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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 11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時間：2015 年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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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啟宏委員、張家琦委員(院外)、李惠珍委員、洪依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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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人員：莊禮如管理師、陳亭潔辦事員 

請假人員：徐翠文執行秘書、賴伊貞委員、傅伯昇委員(院外)、魏芳君委員、

柯文欽主任、黃家彥醫師 

伍、記錄：莊禮如管理師 

陸、會議摘要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報告：無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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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3052 黃啟宏 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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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8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36907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廖志冠醫師醫師共同主持之「一項隨機分配、雙

盲、安慰劑對照確認試驗，評估 ASP015K 用於疾病修飾型抗風濕藥物 

(DMARD) 治療反應不佳的類風濕性關節炎 (RA) 患者之安全性與療效」

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同意試驗進行。計畫編號：

CGH-CS104006。 

(2).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0 月 13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61440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廖志冠醫師醫師共同主持之「一項第三期、多中

心、雙盲、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平行組研究，以評估 Bococizumab 

(PF-04950615)減少高風險受試者發生重大心血管事件的療效、安全性與耐

受性。SPIRE 1」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同意新增試驗

中心及受試者同意書變更。計畫編號：CGH-CS1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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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0 月 13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61439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廖志冠醫師醫師共同主持之「一項第三期、多中

心、雙盲、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平行組研究，以評估 Bococizumab 

(PF-04950615)減少高風險受試者發生重大心血管事件的療效、安全性與耐

受性。SPIRE 2」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同意新增試驗

中心及受試者同意書變更。計畫編號：CGH-CS104017。 

(4).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64729

號函，同意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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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與藥

物動力學之開放性、隨機分配、有效藥對照、劑量探索的臨床 I / II 期試驗」

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回復不授食字第 1046053666 號

涵及核准函主旨勘誤。計畫編號：CGH-CS101019。 

(5).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0 月 20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62991

號函，同意有關心臟內科黃啟宏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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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終止國泰醫院為試驗中心。計畫

編號：CGH-CS102011。 

(6).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64655

號函，同意有關風濕科陳堃宏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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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核，同意計劃書及受試

者同意書修正。計畫編號：CGH-CS102006。 

(7).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1 月 4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69250

號函，同意有關新陳代謝科林慶齡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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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

計畫，經核，同意計劃書及受試者同意書修正。計畫編號：CGH-CS1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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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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件 

追蹤審查案件 0 件 

試驗偏差案 1 件 

一般審查案件複審案 0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5 件 

簡易審查案件  8 件 

免除審查案件 0 件 

補件案件 1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9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21 件 

結案案件彙總 9 件 

終止案件彙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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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件 

專案藥品案件 1 件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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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度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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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4054 
汐止國泰營養科  

許桂瀞營養師師 

比較運用團隊整合照護前

後，癌症病患營養照護成效

的差異 

1. 研究計劃書第八頁 6 可能得到

之益處，因為本計畫為回朔性

研究，並不會直接招募受試

者，故受試者不可能由本研究

得到好處，請修正。 

2. 風險利益評估表 4.風險類別應

為心理風險；5.利益類別應為

科學/社會利益；風險利益等級

綜合評估應為 D。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4071 
一般外科  

黃其晟醫師 

華人乳癌基因資料庫及個

人化雲端諮詢平台 

3. 本研究擬納入新診斷為乳癌病 

患或曾在曾於本院接受乳癌手

術有保存福馬林包埋蠟塊檢體

者，故納入條件 1 應與 2 合併。 

4. 受試者同意書十五應說明基因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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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如何保存？保存多久？誰

可以使用？ 

5. 車馬費補助 1000 元，請依原計

畫給付並在受試者同意書上說

明。 

CGH-OP104001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楊淑惠副教授 

改善血液透析患者完全營

養照護品質對心血管疾病

預後之相關性研究 

同意進行研究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三)、簡易審查案件(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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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4088 
放射線科  

