敗血症的病人，由

2020/08/10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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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部提供去辨識的病歷資

料，建議本案宜有資訊部門

人員正式參與研究團隊；或

資訊部門人員雖未正式參與

研究團隊，進行研究期間應

說明資訊部門人員配合其相

關病歷隱私資料保密措施。

建議依所提供之【使用病歷

資料進行研究自評表】中，

應增加說明資料安全及隱私

個資保護措施，如提及由主

持人親自確認所有研究人員

及資訊部參與人員完成病歷

隱私保護與資訊   安全訓

練、簽署切結書、合作研究

合約等。 

3. Adult Sepsis data collection 

sheet 其中檢傷及基本資

料：6. DNR：□有 □無  因

句意未明確，建議文字增修

為 6 DNR (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健保卡意願註記：□有 □

無；或依本題原句意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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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免審案件(共 1 件) 

免審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OP109005 

國立中央大學生醫科

學與工程學系 

黃輝揚副教授 

深度學習方法在糖尿病眼底鏡醫

學影像處理應用之初期評估 
同意進行研究 

2020/08/05 

核准通過 
1 結案報告 

(十一)、補件案件(共 0件) 

(十一)、簡易變更案 (共 4 件) 

簡易變更案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變更原因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5106 
心血管中心 

柯文欽醫師 

mir-483 微核醣核酸與結締組織生

長因子在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心

房顫動的角色 

展延試驗期間及新增協

同主持人 

2020/07/24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56 
汐止國泰醫院復健科

甯智航物理治療師 

探討核心反應訓練合併運動介入

對於泛自閉症障礙兒童的動作發

展、適應性行為及活動參與之影

響 

展延試驗期間及新增執

行過程之說明 

2020/07/3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142 整形外科羅世倫醫師 

評估蟹足腫復發並確認放射治療

劑量：發展活化纖維母細胞抑制

蛋白之核子醫學診斷藥物 

新增人員及變更計畫主

持人 

2020/08/0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3096 婦癌中心何志明醫師 
卵巢癌相關表基因變化與調控腫

瘤進展研究 

新增研究人員及展延試

驗期間 

2020/07/3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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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共 10 件) 

追蹤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6037 腎臟內科 彭聖曾醫師 台灣腎臟切片病理登錄系統 2020/07/2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130 小兒科  王麗君醫師 X-linked 肌小管肌肉病變之臨床表現 2020/07/2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30 一般外科 蔡明霖醫師 
非侵入性細胞凋亡冷光偵測系統建立乳癌精準醫療 

模式 
2020/07/29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23 
汐止國泰醫院復健科  

甯智航物理治療師 

探討核心反應訓練合併運動介入對於泛自閉症障礙兒

童的動作發展、適應性行為及活動參與之影響 
2020/07/3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專 109001 皮膚科 廖澤源醫師 治療化膿性汗腺炎-4 2020/08/04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FJCUH108015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骨科 張書豪醫師 

SVF 於台灣中期退化性膝關節炎病患之疼痛指數及 

膝關節功能分數分析 
2020/08/06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7019 整形外科蒲啟明 脂肪幹細胞培養液水凝膠對燒燙傷口癒合的作用 2020/08/0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 P108113 皮膚科 鄭煜彬 以 Ameluz 及光動力療法治療非黑色素癌皮膚癌 2020/08/11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CGH- P108114 皮膚科 鄭煜彬 以 Efudix cream 治療日光性角化及表淺基底細胞癌 2020/07/22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CGH-CS108007 皮膚科 俞佑 
估計異位性皮膚炎成人病患疾病負擔的一項新興市場 

跨國觀察性研究  
2020/08/13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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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結案案件彙總 (共 4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FJCUH107002 
輔仁大學醫學系 

吳文彬教授 

從進行體外受精（試管嬰兒）治療病人之濾泡液中分

離顆粒細胞以分析細胞激素及血管新生相關蛋白之

表現: 找尋能預測試管嬰兒成功率之血管新生相關

蛋白之生物標記 

2020/07/2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FJCUH107004 輔大醫院劉偉倫醫師 
使用神經調控呼吸模式做為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 

肺保護策略 
2020/07/2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8004 心血管中心柯文欽醫師 
評估廣達隨身心電圖測量儀器用於住院病人心律監

測之功效 
2020/07/2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052 皮膚科 廖澤源 治療化膿性汗腺炎 -2 2020/08/0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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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共 6件) 

終止/中止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終止原因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7088 腸胃科 洪志聖  
微生物代謝物在胃食道逆流疾患中所

扮演的角色 
計畫內容須修正 

2020/7/23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9005 肝臟中心 胡瑞庭醫師 
膽結石形成與膽囊內微生物代謝物之

相關性探討 
計畫內容須修正 

2020/07/23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8051 血液腫瘤科陳苓萍醫師 專案進口恩慈療法用藥Lorlatinib 未收案 
2020/07/29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3104 
汐止國泰醫院耳鼻喉科  

王文弘醫師 

比較窄頻影像內視鏡與正子斷層掃描

用於頭頸部癌症病患治療後追蹤的臨

床價值與組織分子證據:前瞻型研究 

無經費執行 
2020/08/04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7016 婦產科 黃文貞醫師 

骨盆重建手術成果與手術方式、網膜種

類、以及罹患骨盆機能障礙婦女本身之

骨盆型態、骨盆功能、與陰道細胞分子

生物特徵的相關性 

患者常因需要提供陰道組織

而對加入研究猶豫不決，甚

至對醫療常規治療產生疑

慮，導致收案困難 

2020/08/12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6088 一般外科  黃清水醫師 

建立有病人協作參與的台灣疝氣手術

長期追蹤資料庫(台灣疝氣登錄系統：

有病人參與協作的長期追蹤資料庫) 

本計畫未獲通過未執行 
2020/08/13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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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彙總 (共 1 件) 

自動撤案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終止原因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9009 內科部 林世昌醫師 
口腔和腸道微生物相與類風濕性關節炎之

關聯、疾病機轉與微生物產品開發 

未取得經費補助，故申

請撤案 

2020/07/23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十六)、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共 0 件) 

(十七)、專案藥品案件 (共 2 件) 

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專 109003 小兒科 許書菁醫師 LH-RH 專案藥品申請-2 2020/07/20 通過 同意核備 

CGH-專 109004 心血管中心黃啟宏醫師 Nitrolingual Spray 專案藥品申請 2020/07/31 通過 同意核備 

CGH-專 109005 內分泌科  林慶齡醫師 TRH 專案藥品申請 2020/08/12 通過 同意核備 

CGH-專 109006 皮膚科  廖澤源醫師 治療化膿性汗腺炎 -5 2020/08/12 通過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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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實地訪查結果報告 (共 0 件) 

(十九)、嚴重不良反應案件 (共 1 件) 

國泰綜合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近期研究嚴重不良反應（SAE）與安全性通報彙總 

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 

 
計畫名稱：一項長期結果試驗，在高風險心血管疾病中罹有高三酸甘油酯血症的病患中，評估 Epanova 降低 statin 殘餘風險的狀況  

(名為 STRENGTH 試驗) 

計畫編號：CGH-CS104004  計畫主持人：黃啟宏醫師) 

序號 收件日期 發生日期 通報者 報告來源 報告種類 病人代號 SAE 情況 關係 

1 2020/8/11 
 

3.廠商 3.國外 
  

6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事件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