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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2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記錄 

壹、 時間：2021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12 時 30 分 

貳、 地點：30 會議室 

參、 主席：汪志雄主任委員 

肆、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委員出席率 93.3% 

（醫療專業）汪志雄主任委員、李惠珍副主任委員、林敏雄委員、 

徐志育委員、魏芳君委員、林惜燕委員(院外)、徐國祐委員(院外)、張家琦委員(院外)、

洪依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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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惠雯管理師 

請假人員：黃啟宏副主任委員、陳亭潔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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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研究計畫收費標準：一般案件、簡易案件收費 1,000 元，其他案件收

500 元。 

2. 廠商/c-IRB 研究變更案收費標準：變更案費用調整為 2 萬元，行政審查費

用 1 萬元。 

3. 因應疫情關係，IRB 送審時數規範，維持疫情期間的規定。 

4. 修正 P-IRB-0010 免除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委員審查天數改為 5 日曆天。 

5. 修正 P-IRB-0007 計劃書送審管理標準作業流程，住院醫師可擔任計劃主

持人，本科主管需擔任協同主持人。 

6. 研究資料保管規範，若計畫主持人為院外人士，受試者同意書需保留於本

院，無個資的研究資料可以保管於院外。 

7. 推廣 IRB 諮詢服務，對於 IRB 送審、審查意見回覆須由專人輔導，皆可

向本會預約時間，並於網頁填寫時間。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8：6；機構內：機構外：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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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003  洪依利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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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0 件 

簡易審查案件  8 件 

免除審查案件 0 件 

補件案件 1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13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19 件 

結案案件彙總 13 件 

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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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2 件 

專案藥品案件(恩慈療法) 0 件 

陸、 近期研討會訊息： 

1. 人體試驗講習班 

日期：2021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08:30~15:30 

地點：國壽 B1 33 會議室(視訊) 

2. 人體試驗講習班~基因與細胞治療 

日期：2021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08: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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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星期五) 

拾、散會(13時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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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度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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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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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87 放射線科侯貴圓組長 

利 用 肺 部 CT 影 像 之

Radiomics 以機器學習方式

預測非小細胞肺癌病人之治

療成效 

1. 計畫主持人使用盧教授設計的

軟體進行影像分析並獲得 

Radiomics，主持人設計程式進

行模型建置及資料分析，盧教授

指導程式設計，開發團隊僅盧教

授及計畫主持人”，本研究所使

用軟體係協同主持人盧家鋒教

授的設計，請檢附盧家鋒教授同

意本研究成果歸屬於國泰綜合

醫院及計畫主持人之書面文件。 

2. 請刪除研究目的「本項研究預期

可提供臨床醫師作為….成效」之

說明，以免誤導為將本研究成果

作為輔助醫師診斷之用。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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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會審查案件 (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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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75 婦產科 何志明醫師 

使 用 Paclitaxel 及

Bevacizumab 在漿液型與亮

細胞型卵巢癌治療的台灣多

中心之真實證據研究 

1. PARP 抑制劑在 2020/3/31 前，在

本試驗中心是否有引進使用?或

與 Bevacizumab 併用?若有，則應

列入排除條件。 

2. 要填寫 20 年的資料不少，是否有

考慮研究助理的協助?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0003 
新竹國泰醫院小兒科 

張兆良醫師 

探討母體免疫系統對於幼兒

血管炎及過敏性疾病之影響 

1. 需要提供臍帶血檢體（總共 27

毫升）及產婦血液(10 毫升)請列

入納入條件，並請說明產婦血液

的檢驗項目及抽血時點，另納入

條件應列入納入年齡，另請說明

需要 27ml 之臍帶血用途。 

2. 應請在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

說明追蹤期限、追蹤方式及追蹤

項目。 

3. 計畫主持人答覆委員意見 19 有

關臍帶血的檢體認定：臍帶血應

歸屬於孕婦。 

4. 計劃書一試驗設計/1.研究背景

敘述：”我們希望透過多種人工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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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A.I.）略，整合數據，用

於異位性皮膚炎與過敏疾病的

早期預測”，此敘述與計劃書敘

述：”本研究希望透過臍帶血的

生化分析，基於人群的單核苷酸

多型性陣列，單細胞組學 分析

與病史資料蒐集，尋找預測異位

性皮膚炎與過敏疾病的相關指

標”不一致，請說明本研究如何

執行應用多種人工智能（A.I.）

策略部分?  