吳一德醫師 

一個不尋常的發燒原因：胃

許旺氏細胞瘤及腫瘤內膿腫 
1. 同意進行研究 

2015/10/13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4070 
大腸直腸外科 

沈明宏醫師 

大腸直腸癌病人生活品質量

表：EORTC QLQ-CR29  

台灣中文版信效度評估 

1. 在計劃書中的-(1) 在 5.執行過

程「資料收集」主持人或共同

主持人先詳細解說研究目的，

並強調資料保密原則與生活品

質研究的重要性，鼓勵並說服

受訪者參與並簽署書面同意

書，這句話是否有讓受試者自

行參與研究的權利？ (2) 在

六、資料處理、紀錄、保存之

2.是否委由本院資訊組搜尋病

歷資料勾選是，但未檢附委託

資訊部擷取資料的申請書，會

2015/10/21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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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表也未知會資訊部的支援。 

2. 在受試者同意書的部份-(1)首

頁未將研究護士的資料列入；

(2)在十二試驗退出與中止第

二段的描述為「中途退出或中

止的資料處理會列入統計分析

/將直接銷毀不會列入統計分

析」，請問那一種方式？ 

3. 本研究依據人體試驗研究計畫

內容摘要表(三) 研究計畫試

驗內容敘述：”本研究以國泰

醫學中心大腸直腸外科與一般

外科將接受手術治療的病人

（手術治 療組）及血液腫瘤科

接受化學治療（化學治療組）

與已接受過手術治療或化學治

療的 大腸直腸癌追蹤病人（追

蹤組）為研究對象”。但在(五)

風險與利益勾選無對照組，二

者不符，請修正。 

4. 依據計畫主持人敘述：本研究 

目的在測試大腸直腸癌病人生

活 品 質 量 表 EORTC 

QLQ-CR29 台灣中文版的信

度與效度。又 EORTC (歐洲癌

症研究與治療組織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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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已推出 

QLQ-C30 核心量表與包含大

腸直腸癌在內各種不同癌症部

位 特 殊 表 (site-specific 

questionnaire)。 

5. 本 研 究 將 提 供  EORTC 

QLQ-CR29 台灣中文版信效度

認證的基礎，配合已完成信效

度測試的 QLQ-C30 核心量表

使用，故本研究將使用二種量

表 QLQ-C30 及 QLQ-CR29，其

中 QLQ-CR29 已由季老師依

照正式授權、正向翻譯、反向

翻譯與前驅測試等 EORTC 所

規定的步驟，完成台灣中文版

的量表翻譯工作 (site-specific 

questionnaire)。 

6. 請說明本研究是否取得使用

QLQ-C30 及 QLQ-CR29 問卷

授權?如有，請檢附授權證明

文件。 

7. 本研究之受試者非屬易受傷

害之族群，請更正風險利益

評估表對受試者屬性勾選。 

8. 請修正受試者同意書下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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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1)請在 ICF 三納入條件

註明本研究之納入年齡及所

納入之 100 人中之分組情

形。(2)請在 ICF 四依據計畫

書說明填寫問卷之次數及時

點。(3)請在 ICF 六說明受試

者對問卷內容有不願回答的

問題可以不回答。(4)請在 ICF

九說明所收集之受試者資料

及問卷在研究結束後如何處

理?(5)ICF 十二敘述：受試者

中途退出或中止的資料處

理會列入統計分析/將直

接銷毀不會列入統計分
析”，此敘述互相矛盾，請

明確說明中途退出或中止的

資料處理會列入統計分析或

將直接銷毀不會列入統計分

析。如需由受試者自行勾

選，請設置勾選欄位及受試

者之簽名及簽署日期欄位。 

9. 顯著財務利益/非財務關係評

估說明表的計劃名稱有誤，

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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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4077 
胃腸科  

李嘉龍醫師 

於非活動性消化性潰瘍與消

化不良病人中，比較十天連

續療法與七天標準三合一療

法之幽門桿菌治療 

1. 受試者資料登錄表是否應加

入”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結

果”？七、統計「1.統計方式」

所陳述的分析變項與受試者

資料登錄表的變項不一致，請

修正。 

2015/10/23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4085 
分子醫學科  

曾嶔元主任 

監控胃腸基質瘤復發之液體

切片的品質改善計劃 

1. 本研究於 2015 年 10 月 01 日

審查通過，未違反受試者保

護及人體研究法。 

2. 本委員會同意本研究請資訊

部依據「研究計畫受試者資

料登錄表」擷取所需變項（本

研究已會辦資訊部），予請相

關單位進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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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8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4062 
血液腫瘤科  

