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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11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記錄 

壹、 時間：2020 年 1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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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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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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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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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病人同意可以先簽署 ICF，送審 IRB 時須附上已簽署的 ICF，及完整

的發表文章，以確保個資無疑。 

2. 剩餘檢體可以進人體生物資料庫，ICF 上若有勾選同意進行其他研究，表

示病人同意授權檢體使用，故可使用。 

3. PI 在計畫書內要事先說明使用哪些計畫的檢體，並附上那些計畫主持人

的同意檢體使用授權書且受試者也要同意。 

4. 研究若不涉及介入性研究，可以接受重複加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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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74 

CGH-P109033 

CGH-P109033 

CGH-P106063 

CGH-P106063 

CGH-專 109002 

黃啟宏 

李惠珍  

魏芳君 

李惠珍 

魏芳君 

洪依利 

協同主持人，請離席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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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件 

修正案審查 1 件 

期中報告審查 3 件 

結案報告審查 1 件 

不良反應事件 1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0 件 

簡易審查案件  6 件 

免除審查案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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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件 

結案案件彙總 10 件 

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3 件 

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1 件 

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 0 件 

實地訪查 7 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1 件 

專案藥品案件(恩慈療法) 1 件 

陸、 近期研討會訊息： 

1. 人體試驗講習班 

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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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玖、下次開會時間：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 

拾、散會(13時48分) 



                IRB-1092,2015/06/17,六修  

109年度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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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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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74 
心血管中心 

吳俊逸醫師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肺高壓病

人登錄計劃 

1. 臨床研究並無設定計畫保存期限，

唯需要去名化即可。若將來研究超

出原定計劃，須重新申請 IRB 核

可”，計畫主持人顯然誤解委員意

見，應請計畫主持人說明本研究所

收集之個資保存方式及保存年限。 

2. 請說明，目前未在受試者同意書說

明將來是否會將收集之個資資料

與資訊傳輸至國外分析與統計，則

將來如要將收集之個資資料與資

訊傳輸至國外分析與統計，需再經

受試者同意。 

3. 請說明，個案報告表內容有出生年

月日，由於目前其他執行的 20 餘

間醫學中心皆以此版本進行登錄，

修正後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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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含有受試者的出生年月日，如修

改此個案報告表將無法於學會電

子系統上進行登錄”，但在「中華

民國心臟學會國家肺高壓登錄系

統」說明本資料為… 學會並無個

資問題，若是這樣應該去除受試者

出生年月日。 

4. 有關委員意見 6.計劃書及受試者

同意書並無說明如何追蹤？包括

回診頻率，請說明，計畫主持人答

覆：”此研究並無規劃回診頻率，

一切依臨床治療需求安排”，請在

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說明：”依

臨床治療需求追蹤 5 年”。 

 

CGH-P109086 

新竹國泰醫院 

耳鼻喉科劉得懿

醫師 

內視鏡內嵌式軟骨鼓室成形

術：單一醫院經驗 

1. 請說明：本研究之資料是否儲存 

2. 受試者同意書解釋地點在開刀

房，是否合宜?受試者已在開刀

房，才進行受試者同意書解釋，

未給受試者考慮的時間。 

3. 研究計畫內容摘要表(二)研究計

畫試驗類型/研究項目勾選”醫療

技術”與本研究之主題不一致，請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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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33 
新竹國泰醫院護

理科許鈺萩督導 

改變醫院護理人員對於跨領

域團隊合作照護的認知、態

度、與表現 

1. 依據內容摘要表(三)研究計畫試

驗內容/研究目的敘述：本研究擬

納入之研究對象為在研究場所之

醫院，可以來參與對困難病人之

照顧討論訓練課程的直接臨床照

顧護理人員，但(三)研究計畫試驗

內容/變更說明敘述：”收案標準為

醫院的正式員工，不論是護理臨

床教師或學員皆為收案對象，因

此學生、約聘雇員工則不收案，

請說明此處的”學員”是指誰? 

