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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10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 時間：2020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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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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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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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龍主任委員、魏芳君委員、李璽正委員(院外) 

記錄：徐翠文執行秘書 

伍、 會議摘要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 

1. 因應 HRPC 成立，新增機構同意執行研究申請流程。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10：5；機構內：機構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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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H-P109077 

CGH-P109077 

CGH-CS109004 

CGH-P109070 

 徐志育 

 汪志雄 

 洪依利  

 洪依利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協同主持人，請離席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四、主管機關公告之原則性議題：無  

○○○年第○次 

○○○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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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案件 

複審案件審查 0 件 

新案審查 4 件 

修正案審查 1 件 

期中報告審查 1 件 

結案報告審查 1 件 

試驗偏差案 1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0 件 

簡易審查案件  3 件 

免除審查案件 0 件 

補件案件 1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8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14 件 

結案案件彙總 8 件 

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1 件 

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0 件 

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 0 件 

實地訪查 3 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2 件 

專案藥品案件(恩慈療法) 2 件 

陸、 近期研討會訊息： 

1. 人體試驗講習班 

日期：202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  

時間：08:30~16:30 

地點：國壽 B1 33 會議室(視訊) 

捌、近期實地訪視時間： 

日期：202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時間：14:00~16:30 

地點：輔大醫院 

玖、下次開會時間：2020年12月25日(星期五) 

拾、散會(13時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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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度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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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件) 

(二)、全會審查案件 (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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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77 
呼吸胸腔科 

邱銘煌醫師 

探討慢性阻塞肺部疾病

肺復原之睡眠成效 

1. 收件表格中的 IRB 計畫編號錯

誤，請修正。 

2. (1)在研究設計中實驗組會進行為

期三個月的吸氣肌肉訓練介入措

施，個別教學吸氣肌肉訓練技巧，

由研究助理於醫院內進行教導﹔

(2)計劃書中受試者同意書取得方

式：主持人說明後，由研究助理

當面解釋研究，本研究團隊成員

中並無研究助理，請確認。 

3. 請補全計劃書中(1) 7.研究模式之

研究目的﹔(2)是否取得無行為能

力者受試者同意書。 

4. 計劃書(1) 4.2 自退出之受試者收

集之資料型態與時機：出研究之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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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列入統計分析﹔(2) 6.受

試者可能得到之益處：改其生理

與心理狀況，皆有漏字請補全。 

CGH-P109071 
新竹國泰醫院一般

外科萬禮傑醫師 

最適合原發性結腸癌組

織培養的最佳生物材料

上建立患者特異癌細胞

品系 

1. 請說明：本研究之資料是否儲存

於電腦，並於研究結束後繼續保

存於電腦中，如有，請在計畫書

五、資料保密方式說明/1.資料保

密總類：勾選"電腦資訊”，並於

結束後繼續保存及結束後院外繼

續保存說明保管人員及保存年

限。 

2. 請依審查意見 1 修正受試者同意

書十二之 3 下列敘述：”若為電子

方式儲存或建檔以供統計與分析

之用，將會存放於設有密碼與適

當防毒軟體之專屬電腦內”並請

刪除下列敘述：(本段有關紙本與

電子資料之保存管理事宜，僅為

撰寫範例，得依各試驗案實際狀

況酌予補充與修正)。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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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FJ109001 
輔仁大學臨床心理

學系 林慧麗副教授 

自閉症類障礙疾患、注意

力不足過動疾患與共病

患童之執行功能：檢驗本

地兒童執行功能量表－

台灣繁體版本於臨床樣

本使用之效度 

1. 本研究受試者除患童外，亦會納

入 1 位家長，對納入之家長應有

其納入/排除條件，如外籍家長如

無法用流利的國、台語溝通或使

用中文也可以納入嗎?。 

2. 請在計劃書及受試者同意書說明

家長的納入年齡並在內容摘要表

(四)試驗設計勾選家長年齡層。 

3. 試驗中心是總院，但收案是「在

地區教學醫院精神科主治邀請

下，簽署知情同意書後加入研

究」，請說明正確的收案和研究

執行地點。 

4. 資料保密方式:「紙本與電子資料

皆將保管置輔仁大學醫學院兒童

發展病理實作室內」，其中的受

試者同意書有國泰醫院病人的個

資，請考慮外送輔大是否合適?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9070 
小兒科  林隆煌醫