劉惠文醫師 

安寧居家照護下的疼痛控制

改善情形 

1. 試驗期間請修正為自 IRB 核

准日開始。 

2. 2.摘要表內容：(1)試驗設計未

勾選是否採集檢體。(2)受試

者為末期病患，所以在受試

者是否為易受傷害族群，應

勾選“是”。(3)風險利益中

2015/10/29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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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有對照組，但研究設計

中並無對照組。 

3. 計劃書內容：(1)試驗目的內

容與關鍵字不一致。(2)試驗

架構中陳述探討疼痛分數改

善情形與程度(中重度改善為

輕度)的比率，請 PI 說明何謂

中重度改善與輕度改善?(3)

執行過程中陳述病歷採取

2011年至 2013年安寧居家照

護收案病人名單(皆為主持人

或團隊討論病人)，是否會有

選樣偏差?(4)資料處理、紀錄

是否抄錄受試者病歷，勾選

“否”?此研究為病歷回溯，

不會是“否”，請修正。 

4. PI 在免除受試者同意書中自

評意見為使用死亡病歷，病

人皆已死亡，安寧居家已結

案，但此條件並非納入條件。 

5. 風險/利益評估表中風險類別

勾選社會風險是否合宜? 

6. 應用個人資料切結書中抄錄

病歷資料時間與試驗時間不

一致。 

7. 受試者資料登錄表內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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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完整：計劃編號、計

劃主持人及計劃名稱皆未填

寫。(2)收案內容與計劃書中

不一致，如 VAS 未列入登錄

表。(3)建議於登錄表中列出

止痛藥資料。 

8. 研究設計為比較接受安寧居

家照護的末期病人開始與過

程中 VAS 的改善與變化情

形，每二週分析 VAS 分數變

化，PI 使用 t-test 進行統計分

析，請 PI 再針對統計方法詳

加說明。 

9. 請 PI 說明 sample size 為何設

50? 

CGH-P104048 
胃腸科  

李嘉龍醫師 

快速尿液胰蛋白酶原於早期

診斷十二指腸乳頭切開術引

發的胰臟炎 

1. 計畫書的(4)試驗架構和(5)執

行過程:讀起來似乎是前瞻性

的研究(將於…) ，而本研究

是屬於回溯性的，建議稍加

修改。 

2. 受試者可能得到的益處：對

本次所納入之受試者而言，

並不正確，請修正。 

3. 計劃書 page 6 of 23，納入條

件 1.「組」塞性請修正為「阻」

塞性。另納入條件是否需增

2015/10/27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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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接受過快速尿液胰蛋白酶

原試驗者，同時限定受試者

年齡，請 PI 說明或修正。 

4. 計劃書 page 6 of 23，可能得

到的益處：因本研究為回顧

性觀察研究，所以受試者應

無法得到直接益處，但對日

後相同疾病之患者可能可提

前獲知術後胰臟炎發生之可

能性，而獲得提早介入治療

的機會，請 PI 修正。 

 

CGH-P104073 
泌尿科 

王世鋒醫師 

以腎臟輸尿管切除術治療上

泌尿道泌尿上皮細胞癌後的

膀胱復發分析 

1. 資料保密方式建議以編號識 

別等方式，以減少個資外

洩。建議將「病歷號碼」去

除於受試者資料登錄表中，

改以編號取代。 

2. 會辦表請至醫研部蓋章。 

2015/11/06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CS104007 
新陳代謝科  

林慶齡醫師 

DISCOVER：在實際臨床情境

中探索第二型糖尿病治療實

況 

1. 未針對意見 5 回覆，請 PI 說

明此三份問卷之信效度。 

2. 意見 4 之回覆意見請補充在

計畫書內。 

3. 意見 6 之回覆意見，PI 回覆

於受試者常規返診第 6,12,24

及 36 個月前後兩個月與受試

者溝通，以了解受試者上次

2015/11/07 

通過 
2 

每半年 

繳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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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診至本次回診之健康狀況

及用藥情況，前後兩個月意

旨第 4,8,10,14,22,26,34,38 個

月嗎？ 

4. 三年期滿須再邀請受試者參

與研究時，會重新讓受試者

簽屬同意書，請在計畫書及

同意書上呈現。 

5. 篩選期間有修正，與計畫書 

    不一致。 

(四)、修正審查案件(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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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2031 