2. 計劃書壹之 4.試驗架構說明/表

一:研究設計敘述：IPE Program 

(X)，請說明本研究有無介入行

為? 

修正後原審委

員複審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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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蹤審查案件 (共 3 件) 

期中報告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6063 
護理部 

陳盈妙護理長 

比較磁石貼片與止痛貼

布對婦產科腹腔鏡手術

術後疼痛之效果 

1. 受試者陳 O 華的計畫主持人欄位之簽

名日期早於受試者，請修正。 

2. 本研究期中報告繳交期限為 2020 年 4

月 5 日至 2020 年 10 月 4 日，依據

P-IRB-0013 作業流程規定，有 2 個月

之緩衝期限，可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

止，但計畫主持人繳交追蹤審查報告日

期為 2020 年 12 月 7 日，已超過緩衝期

限，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會議決議，

計畫主持人屬於初次逾期繳交期中報

告，請補正 6 小時人體試驗講習課程，

補正時間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請於期

限內完成時數補正。 

3. 提醒計畫主持人，未通過期中報告審查

時，請勿進行收案。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專 109002 
小兒科 

許書菁醫師 

以大麻二酚治療頑固性

癲癇  Lennox-Gastaut 症

候群 

1. 建議修改追蹤頻率由 3 個月至 6 個月 准通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專 109010 
皮膚科 

廖澤源醫師 
治療化膿性汗腺炎-6 1. 建議修改追蹤頻率由 3 個月至 6 個月 准通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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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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8090 
泌尿科  

林志明醫師 

愷他命相關潰瘍性膀胱炎與

手術治療-國泰綜合醫院八年

經驗與回顧 

本研究預計納入8位受試者，但有4位受試

者經電話聯繫及郵寄受試者同意書皆未收

到回覆，請提會討論是否可以使用這4位受

試者的資料 

已確實電話聯繫受試者及寄出掛號

信，但仍未見受試者回覆，符合

SOP，同意進行結案。 

(六)、不良反應事件 (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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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107004 

輔大醫院重症

醫學部劉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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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研究案預估參與人數：50 人（包含

本中心 50 人），試驗期間：IRB 核准

日起 ~ 西元 2019 年 07 月 31 日，篩

選期間：IRB 核准日起 ~ 西元 2019

年 07 月 31 日。 

2. 主持人於民國 109 年 07 月 22 日，以

本研究案「因考量到輔大醫院距離國

泰醫院較遠，庶務文件往來時間較

長，案件送審不便，因此團隊討論後

欲將國泰醫院的 IRB 結案，會以新計

畫案送審至輔大醫院 IRB 執行。」為

由，申請結案。 

3. 109 年 07 月 22 日結案報告時僅收納

1. 本研究於 2020 年 07 月 22 日結

案報告時僅收納受試者有 7

位，但有四位受試者死亡；此次

補送通報這四位受試者 SAE，

係因經由實地訪視後，才補通報

SAE，但均已距受試者死亡有一

年六個月，與主持人須在受試者

死亡後一週內通報之規定不合。 

2. 請計畫主持人務必恪守「藥品優

良臨床試驗作業準則」第 106 條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

或危及生命之嚴重藥品不良反

應，應於獲知日起七日內通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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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有 7 位，但有四位受試者死

亡；此次補送通報這四位受試者

SAE，係因經由實地訪視後，才補通

報 SAE。但均已距受試者死亡有一年

六個月，與主持人須在受試者死亡後

一週內通報之規定不合。 

4. 因前「二、」之故，擬建議將本件主

持人執行偏差事件函文輔大醫院 IRB

知悉，以為適當之處理。 

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在獲知

日起十五日內提供詳細書面資

料之通報規定。 

3.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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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偏差案件 (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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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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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名高齡個案，在其親自署名