5. 受試者資料登錄應增列產婦血

液的檢驗項目及嬰兒追蹤期間

每次追蹤結果。 

6. 計劃書之受試者同意書取得時

間請修正為產前一~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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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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8010 腸胃科洪志聖醫師 

內視鏡大腸瘜肉人工智

慧 輔 助 偵 測 系 統

(aetherAI Endo)之臨床

瘜肉驗證 

1. 本次修正除試驗設計由

前瞻性修正為回溯性外，

受試者人數由 10,000 人

下修為 450 人，並修正納

入/排除條件、主要評估指

標、次要評估指標、療效

性評估群體、安全性評估

群體及研究團隊成員變

更等項，並申請免除受試

者同意書， 

1. 本次變更案修正內容為依

據 TFDA 諮詢輔導會議紀

錄，將試驗設計由前瞻性

改為回溯性，並使用

CGH-P108050的研究資料

進行機器學習。 

2. 於 2021 年 3 月 19 日會議

決議為不核准變更案之申

請，因本次修正內容與申

請案核准內容完全不同，

且涉及產品查驗登記之臨

床驗證，請改以新案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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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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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蹤審查案件 (共 0 件) 

(五)、結案審查案件 (共 0 件) 

(六)、不良反應事件 (共 0 件)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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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108011 

輔大醫院重症

醫學科劉偉倫

醫師 

運用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

技術監測並探討Triazole類

抗黴菌藥物之血中濃度與

治療效果之關聯性 

本研究為觀察性研究抽血

檢驗藥物血中濃度，沒有介

入措施以及改變藥物給予

的方式，本偏差報告為受試

者死亡未即時通報 SAE(本

團隊當初不知道死亡要立

即通報 SAE)，以後改善並

且於受試者出現死亡情形

即時通報 SAE。偏差事件

沒有影響受試者安全。 

以後若病人於本院死

亡會即時通報 SAE。 

1. 於 2021年 3月 19日會議

進行核備。 

2. 本研究只在受試者用藥

過程中，抽血檢測試驗藥

物的血中濃度，沒有介入

常規治療措施，而此類黴

菌感染病人，其死亡率相

對高。研究團隊當初不知

道死亡要立即通報

(SAE)，雖然經提醒後才

補件，但對受試者的權

益、安全、與福祉，沒有

顯著影響，可屬輕度試驗

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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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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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試驗之品質及安

全，善盡保護受試者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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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

於 Week 0 (20Nov2020)及

Week 2 進 行 返 診

(03Dec2020)，皆於返診當

天採集血液檢體並於當天

送出，然而由於中央實驗室

因班機延遲導致運送過程

延誤，導致 Week 0 IgE，

Week 2 Hct 及 WBC 

differentials 報告被取消，

臨床團隊獲知後要求中央

實驗室提供防範措施以避

免日後再發生類似事件，至

26Jan2021獲得中央實驗室

的回覆，告知會在運送過程

增添 Gel pack 確保檢體的

穩定性，然因數據遺漏需通

報輕微試驗偏差。 

要求中央實驗室提供

防範措施以避免日後

再發生類似事件。 

1. 於 2021年 3月 19日會議

進行核備。 

2. 因班機延遲致檢體無法

檢測，已提供以後的改善

方案，不可抗拒因素，對

受試者無風險(只是造成

miss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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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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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於 Visit 2 隨機分派前

需要根據是否為糖尿病病

患及 LDL 檢驗數值來做分

層，受試者 S07012 於 Visit 

2之 LDL檢驗數值為 168.4 

mg/dL ， 研 究 團 隊 於

臨床試驗專員已與研

究團隊討論，確保研究

團隊已了解分層項

目，及確保剩下的受試

者不會再發生同樣狀

況。 

1. 於 2021年 3月 19日會議

核備 

2. 本次試驗偏差為輸入資

料錯誤，已制定改善方

案，未影響受試者權益，

屬 minor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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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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Jan2021在做分層時誤選

為 LDL<160 組別而分層錯

誤，此分層錯誤無法修正。 

本試驗為雙盲試驗，且所有

受試者分組後皆使用有效

藥，因此不影響受試者風險

及權益，僅影響廠商後續分

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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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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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9092 
放射腫瘤科 

游佩潔組長 

放射線治療骨盆腔癌症

病人膀胱體積為持恆定

的策略 

1. 建議把要驗證的"研究假說"寫清楚：A

種喝水方式優於 B 種，例如要證明兩

小時前喝水優於一般喝水。 

2021/01/21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9091 
內科 

唐鐿玲護理師 

肺癌患者化學治療期間

厭食、癌因性疲憊、焦

慮與憂鬱之相關性探討 

1. 受試者同意書中八、機密性：您提供的

原始資料，僅限在計畫主持人於 22 病

房唐鐿玲上鎖資料庫中保管使用，請說

明何謂上鎖資料庫? 