輔仁大學基礎醫

學研究所  

林盈宏助理教授 

探討參與精蟲生成基因之遺

傳變異於男性不孕症患 

者的分佈與角色 

1. 本案件於 2015 年 11 月 18 日

計畫案件審查通過，未違反受

試者保護及人體研究法。 

2. 計畫主持人基因學分訓練未

補正完全，補件時限為三個月

至 2016 年 02 月 18 日，請於

時限內完成補件。 

3. 若未於規定內補正完成，本委

員會將按 P-IRB-0007 計劃書

送審管理，標準作業流程規

定，將自行終止研究並於會議

中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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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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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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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H-OP103001 

交通大學生物

科技系暨研究

所 曹健民醫師 

瑜珈結合科技的介入對一般

孕婦和妊娠糖尿病婦女生心

理的影響 

同意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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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103006 

中山醫療社團

法人中山醫院

產科病房  

蔡靜淑護理長 

比較硬脊膜外及靜脈藥物減

痛分娩對初產婦與嬰兒的影

響 

同意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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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一次 

CGH-CS104006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一項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

對照確認試驗，評估 

ASP015K 用於疾病修飾型抗

風濕藥物 (DMARD) 治療反

應不佳的類風濕性關節炎 

(RA) 患者之安全性與療效) 

同意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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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4011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一項針對具有抗腫瘤壞死因

子(TNFα)藥物頑抗性之活動

性放射影像軸心型脊椎關節

炎受試者，評估 Ustekinumab

療效和安全性的第三期、多中

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

對照試驗」 

 

同意進行變更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
中報告頻率
維持半年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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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CS104012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一項針對未曾使用抗腫瘤壞

死因子(TNFα)藥物之活動性

放射影像軸心型脊椎關節炎

受試者，評估 Ustekinumab 療

效和安全性的第三期、多中

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

對照試驗 

同意進行變更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
中報告頻率
維持半年 

修正後原審

委員複審 
半年一次 

(四)、追蹤審查 (共 0件) 

(五)、結案報告 (共 0 件) 

(六)、試驗偏差案(共 1 件) 

試驗偏差案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改善方案 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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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版 計 劃 書 (protocol 

amendment01,02 June 2015)已於

19-AUG-2015 經 IRB 核准通過，

並於 27-AUG-2015 經 TFDA 核

准通過。CRA 於 28-AUG-2015

以電子郵件通知試驗執行人員

需開始使用新核准版本之文件，

並提供相關文件。 

CRA 審視資料時發現，受試者

02006 於訪視 3 (03-SEP-2015)時

仍簽屬前一版本 ICF v1.2。此受

試者雖已於訪視 4(24-SEP-2015)

當 IRB/TFDA即將發出核

准通知前，試驗人員應提

早做好相關準備，當試驗

人員收到通知後，即可確

認需進行 re-consent 受試

者名單，並準備相關文

件。另外，因受試者之回

診日期為可預期的，故

CRA 可於通知試驗人員

時也可協助列出需進行

re-consent 的受試者及預

計回診日期，避免類似狀

核准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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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ICF v2 簽署，但因試驗執行

人員未及時使用最新核准版本

ICF(v2)取得受試者的知情同意，

故仍通報此事件為

Non-Compliance。 

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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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4009 
心臟內科  

柯文欽醫師 

一項針對活動性無放射影像

異常之早期軸心型脊椎關節

炎受試者評估 Ustekinumab

療效和安全性的第三期、多中

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

對照試驗 

1. 審查意見第四點「未有告知伴侶

之選項有懷孕風險」，主持人誤

會問題之核心，請在藥物基因受

試者同意書中加註一選項讓受

試者伴侶勾選已表明自己已知

道伴侶已參加本試驗。 

2. 藥物基因受試者同意書第十二

頁六、發生傷害時的賠償增加了

國泰醫院負補償責任之記載，此

點在原版同意書並未記載也未

陳列於修改前後對照表，必須刪

除，並同時說明為何在藥物基因

受試者同意書中增列國泰醫院

之賠償責任卻不加標示？ 

3. 請重新修訂藥物基因受試者同

意書並於內容中「清楚標示」修

正或補充添加部分(只要有變動

2015/10/29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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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標示)。 

