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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泰綜合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會議記錄 

壹、日 期：2013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 
貳、時 間：中午十二時~十四時 
參、地 點：國泰人壽大樓地下一樓第三十三會議室 
肆、主 席：黃政華副院長 記錄：徐翠文 
出席人員： 
（醫療專業）黃政華主委、林敏雄副主委、汪志雄主任、林惜燕主任、張美玲醫

師、李惠珍督導、徐國祐醫師 (院外)、李錦虹教授（院外）、張家

琦律師（院外） 
（非醫療專業）李璽正組長、李肇基委員（院外）楊劍華先生（院外）、傅伯昇

委員（院外）、林瑾芬(院外)、陸雅雪(院外)、曾育裕(院外) 
（儲備委員）魏芳君督導 
請假委員：徐志育副主委、黃啟宏主任、賴伊貞護理長、李欣恩醫師、黃惠如女

士（院外）、薛懷正醫師(院外) 
一、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核備完成新任委員名單 
新增風險利益評估單 
同意原 JIRB 追認案件，改為追認後委員簡易審查，並核備委員會。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10：6；機構內：機構外：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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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管機關公告之原則性議題： 

(一)、102.3. 6 衛署醫字第 10105064087 號函，主旨：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

主持之「亞洲第 I/Iia 期劑量遞增試驗，針對甲型聚乙烯二醇化干擾素

（pegylated interferon-alpha）及 Ribavirin 治療無反應的第一基因型 C 型肝

炎病毒感染症患者，併用 CYT107」即 Glyco-r-hIL-7）之療效」研究案，准

於結案。 
五、討論案件： 

複審案審查 0 件 
新案審查 0 件 
修正案審查 六件 
期中報告審查三件 
試驗偏差案六件 
一般審查案件複審案 一件 
簡易審查案件複審案 0 件 
JIRB 追認案件 0 件 
計劃變更案件 二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三十六件 
結案案件彙總 十九件 
終止案件彙總 十一件 
本會自動終止 二件 
實地訪查 二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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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事件通報彙總 四十三件 
 
六、討論事項：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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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２年度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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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案案件追蹤(複審案 0 件) 

(二)、本次全會審查案件(新案 0 件) 

(三)、修正案審查案件(共１１件) 
修正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追蹤  

CGH-CS100011 陳○○ 
1. 同意修正計畫書內容，新增「患者緊

急求助卡」提供試驗廠商之 24 小時
聯絡電話號碼。 

2. 修正受試者同意書，確實告知受試者
資訊。 

3. 期中報告半年繳交一次。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S101026 陳○○ 
1. 同意計劃書及受試者同意書的修正。 
2. 同意計畫開始試驗期間改為 2013 年

1 月 14 日。 
3. 同意受試者增加至 5 位。 
4. 期中報告半年追蹤一次。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CS101030 陳○○ 
1. 同意修正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 
2. 告知受試者資訊也確實說明清楚。 
3. 同意研究進行，期中報告半年繳交一

次。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P101025 王○○ 
1. 同意試驗期間延長。 
2. 需核發核准函後開始進行收案。 
3. 已告知計畫主持人勿延誤送修正案

時間。 
4. 期中報告繳交完半年一次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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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099009 陳○○ 
1. 試驗期間未繳交期中報告，也未說

明，試驗期限超過過久，不同意研
究計畫進行。 

2. 計畫主持人可至委員會申訴。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CS101028 陳○○ 
1. 需在計畫書上說明是否增加 HIV 

篩選，將完整資訊告知受試者。 
2. 需確定受試者個資是否保護，不可

洩漏受試者資料。 
3. 同意進行研究變更。修正後原審委

員同意，在核發核准函。 

核准，但須小幅修正後原

審委員複審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P101041 胡○○ 
1. 同意計畫展延一年。 
2. 告知計畫主持人有任何研究研究

問題，可至委員會尋求協助。 
3. 期中報告繳交每半年一次。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四)、一般審查案件複審案(共 1 件) 
一般審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1073 陳○○ 核准 1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五)、簡易審查案件(共 0 件) 

簡易審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六)、JIRB 追認案件(共 0 件) 
JIRB審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七)、變更案(共 2 件) 
簡易審查 計畫主持人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1048 陳○○ 核准 1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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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1044 黃○○ 核准 1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八)、期中報告審查 (共計 36 件) 
追蹤審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0087 張○○ 2013/01/22 核准 同意核備 

