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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會議議程 

壹、日    期：2014年 8月20日（星期三） 

貳、時    間：中午十二時~十四時 

參、地    點：國泰人壽大樓B1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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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華主任委員、林敏雄副主委、林惜燕委員、 

張美玲委員、李惠珍委員、黃啟宏委員、汪志雄委員、 
張家琦委員(院外)、洪依利委員、 

（非醫療專業）李璽正組長、李肇基委員(院外)、楊劍華委員(院外)、 
              林瑾芬委員(院外)、曾育裕委員(院外)、 

陸雅雪委員(院外)、 
（儲備委員）羅東博愛醫院林恩慈醫師 
請假委員：徐志育副主委、薛懷正委員(院外) 、黃惠如委員(院外) 、 
          賴伊貞委員、徐國祐委員(院外)、傅伯昇委員(院外) 、 
          魏芳君督導、李錦虹委員(院外) 

一、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9：6；機構內：機構

外：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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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3034 李惠珍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CGH-P103052 黃啟宏 為計畫主持人，請離席 

CGH-P103053 張美玲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CGH-P103057 李惠珍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CGHIRB 2014 年 8 月份會議紀錄 
     

四、主管機關公告之原則性議題：  
(1)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7 月 11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6033375 號。有關心臟內科黃啟宏醫師主持之「高血管風

險之第 2 型糖尿病病患使用 LINAgliptin 5 mg 每天 1 次的一項

多中心、國際性、隨機分配、平行分組、雙盲、安慰劑對照、

心血管安全性及腎臟微血管結果試驗」 同意修正修正計畫書

及受試者同意書。修正計畫書版本為 Version 2.0 ，date : 24 
Oct, 2013。計畫編號：CGH- CS102011。 

(2)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6 月 19 日發文字號，FDA 藥字第

1036022733 號。同意有關內分泌新陳代謝科林慶齡醫師共同

主持之「一項針對患有第二型糖尿病且血糖控制不良的受試者，

評估 MK-3102 單一療法之安全性與療效的多中心、第三期、

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試驗」同意變更案。計畫編號：CGH- 
CS102003。  

(4) 愛爾康商愛研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 103 年 7 月 15 日發

文字號，愛康字第 103071501 號。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

師共同主持之「Sorafenib 長期延伸計畫（STEP）」 供查驗登

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之修正案，於 2014/03/12 申請計畫變

更目的為學術申請案同意變更案。計畫編號： CGH- 
CS101032。 

(5) 丘以思生技股分有限公司，於 103 年 7 月 17 日發文字號，

CPCR2014-149。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評

估 P1101 併用 Ribavirin 對於未接受治療之感染 C 型肝炎病毒

基因型第 1 型患者的抗病毒活性、安全性與藥物動力學之開放

性、隨機分配、有效藥對照的臨」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

計畫，  檢送第一次 DSMB 會議結果通知。計畫編號：

CT100052。 

(6)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7 月 17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6033709 號。同意有關風濕科陳堃宏醫師醫師共同主持之

「一項前瞻性、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平行性、多中心、

第三期試驗，評估 ENIA11 併用疾病調節抗風濕藥物與單用疾

病調節抗風濕藥物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的療效性與安全

性」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同意修正受試者同意書。計畫

編號：CGH- CS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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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7 月 21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6038830 號。同意有關風濕科陳堃宏醫師醫師共同主持之

「一項以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的受試者為對象，採用三種劑量、

以皮下方式給予藥物 BI 655066，用以證明概念及探索劑量，

且為期 48 週的第二期、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

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同意修正受試者同意書，修正計畫

書版本編號 Version 2.0 ,Date 03-Jun-2014 。計畫編號：CGH- 
CS102014。 

(8)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7 月 25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1408286 號。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評