4. 藥物基因受試者同意書第十二

頁六、發生傷害時的賠償與第十

八頁十六、造成損害時之救濟救

濟措施或損害補償(賠償)與保

險有重複，請修正。 

CGH-CS104016 

 

新竹國泰心臟

內科  

廖智冠醫師 

一項第三期、多中心、雙盲、

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平

行組研究，以評估

Bococizumab (PF-04950615)

減少高風險受試者發生重大

心血管事件的療效、安全性

與耐受性。SPIRE 1 

1. 建議受試者同意書列出試驗時

間程序表，使受試者容易理解相

關配合程序。 

2. 受試者同意書有許多藥物的敘

述使用英文，請注意受試者的理

解性，執行時宜有適當口頭說

明。 

3. 本案排除條件之一為 HIV 患者，

於篩選階段是否進行此檢驗，如

果是應清楚告知獲取同意，萬一

是 HIV 患者除排除外，宜有適

當的輔導及轉介治療措施。 

4. 本試驗長達四年，有 20 次門診

和多次抽血和各項檢查，建議將

計畫書中所列就診時間表/流程

圖，附在受試者同意書四、研究

方法與相關檢驗後面，讓受試者

更清楚整體試驗流程。並請在同

意書中清楚寫出共需抽血/尿液

幾次，每次抽血量/尿液量多少。 

2015/10/21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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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中心納入人數是多少人？(計

劃書中 10 人，同意書中 19 人)，

請 PI 修正。 

6. 受試者同意書十一、損害補償與

保險，本醫院請改為國泰新竹分

院，並說明本研究有無投保保

險。 

7. 本試驗計劃需 DSMP，請補件。 

8. 未檢附計劃主持人廖智冠、協同

主持人陳正強、黃漢倫的醫學倫

理學分。 

9. 未檢附計劃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聲明書、保密切結書、檢體外送

單、風險利益評估表、會辦表。 

10. 未檢附陳玟秀履歷。 

11. 未檢附研究團隊權責授權書。 

12. 計劃主持人應填寫顯著財務(非

財務關係)評估說明表，而不是

顯著財務利益申報表，請補件。 

13. 檢體需外送，但未檢附衛福部核

准公文。 

14. 內容摘要表研究成員的人體試

驗訓練時數未填寫完整，並自行

新增研究助理的資料。 

15. 受試者同意書首頁請將研究助

理的資料列於首頁。 



 F-IRB-1092,2015/06/17,六修 

 

  

16. 受試者同意九、試驗/研究進行

中受試者之禁忌，要避孕，請增

加告知伴侶的選項。 

CGH-CS104017 

新竹國泰心臟

內科  

廖智冠醫師 

一項第三期、多中心、雙盲、

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平

行組研究，以評估

Bococizumab (PF-04950615)

減少高風險受試者發生重大

心血管事件的療效、安全性

與耐受性。SPIRE 2 

1. 受試者同意書四、流程表後，尿

液總次數：7 次；總共抽血量：

56 CC；平均每次尿液量：8 CC/

次。請將總抽血量改為總尿量。 

2. 預篩選同意書十、損害補償與保

險.請將本醫院改為新竹國泰醫

院。 

3. 仍建議給予來院注射藥物者交

通補助費，否則排除之。 

2015/10/24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LP104006 

 

羅東博愛醫院

心臟內科 雷孟

桓醫師 

一項第三期、多中心、雙盲、

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平

行組研究，以評估

Bococizumab (PF-04950615)

減少高風險受試者發生重大

心血管事件的療效、安全性

與耐受性。SPIRE 1 

1. 受試者同意書第十六頁說明尿

液總次數：7 次；總共「抽血

量」：56 CC，應該是「總尿量」。 

2. 預篩選同意書十、損害補償與保

險.請將本醫院改為羅東博愛醫

院。 

3. 請將研究助理資訊列於兩份同

意書首頁。 

2015/11/02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CGH-LP104007 

 

羅東博愛醫院

心臟內科 雷孟

桓醫師 

一項第三期、多中心、雙盲、

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平

行組研究，以評估

Bococizumab (PF-04950615)

