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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9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記錄 

壹、 時間：2021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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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育委員、魏芳君委員、張家琦委員(院外)、洪依利委員、徐國祐委員(院外) 

           （非醫療專業）陸雅雪委員(院外)、林瑾芬委員(院外)、張文忠委員(院外) 

  曾育裕委員(院外)、楊劍華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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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雄委員、林惜燕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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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P-IRB-0004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的組成5.5.1 定期評估與回饋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及委員審查狀態，以提高審查質量與效率。 

2. 依據每年的評核結果，滾動式調整委員名單。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女性別比：8：5；機構內：機構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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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067 洪依利 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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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件 

期中報告審查 0 件 

結案報告審查 0 件 

試驗偏差案 1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0 件 

簡易審查案件  2 件 

免除審查案件 0 件 

補件案件 0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0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7 件 

結案案件彙總 7 件 

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3 件 

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0 件 

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 2 件 

實地訪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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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課程 

日期：202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時間：08:30~15:30 

地點：視訊 

2. 人體試驗講習班~院內課程 

日期：202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  

時間：12:00~13:3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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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星期五) 

拾、散會(13時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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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度 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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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067 
小兒科 

洪依利醫師 

臍帶炎及嚴重羊膜絨毛膜炎

對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之呼

吸與神經發展之影響--建立

臨床預測模式 

同意通過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10077 

汐止國泰醫院

病理科 

劉之怡醫師 

癌症細胞之病理學型態評估

應用於細胞學分類系統 

1. 使用病歷資料進行研究自評表  ▓

9.2.1.經由資訊部進行個資資料去識

別化技術。已會辦電腦組將病人資

料（含病理報告）均以無法查對之

單一編號標示以完成去連結作業﹔

數字編號表單由主持人加密保管於

院內不得外流。院外主持人或總主

持人亦無法取得此編碼清單。去連

結請修正為去辨識。 

 

小幅修正後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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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審查案件 (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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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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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研究 

1. 科技部計畫執行期間結

束，改為單中心收案 

2. 個案數不足，需延長收

案時間一年 

3. 下修收案人數 

1. 同意變更 

2. 本次修改受試者人

數對受試者權益與

風險評估無造成影

響，無須通知已收

案受試者。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2013 
消化內科 

楊賢馨醫師 

一項第三期、隨機、雙盲試

驗，評估一日一次 25 毫克
Tenofovir Alafenamide 

（TAF）療法治療 B 型肝炎

e抗原陽性之慢性B型肝炎

時的安全性及療效，並與一

日一次 300 毫克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TDF）療法進行比較 

新增腎毒性安全性資訊於受

試者同意書中 

1. 同意變更 

2. 本次修改新增腎毒

性安全性資訊於受

試者同意書中，無

須通知已收案受試

者。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CS110001 
消化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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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檢送新版計畫書(version 

9.0)，以及相對應之計畫

書中英文摘要 

2. 更新主受試者同意書資

訊 

3. 新將血液和肝臟組織檢

體用於未來研究參加同

意書 

1. 同意變更 

2. 本次修改新增腎毒

性安全性資訊於受

試者同意書中，無

須通知已收案受試

者。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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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新女性受試者之男性

伴侶的參加者須知及提

供資訊同意書 

5. 新增由試驗中心宅配試

驗藥物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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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B-1092,2015/06/17,六修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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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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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試驗計畫書規定，受試者

需於篩選期期間經由中央實

驗室檢驗 reticulocyte count、
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 

(ANC)和 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 (ALC) 

漏勾選到 reticulocyte count、

ANC和ALC這三項而使中央

實驗室僅檢驗 Hematology& 

Differential Panel 此項相關數

據 而 無 檢 驗 Reticulocyte 

count、ANC 和 ALC 這三項，

因此該三項於篩選期無數據

而為試驗偏差。 

1. 臨床研究專員已對研

究團隊進行訓練提醒

填寫中央實驗室檢體

requisition form 的注

意事項。 

2. 研究團隊每次填寫完

成中央實驗室檢體

requisition form 後會

再次檢查確保資訊正

確。如有 requisition 

form 填寫問題會先詢

問臨床研究專員；涉

及檢驗項目勾選問題

於討論後會將填寫完

畢的 requisition form

影本提供給臨床研究

專員確認。 

1. 於 2021 年 10 月

15 日會議核備。 

2. 因研究團隊溝通

不良，造成誤解，

以致 reticulocyte 

count、ANC、
ALC(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

未檢查而造成

missing data，屬

minor deviation，

已進行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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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C-IRB 案件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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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簡易審查案件 (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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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078 
新竹國泰醫院婦

