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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8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 時間：2020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12 時 30 分 

貳、 地點：33 會議室 

參、 主席：黃啟宏副主任委員、李惠珍副主任委員  

肆、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委員出席率 88.89% 

（醫療專業）黃啟宏副主任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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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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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龍主任委員、李璽正委員(院外)、邱靖雯督導 

會議摘要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 

1. 因應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中心(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Center, HRPC)」，

由李嘉龍副院長擔任中心主任，下次會議開始，由副主委暫代會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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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08:30~12:30 

地點：汐止國泰醫院(第一會議室) 

2. 人體試驗講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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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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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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星期五) 

拾、散會(13時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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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度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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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9003 整形外科蒲啟明醫師 

自體免疫殺手細胞

(Immune Killer Cells, 

IKC)應用於健康受試者

的衰老研究之第一期安

全性試驗 

1. 本研究為 Phase I 的細胞治療案，所

納入之受試者為健康受試者，試驗

期間有 9 次抽血及 9 次細胞輸注，

計畫主持人僅於每次抽血後給付

200 元營養費，但不給予車馬費，鑒

於受試者之風險大於利益，於 2020

年 9 月 18 日會議決議不核准本案之

申請。 

2. 依據 P-IRB-0007 4.1.9 申覆案之規

定，若針對決議須提出申覆，請於

2020 年 10 月 2 日前提出申請，最晚

不得超過兩個月(至 2020 年 11 月 17

日止)完成申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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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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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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13 
麻醉科 

黃暐琇醫師 

麻醉科住院醫師之「可信任專

業活動」評估----評估系統電

子化對專業訓練之影響 

1. 依據會議決議，請將研究架構分

為二部份，第一部分為建構電子

系統，第二部份為滿意度調查，

待電子系統建構完成後，再以變

更案的方式，送審第二階段滿意

度調查，並提供電子系統、問卷

內容(含信效度)。 

2. 請說明系統研發人員是誰? 

3. 麻醉科具有資格的共有幾位？招

募方式建議招募海報進行，不個

別徵詢，同意書及計劃書上明確

告知受試者不參加不影響考核。 

4. 本研究問卷已經過教學部連恆輝

醫師、麻醉科郭書麟醫師以及教

學部簡志誠副院長審查且經過修

改，確保符合效度。既然問卷已

完成，在計劃書中應呈現問卷內

容，並進行信效度檢測，方能確

知研究工具的品質。 

5. 會透過質性研究深度訪談的方

式，受試者可提供有意義的研究

結果。請提供質性訪談指引內

修正後原審委

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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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說明由誰執行訪談? 

6. 計畫書七、統計之 4 遺漏、無用

與偽性資料處理方式：請修正；

計畫主持人不可以懷疑受試者填

寫，應在受試者納入前說明清楚

如何填寫，是計畫主持人責任。 

 

CGH-CS109006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醫師 

骨髓血液抹片細胞分類自動

計數軟體 (aetherAI Hema)之

臨床驗證 

1. 結果判定為新醫療器材，則需申

請和通過主管機關的審查。 

2. 計畫書 6.9、提到: 每個試驗機構

會安裝一套 aetherAI Hema 系

統，但在計畫內文中都是說「試

驗機構提供去連結並編碼的影

像，由雲象科技公司人員操作

aetherAI Hema 進行血球分類計

數，產生 14 種血球類別的百分

比。」，為何不一致?何者正確?  

3. 請再確認醫檢師願意於下班後無

償進行閱片工作，且不會有違背

工時的問題。 

4. 請提供三位醫檢師操作 aether AI 

Hema 的訓操作證明。 

5. 本院擷取資料為去辨識化，雲象

科技公司人員如何操作去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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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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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6020 
小兒科 

洪詩萍醫師 

開發新穎的基因標記應用在

氣喘的精確化醫療 

1. 協同主持人升等教授，職稱變動

更新。 

2. 評估氣喘病患急性發作期與緩和

期差別，將此新增納入條件，修

改計畫書與受試者同意書。 

3. 因新增納入條件，所以需新增一

次抽血。 

核准通過 

進行研究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9009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一項第三期、隨機分配、安慰