估 P1101 併用 Ribavirin 對於未接受治療之感染 C 型肝炎病毒

基因型第 1 型患者的抗病毒活性、安全性與藥物動力學之開放

性、隨機分配、有效藥對照的臨」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

計畫之試驗藥品長期安定性試驗結果乙案，經核，案內試驗藥

品 Lot NO.08DPL-B002 長期安定性試驗數據 24 及 36 個月之

結果超出規格，不建議使用；另 Lot NO.08DPL-B001 之 24 個

月安定性試驗數據可支持至今之安定性，得以繼續使用，惟試

驗期間應堅持其安定性。計劃書版本編號 Version 2.0 ,Date 
03-Jun-2014 。計畫編號：CGH- CS102014。 

(9)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7 月 30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1407946 號。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評

估 P1101 併用 Ribavirin 對於未接受治療之感染 C 型肝炎病毒

基因型第 2 型患者的抗病毒活性與安全性之開放性、隨機分配、

有效藥對照的臨床試驗」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暫時停

止新案納入，並協助衛生局清查本案  。計畫編號：CGH- 
CS101014。 

(10)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8 月 4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6037839 號。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評

估 P1101 併用 Ribavirin 對於未接受治療之感染 C 型肝炎病毒

基因型第 1 型患者的抗病毒活性、安全性與藥物動力學之開放

性、隨機分配、有效藥對照的臨床試驗」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

床試驗，之試驗藥品長期安定性試驗結果乙案，經核，同意變

更在案。計畫編號：CT1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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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8 月 5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60336662號。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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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查驗登記用藥

品臨床試驗，同意修正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計畫書版本：

GS-US-320-0110，Amendment 2: 04 Dec 2013。計畫編號：CGH- 
CS102013。 

(12)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8 月 6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6041700 號。同意有關風濕科陳堃宏醫師醫師共同主持之

「一項以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的受試者為對象，採用三種劑量、

以皮下方式給予藥物 BI 655066，用以證明概念及探索劑量，

且為期 48 週的第二期、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

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同意修正計畫書，計畫書版本：

Version 3:18 Jun 2014。計畫編號：CGH- CS102014。 

(13)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8 月 8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6039122 號。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評

估 P1101 併用 Ribavirin 對於未接受治療之感染 C 型肝炎病毒

基因型第 2 型患者的抗病毒活性與安全性之開放性、隨機分配、

有效藥對照的臨床試驗」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同意變

更藥品製造廠。計畫編號：CGH- CS101014。 

(14)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8 月 8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6037750 號。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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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原陰性之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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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查驗登記用藥

品臨床試驗，同意修正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及新增試驗中心，

計畫書版本：Aemdment 2: 04 Dec 2013。計畫編號：CGH- 
CS103010。 

(15)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8 月 12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31665051 號。有關 103 年 6 月 13 日衛部醫字第 1030013183
再予以函釋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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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討論案件 
複審案審查 一件 

新案審查 八件 
修正案審查 三件 
追蹤案審查 0 件 
試驗偏差案 二件 
一般審查案件複審案 0 件 
簡易審查案件複審案 二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一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二十四件 
結案案件彙總 十二件 
終止案件彙總 一件 
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0 件 
主持人自行自動終止 0 件 
實地訪查 一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0 件 
恩慈療法案件 0 件 
不良事件通報彙總          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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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度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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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案一件) 

新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頻率 

CGH-CS103009 陳國強醫師 

針對良性前列腺肥大併發下泌尿道
症狀以Silodosin和Tamsulosin交叉
治療─臨床效益與安全性，以及對
性功能的影響 

1. 請說明資料的運用及研究結束

後剩餘檢體及研究相關資料將

如何處理，並註明在受試者同意

書中(九、資料保密方式)。 

2.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中補充說明

檢體在完成後銷毀之承諾。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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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全會審查案件(新案 8 件) 

