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RB-0093,2015/06/17,六修 

2015 年第 12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時間：201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12 時 00 分 

貳、地點：33 會議室 

參、主席：黃政華顧問醫師 

肆、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委員出席率 85.7% 

           （醫療專業）黃政華主任委員、林敏雄副主任委員、 

徐志育副主任委員、汪志雄委員、林惜燕委員(院外)、黃惠如委員(院外)、 

林恩慈委員(院外)、張家琦委員(院外)、李惠珍委員、洪依利委員、魏芳君委員、

徐國祐委員(院外) 

           （非醫療專業）李璽正委員、李肇基委員(院外)、曾育裕委員(院外)、 

楊劍華委員(院外)、陸雅雪委員(院外)、林瑾芬(院外) 

           （儲備委員）柯文欽主任、黃家彥醫師 

列席人員：徐翠文執行秘書、莊禮如管理師、陳亭潔辦事員 

請假人員：賴伊貞委員、傅伯昇委員(院外)、黃啟宏委員 

伍、記錄：徐翠文執行秘書 

陸、會議摘要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報告：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11：7；機構內：機構外：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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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1006 黃啟宏 協同主持人，請離席 

三、主管機關公告之原則性議題： 

(1).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43587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陳堃宏醫師共同主持之「這是一項第 2 期、多中

心、開放標示、追蹤試驗，用以評估完成 RA0083 試驗活動性類風濕性關

節炎的亞洲受試者，以皮下注射接受 CDP6038 的長期安全性與療效」供

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同意試驗結案。計畫編號：

CGH-CS100085。 

(2).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2 月 1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73031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1).依據衛生福利部，

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43587 號函，同意有關

國泰醫院陳堃宏醫師共同主持之「一項隨機分配、全球、雙盲、安慰劑對

照、平行組研究，以評估非急需手術前每天一次口服 Avatrombopag 用於

治療肝病相關血小板減少症成人患者的療效與安全性」供查驗登記用藥品

臨床試驗計畫，經核，同意試驗變更。版本編號：E5501-G000-310_ 

V5.0_Protocal Amendment 02_22 Jun2015。計畫編號：CGH-CS103004。 

○○○年第○次 

○○○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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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案件 

複審案審查 0 件 

新案審查 3 件 

修正案審查 2 件 

期中報告審查 0 件 

結案報告審查 0 件 

試驗偏差案 0 件 

一般審查案件複審案 0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2 件 

簡易審查案件  6 件 

免除審查案件 0 件 

補件案件 1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8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4 件 

結案案件彙總 6 件 

終止案件彙總 3 件 

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0 件 

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 0 件 

實地訪查 0 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12 件 

專案藥品案件 1 件 

捌、臨時動議： 

個案報告須送簡易審查，是否需受試者同意書，視個案而定。  

玖、散會（14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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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度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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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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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3095 
一般外科 

黃其晟醫師 

以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 

NGS)研究胰臟癌病人之

癌細胞之基因變異及其

分子變異機轉 

1. 納入條件一與二是否為獨立

條件？ 

2. 請說明受試者同意書四、檢體

採集之方法、種類、數量及採

集部位，受試者癌組織之剩餘

檢體<5mm3 是否應為排除條

件？ 

3. 受試者同意書十四應說明受

試者中途退出時其剩餘檢體

及衍生物如何處理？ 

4. 受試者同意書十二請修正「基

因檢查結果將不會主動通知

試驗參與者」，刪除「主動」，

同時本段說明只保留到基因

檢查結果將不會通知試驗參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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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即可，後面的敘述請全部

刪除(包含選項)，並加註說明

若您不願意請勿參加本研究。 

5. 本研究之剩餘檢體及衍生物

由輔大銷毀，應請輔大於銷毀

後函知本院主持人，再 由主

持人在結果報告時繳交於

IRB。 

CGH-CS104013 
新竹國泰眼科 

陳瑩山醫師 

「手持式眼底攝影機」與

「黃斑部色素密度儀」臨 

 床檢測計畫 

1. 請確認本研究是否為「新醫

療技術」？若屬於新醫療技

術需送衛福部。 

2. 受試者同意書中請說明，若

有使用散瞳的受試者其可能

的不良反應及相關注意事

項。 

3. 試驗起始日請修正為 IRB 通

過日。 

4. DEC100和DEC200要一起使

用嗎？或只需要其中之一？ 

5. 排除條件請以正面表列。 

6. 受試者同意書八、檢體採集

勾選其他，應說明是何種檢

體。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P104090 
新竹國泰復健科 

江東懋醫師 

早產兒與足月兒於嬰兒

時期之姿勢控制表現與

動作發展之關聯性 

1. 受試者同意書中述及受試者

部份請修改為「您的小孩」。 

2. 計劃書及受試者同意書中途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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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之基本資料及收集資料

