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綜合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會議議程紀錄 

壹、日    期：2015年 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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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雄副主任委員、徐志育副主任委員 

汪志雄委員、林惜燕委員(院外)、李惠珍委員 
林恩慈委員(院外)、張家琦委員(院外)、魏芳君委員 

（非醫療專業）李璽正委員、李肇基委員(院外)、林瑾芬委員(院外) 
曾育裕委員(院外)、楊劍華委員(院外) 
陸雅雪委員(院外) 

（儲備委員）柯文欽主任、黃家彥醫師 
請假委員：黃惠如委員(院外)、傅伯昇委員(院外)、洪依利委員 
          徐國祐委員(院外) 、黃惠如委員(院外)、賴伊貞委員 

黃啟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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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機構內：機構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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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3099 李惠珍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魏芳君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賴伊貞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CGH-P104010 李惠珍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魏芳君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賴伊貞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CGH-P104011 洪依利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CGH-P104016 李惠珍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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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芳君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賴伊貞 同科，可討論不投票 

四、主管機關公告之原則性議題： 
(1)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3 月 17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101881 號函，有關風濕免疫陳堃宏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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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查驗登記用藥臨床試驗計畫之安全資訊通報乙案。計畫編

號：CGH- CS102014。 
(2)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3 月 19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101818 號函，有關整形外科蒲啟明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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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查

驗登記用藥臨床試驗計畫之新增試驗中心及受試者同意書乙

案。計畫編號：CGH- CS103016。 
(3)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3 月 30 日發文字號，部授食字第

1046014697 號函，有關肝臟中心楊賢馨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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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查驗登記用藥臨床試驗計畫

之計畫書變更乙案。計畫編號：CGH- CS102009。 

五、討論案件 
複審案審查 一件 

新案審查 七件 
修正案審查 四件 
追蹤案審查 一件 
試驗偏差案 二件 
一般審查案件複審案 0 件 
廠商審查案件 0 件 
簡易審查案件  七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五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九件 
結案案件彙總 十三件 
終止案件彙總 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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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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件 
恩慈療法案件 0 件 

六、討論事項： 

七、SOP 修訂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CGHIRB 2015 年 04 月份會議議程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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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件) 

複審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3099 
新竹國泰護理科

陳靜香護理長 

站樁氣功改善對改善腦中

風復健病人之心率變異、心

理與生活品質之成效 

於初審會後意見回覆後，經

委員審查決議再次入會討

論，計畫主持人也於 2015 年

2 月告知秘書處將終止本試

驗。 

1. 建議將題目修正為「臥

式」站樁……。 

2. 請說明急性中風後收

案之時機。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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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全會審查案件(新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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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3076 
牙科  
楊岳炤醫師 

非手術性牙周病治療對控制

不佳之第二類糖尿病且有牙

周 病 病 患 血 液 中 之

biomarkers 的影響 

1. 收案人數在內容摘要表為 35 人，

但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為 45
人，請更正。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3091 
整形外科 
顏毓秀醫師 

以動物模式探討人體脂肪幹

細胞對傷口癒合之影響及其

相關機轉 
1. 請使用一般版的受試者同意書。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3101 
婦產科 
陳宇立醫師 

評估免疫學數據資料在卵巢

癌病人治療前後的變化及其

臨床意義 

1. 受試者同意書五、參與本臨床試驗

可能發生之副作用、發生率及處理

方法的且會於在置入手術所需…..
此一段之說明，請修正至四、本臨

床試驗實施步驟的段落。 
2. 受試者同意書第十四、試驗退出與

中止，請說明若受試者中途退出

後，如何處理資料？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4010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研究所 
張文英教授 

實證、友善、自主暨成效導向

之護理評估決策輔助系統之

發展：以住院病人跌倒評估為

例 

1. 受試者同意書十二、試驗退出與中

止，請說明所收集之個資在研究結

束後或中途退出時如何處理？ 

2. 受試者資料登錄病人資料欄有太

多的病人個資，請確認其必要性。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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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4011 
小兒科  
洪焜隆醫師 

