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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5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記錄 

壹、 時間：202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12 時 30 分 

貳、 地點：網路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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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7% 

          （醫療專業）汪志雄主任委員、黃啟宏副主任委員 

李惠珍副主任委員、林敏雄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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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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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依利委員、徐志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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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授食字第 1101603689 號函及 1101603864 公告，訂定「無顯著風險之醫

療器材試驗態樣」。 

2. P-IRB-0026  新增網路會議之說明。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8：5；機構內：機構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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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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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件 

新案審查 2 件 

修正案審查 0 件 

期中報告審查 0 件 

結案報告審查 0 件 

試驗偏差案 5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0 件 

簡易審查案件  4 件 

免除審查案件 0 件 

補件案件 1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3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12 件 

結案案件彙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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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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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08:30~15:30 

地點：視訊 

捌、近期實地訪視時間：無 

玖、下次開會時間：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 

拾、散會(13時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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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度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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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024 

新竹國泰醫院 

神經內科 

陳正強醫師 

Bugu SleepTM 於新竹特定

社區民眾睡眠品質之研究 

1. 請問受試者每次帶回家的量是多少

天份?長期失眠者會不會一時情緒

失控，蓄意大量服用，那會有什麼

後果?可有防範措施?(雖然小鼠的實

驗中，主成分的安全量範圍大，但

前次試驗中，仍有一些不良反應和

SAE 的報告，在高劑量下又會怎

樣?)。 

2. 受試者同意書四敘述：”篩選:完成

當次問卷的試驗者將提供 100 元禮

卷”，另試驗階段：受試者每填完

一次睡眠品質量表(ISI-C 及 CPSQI)

及繳交糞便、採集血液檢體即發送

500 元禮卷”，十三敘述：”受試者

完成篩選的量表問卷贈送 100 元禮

核准，需小

幅修正後核

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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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通過篩選後，完成繳交第一次

糞便、血液檢體的試驗者會發送 400

元禮卷，在試驗開始後受試者每填

完一次睡眠品質量表 (ISI-C 及 

CPSQI)及繳交糞便、血液檢體即發

送 500 元禮卷”。其中十三敘述”

完成繳交第一次糞便、血液檢體的

試驗者會發送 400 元禮卷”，與四

敘述：”通過篩選後，完成繳交第

一次糞便、血液檢體的試驗者會發

送 400 元禮卷”給付金額不一致，

請確認受試者完成第一次睡眠品質

量表(ISI-C 及 CPSQI)及繳交糞便、

採集血液檢體可領取之禮券金額。 

3. 請在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說明：

通過篩選後，發給受試者 Bugu 

SleepTM 膠囊的數量及次數。 

4. 請記得檢附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藥

GMP 試驗工廠認證核准公文。 

 

CGH- CS110002 

新竹國泰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李興中醫師 

同時執行身體電腦斷層檢查

與冠狀動脈疾病伺機性篩

檢：落地計畫 

1. 納入條件 2 修正為："以台北國泰

醫 院 或 新 竹 國 泰 醫 院 

2012.1.1-2016.12.31 有拍攝低劑量

胸部電腦斷層或腹部與骨盆腔電

腦斷層影像"，請一併修正計畫書

之納入條件。 

2. 審查意見 6：本研究針對冠狀動脈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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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為何需要骨盆腔的 CT？本研

究分為兩部分 (胸部及腹部骨盆

腔 )，每類各選  5000 例，總計 

10000 例。這部分請說明，並未在

計畫書中說明骨盆腔影像的用途，

意見 1 回復：「國泰人壽人員曾參

與去年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

慧應用服務試辦計畫，以下腹部與

骨盆腔之 CT 影像預測病患現時

是否具有冠心病」。本研究與去年

計畫之關係為何？是否為延續性

研究，皆未提及，請再述明。 

3. 依據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新增第 6

條病歷為特種個資，並新增第一項

第六款『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故

病歷回朔研究需取得受試者同意

書，本院實行概括同意書簽署已

久，故意見回覆 12 的決議為無法

免除概括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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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審查案件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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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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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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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返診

(06May2021)時採集，於返

診當天採集血液檢體並於

當天送出，然而中央實驗室

於通知血液結塊(clot)以致

凝血報告 (Coagulant)被取

消，臨床團隊於 13May2021

獲知後立即通知受試者，然

而因最近 Covid-19 疫情影

響，受試者表示不願意至醫

院進行重新採檢，故因數據

遺漏而通報輕微試驗偏

差。另受試者因右手關節處

表皮的舊傷口(已癒合，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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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試驗團隊於臨床監