新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頻率 

CGH-P103034 朱家慧護理師 
行動智慧化療給藥作業管理之
設計及導入 

1. 建議免除受者同意書，以保護受試者免

於受上下屬關係之壓力。 

2. 需修改試驗期間及篩選期間，請修改至

IRB核准後開始。 

核准，但

須小幅修

正後核准 
1 一年一次 

CGH-P103036 
蔡文玫物理 
治療師 

跑步機坡度升降訓練對中風病

人行走能力的效果 

1. 受試者同意書應由受試者簽署，除非受

試者(應具有辨識能力)無法簽署才會

由家屬代簽；故計劃書 四、受試者同

意書-受試者同意書取得流程與步驟 

STEP 3，應改為病人(若簽名有困難，

則由家屬)簽名。 

核准，但

須小幅修

正後核准 
2 半年一次 

CGH-P103052 黃啟宏醫師 心臟衰竭病患睡眠之生活品質 
1. 納入年齡應列入受試者同意書。 

2. 應於受試者同意書中告知受試者將會

抄錄病歷，從病歷中取得相關資料。 

核准，但

須小幅修

正後核准 
1 一年一次 

CGH-P103053 蔡明松醫師 
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子宮內膜

異位症之生物標誌研發 

1. 請改為基因版受試者同意書。 

2. 未來若有發展成商業上的專利，請說明

國泰醫院將來是否有共享專利權益的

請求權及佔率。 

3. 本研究有研究問卷，請在受試者同意書

上說明。 

核准，但

須小幅修

正後核准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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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3057 蔡明松醫師 
護理人員壓瘡照護認知現況調

查 

1. 請說明在計劃書 四、受試者同意書-

受試者同意書取得流程與步驟，是否在

受試者繳回受試者同意書之後，便向受

試者做問卷調查，若是，請修正。 

核准，但

須小幅修

正後核准 
1 一年一次 

(三)、修正案審查案件(共 4 件) 

修正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追蹤 

CGH-CS102032 楊賢馨醫師 Sorafenib期延伸計畫（STEP） 

1. 有關受試者同意書 十一、費用與補

償之內容，車馬費宜統一一個金額且

改為單次給付，且受試者不需提供收

據。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
中報告頻率
維持半年 

修正後原

審委員複

審 
半年一次 

CGH-OP102007 
謝明達 
研究生 

大一新生身體組成、飲食習慣、

運動及活動習慣調查之研究 

1. 有關個人資料收集，應限於本次研究

使用，個資之保存及資料銷毀，應在

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詳細說明。 

2. 問卷中之個人資料，建議刪除。 

3. 請確認問卷調查是二次或三次。 

4. 有關受試者同意書及招募廣告，獎品

發放時間(第一次完成問卷時 or所有

問卷皆完成時)應一致。 

5.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上加註納入年齡

及如何進行分組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
中報告頻率
維持半年 

修正後原

審委員複

審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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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OP102008 
范掀裕 
研究生 

營養與運動教育資訊網介入大一

新生預防肥胖成效之研究 

1. 有關個人資料收集，應限於本次研究

使用，個資之保存及資料銷毀，應在

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詳細說明。 

2. 問卷中之個人資料，建議刪除。 

3. 請確認問卷調查是二次或三次。 

4. 有關受試者同意書及招募廣告，獎品

發放時間(第一次完成問卷時 or所有

問卷皆完成時)應一致。 

5.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上加註納入年齡

及如何進行分組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
中報告頻率
維持半年 

修正後原

審委員複

審 
一年一次 

CGH-FJ102004 蔡欣玲教授 

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照護電腦遊

戲之建置與評值」使用阿曲生坦

(Atrasentan)後對腎病所產生之

療效的臨床試驗 

1. 同意進行變更，須作其中查核，就收 
   案做確定為 60 而非 80。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
中報告頻率
維持半年 

修正後原

審委員複

審 
半年一次 

(四)、期中報告(共 2 件) 

新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頻率 

CGH-P100121 何志明醫師 
高危險型人類乳突瘤病毒 mRNA 

定性檢測系統 
同意期中報告，修正一年追蹤一次 

核准 1 一年一次 

CGH-P103018 林朝順主任 急診醫師診斷錯誤的思考過程 請送試驗偏差報告，再行討論 暫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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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JIRB 追認案件(共 0 件) 

(六)、簡易審查案件：(共 1 件) 

簡易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意見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2062 王文弘醫師 
以達文西輔助微創手術切除喉

部血管瘤 
核准 核准 1 一年一次 

(七)、變更案(共 3 件) 

簡易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 P102035 王晨旭醫師 
以CIS資料庫回溯性分析加護病房疾病嚴重度及預後