減少高風險受試者發生重大

心血管事件的療效、安全性

1. 建議給予來院注射藥物者交通

補助費，否則排除之。 

2. 受試者同意書四、流程表後，尿

液總次數：7 次；總共抽血量：

56 CC；平均每次尿液量：8 CC/

次。請將總抽血量改為總尿量。 

2015/10/24 

通過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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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耐受性。SPIRE 2 3. 預篩選同意書十、損害補償與保

險.請將本醫院改為羅東博愛醫

院。 

4. 請將研究助理資訊列於兩份同

意書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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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決議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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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送審有誤，需補繳

期中報告及 GCP 時數 
2015/11/04 通過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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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簡易變更案(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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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2005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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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3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CS102006 
風濕免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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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0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LP101004 

羅東博愛醫院胸腔

內科  

邱國欽醫師 

低劑量電腦斷層早期肺癌篩檢計畫 2015/10/20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4039 
肝臟中心  

胡瑞庭醫師 
大豆蛋白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之影響 2015/10/27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3066 
一般外科  

黃其晟醫師 

台灣地區大腸直腸癌基因表達與競爭性基因雜

交間同向性基因變異的初步探究 
2015/10/27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2009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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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9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CS102013 肝臟中心 一項第三期、隨機、雙盲試驗，評估一日一次 25 2015/11/02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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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賢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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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H-FJ103002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

學系  

陳宗泰助理教授 

以偏好為主的觀點檢視論質計酬成本效益 2015/11/04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2014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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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04 通過 2 半年一次 

(十)、追蹤審查案件彙總(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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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1014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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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5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1086 
婦產科  

黃文貞醫師 

成年骨盆疾患婦女其不同部位骨盆底肌肉群的電氣

生理活動及功能表現之研究 
2015/10/16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LP103006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涂珮瓊助理教授 

探討大腸直腸癌患者的壓力調適因子與心理沮喪發

展軌跡異質性之關係 
2015/10/16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OP1013006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 比較硬脊膜外及靜脈藥物減痛分娩對初產婦與嬰兒 2015/10/18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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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院產科病房 

蔡靜淑護理長 

的影響 

CGH-CS103007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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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9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2067 
神經外科  

張志儒醫師 

神經回饋與生物回饋改善慢性頭部外傷病人睡眠品

質之成效 
2015/10/13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1075 
婦產科  

黃家彥醫師 

基因啟動子甲基化異常與子宮內膜癌癌化過程的關

聯性--著重於使用高解析度融點分析的印證 
2015/10/21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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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2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2028 
護理部 

魏芳君督導 

運動、營養衛教介入對於結直腸癌症患者疾病接受

度及癌因性疲憊之成效探討 
2015/10/23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3066 
一般外科 

黃其晟醫師 

台灣地區大腸直腸癌基因表達與競爭性基因雜交間

同向性基因變異的初步探究 
2015/10/29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LP102010 
羅東博愛醫院心臟

內科 雷孟桓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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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9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2014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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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9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3071 
汐止國泰復健科 

韓紹禮醫師 
慣性感測器分析下肢活動以及臨床應用 2015/10/30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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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CS101020 
心臟內科  

黃啟宏醫師 

一項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多中心試驗，評估

AMG 145 併用 Statin 治療臨床明顯的心血管疾病患

者時，額外的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降低對主要心血

管事件的影響 

2015/10/30 2 半年一次 

CT099078 
婦癌中心  

何志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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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3 1 一年一次 

CGH-P101079 
護理部 

李秉儀護理長 
兒童跌倒評估工具之發展 2015/11/03 2 半年一次 

CGH-CS104003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利用 JKB-122 評估對於經干擾素(長效型或短效型)   

或干擾素和 Ribavirin 組合治療沒有反應的 C 型肝 

炎病毒陽性患者之肝臟功能 (丙胺酸轉胺酶 ALT 

以及天門冬胺酸轉胺酶 AST)的第二期，隨機、多 

劑量、雙盲、安慰劑控制的臨床試驗 

2015/11/04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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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04 1 一年一次 

CGH-P101049 

陽明大學醫學院環

境與職業衛生研究

所  陳美蓮教授 

塑化劑對生殖、生長發育危害之追蹤研究 2015/11/05 2 半年一次 

CGH-P102012 
小兒科   

林隆煌醫師 
B 型肝炎病毒子宮內母子感染之危險因子探討 2015/11/11 2 半年一次 

CGH-P102046 
汐止國泰小兒科  

許慶俊醫師 
B 型肝炎病毒子宮內母子感染之危險因子探討 2015/11/05 2 半年一次 

(十一)、結案案件彙總：(共 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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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T100038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