2. 受試者同意書/本研究計畫背景請修正

為︰”肺癌患者在化學治療期間會有厭

食、癌因性疲憊、焦慮與憂鬱情形，化

學治療期間的身心症狀如未獲得妥善處

理時，除了影響患者生活品質，更可能

造成化學治療中斷，危及生命安全，故

進行此研究，研究主要目的是為了探討

肺癌患者化學治療期間厭食、癌因性疲

憊、焦慮與憂鬱的情形，做為臨床照護

之參考”。 

3. 受試者同意書八之 2 請修正為︰”您提

供的原始資料，僅限在唐鐿玲（計畫或

計畫主持人）使用，不會連結到其他單

位，研究結束三年後會將所有研究對象

的紙本、電子資料銷毀”。 

2021/01/22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IRB-1092,2015/06/17,六修  

CGH-P110004 
整形外科  

黃智威醫師 

下眼皮整形術合併脂肪

移植後併發脂肪囊腫 
1. 核准通過 

2021/01/28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9065 

家庭醫學暨社

區醫學科 

楊逸菊醫師 

應用 E 化健康管理於

社區的全人照護 

1. 計畫主持人答覆委員意見 1：”E 化健

康管理平台是國泰購買廣達的平台及

系統，廣達只負責後端平台及系統維

護，由於前 6 個月可免費存放在廣達的

資料庫，因此會議決議先存放在廣達，

待正式開始收案時會再與院內主管及

廣達開會討論後續是繼續付費存放於

廣達，還是自行建立資料庫，因此尚未

確認 6 個月後資料庫如何存放，確認存

放位置後會提修正案進行變更”。但修

改後敘述：”E 化健康管理平台雲端資

料庫存放於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保

存 20 年”，此與答覆意見不一致，請

確認何者為真?並請一併更正相關敘

述。 

2021/01/31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10009 
麻醉科 

汪志雄醫師 

減重手術之圍術期止

痛:病例報告 
1. 核准通過 

2021/02/03 

核准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9083 

汐止國泰醫院

內科加護病房

陳昭安護理師 

影響重症病房護理人員

對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

行為意向之研究 

1. 針對意見 6.已修改了納入和排除條

件，內容摘要表請同步修改中文和英文

摘要內容。 

2021/02/05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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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10011 
齒顎矯正 

吳蘊蘊醫師 

雙側高位埋伏犬牙-側

門牙錯位的治療策略-

逐步漸進的處理方式 

1. 核准通過 
2021/02/05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10006 
整形外科 

蘇羿如醫師 

膿皰型壞疽性膿皮病在

潰瘍性大腸炎病人:病

例報告與文獻探討 

1. 核准通過 
2021/03/01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九)、免審案件(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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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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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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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據 protocol 進行檢測，計畫

主持人補正 8 小時 GCP 時數。 

2021/02/02 

補件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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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簡易變更案 (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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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011 牙科 吳蘊蘊醫師 

雙側高位埋伏犬牙與側門牙錯位

的治療策略-逐步漸進的處理方

式」 

修正英文題目 
2021/01/15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4083 血液腫瘤科宋詠娟醫師 

比較給予 tegafur-uracil 與觀察

組用於根除性切除第三期大腸癌

病患在使用過 oxaliplatin-based 輔

助性治療後維持性療法之隨機前

瞻性臨床試驗 

展延試驗期間 
2021/01/2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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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個案報告表 
2021/01/23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7083 
生殖醫學中心 

賴宗炫醫師 

確認在體外人工受精療程中促進

濾泡血管新生與卵子發育潛能的

關鍵血管新生因子及闡明其調控

機制 

變更計畫名稱、增加檢體

收集項目 

2021/01/26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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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8102 整形外科 蒲啟明醫師 

接納後轉身成就更喜歡的自己-研

究跨團隊及醫病共享決策對乳房

重建全人照護之成 

變更協同主持人及展延試

驗期間 

2021/01/2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9006 血液腫瘤科宋詠娟醫師 
雲象骨髓抹片數位型態分析軟體 

(aetherAI Hema)之臨床驗證 

修正計畫名稱、計畫書及

個案報告表，新增主持人

手冊。 

2021/01/30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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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延試驗期間 
2021/02/02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7061 
汐止國泰醫院神經外科  

謝政達醫師 

腕隧道減壓手術後睡眠品質改善

狀況：前瞻性研究 
新增兩位研究人員 

2021/02/0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10002 護理部 李惠珍督導 
利用醫療儀器監測在機械通氣呼

吸器脫離患者之應用 
新增研究人員 

2021/02/17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CS109010 心血管中心黃啟宏醫師 美商亞培血管醫療器材登錄研究 
修正計畫書 

個案報告表 

2021/02/2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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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招募廣告、儀器保養