同意填答問卷時，因年事已

高、主訴諸多不便，如不清楚

國曆日期、僅知道農曆日期、

老花眼困擾、畏懼書寫錯誤造

成麻煩等情事，在其完成自簽

姓名後，央求計畫主持人當下

代填問卷日期，故計畫主持人

於複述確認無誤後，僅代為填

寫當日日期。問卷收集為個案

呼吸胸腔門診追蹤後之時

間，且合法、合理之院內空

間，受試者無安全疑慮，且對

整體問卷計劃未構成影響。 

個案年紀問題造成不

便，實不可逆。委員會

決議時限內補正 8 小

時人體試驗講習課程。 

 

1. 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會

議進行核備。 

2. 計畫主持人因個案表達

不便，完成自行簽名後，

央求下而代填問卷當日

日期，然所有受試者皆可

自行簽署受試者同意

書，無法簽署日期，實不

符合常態。代簽日期行為

在本試驗中未影響受試

者安全，對整體研究計劃

亦沒有大的影響，屬於

minor deviation，請計畫

主持人依委員會決議時

限內補正 8 小時人體試

驗講習課程，日後進行研

究務必遵守受試者同意

書簽署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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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8001 
耳鼻喉科  

徐愫儀醫師 

一項開放式、隨機、平

行、多中心試驗，以評

估Azelastine HCl- 

Fluticasone propionate 

Nasal Spray 137-50 

mcg/spray鼻噴霧劑用於

全年性過敏性鼻炎患者

的療效和安全性 

試者 S05005 於 2020 年 11 月

26 日簽署 ICF 進行 V1+V2，

預計 2020年 12 月 3日返診進

行 V3，2020 年 12 月 1 日在

進行電話詢問返診 V3 時，受

試者 S05005 告知試驗團隊

2020 年 11 月 27 日早上因為

蕁麻疹症狀非常不舒服因此

使 用 了 DEX-CTM 2MG 

TAB(特息敏錠)，此藥物為本

案之禁用藥物，在 V2 前需要

Wash out 5天且整個試驗期間

禁止使用。 

試驗團隊會於收案時

提醒受試者有任何不

舒服時先連絡試驗團

隊，不要自行購買成

藥，若是真的非常不舒

服的話，可以安排提前

返診進行 V3。此外，

亦提醒受試者參加試

驗期間有任何新增使

用的藥物時，需先取得

試驗團隊的同意再使

用，以確保試驗品質與

受試者的權利與安全。 

1. 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會

議進行核備。 

2. 受試者的確使用禁用藥

品 ， 但 已 延 後 V3 

randomization 時間，已滿

足需要 washout 5 天之要

求，受試者使用禁用藥品

是因為蕁麻疹不舒服，情

有可原，研究團隊已提出

改善方案，要求計畫主持

人依此改善方案確實執

行，屬 minor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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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

試驗之品質及安全，善盡

保護受試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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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CS1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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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  0225-00858 血液檢

體 於 Week 0 返 診

(20Nov2020)時採集，中央實

驗室於 25Nov2020 通知血液

結 塊 (clot) 以 致 凝 血 報 告

(Coagulant)被取消，臨床團隊

於 26Nov2020 獲知後立即通

知受試者，然因受試者無法於

Week 2 返診(03Dec2020)前返

回重新採檢，故因數據遺漏而

通報輕微試驗偏差。 

試驗團隊於臨床監測

時口頭提醒臨床團隊

幫忙再留意採檢步

驟，以避免該事件再次

發生。 

1. 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會

議進行核備。 

2. 計畫主持人以說明檢查

凝血目的，非涉及納入/

排除條件且受試者先前

院內及 screening 當天檢

查並無異常，屬 minor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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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試驗品質及安全，善

盡保護受試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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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Pitavastatin/ 10 

mg Ezetimibe 與 

Pitavastatin 和 

Ezetim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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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執行 Protocol V4.0 , 13 May 