之早期預測模式研究 核准 1 一年一次 

CGH- P100129 林世昌醫師 
全身性紅斑狼瘡及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免疫細胞內

發炎體功能之分析研究 核准 1 一年一次 

CGH-P102052 葉勳龍醫師 
抗氧化防禦基因標籤單核苷酸多形性、氧化壓力生物

標記與冠狀動脈心臟病之相關性 核准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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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期中報告審查 (共計 12 件) 

簡易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CS102006 陳堃宏醫師 

一項前瞻性、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平行

性、多中心、第三期試驗，評估 ENIA11 併用

疾病調節抗風濕藥物與單用疾病調節抗風濕

藥物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的療效性與安

全性 

2014/07/08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CS103005 張志儒教授 
評估手術後患者使用"管制藥品廠"硫酸嗎啡

錠 15 毫克之安全性及止痛效果 2014/07/21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T98114 何志明醫師 

探討子宮頸病變中致癌型之人類乳突病毒型

別專一性的E6抗体與E6蛋白中的高抗原性區

域 
2014/07/30 通過 1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CS101006 王榮添醫師 
針對已進行血管支架置放術的台灣冠心症患

者，使用雙重抗血小板藥物的觀察性研究 2014/07/25 通過 1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OP102007 謝明達研究生 
大一新生身體組成、飲食習慣、運動及活動習

慣調查之研究 2014/08/01 通過 1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GH-OP102008 范掀裕研究生 
營養與運動教育資訊網介入大一新生預防肥

胖成效之研究 2014/08/01 通過 1 期中報告一年一次 

CT099078 何志明醫師 
卵巢癌病人腹水及組織中祖基質幹細胞的基

因甲基化檢測多重格局分析 2014/08/08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P102064 黃奕文醫師 
慢性 B 型或 C 型肝炎病人的單核球和淋巴球

內之基因表達分析 2014/08/08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CS103006 宋詠娟醫師 台灣癌症病患之疼痛管理滿意度調查 2014/08/12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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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2057 
宋詠娟醫師 

轉移性大腸直腸癌病人以 bevacizumab(癌思

停)合併 FOLFIRI 為第一線治療藥物時，對於

以 UGT1A1 基因多型性做為 irinotecan(伊立替

康或抗癌妥)劑量提高的前瞻性分析 
2014/08/12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CS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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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8/13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CGH-CS102002 
廖品雯醫師 

XanAP – 針對亞洲區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

動的病患，觀察拜瑞妥 Xarelto®預防發生中風

及非中樞神經系統全身性栓塞之非介入性研

究 
2014/08/13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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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案報告審查 (共計 5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2008 方德詠醫師 
運用 3D 虛擬顳骨模擬器輔助顳骨解剖及研磨教學:  
住院醫師及醫學生成果及滿意度調查 2014/07/2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0095 邢鴻君主任 
護理長管理職能、團隊互動與護理人員離職傾向之相關研

究－以某醫療機構為例 2014/08/1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2040 李嘉龍醫師 急性胰臟炎的診斷與治療對最新指引的遵從性 2014/08/09，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2009 王拔群醫師 醫療不良事件流行病學調查 2014/08/0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90 黃其晟教授 探討台灣族群基因多型對乳癌疾病嚴重度之評估 2014/08/09 ，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九)、終止案件 (共計 2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1051 蒲啟明醫師 脂肪幹細胞對傷口癒合之影響其相關機轉探討 2014/07/23 ，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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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實地訪視 (共計 2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訪視時間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2055 張兆良醫師 胼胝體發育與嬰幼兒發展 2014/05/27  2014/05/27，通過 同意核備 

CGH-P100095 邢鴻君主任 
護理長管理職能、團隊互動與護理人員離職傾

向之相關研究－以某醫療機構為例 2014/05/27 2014/08/08，通過 同意核備 

六、討論事項： 
案一： CT100052 及 CGH-CS101014 兩案之後續追蹤。 

案二：委員審查案件時，審查表單，若無意見也要填寫文字。 

案三：案件結果投票時，投票單上的「風險利益評估」、「建議追蹤審查頻率」，請委員務必填寫。 

案四：院外網頁 公告內容。 

案五：衛生福利部 函文，衛部醫字第 1030013183 號 
說明：請詳如附件 

案六：下次開會時間 
說明：103 年 9 月 17 日(三) 