CT099076 何○○ 2013/01/22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T099037 張○○ 2013/01/22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100026 陳○○ 2013/01/24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CS101029 李○○ 2013/01/28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T9762 蔡○○ 2013/01/2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CS100134 陳○○ 2013/01/2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P100116 韓○○ 2013/01/2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CS100097 邱○○ 2013/01/2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099034 楊○○ 2013/01/2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P100127 陳○○ 2013/01/29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 CS101014 楊○○ 2013/01/30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 CS101077 陳○○ 2013/01/30 核准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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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100006 譚○○ 2013/02/01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P101009 黃○○ 2013/02/01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P101020 楊○○ 2013/02/05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100053 洪○○ 2013/02/05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 P100101 陳○○ 2013/02/0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CG- P101048 陳○○ 2013/02/07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100008 王○○ 2013/02/07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100051 林○○ 2013/02/0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100052 楊○○ 2013/02/0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CS101019 楊○○ 2013/02/0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P100105 劉○○ 2013/02/08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9730 楊○○ 2013/02/15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100004 張○○ 2013/02/22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P-P099006 游○○ 2013/02/22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100123 侯○○ 2013/02/22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9526 江○○ 2013/02/23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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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100042 楊○○ 2013/02/26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CS100085 陳○○ 2013/02/26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P101029 粘○○ 2013/03/01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100050 楊○○ 2013/03/01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099083 楊○○ 2013/03/04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CS101011 陳○○ 2013/03/11 核准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九)、結案報告審查 (共計１０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0091 王○○ 2013/01/2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T9766 周○○ 2013/01/2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TP-100007 陳○○ 2013/01/2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0070 賴○○ 2013/01/2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0093 胡○○ 2013/01/29，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0078 賴○○ 2013/01/30，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13 林○○ 2013/03/0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13 黃○○ 2013/01/30，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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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099098 胡○○ 2013/02/0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T100014 王○○ 2013/02/0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T100094 古○○ 2013/02/0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0090 邱○○ 2013/02/0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T099086 顏○○ 2013/02/0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TP-099003 游○○ 2013/02/0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0071 林○○ 2013/02/0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52 粘○○ 2013/03/0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32 吳○○ 2013/02/2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T099046 林○○ 2013/02/2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T100054 黃○○ 2013/03/0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十)、終止報告審查 (共計１1 件) 
終止案號 計畫主持人 審查結果 決議 

CT9819 楊○○ 2013/01/26，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0108 林○○ 2013/01/25，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0128 沈○○ 2013/01/28，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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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0079 沈○○ 2013/01/28，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GH-CS101023 宋○○ 2013/01/28，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T100021 曾○○ 2013/02/02，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GH- CS100097 邱○○ 2013/02/07，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T100057 胡○○ 2013/02/20，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T099069 古○○ 2013/02/25，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T100003 王○○ 2013/02/26，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GH-CS101010 邱○○ 2013/03/11，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十一)、自行終止報告審查 (共計 2 件) 

CGH-P101006 蘇○○ 醫師出國進修，未做結案也尚未收

案，故無追蹤事項。 

同意核備 

CT099036 曾○○ 經多次催繳，但仍不提交報告，根據

S-IRB-0015 計畫終止，已通知計畫

主持人盡速繳交終止報告，將於委員

會議報告，本會有權終止研究案並視

需要實地訪視。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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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事項： 

案一：醫學研究部人員抱怨表單書寫不易 

說明：已修改審查文件表單格式，若各單位人員於表單書寫遇到不了解的地方，將盡速給予指導，若有建議改善之處，則定期於彙整

各方意見後修改表單內容。 

案二：受試者同意書簽署欄位，除簽字簽名外能否蓋手印? 

說明： 受試者同意書簽名之欄位，若有無法自行書寫者(如:因身體殘疾、不識字的受試者)，可以用蓋手印代替，但需要有見證人在旁。 

案三：已結案的研究計畫，如何進行追蹤 

說明：已結案的研究計畫，若有受試者，則由 IRB 秘書處安排內部稽核。 

案四：已終止的研究計畫，如何進行追蹤 

說明：若有受試者，則請 PI 每年定期繳交追蹤報告(內容包含:資料的保存、是否有接到受試者不適、申訴電話、發生 SAE 事件) 

案五：因未繳交期中報告而被終止之研究計畫案，對計畫主持人有無任何懲處？ 

說明：計畫主持人因不繳交期中報告，經多次催繳仍無處理者，經秘書處提報至委員會，終止該計畫案。其計畫主持人於申請新案時，

要求計畫主持人除原計畫所需之 GCP 時數外，另外再加當年度 6~8 小時的 GCP 訓練課程時數，並限三個月內補齊，始得核發計畫核 

准函。 

 

八、臨時動議： 

案一：接獲衛生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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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B 編號：CT099063 

計畫名稱：台灣精神分裂症家族研究之擴大快速收案評估研究 

說明： 

由衛生署要求計劃變更，已結案者亦同。目前已送公文至該單位，要求盡速送交變更案備查。 

執行狀態：電話通知該計畫相關人員，於 3 月底以前繳交。 

案二：接獲衛生署通知 

IRB 編號：CT9306 

計畫名稱：評估 Remofovir 於不同劑量下用於治療代償性 B 型肝炎患者之研究（延伸研究：針對完成編號 RNA200103-201 計畫的病

患進行之開放性治療延伸研究） 

說明： 

該研究計畫於動物性實驗中發現，服用該藥物有可能引發癌症，故於 93.5.28 中止該研究計畫案件執行，惟已收案之受試者，為保護

其權益，將追蹤十年。目前將與該計畫研究廠商要求提供近年追蹤資料，以供衛生署備查。 

執行狀態：已連繫計畫主持人及該計畫 CRA 公司，目前尚待回覆。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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