台灣第 1 型脊髓肌肉萎縮症

患者之自然史回溯性追蹤 

1. 受試者同意書十二、試驗退出與中

止，請說明所收集之個資在中止或

中途退出時如何處理？試驗結束後

資料該如何保存？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4016 
新竹國泰護理

科  
張淑敏護理長 

臨床護理師善終概念與死

亡處理態度之調查及介入 

1. 受試者同意書十一、費用與補償，

請照原範本書寫補償的部份。 

2. 受試者同意書四、本臨床試驗實施

步驟請清楚說明第一部份和第二

部份的收案流程和人數。 
3. 參加安寧教育者才需要同意書，其

餘只要說明書即可。計畫未完成前

離職者非排除條件，應為退出退

件。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4021 
汐止國泰一般

外科  
黃其晟醫師 

微小 RNA 參與的上皮-間質

轉化在復發或轉移的大腸直

腸癌的探索 

1. 受試者同意書二、本計劃實施步驟

請說明納入 12 位受試者，6 名來自

本院，其他 6 位來自何處？ 

2. 受試者同意書三、參與本研究計劃

可能發生之危險或副作用應來自

基因研究風險。 

3. 受試者同意書五、檢體儲存與地點

請說明 RNA 在研究結束後或中途

退出時如何處理？ 

4. 受試者同意書七、研究結束後檢體

處理方式應只有銷毀，因本研究不

核准，但須小

幅修正後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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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剩餘檢體。 
5. 受試者同意書十三、若中途退出研

究，您的檢體及訊息處理方式，第

一個選項應修正為提供國泰綜合

醫院完成本研究。 

(三)、簡易審查案件(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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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4013 
小兒科 

林隆煌醫師 
腺病毒肺炎合併急性呼吸窘

迫症候群:一病例報告 

1. 臨床研究受訪者同意書中，“敬啟

者”、“研究目的”個案投稿於“國外

醫學期刊”，確定只投國外的雜誌嗎？

若不確定，請改成投至“國內外醫學期

刊”。 

2014/03/11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4005 
汐止分院病理

科 蔡卉芝檢

驗師 

薄層抹片檢驗應用於肺癌之

細胞學診斷及病理次分類 

1. 協同主持人蕭建隆及柯佑霖的 GCP
訓練時數不足，請於補足時數後，

相關人員始可執行本研究計畫。 
2. 本研究計畫為臨床試驗，經侵入性

方式取得檢體，主持人擬評估比較

支氣管刷拭及支氣管沖洗液之檢

體在用傳統細胞抹片與液基薄層

細胞抹片診斷的優缺點： 
3. 本研究計畫預計做「支氣管沖洗」

及「支氣管刷拭」取得檢體，前者

可將一次取得之檢體分成兩部分

處理（傳統抹片與薄層抹片）；但

後者無法將取得的檢體一次即可

2015/03/19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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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兩部分處理，勢必需做兩次

「支氣管刷拭」以取得檢體（兩次

「支氣管刷拭」的檢體是否能相

同，不無疑義），主持人須在「受

試者同意書」的實施步驟內說明清

楚，裨讓受試者知情後同意。 
4. 計畫書在「研究方法」定義「細胞

量」、「有無紅血球干擾」時，請

列其計量單位（如：低倍鏡？或高

倍鏡？）。 
5. 一般而言，判定細胞抹片診斷的真

確通常需另以組織切片為依據，請

問受試者是否都要做切片？不願

意、不能做或不做切片者，應如何

處理？視為排除？或退出？  
6. 本研究計畫受試者預估為 63 人，「計

畫書」內僅記載：樣本數選取的理

由係因「預備希望研究數據之 p 值
能小於 0.05」所收的最小樣本數，

但不知如何計算而得？若遇有「從

樣本母體中刪除」的個案而導致不

足 63 人時，主持人會如何因應？） 
7. 受試者極有可能將「癌症末期病人」

包括在內，後者應為易受傷害族

群，請修正（包括：排除條件、「風

險/利益評估表」的自我評估部份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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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補送「潛在利益衝突聲明書」。 
  「試驗期間所發生之不良反應或疾 
   病」應與接受支氣管鏡檢查有關，而 
   非主持人認為「因病人過度揣測剩餘 
   檢體可能會被拿去執行對病人有害 
   的事情，因此造成的心理不適」，請 
   修正並提出因應之道。 

9. 計畫書載明「結束後繼續保存：保

存 5 年」，「後續處理方式：待期

刊發表後或超過 5 年，將相關文件

資料以碎紙機銷毀」。二者孰為優

先適用？請主持人說明。 

CGH-P103094 
品質管理中心 

王拔群醫師 

高擬真團隊模擬訓練於一般

病房之持續教育成效探討-長

期追蹤研究 

1. 請補全二位研究人員 GCP 訓練時

數。 

2. 請檢附量表及問卷信效度。 

3. 試驗期間自 2015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7 月 31 日，但篩選期間自 2013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篩

選期間未 cover 試驗期間？ 

4. 請PI說明如何依2013年第一次接受

simulation 訓練至再次訓練之間隔時

間將受試者分四組？每一組各有多

少人？ 

 

2015/03/31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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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邀約受試者？同意書內也應註