2020 期間 受試 者 S07001, 

S07002,S07003,S07004,S0700

5,S07006,S07007,S07008,S07

009 於各自的 visit 1 需要於院

內檢驗科檢測 hs CRP 測項，

由於 CRP 測項與 hsCRP 測項

臨床評估用途極為相似，且廠

商接受若醫院檢驗科沒有 hs 

CRP 測項可以 CRP 測項代

替，因此這些受試者僅檢測 

CRP。CRA 於 09 Nov2020 進

行試驗監測時發現受試者於

Visit1 均檢測 CRP 測項，並與

本試驗於 09 Nov 2020 

起以 Protocol V5.0, 17 

Aug 2020 執行，此版

本中已將 visit 1 中 hs 

CRP 測項移除，因此

可確定。 

 

1. 計畫書規範若試驗中心

有檢測 hs-CRP 則應以之

為主，但本院收案的 7 位

受試者卻接受 CRP 檢測

雖CRP與 hs-CRP測項臨

床評估用途極為相似，但

仍須依照計畫書規範執

行檢測，經計畫主持人回

覆，已收案的 7 位受試者

因 CRP 值皆屬正常範圍

不須再補查 hs-CRP 且已

於 2020/11/9 依據新版計

畫書(version 5.0)執行，可

確保未來不會再發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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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檢驗科確認有檢測  hs 

CRP 測項，因此認定於本院

應依計畫書規定檢測 hsCRP 

測項。9 位受試者皆仍在篩選

期中，hsCRP 測項結果並不影

響是否可被納入本試驗，因此

不影響受試者之安全性及整

體試驗計畫。本試驗於 09Nov 

2020 起以 Protocol V5 .0,17 

Aug 2020 執行，版本中已將

visit1 中 hsCRP 測項移除，因

此可確保未來將不會有同樣

事件。 

樣的情況。 

2. 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會

議決議請計畫主持人補

正 8 小時人體試驗講習

課程，補件時間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止，請於期

限內完成時數補正，逾期

繳交將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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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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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表格名單之受試者因未

依計畫書執行而被排除。

P2-P6 及 P8 及 P9 於

2020.08.19 入案並完成試驗、

P11 於 2020.08.21 入案並完成

試驗，後於 2020.11.24 確認為

院內員工故於本試驗案被排

除；P12-P16 及 P18 及 P19 於

2020.08.21 入案並完成試驗，

後於 2020.12.07 確認為院內

員工故於本試驗案被排除；P1

於 2020.08.15 入案並完成試

驗、P7 及 P17 於 2020.08.21

入案並完成試驗、 P24 於

加強試驗團隊教育訓

練，並針對赫辛爾宣言

三項基本原則  (自願

原則、科學原則、權衡

原則)以及貝爾蒙報告

三項受試者保護原則 

(尊重受試者、行善原

則、正義原則) 加強宣

導。 

1. 有將近 1/3 的收案者，收

案的條件，皆非當初試驗

所提的”門診”病患，雖然

對受試者不會產生”身體

健康”的危害風險，但是

卻影響到其他想要加入

計畫人的權益，此類研究

因涉及之後查驗登記需

要更加謹慎小心，不可以

隨便、輕忽、投機的心態

來執行研究。 

2. 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會

議決議，本次試驗偏差屬

於 major PD，請計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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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 入案並完成試驗，

後於 2020.12.07 確認為經知

情同意後收案，並於後掛號回

診追蹤，故於本試驗案被排

除；E18 及 E20 於 2020.08.13

入 案 並 完 成 試 驗 ， 後 於

2020.12.07確認為院內員工故

於本試驗案被排除。E55-E87

於 2020.09.11 入案並完成試

驗，後於 2020.12.07 確認為院

內員工故於本試驗案被排除。 

針對未依計畫書執行而肇生

此一事件，已於 2020.11.19 進

行監察訪視會議，加強試驗團

隊教育訓練，並嚴加監察受試

者來源。 

人補正 16 小時人體試驗

講習課程，補件時間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止，請

於期限內完成時數補正

逾期繳交將提會討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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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C-IRB 案件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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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簡易審查案件 (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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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9082 
心 臟 電 生 理 學 科  

