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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6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記錄 

壹、 時間：2021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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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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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育委員、洪依利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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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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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9：6；機構內：機構外：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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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8141  洪依利     協同主持人，請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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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件 

期中報告審查 1 件 

結案報告審查 0 件 

試驗偏差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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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件 

補件案件 0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6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23 件 

結案案件彙總 3 件 

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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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件 

陸、 近期研討會訊息： 

1. 人體試驗講習班~ 醫療儀器 

日期：2021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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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 

拾、散會(13時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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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度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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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041 
麻醉科 

簡志誠醫師 
台灣精準醫療計畫(II) 

1. 本研究成果預期可開發更完善的基

因檢測晶片，請說明是否會有智慧

財產及專利產生。 

2. 計劃書中納入條件 1.民眾可經由兩

種方式表達參與計畫的意願…；2.

本計畫所收集的數據以研究疾病為

導向…，上述二項皆不是納入條件，

為招募方式及研究資料收集，請修

正納入條件，及說明納入之年齡。 

3. 在同意書及計劃書執行過程陳述無

年齡及性別限制，但在內容摘要表

試驗設計年齡勾選 8 歲以上，二者

不一致。 

核准，需小

幅修正後核

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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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募廣告:有些複雜，一般民眾可能

不易瞭解，建議稍做修改，簡單呈

現主要項目，包括主持人姓名及地

址、試驗機構名稱及地址、試驗目

的或試驗概況、納入及排除條件、

預期效益、受試者應配合事項、試

驗聯絡人(請備註機構/單位)及聯絡

方式。聯絡人:請呈現全名。至於台

灣精準醫療計畫的說明可放置於另

一頁面。 

 

CGH-P110030 
耳鼻喉科 

王文弘醫師 

在台灣五間醫學中心於四年

內使用射頻消融術對良性甲

狀腺腫瘤治療成效之追蹤 

1. 研究模式: 請改觀察性研究，是否

由資訊組搜尋病歷資料:是否應改

成「是」? 

2. 委員意見 9.外觀跟症狀的嚴重度

評分，僅由病歷回朔即可完成嗎？

會不會有 recall bias？ 

3. 委員意見 13，病歷研究如何做滿意

度調查？還是主持人之前已經做

了，如果是，是否有申請 IRB 以及

知情同意？ 

4. 委員意見 16,17，” 主持人在登錄

資料時即忽略病人姓名、身分證字

號、住址、電話等可辨識資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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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追蹤審查案件 (共 1 件) 

(五)、結案審查案件 (共 0 件) 

(六)、不良反應事件 (共 0 件)  

及” 9.2.3.研究者自評可將資料完

全去識別化： ▇是，有確實的技

術能力及步驟，可將資料完全去識

別化。”皆由主持人單獨負去辨識

之責，此處與由資訊處等第三方去

識別並不相同，請由資訊部將資料

去辨識，並說明資料外送的內容為

何？及提供個案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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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試驗偏差案件 (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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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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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試驗計畫書內容，

在 Study 1 14 週主要指

標評估前或 Study 2 52

週主要指標評估前，於

當地進行任何 hsCRP or 

CRP 之檢驗報告都將視

為試驗偏差。 

。 

給其他醫師參考，以避

免重蹈覆轍。 

1. 於 2021 年 7 月 15 日會議

進行核備。 

2. 依 protocol 在 52 w 

endpoint 評估前禁止在

local 實驗室進行 CRP 檢

查，但#760010 於該時間

window 內因看感染科，醫

師判斷有必要性檢查而檢

查 CRP，不符 protocol，此

為臨床上之兩難，未影響

受試者權益，屬 minor PD。 

2. 此缺失仍為系統性缺失(感

染科醫師可能未注意到此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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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C-IRB 案件 (共 0 件) 

(八)、簡易審查案件 (共 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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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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0015 
營養組 

黃桂英營養師 

口腔癌病人其熱量攝取

情形及營養品補充與體

位變化的關係 

1. 意見 2.回覆：ICU 或外科病房病人的

熱量攝取量，可能因術後暫時 NPO

或飲食進展中等因素，其目標熱量需

求量可能與一般病房不同，因此需要

蒐集床號資料。如所述建議用科別區

分。 

2. 計劃書 P.3 執行過程的最後一行整年

度的照護紀錄分為 2 組（2010 至

2011 年為第 1 組，2017 至 2018 年

為第 2 組），統計方式也是, 未修正? 

(建議可以用 Ctrl+F 搜尋關鍵字一併

修正) 
3. 登錄表中僅列檢驗值：HbA1c、BUN、

Cr 等, 在 P.6 的檢驗值：HbA1c、

BUN、Cr 等-> “等” 應刪除。 

2021/06/11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10029 

新竹國泰醫院

護理科陳彥伶

個案管理師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北

部某醫院女性員工子宮

頸抹片檢查行為及影響

相關因素 

1. 納入條件是本院招聘之女性同仁與

研究對象女性醫療人員不一致請確

認。 

2. 研究對象女性醫療人員包含哪些職

類的人？是否應會辦相關醫療單位

及護理科。 

3. 請確認研究機構的女性醫療人員數

是否高於 100 人以上。 

4. 受試者資料登錄表: 性別不是都收女

2021/06/15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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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何還要做為研究變項、問卷內容

不能只寫問卷。 

5. 建議研究問卷各個構面的選項不要

切頁跨頁不好勾選項，排版要調整一

下。 

6. 招募廣告，建議補上試驗主持人姓名

及地址。 

CGH-P1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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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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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28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10044 
麻醉科 

汪志雄醫師 
IRB 線上課程成效評估 核准通過 

2021/06/21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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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10033 
腸胃內科  

李嘉龍醫師 

高劑量雙重藥物在幽門

桿菌感染的第一線治療 

1. 如無法客觀分析病人遵從醫囑性之高

低，也不再收集某些風險因子，則是

否刪除部分文字，只探討治療的成功

率? 