師 

病理證明兒童腸套疊與

腺病毒感染之間的關聯 

1. 依據意見 3 回覆：本研究為 22 年

的 retrospective study，所以在取得

受試者同意書上會相當困難，故才

待分析後剩下會寫入研究中的

case 數量比較少，取得同意書的可

能性才會比較高，即使如此也應在

IRB 核准後才可向病歷室或資訊

室申請，如委員所建議受試者同意

書取得應該在檢體分析前，而非在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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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分析後。 

2. 本研究若可請病理科協助檢體去

連結一事，可申請免除受試者同意

書；若否，仍需取得受試者同意書，

並請依據下列意見修正同意書內

容。 

3. 本研究需兩小片檢體，大小為何?

未說明。另檢體外送至生技公司也

應在受試者同意書四與計畫書一

併說明。 

4. 本案納入年齡為 0-18 歲，請說明

此年齡是指受試者目前的年齡還

是當年手術時的年齡，如指當年手

術時的年齡，則目前有可能已成

年，故簽署受試者同意書之對象應

為受試者之法定代理人及 12 歲以

上之受試者，請將受試者同意書敬

啟者內容修正為”承蒙您/您的小

孩自願接受成為本臨床試驗之受

試對象，為讓您能完全瞭解本臨床

試驗之主要內容及方法，敬請詳閱

以下各項資料。倘若您對本人體試

驗進行的方法及步驟仍有疑問，本

臨床試驗主持醫事人員，願意提供

進一步解釋，以期您能充分瞭解”，

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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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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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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抽血量更新：因中央試驗

室修正總抽血量更新預估抽血總

量，預估總抽血量由400mL增加

為750mL；若受試者參加基因試

驗，抽血量由6mL減少為3mL。 

2. 受試者同意書(Main ICF) 變更目

的：因抽血量修正，更新每次回

診抽血量以及總抽血量，預估總

抽血量由400mL增加為750mL，

加註說明非預期回診或重新檢測

可能會額外抽血。 

3. 基因試驗同意書(Genetics ICF) 

變更目的：因抽血量修正，更新

基因檢測抽血量為3mL。 

核准通過 

進行研究 
2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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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蹤審查案件 (共 1 件) 

追蹤審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原因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CS109004 
小兒科 

沈仲敏主任 

中耳炎影像分析演算法的準

確性研究 

1. P2-P11 受試者皆為與主持人相

關的跟診診間助理(兒科門診診

助) 並非當初計畫書中寫到受試

者的來源(門診患者)且與主持人

有上司與部屬的關係，請說明  

2. 受試者同意書簽署問題：(1)受試

者編號 G26，本人多簽名於有同

意權人欄位；(2)受試者編號 P9，

本人多簽名於有同意權人欄位；

(3)受試者編號 E3，年齡 4 歲，應

該由法定代理人簽名即可；(4)受

試者編號 P15，有用立可白或立

可帶進行塗改嗎？ 

檢送試驗偏差 2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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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案審查案件 (共 1 件) 

結案審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原因 會議決議 

CGH-P108062 

汐止國泰醫院護

理科孫雅玲專科

護理師 

慢性阻塞性肺病疾患潛在

長照照護風險之探討 

1. 依據意見 3.回覆；簽署日期與解

釋日期都是當下於意願個案面前

同時完成，故確實有代寫日期情

況。所有受試者皆為成年人，且

意識清楚，可以自行簽名，請計

畫主持人說明為何不讓受試者自

行簽署日期，而由計畫主持人代

簽? 

1. 受試者同意書中受試者簽署欄位

應請本人自行填寫，本研究因受試

者年事已高，故簽署日期由計畫主

人代簽，實屬瑕疵，請檢送試驗偏

差報告。 

2. 依據 2020 年 11 月 20 日會議決議，

因受試者同意書由計畫主持人代

簽日期，請計畫主持人補正 8 小時

人體試驗講習課程，補件時間至

2021 年 02 月 19 日，請於時限前完

成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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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試驗偏差案件 (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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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108007 