選項 2 請改為「願意提供本

院繼續使用完成本研究」。 

3. 本研究收集家長及嬰兒姓

名、病歷號及出生年月日，

請說明其必要性，否則請刪

除並以代號表示，問卷亦同。 

4. 請說明計劃書中試驗架構：

若 4 個月時前臂支撐和翻身

等動作里程碑尚未達成，研

究人員每二週會以電訪提醒

照顧者觀察並記錄該動作里

程碑達成的日期，持續追蹤

至這二項動作發展里程碑皆

達成或達 6 個月大(兩者中較

晚者)為止？未見需觀察並記

錄項目及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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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易審查案件(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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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4087 
小兒科  

洪焜隆醫師 

醫學人文博物館之參觀體

驗對醫學人文素養之同理

心提升 

1. 有關同意書內容七、研究之參

與、中止及退出段：退出本研

究，不影響醫護病關係或任何

醫療上的正當權益，計畫主持

人在研究過程願意提供適當與

必要之協助。其中不影響醫護

病關係似與本研究案對象不吻

合，請修正。 

2015/11/12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LP104008 

羅東博愛醫院 

檢驗科 

方君瑜副主任 

評估 COPD 患者血液中

sRAGE 和血管性血友病 

因子（vWF）的相關性 

1. 請說明 40 名健康受試者是如

何招募？若需張貼招募廣告，

請附上受試者招募廣告，招募

廣告的內容請依據衛福部公告

的說明撰寫。 

2. 計劃書中，「三、受試者同意書

取得者：」▉其他受過研究計

畫相關訓練之研究人員，但未

見受過研究計畫相關訓練之研

究人員。 

3. 納入條件中，納入慢性阻塞性

肺病的病人係依據 2012 診治

指引，請明列該指引之出版機

構。 

2015/11/16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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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試者同意書專有名詞似嫌太

多，且包括有英文藥物名稱，

建議修正讓受試者能易懂。 

5. 未說明抽血費用的經費來源？

何時抽？又，雖然受試者同意

書載明抽血 5.4 c.c.，但建議去

小數歸整。 

6. 研究計畫問卷「 4. 藥物過

敏」，建議增設「症狀」欄位。 

CGH-P104086 
放射線科  

戴嘉裕醫師 

十二指腸潰瘍併十二指腸

膽道瘻管 
同意進行研究 

2015/11/19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4080 
新竹國泰急診科 

馮卓超醫師 

急診室的非外傷性空腔器官

破裂病人的診斷因子探討 

1. 自變數是 20 還是 21 個？受試

者資料登錄表少了 WBC、CRP

兩個變項。 

2015/11/23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4067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慢性 B 型肝炎患者對於長效

干擾素α-2a 之反應 
1. 請記得修改試驗的起始日。 

2015/11/24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4089 
品質管理中心 

洪聖惠管理師 

運用手持智慧型裝置提升採

檢及檢驗安全 

1. 本研究團隊成員應包括有加護

病房醫護人員，否則不可直接

進加護病房收案，會違背研究

倫理隱私保密原則，否則須經

加護病房醫護人員轉介，研究

團隊人員才可以收案，進行問

卷填寫。請 PI 說明和修正。 

2015/11/18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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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審查案件(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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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1019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評估P1101對於未接受干擾素治療之感

染慢性 B 型肝炎病毒患者的抗病毒活

性與安全性之開放性、隨機分配、有效

藥對照、劑量探索的臨床 I / II 期試驗 

同意進行變更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中
報告頻率維
持半年 

同意 

進行研究 
半年一次 

CGH-CS102010 
新陳代謝科  

林慶齡醫師 

SONAR：評估阿曲生坦(Atrasentan) 對

糖尿病腎病變之療效的研究一項隨

機、多國、多中心、雙盲、平行、安慰

劑對照，評估患有第二型糖尿病腎病變

的病患使用阿曲生坦(Atrasentan)後對

腎病所產生之療效的臨床試驗 

1. 請說明收集血液量 

   由 276ml 增加到 

   347 ml 之原因目的。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中
報告頻率維
持半年 

同意 

進行研究 
半年一次 

(四)、追蹤審查 (共 0件) 

追蹤審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追蹤 

CGH-CS101006 
心臟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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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報告是否可延長至

一年繳交一次? 