測時口頭提醒臨床

團隊幫忙再請衛教

受試者，以避免該

事件再次發生。 

1. 於 2021年 6月 18日會議

進行核備。 

2. 血液 clot因COVID-19受

試 者 不 願 回 診 造 成

missing data，非研究團隊

之疏忽，屬 minor PD。 

3. 使用類固醇，屬禁用

medication，但受試者另

有 indication，必須使用，

非計畫主持人失誤，上述

為 minor PD，任何 trial

無法避免上述之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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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皮 非 常 脆 弱 ) ， 於

15Apr2021 施 打

Triamcinolone 10mg 使表

皮長好，因類固醇為此案的

禁用藥物，雖此類固醇並非

用於紅斑性狼瘡治療，但經

試驗團隊保守評估，仍屬於

禁用藥物，故須通報試驗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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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05 於 2020

年 12 月 10 日發生 AE: 

Acute Bronchitis ， 於

2020年 12月 14日至本

院耳鼻喉科進行就醫；

其 開 立 藥品 中包 含
Clarithromycin, 500mg 

oralBID，該藥品為強力

CYP3A4 抑制劑，屬本

試驗案規定之禁用藥

品。 

2. 國 外 試 驗 團 隊 之

Remote monitor 於 2021

年 04 月 16 日進行資料

監控時，發現此禁用藥

品，經國外試驗團隊評

估，受試者 760005 於

Week 4 至 Week 8 區間

鑒於此事件乃因受試 

者因為不良反應: 

Acute Bronchitis，需要 

開立該藥品進行治療 

研究護師及主持人已 

2021 年 4 月 22 日以電 

話衛教受試者如有開 

立任何其他科別之藥 

品，需盡快主動告知研 

究護師及主持人，由主 

持人來確認該藥品是 

否能使用，並會提供禁 

用藥物提醒小卡供受 

試者於看診時隨身攜帶

1. 於 2021 年 5 月 21 日會議

進行核備。 

2. 受試者因穿戴裝置記憶體

容量額滿，造成無法收集

體能活動相關資料，造成

missing data，對受試者健

康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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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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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用 該 藥品 ，由 於

Clarithromycin 為強力

CYP3A4 抑制劑，如該

藥品的交互作用影響到

本 試 驗 藥 品

(Upadacitinib)，可能會

影 響 Week 14 的

efficacy assessments；於

2021年 04月 19日告知

試驗主持人及研究護理

師此試驗偏差並確認受

試者可以繼續參加本試

驗。 

3. 試驗主持人及研究護理

師獲知後，重新審視及

評估 Week 8, Week 12, 

Week 14, Week 18 及

Week 24 之實驗室抽血

報告數據及受試者返診

病歷之身體狀況，研究

護理師有電話關心詢問

受試者在 12 月中旬使

用藥物是否有不適的症

狀，確認此偏差並未影

響受試者之安全。 

並提供給其他醫師參

考，以避免重蹈覆轍。

如屬於禁用藥品但因

治療所需而開立，研究

護理師及試驗主持人

應盡快通知 CRA 並與

國外試驗團隊一同討

論以確保受試者的安

全。CRA 已於 2021 年

04月 22日再次針對本

試驗案之禁用藥物相

關規定與試驗主持人

與執行團隊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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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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計劃書規定，Study 1 

組別之受試者需於Week 2,  

8, 12, 14 及 Premature  

Discontinuation Visit 試驗 

回診追蹤時，採集藥物動力 

學(PK)檢體。本次通報兩起 

發生於受試者於 Week8, 

12, 14 試驗門診追蹤，未 

完成藥物動力學(PK)檢體 

採集。詳述如下: 

1. 受試者 760003 於 Week 

8 (2021/01/12), Week 12 

(2021/02/09), Week 14 

(2021/02/23) 進行試驗

門診追蹤，因研究護理

師遺漏而未完成藥物動

力學(PK)檢體採集。 

2. 受試者 760006 於 Week 

8 (2021/01/12), Week 12 

(2021/02/09), Week 14 

(2021/02/24) 進行試驗

門診追蹤，因研究護理

師遺漏而未完成藥物動

力學(PK)檢體採集。 

鑒於此事件乃因研究 

護理師未依計畫書規 

定之返診完成藥物動 

力學(PK)檢體採集。除 

了再次提醒本院試驗 

團隊人員需在執行試 

驗門診追蹤前，確認每 

次門診追蹤時所需執 

行之試驗流程及採集 

檢體之項目，如針對檢 

體採集項目有不清楚 

可事先與 CRA 進行確 

認，避免有遺漏狀況。 

CRA 已於 2021 年 05 

月 14 日再次針對本試 

驗案之藥物動力學 

(PK)檢體採集的時間 

點與試驗主持人及研 

究護理師進行討論。 

1. 於 2021 年 06 月 18 日會議

進行核備。 

2. 本次試驗偏差為遺漏抽

血，研究團隊已進行改進

並提出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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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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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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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偏離原因根據計劃書