臺北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 

楊淑惠教授 

以血液透析飲食指數

基礎之教育課程改善

血液透析患者治療遵

從性、生活品質、心血

管疾病風險、憂鬱和醫

療照護資源利用：準試

驗設計 

照護血液透析患者之護理師受

試者編號為31，發生日期為

2020/01/06，計畫書中提及預計

收案人數：血液透析患者50 人 

；照護血液透析患者的護理師

30人。本次試驗偏離原因：護

理師受試者人數超收1人。後續

處置：變更案送審中，預計收

案人數擬修改為血液透析患者

50 人；照護血液透析患者的護

理師35人。 

日後計畫主持人及研究

人員會加強注意預計收

案人數，並於收案前召開

相關會議再次提醒，故不

會再次發生超收問題。 

1. 於 2020 年 11 月 20

日會議進行核備。 

2. 受試者收案超收 1

人，屬 protocol 

deviation，對其他受

試者未增加危害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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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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IRB 案件 (共 0 件) 

(八)、簡易審查案件 (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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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9069 精神科譚詠康住院醫師 

年輕思覺失調症患者使

用電痙攣療法後發生體

溫升高之治療經驗 

1. 核准通過 
2020/10/17 

核准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9078 
社區護理組 蔡晏平 

個案管理師 

探討肺阻塞病人接受戒

菸醫病共享決策介入後

成效 

1. 住院病人受試者同意書說明在住

院病人之單位，請說明若為二人

或三人床，如何做到病人隱私保

護? 

2. 在受試者同意書取得流程與步驟

之 STEP 3，受試者可依意願決定

是否參與本研究，若決定參與研

究後，再簽署同意書。給受試者

考量時間僅 5 分鐘，未保護到受

試者的權益，建議修改。 

2020/11/04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80 耳鼻喉科 王拔群醫師 
自由潛水造成的外淋巴

瘻管—病例報告 
核准通過 

2020/11/09 

核准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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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免審案件(共 0 件) 

(十)、補件案件(共 1 件) 

補件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原因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CS1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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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療效性與安全性 

試驗偏差，計畫主持人

補正8小時GCP時 

2020/10/28 

補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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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簡易變更案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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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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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研究人員 2020/10/16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OP108007 

臺北醫學大學保健營

養學系教授  楊淑惠

教授 

以血液透析飲食指數基礎之教育課

程改善血液透析患者治療遵從性、生

活品質、心血管疾病風險、憂鬱和醫

療照護資源利用：準試驗設計 

變更收案人數及研究

人員 
2020/10/22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110 
外科病房 陳麗君 

護理長 

癌痛病人疼痛復原力、鴉片藥物使用

自我效能及疼痛經驗相關性探討 

新增研究人員及展延

試驗期間 
2020/10/26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CS109004 小兒科 沈仲敏醫師 
中耳炎影像分析演算法的準確性研

究 
展延試驗期間 2020/10/2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76 神經內科黃柏豪醫師 
以衛教介入方式改善國泰綜合醫院

腦中風病患生活品質之成效 

展延試驗期間及修正

問卷內容 
2020/10/2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93 
新竹國泰醫院藥劑科 

王惠蓉主任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風險預測模型之

建立 
展延試驗期間 2020/11/02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7028 
汐止國泰醫院神經 

外科 謝政達醫師 

前位頸椎間盤切除術併融合或關節

置換術治療的頸部活動範圍，疼痛和

功能評估 

展延試驗期間 2020/11/0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6078 
汐止國泰醫院神經 

外科 謝政達醫師 

下背痛患者手術後或藥物保守治療

的生活品質 
展延試驗期間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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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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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108014 
輔大醫院腎臟科  

盧建霖醫師 

兒乳清蛋白萃取物(Proentry 霈恩萃優護補給膠 

囊)對於洗腎患者生活品質改善的研究 
2020/10/22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OP108007 
臺北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 

系教授 楊淑惠教授 

以血液透析飲食指數基礎之教育課程改善血液透 

析患者治療遵從性、生活品質、心血管疾病風險、 

憂鬱和醫療照護資源利用：準試驗設計 

2020/10/26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88 
新竹國泰醫院藥劑科  

王惠蓉主任 

降血糖藥物 SGLT2 抑制劑於第二型糖尿病之療 

效分析 
2020/10/25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FJ108016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 

江清泉醫師 

自體組織處理治療早期退化性關節炎軟骨組織再 

生技術 
2020/10/26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FJ108017 輔大醫院骨科徐得愷醫師 
純化自體富血小板血漿對運動員急性踝關節扭傷 