同意一年繳
將一次期中
報告 

核准 一年一次 

(五)、結案報告 (共 0 件) 

(六)、試驗偏差案(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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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IRB案件(共 5 件)  

C-IRB 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意見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CS104014 
心臟內科  

柯文欽醫師 

Azilsartan Medoxomil 用於治

療亞洲原發性高血壓和第二型

糖尿病病患的前瞻性研究 

1. 雖不需設立 DSMP 委員會，但

仍須補上本院要求之評估表。 

2. 有關本研究所創建或所收集之

資訊在研究結束後之儲存地點

及儲存廠商名稱，計畫主持人

僅說明”會存放於安全的、會

妥善保管的儲存廠商”，請確

實說明儲存地點及儲存廠商名

稱，並更正受試者同意書

P10&P13 之敘述。 

2015/11/02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CS104015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多中心、開放性(A 部分)後進

行隨機分配、雙盲、平行分

組、安慰劑對照試驗(B 部

分)，針對患有活性軸心型脊

椎關節炎(axSpA)的受試者，

接受 Certolizumab pegol 200 

mg 每 2 週一次(Q2W)或 200 

mg 每 4 週一次(Q4W)，相較

於安慰劑治療，評估維持緩解

的效果 

1. 風險利益評估表應勾選可能包

括隱私權侵害的心理風險。 

2. 本研究會進行 HIV 檢驗，如果

是HIV患者應通報主管機關除

排除納入外，宜有適當的輔導

及轉介治療措施。 

3. 因有安慰劑組又是雙盲設計，

故對疾病惡化的評估需更嚴

謹，救援措施需要及時有效，

以有效保護安慰劑組受試者權

益。 

4. 受試者同意書(1)八、檢體採集

(一)未說明尿液、糞便一次要

2015/11/1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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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多少？共幾次？(2)(三)檢

體提供者選項，勿刪除不需要

的選項 

(八)、免審案件(共 0 件)  

(九)、補件案件( 共 1 件) 

 

補件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追蹤 

CGH-LP102009 

羅東博愛醫院血

液腫瘤科  

游介宇醫師 

骨髓增生性腫瘤中不正常表現

High mobility group AT-hook 

2(HMGA2) 

之臨床意義與成因的探討 

逾期繳交期中報告，補正 GCP 時數 通過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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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簡易變更案(共 8 件) 

簡易變更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1075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基因啟動子甲基化異常與子宮內膜癌癌化過程

的關聯性–著重於使用著重於使用高解析度融

點分析的印證 

2015/11/13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3009 
泌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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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13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CS103013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評估 AC-201 用於痛風患者之隨機、雙盲、安慰

劑對照之二期臨床試驗 
2015/11/19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3027 
肝臟中心  

黃奕文醫師 

曾使用口服抗病毒藥物的慢性B型肝炎病人因肝

炎復發再度以類核苷藥物治療的效果及預後 
2015/11/26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1049 

陽明大學環境與職

業衛生研究所 

陳美蓮教授 

多塑化劑對生殖、生長發育危害之追蹤 2015/11/02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1006 
心臟內科 

王榮添醫師 

針對已進行血管支架置放術的台灣急性冠心症

患者，使用雙重抗血小板藥物的觀察性研究 
2015/12/02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3073 
護理部  

陳小蓮顧問 

醫院職場健康促進介入方案對代謝症候群員工

之影響 
2015/12/03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1020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慢性B型肝炎併肝硬化患者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

之追蹤研究 
2015/12/08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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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追蹤審查案件彙總(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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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2021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醫師 
INC424(RUXOLITINIB)恩慈療法 2015/11/19 通過 3 三個月一次 

CGH-CS103016 
整形外科  

蒲啟明醫師 

一個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平行對比的二期臨

床試驗以評估 CSTC1 在治療糖尿病足潰瘍病人之

療效性與安全性 

2015/11/19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LP102009 
羅東博愛醫院血液

腫瘤科 游介宇醫師 

骨髓增生性腫瘤中不正常表現 High mobility group 

AT-hook 2 (HMGA2)之臨床意義與成因的探討 
2015/11/18 通過 1 年一次 

CGH-P104045 
汐止國泰耳鼻喉科

徐愫儀醫師 
耳聲傳射是否能預測耳蝸疾病之預後 2015/12/1 通過 2 半年一次 

(十一)、結案案件彙總：(共 6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3032 

風濕免疫科  

曹正婷醫師 

Toll-Like Receptor(類鐸蛋白受體) 活化對全身性紅

斑狼瘡病人中性白血球功能的影響 2015/10/1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2082 