劑對照、雙盲試驗，評估

Upadacitinib 治療軸心型脊椎

關節炎成人受試者的療效和

安全性 

1. 內容摘要表：原初審填寫內容摘

要表之本院預定收案人數為6

人，因本試驗案為全球競爭性收

案，欲申請變更本院收案人數至

10人。 

核准通過 

進行研究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四)、追蹤審查案件 (共 0 件) 

(五)、結案審查案件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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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試驗偏差案件 (共 3 件) 

試驗偏差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相關事件 改善方案 會議決議 

CGH-CS103016

-1 

整形外科  

蒲啟明醫師 

一個隨機、雙盲、安慰劑對

照、平行對比的二期臨床試

驗以評估 CSTC1 在治療糖

尿病足潰瘍病人之療效性

與安全 

1. 依據計畫書規定，受試者

若於 Visit 11 前退出試

驗，應完成 Visit 11 所有之

數據收集，Visit 11 許可時

間為 plan date±4 天。 

2. 受試者 S04-001 於 Visit 8

至 Visit 9 間提早退出試

驗，Visit 11 應於 2015 年

09 月 03 日至 2015 年 09

月 11 日完成，然而，受試

者 S04-001 於 2015 年 09

月 12 日執行 Visit 11，該

次訪視的檢查項目於 2015

年 09 月 19 日完成，返診

日及檢驗時間超過許可時

間，發生偏差。 

1. 研究已完成結案審

查，日後進行相關研

究時，試驗團隊向潛

在受試者講解同意

書時，應說明每次返

診之重要性，並與受

試者建立良好互信

關係，減少受試者拒

絕返診之可能性。 

1. 期 S04-001 提早退

出，所有數據完成時

間差 protocol 設定期

限 8 天；S04-009 未

完成 visit 11，但是因

為受試者未能合

作；S04-013 visit 11

提早 3 天不符合規定

期限；S04-014 未完

成 visit 11，因受試者

撤回同意提早退

出，上述 2 例為 visit 

11 時間超出

window，但仍有執

行，屬 minor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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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CS103016

-2 

整形外科  

蒲啟明醫師 

一個隨機、雙盲、安慰劑對

照、平行對比的二期臨床試

驗以評估 CSTC1 在治療糖

尿病足潰瘍病人之療效性

與安全 

依計畫書 Protocol Version 2.2

規定： 

1. 受試者於 Visit 1 及 Visit 3

需進行血液生化值檢測，

包 含 肝 功 能 相 關 數 值

(AST、ALT)，其數值需符

合排除條件 3 所規範，不

能超過正常值最大上限的

3 倍，才能進入隨機分派階

段。 

2. 受試者於隨機分派前，進

行 2 週的標準照護後，若

足部潰瘍面積減少超過

30%，則列入排除條件 2

所排除對象中。 

3. 受試者 S04-001 於 Visit 1

並未檢測 AST，以致 AST

並無數據，違反排除條件

第 3 條，發生偏差。 

4. 受試者 S04-018 Visit 1 所

量測的潰瘍面積為 2.82 

cm2，Visit 3 為 1.90 cm2，

減少比例為 32.6%，違反

排除條件第 2 條，發生偏

差。 

1. 請說明S04-001之

AST、ALT在visit1、

visit2之數值？ 

2. 請說明本trial共收納

多少受試者？ 

3. 請說明S04-001, 

S04-018發生上述偏

差之時間？以及何

時被發現有偏差？ 

4. 請問本試驗之case 

report form在判斷受

試者的eligibility時，

是否設計一個

checking list，讓研究

團隊逐一檢視納入

及排除條件？若

是，為何仍有偏差發

生？ 

1. 2 例試驗偏差皆屬不

符合「納入/排除」條

件，計畫主持人說

明，雖屬無心之過，

納入 17 人中有 2 人

違反「納入/排除」條

件>10%之major PD。 

2. 2020 年 9 月 18 日會

議決議請計畫主持

人需補正 8 小時的人

體試驗講習訓練課

程，補件時間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止，請

於期限內完成時數

補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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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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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CS108009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一項第三期、隨機分配、安