(V5.0, 17 Aug 2020)流程圖

(如下), 受試者的篩選期回

診(V1)所需完成之事項(包

含發放單盲安慰劑)需在隨

機分派(V2)前 6 到 8 週完

成。實際在試驗中心安排流

程時，為減少受試者多次返

診試驗中心，在 V1 當天完

成院內抽血後即發放單盲

安慰劑予受試者。廠商初期

認為此符合計劃書流程，然

因計畫書中(page 38)誤植

「eligible subject」字眼於

visit 1 study schedule，而實

際應於 visit 2 randomized

前 確 認 受 試 者 是 否 為

eligible，故上述步驟違反計

畫書內文誤植之試驗流程

以致此偏差產生，依照規定

通報此事件為試驗偏差，經

此文件，以茲說明。 

由於此事件為計畫書

內文誤植造成，已同步

修改計畫書內文誤植

之處送衛福部及 CIRB

主審醫院審查中，以釐

清計畫書內容，並校正

此事件。 

1. 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會議

核備。 

2. 有五位出現 protocol 

deviation，因依 protocol 

p.38”eligible subject”應

在 visit 2 確認，在 V1 是無

法確定受試者候選人之

eligibility，因此誤解在 V1

即發放單盲安慰劑，但本

試驗為 hyperlipidemia之試

驗，此 PD 尚不致引起受試

者風險，且已進行改進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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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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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試驗計畫書所規範之

訪視日期，該受試者的第五

次回診應於 2021/05/19 至

2021/06/02 進行。然因台灣

於五月中爆發嚴重新冠肺

炎疫情，受試者原定於

2021/05/27 進行回診，經考

量後，延期至 2021/06/08

回診而超過試驗計畫書所

規定之回診時間範圍。由於

受試者於第五次回診時所

進行之生化檢驗為本試驗

之 primary endpoint，經確

認受試者之藥品可服用至

2021/06/09，故此試驗偏差

不影響受試者風險及權

益，亦不影響試驗數據之正

確及完整性。 

臨床試驗專員已與研

究團隊了解狀況，唯因

疫情為不可抗力之因

素，故試驗團隊僅能在

不影響試驗數據的完

整性、正確性及確保受

試者安全的情況下盡

力安排。所有的受試者

皆已完成試驗所有訪

視，僅剩電訪，故不會

再有類似情況發生。 

1. 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會議

核備。 

2. 因國內 COVID-19 疫苗，

受試者 delay 6 天回診

(2021/6/8)，超過 6/2 

window；但受試者藥品可

服用至 2021/6/9，不可抗拒

之外力影響，不影響受試

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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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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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0017 

神經外科  

陳昕彤個案 

管理師 

耳穴按壓對腦中風病人焦

慮、憂鬱及心率變異度改善

之成效 

1. 請正名國泰總院(國泰綜合醫院)及

汐止院區(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2. 納入條件之一中文版醫院焦慮憂

鬱 量 表 （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得分等於

或大於 11 分以上。但為何於第二

週才進行中風病人焦慮、憂鬱程度

篩選，進行前測，但病人已經加入

研究，若不符合資格的要如何？ 

3. 第一次門診返診時接受耳穴按

壓，由誰執行貼耳穴？執行者是否

經過什麼訓練？如何確認穴位。 

4. 計劃書寫第二週更換另一側耳穴

後連續執行四週？也有寫每週換

一側，請註明清楚。 

5. 耳穴按壓每日 3 次，每次 3-5 分

鐘，如何監控病人有執行按壓？ 

6. 使用的耳磁珠是否經過安全認證。 

2021/05/14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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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10034 