風濕免疫科  

曹正婷醫師 

分析 mTOR 訊息傳遞路徑在全身性紅斑狼瘡致病

機轉的重要性 2015/11/1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2003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林慶齡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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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2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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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4032 

放射腫瘤科 

粘心華醫師 

左側乳癌接受放射線治療深吸氣閉氣與自由呼吸劑

量的比較 2015/11/2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97 
過敏免疫科 

林世昌醫師 

介白質 28 在全身性紅斑狼瘡及類風濕性關節炎病

人周邊血液 T 細胞內的表達與功能之分析研究 2015/11/2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63 

心臟外科  

侯紹敏醫師 
心臟手術後之喉部創傷 : 發生率及危險因子調查 2015/12/0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十二)、終止案件彙總：(共 3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4035 

風濕免疫科  

曹正婷醫師 

探討 IL-12 家族細胞激素在全身性紅斑狼瘡和類風

濕性關節炎致病機轉中的角色 2015/11/12，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4058 

核子醫學科  

蘇弘毅醫師 
Neurolite (ECD) 專案進口 2015/11/26，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4091 
新竹國泰小兒科 

張兆良醫師 
晚期早產兒在整體動作評估的診斷效度及同時效度 2015/11/26，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十三)、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彙總：(共 0 件) 

(十四) 、本會終止案件彙總：(共 0 件) 

(十四)、專案藥品案件：(共 1 件) 

實地訪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4092 
汐止國泰腸胃科 

楊瑞能醫師 Daklinza及Sunvepra專案藥品 2015/12/06，進行研究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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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實地訪查結果報告：(共 0 件) 

(十六)、恩慈療法案件(共 0 件)  

(十七)、嚴重不良反應案件：(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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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8 日 

計畫名稱：Sorafenib 長期延伸計畫（STEP） 

(計畫編號：CGH-CS1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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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25  3.廠商 3.國外   12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皆非本案) 3.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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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編號：CGH-CS102003  計畫主持人：林慶齡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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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18  3.廠商 3.國外   15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事件通報(非本案) 3.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一項多中心、隨機分配、開放性、第三期試驗，針對患有無法切除之肝細胞癌的受試者，比較 Lenvatinib 與 Sorafenib 作為

第一線治療的療效與安全性 

(計畫編號：CGH-CS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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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23  3.廠商 3.國外   69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58 件非本案) 3.可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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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一項隨機分配、多中心、雙盲、平行、安慰劑對照，評估患有第二型糖尿病的成人受試者使用卡納格列淨後對腎臟終點產

生的影響之研究 

(計畫編號：CGH-CS103008  計畫主持人：林慶齡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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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12  1.主持人 3.國外   2014/09/29~2015/03/28 定期安全性通報，共 3 件 5.不相關 

 

計畫名稱：一項亞洲、第三期、多中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14 週試驗，評估 DS-5565 用於帶狀疱疹後神經痛 (PHN)患

者的療效，其後接續進行 52 週開放標示延伸試驗 

(計畫編號：CGH-CS103015  計畫主持人：簡志誠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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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16  3.廠商 3.國外   7 件 SUSAR 通報(2015/3/30-2015/9/29) 3.可能相關 

2 2015/11/16  3.廠商 3.國外 安全性通報    

 

計畫名稱：一項長期結果試驗，在高風險心血管疾病中罹有高三酸甘油酯血症的病患中，評估 Epanova 降低 statin 殘餘風險的狀況 (名

為 STRENGTH 試驗) 

(計畫編號：CGH-CS1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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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7  3.廠商 3.國外   7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事件通報(1 件非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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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針對已進行血管支架置放術的台灣急性冠心症患者，使用雙重抗血小板藥物的觀察性研究  

(計畫編號：CGH-LP102010  計畫主持人：羅東博愛醫院心臟內科雷孟桓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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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24 2015/10/22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2) 23-081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2 2015/11/24 2015/10/28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2) 23-121 3.導致病人住院 4.不太可能相關 

3 2015/11/24 2015/8/22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1.第 1 次追蹤(4) 23-063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4 2015/11/24 2015/9/20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1.第 1 次追蹤 23-081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計畫名稱：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以 Eculizumab 治療 

(計畫編號：CGH-P10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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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19 2015/11/14 1.主持人 1.本院 0.初始報告(2) YCP 3.導致病人住院 3.可能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