慰劑對照、雙盲試驗，評估

Upadacitinib 治療軸心型脊

椎關節炎成人受試者的療

效和安全性 

1. 受試者 760001 的穿戴
裝置自 2020 年 7 月 30 日

發生記憶體容量額滿，因

此 202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12日的體能活動相關資

料未被收集，受試者表示

此期間皆有持續配戴手錶

並未拿下，但因手錶的記

憶體容量額滿造成資料無

法被收集。 

1. 鑒於此事件乃因手

錶本身記憶體容量

額滿，未能及時收集

體 能 活 動 相 關 資

料，造成資料未達計

畫書規定：每週 5 天

且一天需戴滿 16 小

時。為避免日後重複

發生記憶體容量額

滿之狀況導致資料

無法收集。 

(1) CRA 已於 2020/08/21

再次訓練試驗主持人與

執行團隊。 

(2)研究人員已於 2020/ 

08/21 重新訓練所有正在

配戴手錶的受試者。 

1. 於 2020 年 9 月 18 日

會議進行核備。 

2. 因手錶記憶體容量

額滿致資料無法被

收集，已有改善方

案，屬 minor P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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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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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IRB 案件 (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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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9005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一項多中心、隨機、雙盲、安

慰劑對照、平行分組的試驗，

針對患有中度至重度活動性

全身性紅斑性狼瘡受試者，評

估 dapirolizumab pegol 療效

及安全性 

1. 受試者同意書中請說明試驗過程

中抽血總量。 

2. 受試者同意書/(五)可能產生之風

險及其發生率與處理方法/「可能的

副作用」中≧1%(一般即視為常見)

的副作用要列出來，根據主持人手

冊 P.175-178 Table 6-1 之資料，以

善盡告知義務。 

3. 受試者同意書 P.16 中敘述：接受

DZP 或安慰劑治療的兩組受試者

中”稀便”發生數目相近，與主持人

手冊 Table 6-1 不符合，該 Table 顯

示使用 placebo 發生 diarrhea 為

1.6%，本品(DZP) 6.4%，頭痛之發

生率 placebo 為 9.4%，本品(DZP) 

為 11.8%，也被敘述為「相近」，

應直接列出發生機率(%)。 

4. 主持人手冊 P.175/ Table 6-1 顯示” 

any TEAE”之機率(%)：placebo 為

29.7%，本品(DZP) 為 49.2%，有

近 20%之差距，仍應列表以善盡告

知義務，避免清淡描寫。 

5. 本品輸入有過敏風險，每次輸注

核准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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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後是否監測 vital signs？

如果有，多久監測一次？請說明。

本院之受試者將在哪裡給藥呢？ 

CGH-CS109008 
心血管中心 

黃啟宏醫師 

非瓣膜性心房顫動(NVAF)病

患之加強衛教與抗血栓藥物

服藥依從性的關聯性 

1. 計劃書P.33"中文版MMAS-8”是否

經過認定(Validated)。 

2. 計劃書 p.36 / 11.7.1 Main analysis

敘述 at 12 months 沒有 MMAS-8 

value 者 將 會 排 除 於 primary 

analysis，但這是一個要證明加強衛

教優於平常(一般)衛教的優越性研

究(superiority trial)，為統計保守

性，應該把這些(沒有 12 m Data 者)

個案視為 failure 才適當。 

核准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CS109009 
心血管中心  

秦志輝醫師 

一項第三期、前瞻性、多中

心、雙盲、隨機、平行分組試

驗 ， 用 於 比 較 2 mg 

Pitavastatin/ 10 mg Ezetimibe 

與 Pitavastatin、Ezetimibe 和

安慰劑對於原發性高膽固醇

血症或混合血脂異常患者的

療效和安全性 

1.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中說明 1PC111

複方藥是哪一家藥廠的產品 (國

名)。 

2.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中說明本試驗

中所使用的 Pitavastatin (2 mg) 是

哪一家藥廠的產品(國名)，在台灣

上市嗎？ 

3.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中說明本試驗

中所使用的 Ezetimibe (10 mg) 是

哪一家藥廠的產品(國名)，在台灣

上市嗎？ 

4. 受試者同意書 p.9 (七)預期效益中

敘 述 ”Watanabe 等 人 研 究

核准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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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avastatin 加上 Ezetimibe 效果比