新竹國泰醫院

耳鼻喉科  

劉得懿醫師 

內視鏡軟骨內嵌式鼓室成形

術與內視鏡下置法鼓室成形

術之預後比較 

1. 本研究計畫的中、英文標題並不一

致；英文標題當中的「butterfly」，

並未出現在中文標題。請說明/修

正。 

2. 本研究計畫的中、英文摘要亦不一

致。計畫英文摘要當中的「facia」，

請更正為「fascia」、並請註明「PTA」

全文；第二段末「… about age …」

語意不明，請說明/修正。 

3. 免除知情同意書自評暨審查意見

表(附件一之三)，請將「1.」在備

註說明欄修正為「申請免除受試者

同意書」；「4.」及「6.」均從「不

適用」修正為「是」。 

2021/05/17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10019 

麻醉科  

蔡淑如麻醉 

護理師 

耳穴貼壓輔助療法對改善

婦科手術後噁心嘔吐的成

效 

1. 針對意見 10.回覆之內容，本研究僅

使用公開網址下載的「醫院焦慮憂

鬱量表」，因不需要使用到憂鬱量表

故只採用焦慮量表做使用。但由 PI

所檢附之網址有「醫院焦慮抑鬱量

表 (HAD)」和「憂慮自我評估表

2021/05/28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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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Q-7)」，其內容與本研究使用之

「醫院焦慮量表」內容有差異，請

PI 說明是否參閱「醫院焦慮抑鬱量

表 (HAD)」和「憂慮自我評估表

(PHQ-7)」後修訂成本研究之「醫院

焦慮量表」?若為自擬則應進行信效

度檢測。 

2. 本研究在 4 個不同時間點收集相關

之資料，請檢附個案資料表。 

CGH-P110043 
眼科   

洪志恒醫師 

同時存在免疫球蛋白 IgG4

相關眼部疾病與肺癌：個案

報告 

核准通過 
2021/05/11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九)、免審案件(共 0 件) 

(十)、補件案件(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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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簡易變更案 (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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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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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延試驗期間 

2021/06/0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FJ1108013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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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延試驗期間及變更研究

人員 

2021/06/0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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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受試者同意書 
202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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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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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8019 
新竹國泰醫院小兒科  

張兆良醫師 

台灣人群感染、發炎、過敏、免疫疾病及其相關併發 

症之風險因子分析 
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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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21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 FJ108007 
輔大醫院骨科 

徐得愷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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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25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139 小兒科 謝武勳醫師 

羊膜絨毛膜炎導致早產兒慢性肺疾致病機轉之轉譯 

研究: 透過胎盤組織學、周產期發炎指標剖析與新生 

兒呼吸道微生物群相學探討早期治療之可行性 

2021/05/2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107 小兒科 侯家瑋醫師 
探討孩童肥胖致青春期早發育之基因營養交互影響 

因素 
2021/05/2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5056 肝臟中心  胡瑞庭醫師 
非酒精性脂肪肝病之自然史、代謝體和終末端肝臟疾 

病之罹病風險預測：前瞻型研究 
2021/06/04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21 
大腸直腸外科  

張世昌醫師 

互動式網路自我管理支持措施對改善結腸直腸癌病 

人健康之成效探討：混合模式研究 
2021/06/04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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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04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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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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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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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0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7060 
新竹國泰醫院呼吸 

胸腔科  翁菁甫醫師 

CAR 蛋白在肺癌細胞之角色與流感病毒感染造成肺 

腫瘤形成機制之探討 
2021/06/10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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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H-P108021 
汐止國泰醫院婦產科 

 楊正祥醫師 

探討高危險妊娠產前照護及行動應用程式介入對母 

嬰健康之成效 20210/05/1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6091 新陳代謝科林慶齡醫師   

以非侵入性細胞凋亡偵測平台開發甲狀腺癌精準醫 

療研究平台-並以 CRISPR/Cas9 基因標靶生長因子受 

體治療未分化甲狀腺癌為例 

20210/05/2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9082 
心臟電生理學科   

柯文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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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5/3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6074 風濕免疫科 林世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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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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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006 
長庚大學臨床醫學研究

所  任瑋瑄博士生 

發展產後婦女餵養任務之肌肉骨骼勞

損症狀自我檢核工具與探討其肌肉骨

骼勞損症狀對產後憂鬱、生活品質與母

乳餵養意願的影響 

變更研究計畫主題 
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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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慈療法)案件(共 2 件) 

專案藥品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專 110009 皮膚科  紀秀華醫師 
Dantrolene 20mg (Dantrium® )專案藥品

申請 
2021/06/01，同意進行 同意通過，申請專案 

CGH-專 TY110001 小兒科  沈仲敏醫師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申請

專案進口 Dantrolene 20mg/vial 
2021/06/01，同意進行 同意通過，申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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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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美商亞培血管醫療器材登錄研究 

計畫編號：CGH-CS1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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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14 2021/5/8 1.主持人 1.本院 0.初始報告 10006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2 2021/5/21 2021/5/8 1.主持人 1.本院 1.第 1 次追蹤 10006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