柯文欽醫師 

植入性心臟去顫器旋弄症候

群:一個罕見以打嗝表現引起

去顫器功能失常的原因 
核准通過 

2020/11/14 

核准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9036 皮膚科 曾奕騰醫師 
使使用秋水仙素治療改善之

臉部肉芽腫台灣案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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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6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67 眼科 侯育致醫師 
巨細胞病毒感染角膜炎之臨

床表現及治療成效 
核准通過 

2020/11/21 

核准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9081 
新竹國泰醫院急診科 

馮卓超醫師 

急診成人胃腸道出血患者的

死亡率和合併症評估 

1. 本研究計畫請在中文標題及英

文標題「醫院前」加入不定冠詞

「一家」或「a」，新竹國泰綜合

醫院是否為「三級醫院」（tertiary 

hospital）？ 

1. 為何統計檢定的顯著水準：是

「無」？而不是常用的「 < 

0.05」？ 

2. 免除受試者同意書自評暨審查

意見表/請將第 4 點改為 「是」。

免除知情同意書自評暨審查意

見表/請將第 6 點改為 「是」。 

2020/11/27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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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9079 
汐止國泰醫院急診

醫學科 顧凱翔醫師 

急診成人胃腸道出血患者的

死亡率和合併症評估 

1. 風險/利益評估表:因本研究申

請免知情同意，所以請刪除風

險利益等級綜合評估之選項。 

2. 人體試驗研究計畫內容摘要表

第七頁第 25 行，應修正為 2017

年 01 月 01 日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 人體試驗研究計畫書第二頁及

第三頁的相關文獻討論，請以正

式科學論文方式撰寫並於引用

處右上角標註。引用的文獻，請

以正式引用方式寫出論文名

稱，卷數以及頁數 

4. 人體試驗研究計畫書第三頁第

四行的”檢察”，請改正為檢查。 

2020/11/29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88 
新竹國泰醫院耳鼻

喉科 劉得懿醫師 

鼻腔 Rosai-Dorfman 氏病—

病例報告 
核准通過 

2020/12/01 

核准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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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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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85 
放射線科 

黃進造組長 
建立 Web 化的醫學影像模擬訓

練學習平台 
同意進行研究 

2020/11/2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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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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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通報SAE，計畫主持人補正

8小時GCP時數 

2020/12/15 

補件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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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52 
肝臟中心 

胡瑞庭醫師 

乙醛去氫酶基因 (ALDH2*2) 突變

惡化非酒精性脂肪肝和代謝症候群

與腸道菌群的相關性 

新增研究人員及內容勘誤 
2020/11/1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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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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研究人員 
2020/11/2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7060 

新竹國泰醫院 

呼吸胸腔科 

翁菁甫醫師 

CAR 蛋白在肺癌細胞角色與流感

病毒感染造成肺腫瘤形成機制之探

討 

新增研究人員及展延試驗期間 
2020/11/3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FJ108016 
輔大醫院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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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延試驗期間、修正計畫書及受

試者同意書 

2020/12/01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033 
新竹國泰醫院小

兒科張兆良醫師 

抽動與妥瑞氏症的基因探索與生物

標 

修正計劃書、受試者同意書及新

增檢體外送紀錄單 

2020/12/0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132 
新竹國泰醫院小

兒科張兆良醫師 

發展遲緩，智能障礙與動作障礙之

基因探索 

修正計畫書及新增檢體外送紀

錄單 

2020/12/0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1031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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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延試驗期間 
2020/12/11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130 
小兒科  

王麗君醫師 

X-linked 肌小管肌肉病變之臨床

表現 
展延試驗期間 

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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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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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7060 
新竹國泰醫院呼吸胸腔科 