Pitavastatin 好”，請問該研究之產

品 Pitavastatin 和 Ezetimibe 是本研

究之產品嗎？如果不是，請在同意

書中註明該研究用藥品之出產

廠？ 

5. 請說明如何招募受試者。 

6. 風險利益等級不同意為 B，應為 E 

(因 Pitavastatin及 Ezetimibe成分在

台灣都已上市，兩者併用在臨床上

也存在已久，但參與本試驗，受試

者是否有直接好處，不得而知，故

評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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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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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63 骨科 劉哲瑋醫師 

學術投稿用臨床案例報告  - 

以質子密度脂肪抑制核磁共

振影像早期發現與地諾單抗

相關連非典型股骨骨折之前

驅骨髓水腫：一則案例報告 

1. 核准通過，進行研究。 
2020/08/26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64 眼科 洪志恒醫師 

免疫球蛋白 IgG4 相關疾病造

成雙眼視神經周圍炎及上頷

神經侵犯 

1. 核准通過，進行研究。 
2020/08/26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 P109044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婦

幼病房湯懷恩護理長 

北部某區域醫院產婦親子互

動及母乳量與產後憂鬱之探

討 

1. 簡易審查範圍核對表於第

一次審核時已提醒刪除勾

選 1.本研究是接續前階段

研究之後續資料分析，及 2.

自合法資料庫取得去連結

或無法辨識特定個人之資

料、檔案、文件、資訊或檢

體進行研究，然此次此二項

仍勾選，請刪除。 

2. 內容摘要表之中文摘要仍

有收集母乳量之資料，請修

正。 

3. 計畫書中計畫主持人離職

更換配套措施，資料保管人

2020/08/27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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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者之主管，該主管不

是研究團隊成員，不應為資

料保管人，請修改。 

CGH-P109068 小兒科 林隆煌醫師 
漩渦標誌於腸旋轉不良與中

腸扭轉之所見 
1. 核准通過，進行研究。 

2020/09/00 

核准通過 
1 

繳交結案 

報告 

CGH-P109062 
新竹國泰醫院感染科  

鄭宛玲醫師 

A 型流感造成之暫時性第三

度房室傳導阻滯:個案報告 
1. 核准通過，進行研究。 

2020/09/03 

核准通過 
3 

期中報告 

每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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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免審案件(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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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04 
新竹國泰醫院急診科

徐展鵬醫師 

急診衰弱老人之整合性醫療照顧

成效與轉介失敗因素探討 
變更研究員 

2020/08/2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6007 肝臟中心 胡瑞庭醫師 

AURORA：一項多中心、隨機分

配、雙盲、安慰劑對照之第三期

試驗，評估 Cenicriviroc 用於患有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成年受試者

中，治療肝纖維化的療效及安全

性 

新增研究人員及更新計

畫聯絡人資訊 

2020/08/26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142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一項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

照的第二期試驗，在患有全身性

紅斑性狼瘡的受試者中，評估 

BMS-986165 的療效及安全性 

變更計畫書、受試者同

意書及新增廠商信函。 

2020/08/31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3096 婦癌中心何志明醫師 

為期 52 週的隨機、雙盲、安慰

劑對照研究，目的在於評估活性

自體抗體呈陽性的全身性紅斑狼

瘡成年患者使用 Belimumab 後應

特別注意的不良事件 

新增文件：第一年治療

期成果摘要(簡易文字

版本) 

2020/09/07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IRB-1092,2015/06/17,六修  

(十二)、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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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109001 

慈濟科技大學醫務暨

健康管理系 何玉菁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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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1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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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14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81 
汐止國泰醫院復健科

李佳宜職能治療師 
執行功能理論機制於中風病人之驗證 2020/08/14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82 
新竹國泰醫院大腸直