七、SOP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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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 (略)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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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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16 日至 2014 年 08 月 13 日 

計畫名稱：一項第三期、多中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評估全身性紅斑性狼瘡(SLE)病患使用皮下注射 LY2127399 的

療效與安全性；(計畫編號：CGH-CS100134  計畫主持人：陳堃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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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6  3.廠商     非預期性嚴重不良事件季報   
2 2014/8/6  3.廠商 3.國外   1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事件通報 4.不太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高血管風險之第 2 型糖尿病病患使用 LINAgliptin 5 mg 每天 1 次的一項多中心、國際性、隨機分配、平行分組、雙盲、安

慰劑對照、心血管安全性及腎臟微血管結果試驗 (計畫編號：CGH-CS102011 計畫主持人：黃啟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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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11  3.廠商 3.國外   4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 3.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一項第 3b 期、多中心、開放試驗，評估紅斑性狼瘡 (SLE) 病患接受 LY2127399 皮下注射劑之長期療效與安全性 
(ILLUMINATE - X)  (計畫編號：CGH-CS101012 計畫主持人：陳堃宏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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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25   3.廠商 3.國外   1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 3.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為期 52 週的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研究，目的在於評估活性自體抗體呈陽性的全身性紅斑狼瘡成年患者使用 Belimumab
後應特別注意的不良事件(計畫編號：CGH-CS101031 計畫主持人：陳堃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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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21   3.廠商 3.國外   16 件 SUSAR 事件報告 3.可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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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XanAP – 針對亞洲區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的病患，觀察拜瑞妥 Xarelto®預防發生中風及非中樞神經系統全身性栓塞之

非介入性研究  (計畫編號：CGH-CS102002 計畫主持人：廖品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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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2 2014/7/16 協同主持人 本院 0.初始報告 610090101 4.延長病人住院時間 5.不相關 

計畫名稱：一項以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患者為對象，評估 baricitinib 長期安全性暨療效之第三期多中心試驗  (計畫編號： 
           CGH-CS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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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2 2014/7/24 主持人 本院 0.初始報告 59380 4.延長病人住院時間 5.不相關 

計畫名稱：一項以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患者為對象，評估 baricitinib 長期安全性暨療效之第三期多中心試驗  (計畫編號： 
           CGH-CS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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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18 
 

3.廠商 3.國外   22 件 SUSAR 事件報告 5.不相關 

計畫名稱：高血管風險之第 2 型糖尿病病患使用 LINAgliptin 5 mg 每天 1 次的一項多中心、國際性、隨機分配、平行分組、雙盲、安慰劑 
          對照、心血管安全性及腎臟微血管結果試驗  (計畫編號： CGH-CS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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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1 
 

3.廠商 3.國外   33 件件國外安全性通報(非本案) 5.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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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一項以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的受試者為對象，採用三種劑量、以皮下方式給予藥物 BI 655066，用以證明概念及探索劑量，且為  
           期 48 週的第二期、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  (計畫編號： CGH-CS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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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25 2014/07/18 3.廠商 3.國外   1 件件國外安全性通報 5.不相關 

計畫名稱：一項針對活動性乾癬性關節炎受試者評估使用兩種 Apremilast(CC-10004)劑量的第 3 期、多中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 
          照、平行分組之療效與安全性試驗  (計畫編號： CT09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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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28 2014/07/18 3.廠商 3.國外   3 件件國外安全性通報(非本案) 5.不相關 

計畫名稱：專案藥品申請書  (計畫編號： CGH-P102021  計畫主持人：宋詠娟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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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18 2014/05/11 3.廠商 3.國外 第一次追蹤 PHHO2014PL006992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2 2014/7/24 2014/07/03 3.廠商 3.國外 第一次追蹤 PHHY2014DZ083840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3 2014/7/28 2014/07/22 3.廠商 3.國外 第一次追蹤 PHHY2014DE064891 8.其他：tumorectomy 5.不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