明參與人數。 
6. 在試驗前才向受試者說明並取得

ICF，是否有給受試者充足的時間考

慮？若受試者拒絕填寫 ICF，是否可

退出不參加訓練？若是，當下需補

全受試者(1 位醫師，3 位護理師)
嗎？ 

7. 進行此訓練時受試者是給予公假或

自假？ 
8. 同意書中之第四項補助(2)陳述本研

究希望藉由導入團隊擬真訓練，協

助「急診的同仁」確實遵守醫院維

護病人安全的作業規定…，與研究

對象不一致。 

CGH-P104006 
護理部  

陳小蓮顧問 

乳房、大腸直腸異常病灶患者

之心理社會困擾、睡眠、疲憊

與其相關因素 

1. 本臨床研究英文標題末兩字，建議

修改。 
2. 「乳房/大腸直腸異常病灶病歷調閱

表」請以「編碼」取代「病歷號碼」、

「姓名」、與「連絡電話」，後三者

請刪除以維護病人隱私，惟可另以

一張對照表（但限只有計畫主持人

知悉）做事後參照連結且需高度注

意受試者隱私保護。 
3. 受試者同意書中三.和七.內容應對

2015/04/01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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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同時三.請增加說明，若填寫問

卷時因焦慮而產生心理或身體不適

時將如何處理。七.請增加說明，退

出後已收集之資料如何處理。 
4. 受試者同意書六.預期效益，後面請

增加「但您的參與，將能提供醫療

人員對與您相同情形之病患，日後

醫療照護之參考」。 
5. 計劃書三、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

同意書取得流程與步驟 STEP 1 應
修改為「於家庭醫學“或”大腸直

腸外科門診進行研究說明解釋，並

邀請加入研究」。 

CGH- 
TECH103012 

台灣科技大學

台灣創意母體 

王韋堯教授 

汽車內裝配色的情緒維度 

1. 實驗儀器操作者是否為研究團隊

成員？ 
2. 受試者同意書 P.2 第四行陳述本研

究試驗主持“醫事人員”，願意提

供進一步解釋…，請修改。 
3. 招募廣告內容與計劃書及同意書

內容不一致： 
(1)Inclusion criteria：矯正後視力 0.8 以

上與 1.0 以上。 
(2)實驗時間：2-3 小時與 1-2 小時。 
4. 招募廣告中之實驗方式不完整，未

說明完成腦波實驗後仍須填寫問

2015/04/06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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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5. 招募廣告之排除條件包含 PI 及

CO-PI 直屬學生，但試驗主持人只

有 CO-PI 名字。 
6. 請檢附情緒維度問卷內容，另問卷

之信效度為何？ 
7. 受試者同意書P.3之NO.2實驗時間

與 NO.4 重複，是否合併？ 
8. 計劃書及同意書請再針對腦波帽

配戴流程補充說明。 
9. 受試者同意書內應註明參加人數。 

CGH-P104003 
心臟內科 

柯文欽醫師 

冠狀動脈心臟病病人疾病嚴

重度、社會支持與戒菸行為之

相關因素探討 

1. 人體試驗研究計畫內容摘要表(三) 
研究計畫試驗內容之計畫中文摘

要敘述預計收案 105 位，但(四)試
驗設計之預估參與人數、人體試驗

研究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均為

152 位，請確認本研究之收案人

數，並更正不相符之文件。  
2. 請將欲收集之個案資料詳列於個案

報告表後送審。 
3. 人體試驗研究計畫書三、受試者同

意書敘述，受試者同意書取得流程

與步驟 STEP4 所需時間只需 15 分

鐘，對受試者而言，需在 15 分鐘內

看完受試者同意書、簽署同意書再

填妥所有的問卷，將有莫大的壓

力，請放寬預估 STEP4 所需時間，

2015/04/07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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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修正受試者同意書四問卷內容

說明中敘述將“填答時間大約會花

費您 15-30 分鐘”，以緩和受試者

之焦慮。 
4. 請修正受試者同意書下列事項： 

(1) 請刪除受試者同意書首段

“(或法定代理人同意)”不

適用本研究之敘述。 
(2)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四“本問

卷調查我們特別想了  解您

的資訊，答案沒有對或錯，

請圈選最適合您(過去一週狀

況)的答案“加註”對於您不

想回答的問題，您可以不

回 答”，以維護受試者

之自主性。 
5.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九之 3 說明試驗

期間所收集的任何資料及問卷在研

究期間如何保管？研究結束後如何

處理？ 

CGH- 
TECH103013 

台灣科技大學

台灣創意母體 

王韋堯教授 

文化差異對包裝色彩計劃的

影 

1. 請於【計劃書】及【受試者說明及

同意書】中請加入【實驗後，本研

究會提供您清潔地點，實驗者會協

助您清洗頭髮與頭皮，以讓您清爽

舒適的離開實驗室。】之相關說明。 
2. 有關本研究中所使用之【Neuroscan

相關儀器】：a.是否於國內取得相關

2015/04/09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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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 b.本儀器將由何人操