腸外科  李興中醫師 

探討結腸癌細胞純化對結腸癌組織細胞培養生物材料

的影響 
2020/08/26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5047 精神科 楊琇雯醫師 
懷孕前後的精神疾病風險及父母精神疾病對兒童健康 

的影響 
2020/08/2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74 
汐止國泰醫院藥劑科

吳思穎主任 
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偵測異常處方之研究 2020/08/2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18 放射線科 王永成醫師 肺部電腦斷層之電腦輔助偵測系統之開發 2020/08/3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 P106020 小兒科 洪詩萍醫師 開發新穎的基因標記應用在氣喘的精確化醫療 2020/09/0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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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結案案件彙總 (共 5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6057 護理部 李惠珍督導 
實證口腔照護在接受放射線治療頭頸癌病人改善口

腔黏膜炎之成效探討 2020/08/2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115 
內湖國泰醫院行政組 

張斯蘭營養師 

利用環境設置與健康促進策略提升貨車司機之健康

飲食行為 
2020/08/3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38 呼吸胸腔科黃柏瑞醫師 
新冠肺炎及 B 型流感之雙重感染:一個台灣的案例

報告 
2020/08/3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080 
新竹國泰醫院骨科  

尤俊衛醫師 
老年人髖骨骨折術後併發症之探討個案報告 2020/09/0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098 感染科 黃政華醫師 
沙門氏菌骨髓炎再度血液培養陽性基因型之探討---

北部某醫學中心回朔性研究 
2020/09/0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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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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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108033 
汐止國泰醫院復健科 

謝美琪物理治療師 

早期活動及運動介入對急性住院期老

人功能復原及社區活動之影響 

收案量不如預期，電話追蹤

無法準確評估活動量情形 

2020/8/14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TECH108001 
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  

曾修暘助理教授 

建立細胞膜通透性之大數據資料庫：第

一階段 

該計畫未獲科技部通過，因

此沒有執行 

2020/08/28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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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108008 
中央大學生醫科學與工

程學系  徐沺教授 

腎細胞癌發生過程中發炎微環境與腫

瘤細胞之互動 

本案計畫終止不再執行，故

申請撤案 

2020/08/18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 OP108009 
中央大學生醫科學與工

程學系  徐沺教授 

血管內皮細胞功能異常在腎細胞癌發

生過程中的促進作用 

因本案計畫經費未通過，故

申請撤案 

2020/08/18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8128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潔純助理教授 

醫院老老照護者的照顧負荷、賦權感受

與社會支持之研究 

未於期限內完成 IRB 申請程

序，故申請撤案 

2020/08/18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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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共 0 件) 

(十七)、專案藥品案件 (共 3 件) 

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專 109007 眼科  侯育致醫師 CHG Eye drop 0.02%專案藥品申請 2020/08/19 通過 同意核備 

CGH-專 109008 眼科  侯育致醫師 PHMB Eye drop 0.02%專案藥品申請 2020/07/31 通過 同意核備 

CGH-專 109009 整形外科  羅世倫醫師 Fibro-Vein 專案藥品申請 2020/08/28 通過 同意核備 

(十八)、實地訪查結果報告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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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嚴重不良反應案件 (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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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至 2020 年 9 月 7 日 

計畫名稱：一項第三期、隨機、雙盲試驗，評估一日一次 25 毫克 Tenofovir Alafenamide （TAF）療法治療 B 型肝炎 e 抗原陽性之慢性

B 型肝炎時的安全性及療效，並與一日一次 300 毫克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TDF）療法進行比較 

計畫編號：CGH-CS102013  計畫主持人：楊賢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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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8/26  廠商    3 份定期追蹤報告  

 

計畫名稱：孕婦篩檢及治療 B 肝以阻斷高危險母嬰傳染 

計畫編號：CGH-P107071 計畫主持人：蔡明松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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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8/28 2020/8/17 協同主持人 本院 初始報告 004-1-202 

8.其他：原自然產新生兒預計住院 3

天，次個案觀察後狀況良好，於呼吸

狀況改善後 8/22 出院 

不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