治療療效探討 
2020/10/2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093 藥劑科  王惠蓉主任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風險預測模型之建立 2020/10/3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專 109006 皮膚科 廖澤源醫師 治療化膿性汗腺炎-5 2020/11/02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CGH-專 109010 皮膚科 廖澤源醫師 治療化膿性汗腺炎-6 2020/11/02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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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7024 新陳代謝科 林慶齡醫師 台灣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品管調查研究 2020/11/0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1099 
輔大醫院急診醫學科 

范修平醫師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兒少保護計畫 2020/11/04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CS108003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醫師 
以次世代定序方法檢測骨髓性腫瘤細胞之基因突 

變 
2020/11/09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7071 婦產科  蔡明松醫師 孕婦篩檢及治療 B 肝以阻斷高危險母嬰傳染 2020/11/1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103 心血管中心 秦志輝醫師 
急性心肌梗塞後血液外泌體和代謝產物在心臟修 

復之探討 
2020/11/12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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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結案案件彙總 (共 8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FJ108005 輔大醫院骨科 江清泉醫師 

利用 Ultrasound Elastography 評估 Medial 

Parapatellar Approach 下股四頭內側頭肌(Vastus 

Medialis Oblique)術後肌肉張力回復 
2020/10/2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9002 
新竹國泰醫院神經外科 

劉昌熾醫師 
壓克力骨水泥修復脊椎壓迫性骨折病歷研究計畫 2020/10/2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FJ107007 輔大醫院腎臟科盧國城醫師 

以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研究臺灣血液透析患者血管

通路狹窄預測模型及可減少之醫療耗用- 多中心

計 

2020/11/0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108 
新竹國泰醫院大腸直腸科 

李興中醫師 

運用深度學習於電腦斷層掃描影像預測冠心病之

風險模型 
2020/11/0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43 神經內科  黃柏豪醫師 
參與腦中風疾病照護品質認證對急性腦中風病人

照護成效之探討 
2020/11/0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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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0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073 小兒科  謝武勳醫師 
極低體重早產兒在接受周邊置入中心靜脈導管處

置時，使用 EMLA 或 Midazolam 的成效 2020/11/10，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5070 營養組  林元媛營養師 以營養教育介入對乳癌病人營養狀況之影響 2020/11/1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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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共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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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J108015 
輔大醫院骨科 

張書豪醫師 

耳鼻喉科臨床技能培育之多模

沉浸式學習活動與測驗評量的

研製與實證-第一年 

試驗日期將至，且未進行收案，故

終止 

2020/11/19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十五)、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彙總 (共 0 件) 

(十六)、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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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專案藥品案件 (共 1 件) 

專案藥品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專 109011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醫師 
TAGRISSOTM (osimertinib) 用於液態切

片 T790M 突變陽性肺癌患者之治療-1 
同意進行 同意通過，申請專案 

CGH-專 109013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醫師 
TAGRISSOTM (osimertinib) 用於液態切

片 T790M 突變陽性肺癌患者之治療-2 
同意進行 同意通過，申請專案 

(十八)、實地訪查結果報告 (共 1 件) 

實地訪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6081 婦癌中心  何志明醫師 
COL6A3在上皮性卵巢癌及腹水衍生的腫瘤

幹細胞中對上皮變間質型轉換的影響 
2020/10/28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執行 

CGH-P108096 婦癌中心  何志明醫師 

檢測早期或低腫瘤體積卵巢癌，使用液基子

宮頸抹片細胞學標本和/或血清/血漿生物

標記開發體外診斷多變量指數檢測方法 

2020/10/28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執行 

CGH-P108076 神經內科  黃柏豪醫師 
以衛教介入方式改善國泰綜合醫院腦中風

病患生活品質之成效 
2020/10/28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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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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 

計畫名稱：乳清蛋白萃取物(Proentry 霈恩萃優護補給膠囊) 對於洗腎患者生活品質改善的研究 

計畫編號：CGH-FJCUH108014  計畫主持人：盧建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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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6 2020/6/11 主持人 他院：輔大醫院 初始報告 FJUH-24 其他：皮膚搔癢 不太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以血液透析飲食指數基礎之教育課程改善血液透析患者治療遵從性、生活品質、心血管疾病風險、憂鬱和醫療照護資源利

用：準試驗設計 

計畫編號：OP108007 計畫主持人：楊淑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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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5 2020/10/26 主持人 本院 初始報告 52 死亡 不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