科學研究所  

施子弼教授 

造血及血管新生相關細胞表面因子 CD34 表達對人

體組織間質幹細胞之性能影響研究 2015/10/1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FJ102004 
輔仁大學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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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5，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2016 牙科 陳建勛醫師 
淨水壓力影響牙髓幹細胞分化為骨細胞之分子機制

研究 2015/10/2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0107 

心臟內科 

黃啟宏醫師 

(OSPREY：周邊血管阻塞 /狹窄動脈血管再生試

驗)：針對用於股淺動脈之 MisagoTM 自動擴張型

支架系統進行的一項多中心臨床試驗 

2015/10/2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18 

新竹國泰急診科 

林朝順醫師 
急診醫師診斷錯誤的思考過程 2015/11/0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31 

臨床病理科 

崔可忠醫師 

造成急性化膿性中耳炎之肺炎球菌血清型及分子流

行病學:前瞻性研究 2015/11/0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2030 

風濕免疫科 

曹正婷醫師 

分析 Toll-Like Receptor 訊息傳遞在全身性紅斑狼

瘡及類風濕性關節炎致病機轉的重要性 2015/11/04，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LP103042 

心臟內科 

黃啟宏醫師 
調查本院醫師 CVC 置放經驗 2015/11/09，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2051 
新竹國泰眼科 

陳瑩山醫師 
OCT 前臨床實驗與疾病影像資料庫建立 2015/11/10，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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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終止案件彙總：(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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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3064 
肝臟中心 胡瑞

庭醫師 
病患自費專案進口國內未上市之C型肝炎治療藥品

(Viekira Pak)」 
2015/11/06，進行研究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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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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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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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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3  3.廠商 3.國外   27 件 SUSAR 不良反應事件通報 3.可能相關 

2 2015/11/3  3.廠商 3.國外   2 件 SUSAR 不良反應事件通報 5.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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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6  3.廠商 3.國外   12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0 件非本案) 3.可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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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6  3.廠商 3.國外   41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皆非本案) 3.可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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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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2  3.廠商 3.國外   2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 1.確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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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4  3.廠商 3.國外 安全性通報  15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通報(0 件非本案) 1.確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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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9  3.廠商 3.國外   12 件國內嚴重不良反應通報  

 

計畫名稱：一項針對活動性無放射影像異常之早期軸心型脊椎關節炎受試者評估 Ustekinumab 療效和安全性的第三期、多中心、隨機

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 

(計畫編號：CGH-CS104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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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6  3.廠商 3.國外   2 份(16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通報 5.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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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一項針對具有抗腫瘤壞死因子(TNFα)藥物頑抗性之活動性放射影像軸心型脊椎關節炎受試者，評估 Ustekinumab 療效和安

全性的第三期、多中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 

(計畫編號：CGH-CS104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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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6  3.廠商 3.國外   4 件(16 件非本案)國外嚴重不良反應通 5.不相關 

 

計畫名稱：一項針對未曾使用抗腫瘤壞死因子(TNFα)藥物之活動性放射影像軸心型脊椎關節炎受試者，評估 Ustekinumab 療效和安全

性的第三期、多中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 

(計畫編號：CGH-CS104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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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6  3.廠商 3.國外   4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通 5.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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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9 2015/6/17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3) 23-059 3.導致病人住院 4.不太可能相關 

2 2015/11/3 2015/8/30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121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3 2015/11/3 2015/9/20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120 3.導致病人住院 4.不太可能相關 

4 2015/11/3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71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5 2015/11/3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3) 23-093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6 2015/11/3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81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7 2015/11/3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2) 23-125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8 2015/11/4 2015/9/20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2) 23-125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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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5/11/4 2015/9/20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71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10 2015/11/4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3) 23-093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11 2015/11/4 2015/11/20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81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計畫名稱：大豆蛋白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之影響 

(計畫編號：CGH-P104039  計畫主持人：胡瑞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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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9 2015/11/6 1.主持人 1.本院 0.初始報告 S05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