翁菁甫醫師 

CAR 蛋白在肺癌細胞之角色與流感病毒感染造成 

肺腫瘤形成機制之探討 
2020/11/2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56 胸腔外科 顏銘宏醫師 早期肺癌之血液循環腫瘤 DNA 調查 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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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6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CGH-P108094 護理部 廖婉君督導 早期溫水坐浴對痔瘡切除手術後尿瀦留成效 2020/11/27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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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FJ108013 輔大醫院骨科江毅彥醫師 
急性下背痛的病人以肌內效貼布治療之隨機對照

實驗 
2020/1130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9039 放射線科 侯貴圓組 
利用心臟電腦斷層探討具高血壓之病人在患有慢 

性腎病下的心臟脂肪體積 
2020/12/0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42 
新竹國泰醫院心臟內科  

黃漢倫醫師 
肢體末端組織循環與周邊動脈疾病嚴重度之探討 2020/12/0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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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8059 血液腫瘤科宋詠娟醫師 專案進口恩慈療法用藥 Lorlatinib-2 2020/12/08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CGH-P109057 血液腫瘤科宋詠娟醫師 專案進口恩慈療法用藥 Alpelisib 2020/12/08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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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十三)、結案案件彙總 (共 10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5098 麻醉科 簡志誠醫師 
熱休克蛋白 27 及其他已被篩出的分子於引導神經

分化之可能作用與機轉 2020/11/1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46 
新竹國泰醫院家庭醫學科

田又伃醫師 

秋水仙素對冠心病患者的心血管作用：系統性文獻

回顧與統合分析 
2020/11/2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118 
新竹國泰醫院骨科 

尤俊衛醫師 
個案報告：肩疼痛：少見囊腫 2020/11/2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56 耳鼻喉科 王拔群醫師 
COVID-19 嗅覺和味覺喪失等症狀之系統性文獻

回顧與統合分析 
2020/11/2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7008 品質管理部洪聖惠副主任 
醫院進行醫療不良事件調查與人為因素分類系統

應用之探討 
2020/12/0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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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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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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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084 臨床病理科林浩瑋醫檢師 
輸血醫囑資訊系統導入不符合警示後的血小板使

用分析 2020/12/0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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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122 生殖醫學中心賴宗炫醫師 
光學及人工智慧細胞檢測技術平台研發與跨院臨

床驗證 2020/12/1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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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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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7076 皮膚科 廖澤源醫師 治療化膿性汗腺炎 
試驗日期將至，且未進行收案，故

終止 

20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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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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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2 
新竹國泰醫院小兒科 

張兆良醫師 
Myozyme 專案藥品申請 同意進行 同意通過，申請專案 

  



                IRB-1092,2015/06/17,六修  

(十八)、實地訪查結果報告 (共 7 件) 

實地訪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8033 
新竹國泰醫院小兒科 

張兆良醫師 
抽動與妥瑞氏症的基因探索與生物標記 2020/11/06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執行 

CGH-P108132 
新竹國泰醫院內科 

黃漢倫醫師 
發展遲緩，智能障礙與動作障礙之基因探索 2020/11/06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執行 

CGH-P108042 神經內科 黃柏豪醫師 
肢體末端組織循環與周邊動脈疾病嚴重度

之探討 
2020/11/06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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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6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執行 

CGH-FJ107001 
輔大醫院呼吸治療組 

趙克耘組長 

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惡化病人拔管後使用

高流量潮濕加熱鼻導管與未加熱高流量氧

氣面罩的橫膈膜電位差及心肺功能的變化 

2020/11/16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結案 

CGH-FJ107002 
輔大醫院呼吸治療組 

趙克耘組長 

高流量潮濕加熱鼻導管於成人肺部復原運

動的應用與分析 
2020/11/16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結案 

CGH-FJ107004 
輔大醫院重症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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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6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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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嚴重不良反應案件 (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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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