產科羅崧慎醫師 

個案報告：剖腹產後發

生之子宮膀胱廔管 核准通過 
2021/09/23 

核准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10055 

新竹國泰醫院呼

吸胸腔科 

翁菁甫醫師 

利用全基因體定序及轉

錄體定序分析偵測呼吸

道常見微生物菌叢與肺

癌進程之相關性 

1. 本研究案探討「呼吸道常見微生物

菌叢與肺癌進程之相關性」，並以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資料庫肺癌檢

體為樣本；但從 Unstained Paraffin 

sections 的組織切片（一般而言為無

菌）如何找到並取得來自呼吸道之

微生物菌叢？所取得的檢體是否足

以代表呼吸道微生物菌叢？請說明

/修正。 

2. 研究計畫中文、英文摘要內容不一

致，且中文摘要另出現「mRNA、

miRNA」，其中「miRNA」亦無說

明。均請主持人說明/修正。 

3. 計劃書附件一之一/免除受試者同

意書自評暨審查意見表，第 6 項，

請勾選不適用。 

4. 計劃書附件一之三/免除知情同意

書自評暨審查意見表，第 1 項，請

勾選「其他方式」並加註：「向研

究倫理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 

5. 本計畫內容因是利用公共生物資料

2021/09/28 

核准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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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的檢體為對象，故無受試者同意

書取得疑慮，但仍需注意必須有國

家衛生研究院生物資料庫檢體使用

許可，方可執行計畫。 

(十)、免審案件(共 0 件) 

(十一)、補件案件(共 0 件) 

(十二)、簡易變更案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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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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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10001 消化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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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4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OP109007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

學系教授  楊淑惠教授 

改善腹膜透析患者的營養狀況、心血管疾病預後，生活

質量和死亡率:營養照護和智能系統的應用 2021/09/9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OP110001 
美和科技大學健康暨護 

理學院  葉美玉教授 
病人賦能教學多媒體教材的發展、應用與結果評價 2021/09/1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9037 小兒科 王麗君醫師 發展遲緩對於照顧者的生理/心靈層面之影響 202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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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FJ108004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骨科  

葉炳君醫師 
以 5% 葡萄糖溶液增加冰凍肩治療之效研究 2021/09/2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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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07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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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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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069 外傷科  羅崇杰醫師 
手術房針扎與尖銳物傷害之原因分析討論與改善計

畫 2021/09/2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8059 血液腫瘤科宋詠娟醫師 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偵測異常處方之研究 20210/10/0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6020 小兒科  洪詩萍醫師 專案進口恩慈療法用藥 Lorlatinib-2 20210/10/0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十五)、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共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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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彙總 (共 2 件) 

簡易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10065 外傷科 羅崇杰醫師 

2013-2020 年再次外科加護病房對

於醫療資源以及病人結果之分析與

討論 

因本案主持人即將離職，故申請

撤案 

2021/09/27 

核准通過 
同意核備 

CGH-P110055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  

蔡瑩潔護理長 

利用全基因體定序及轉錄體定序分

析偵測呼吸道常見微生物菌叢與肺

癌進程之相關性 

因本案無經費支持，故申請撤案 
2021/09/28 

核准通過 
同意核備 

(十七)、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共 0 件) 

(十八)、專案藥品(恩慈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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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5 小兒科 許書菁醫師 

以 Epistatus/Midazolam 治療頑固性

癲 癇 之 急 性 發                  

作」 

2021/08/27，同意進行申請 同意通過，申請專案 

(十九)、實地訪查結果報告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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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嚴重不良反應案件 (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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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07 日 

 

計畫名稱：一項第三期、隨機、雙盲試驗，評估一日一次 25 毫克 Tenofovir Alafenamide （TAF）療法治療 B 型肝炎 e 抗原陽性之慢性

B 型肝炎時的安全性及療效，並與一日一次 300 毫克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TDF）療法進行比較 

計畫編號：CGH-CS102013  計畫主持人：楊賢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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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11  2.廠商    2019/11/10-2020/11/9 安全性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