紀錄之說明 

2021/01/12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CS105001 婦產科 蔡明松醫師 
進行臨床等級羊水幹細胞之建立

與品管測試 
展延試驗期間及修正表單 

2021/03/05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10002 護理部 李惠珍督導 
利用醫療儀器監測在機械通氣呼

吸器脫離患者之應用 
修正個案報告表 

2021/03/10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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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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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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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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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專 109006 皮膚科 廖澤源醫師 治療化膿性汗腺炎-5 2021/01/25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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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136 
汐止國泰醫院病理科 

劉之怡醫師 

應用人工智能整合甲狀腺癌次類型之病理影像、基因 

學與蛋白體學之診斷特徵 
2021/01/29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41 心血管中心張嘉修醫師 
MTHFR 基因與相關因子對代謝症候群的相關性研 

究 
2021/01/29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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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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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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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9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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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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9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FJ105005 
輔仁大學醫學系 

辜韋智助理教授 

開發腎細胞癌的標靶治療策略預測模組: 整合性臨 

床檢體與體外培養細胞之磷酸化標碼資料庫 
2021/02/1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三個月一次 

CGH-P106074 
大腸直腸外科 

張世昌醫師 

發展與測試自我管理支持措施於結腸直腸癌存活者 

之應用：混合模式研究 
2021/02/26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102 整形外科 蒲啟明醫師 
接納後轉身成就更喜歡的自己-研究跨團隊及醫病共 

享決策對乳房重建全人照護之成效 
2021/02/27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134 婦產科 蔡明松醫師 
人類羊水幹細胞外吐小體於急性腦中風之神經傷害 

及細胞再生之治療效益 
2021/03/26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5001 婦產科 蔡明松醫師 進行臨床等級羊水幹細胞之建立與品管測試 2021/03/05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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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2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7083 生殖醫學 賴宗炫醫師 
確認在體外人工受精療程中促進濾泡血管新生與 

子發育潛能的關鍵血管新生因子及闡明其調控機制 
2021/03/1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8010 腸胃科 洪志聖醫師 
以人工智慧(AI)學習大腸息肉偵測、分類以及病理切 

片之癌化組織辨識並進行模型驗證 
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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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22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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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結案案件彙總 (共 13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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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8007 皮膚科 俞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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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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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7070 腸胃內科 洪志聖醫師 不同的腸胃道癌症中的細胞骨架蛋白類的表現模式 20210/1/29，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03 腸胃內科 朱淯銘醫師 胃食道交界處的原發性惡性黑色素瘤：病例報告 2021/02/0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54 急診  鍾睿元醫師 急診敗血症成年病患之精準醫療智慧化管理 2021/02/0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7049 
新竹國泰醫院護理科 

潘瑞怡醫師 

醫院孕期婦女健康識能與飲食攝取認知、態度相關及

多媒體衛教介入成效 2021/02/0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09 麻醉科 汪志雄醫師 減重手術之圍術期止痛:病例報告 2021/02/1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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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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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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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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69 神科  譚詠康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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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73 
新竹國泰醫院婦產科 

周靜玉醫師 
病例報告:易被誤認的胎盤囊腫 2021/03/0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42 小兒科 謝武勳醫師 新生兒自發性胃穿孔 2021/03/09，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IRB-1092,2015/06/17,六修  

(十四)、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共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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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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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案試驗進度，全球不

再納入受試者，故申請終止 

2021/01/22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7086 一般外科 黃清水醫師 

台灣胰臟癌病人應用液態切片於循環

腫瘤 DNA 之藥物治療基因與臨床監

測效益之研究 

計畫未通 
2021/03/02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6087 一般外科 黃清水醫師 
以數位 RNA 計數與可訴性突變定序來

探討台灣乳癌完治後剩餘風險 
未於本院執行計畫 

2021/03/02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8072 心血管中心黃啟宏醫師 

以衛教光碟介入之全人照護方式改善

國泰綜合醫院冠狀動脈自我成效及生

活品質 

計畫未周詳，無法執行 
20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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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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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實地訪查結果報告 (共 2 件) 

實地訪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OP108007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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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7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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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7 訪視 意見回覆後，同意執行 

  



                   IRB-1092,2015/06/17,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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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03 月 11 日 

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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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編號：CGH-CS108009  計畫主持人：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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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19 2021/1/28 1.主持人 1.本院 0.初始報告 760002 3.導致病人住院 4.不太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運用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技術監測並探討 Triazole 類抗黴菌藥物之血中濃度與治療效果之關聯性 

計畫編號：CGH- FJCUH108011  計畫主持人：劉偉倫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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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1 2020/12/11 1.主持人 2.他院：輔大醫院 0.初始報告 AZ025 1.死亡 5.不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