2021/06/23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10042 
護理部 

魏芳君副主任 

媒體互動教材介入對 

PGY 學員在跨領域團隊

合作照護之成效探討 

1. 本研究預計選取 104 位西醫、護理、

藥劑、醫事放射、醫事檢驗、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臨床心理、呼吸治療、營養、

語言治療等職類學員，針對意見 4，請

PI 說明上述職類預計納入之人數。 

2. 進行招募廣告時請一併說明退出機制。 

  2021/07/06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10049 
整形外科 

蘇羿如醫師 

遠端型上皮樣肉瘤:病例

報告與文獻探討 
核准通過 

2021/07/09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九)、免審案件(共 0 件) 

(十)、補件案件(共 0 件) 

(十一)、簡易變更案 (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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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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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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計畫書及受試者同

意書 

2021/06/2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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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延試驗期間 
2021/07/0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8002 
肝臟中心 

胡瑞庭醫師 

非肝硬化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受試

者使用 semaglutide 的效果 
新增協同主持人 

2021/07/06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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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受試者同意書及

HealthiVibe 調查隱私政

策 

2021/07/06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9071 
新竹國泰醫院一般 

外科萬禮傑醫師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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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檢體項目 
202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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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網站及線上問

卷 

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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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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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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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17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9048 整形外科 蘇羿如醫師 去細胞真皮基質在複雜傷口的使用 2021/05/1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 FJ108007 血液腫瘤科宋詠娟醫師 

野生型 RAS 基因之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患者接受第

一線爾必得舒治療中產生RAS 抗藥性基因突變之多

中心研究 

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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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活動範圍，疼痛和功能評估 
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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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17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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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1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FJ10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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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2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4051 
大腸直腸外科 

張世昌醫師 

藉由培養方法分離不同組織部位的人類脂肪誘導幹 

細胞的表徵和分化於擁有奈米片段之生醫材料 
2021/06/22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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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9001 心血管中心秦志輝醫師 門住診心臟衰竭病人登錄計畫 2021/0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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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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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2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8044 婦產科 黃家彥醫師 
利用基因印記作為預估子宮內膜癌患者淋巴轉移之 

生物 標記:多中心印證 
2021/06/2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6090 婦產科  黃家彥醫師 
建立利用微小核醣核酸作為預估卵巢癌患者化學治 

療反應之生物標記 
2021/06/29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5106 
心血管中心心臟電生理

學科  柯文欽醫師 

mir-483 微核醣核酸與結締組織生長因子在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後心房顫動的角色 
2021/06/30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30 眼科 洪志恒醫師 治療後天性鼻淚管阻塞成功與否的相關因子 2021/07/15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8059 血液腫瘤科宋詠娟醫師 專案進口恩慈療法用藥 Lorlatinib-2 2021/07/01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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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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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03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7082 肝臟中心 胡瑞庭醫師 
C 型肝炎小分子抗病毒藥物治療療效、安全性與長期 

預後疾病相關之全國性臨床世代研究 
2021/07/0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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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9089 
放射腫瘤科 

林哲緯放射師 

熱塑性模具及真空墊固定模具對於修正型斗篷照野 

的病人之穩定性比較 
202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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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0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9058 
汐止國泰醫院耳鼻喉科  

方德詠醫師 

耳內注射“健他黴素”以及“類固醇”治療中重度 

耳蝸疾病之感受性基因型分析 
2021/07/0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10032 血液腫瘤科陳苓萍醫師 專案進口恩慈療法用藥 Mobocertinib 2021/07/07 通過 3 
期中報告 

三月一次 

CGH-P109051 
新竹國泰醫院神經內科  

陳正強醫師 

Bugu MemoryTM 於輕度認知功能障礙 (MCI)病患 

食用後認知功能影響之研究 
2021/07/07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9032 
呼吸胸腔科 

邱銘煌醫師 

MTHFR 甲基化與空氣污染及個人健康行為的相關

性研究 
2021/6/11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十三)、結案案件彙總 (共 3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8007 放射線科 王永成醫師 利用 MRI L-spine 影像協助肌少症早期診斷 20210/06/1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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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6/2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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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10001 腸胃科 李嘉龍醫師 
探討尿苷雙磷酸葡萄糖醛酸基轉移酶 1A 基因

1091TT 變異者服用雙氯芬酸發生副作用之原因 
20210/0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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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8130 小兒科 王麗君醫師 X-linked 肌小管肌肉病變之臨床表現 個案未回診 
2021/07/01 

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FJ108006 
輔大醫院兒少保護中心 

范修平醫師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兒少保護計畫 疫情關係，收案困難 

202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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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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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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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7/5 
 

1.主持人 3.國外 
  

2020/1/1-2020/6/30及 2020/7/1-2020/12/31

半年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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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23  1.主持人 .他院：輔大醫院 0.初始報告 AZ043 1.死亡 5.不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