作？由何人進行相關資料之判

讀？另，本計劃建議納入具醫療背

景之人員共同參與為宜。 
3. 試驗主持人所檢附之受試者招募

廣告預計於何處刊登？請於計劃

書中述明之。 
4. 有關本計劃之執行步驟(自招募、篩

選、研究進行…)之描述，稍嫌空

洞，建議再加強說明操作過程，史

研究計畫更加謹慎及完善。 
5. 招募廣告之 (1)試驗主持人，應由

計畫主持人列名之。 
6. (10)試驗聯絡人，也應由計畫主持

人列名，同時附上 24 小時手機

號碼。 
7. 請說明招募廣告貼於何處？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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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審查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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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1012 
風濕科  

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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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目的： 

1.個案報告表:更新個案報告表(版本: 
17Sep2013 ; 28May2014; 13Nov2014)，提

供電子簽名認證功能說明、調整病人訪

視表之順序說明、以及病人訪視表說明

等相關內容。 
2.提供試驗終止準則(Termination 
guideline)，說明受試者將被聯絡及告知

停止服用試驗藥物並安排提前終止診

次、進入試驗後的追蹤診次，並且本文

件詳列安全性追蹤程序，可用以取代原

始計畫書的內容。 
3. 附上廠商澄清信和試驗贊助廠商公文

和衛生福利部公文，以說明 Protocol 
amendment(b)與其檢送的受試者同意書

將不再提供給受試者，並附上衛生福利

部同意試驗終止準則之核准函，供  貴
會參考。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中
報告頻率維
持半年 

 核准 半年一次 

CGH-CS103012 
皮膚科  

鄭煜彬醫師 

以 Dutasteride 治療雄性禿患

者之男性性功能前瞻性試驗 

1. 受試者同意書原有一受試者伴侶簽

名欄，其目的為告知受試者伴侶試

驗用藥對懷孕的風險並於試驗期間

配合避孕。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中
報告頻率維
持半年 

 核准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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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伴侶並未參與試驗以及毋須與

受試者一同簽署同意書， 

2) 本試驗毋須收集伴侶資訊， 

3) 無從確認該簽名人確實為受試者伴

侶， 

4) 若在試驗期間換了性伴侶是否必要

重簽受試者同意書？ 

5) 如無關懷孕風險之受試者同意書變

更，伴侶是否必要重新簽署同意

書？ 

2. 基於上述理由，受試者伴侶簽名欄

礙 於執行上的困難，所以將簽名欄

置換成勾選選項，以提醒受試者確

實告知伴侶試驗用藥對懷孕的風

險，並且在試驗期間至試驗用藥後

六個月內必須進行有效避孕。 

3. 澄清所有試驗篩選門診檢查可於4

個禮拜內完成，另外placebo run-in 

期間為4週+/- 4天。(詳情請見附件) 

4. 因全球總收案數已遞減，故本院參

與試驗之受試者人數由原先17人變

更為10人。 

5. 新增研究護士-王貞乃小姐(請見附

件，CV、GCP學分證明與顯著財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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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申報表) 

6. 變更試驗主持人之聯絡電話，以及

新增資料檔案保密契約條款暨切結

書(請見附件)。 

7. 提供洗髮精給受試者：由於參與本

試驗之受試者於試驗期間不得使用

任何養髮以及含ketoconazole抗屑

成份之髮妝品，為了讓受試者瞭解/

配合於試驗期間必須使用正確的髮

妝品，以利試驗順利進行，擬於篩

選門診時提供受試者兩瓶洗髮精

(蔻蘿蘭控油洗髮精以及蔻蘿蘭舒

敏洗髮精，受試者可自由選擇兩

瓶)。(請見附件，圖片檔) 
 

CGH-CS103013 
風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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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所有試驗機構目前使用之受試者同

意書部分內容進行修正，使各院受試者

同意書內容一致。 

依照計畫書原文，修改受試者同意書第 3

頁 「3.篩選時血中尿酸值介於 7.5 ~10 

mg/dL，且於篩選前一年內痛風發作至少

1 次以上；或篩選時血中尿酸值介於

9~10mg/ dL但未曾痛風發作過。」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中
報告頻率維
持半年 

 核准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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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CS103015 
麻醉科 

簡志誠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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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修正及增加受試者電子日記使用說明

使文句更加通順及說明更加詳細。 
2. 由於 BPI-SF 問卷部分內容不適用於本

案，因此修正其部分內容。 

同意進行變
更，繳交期中
報告頻率維
持半年 

 核准 半年一次 

 (四)、期中報告 (共 1件) 

試驗偏差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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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0042 
肝臟中心  
胡瑞庭醫師 

慢性 B 型肝炎合併肝細胞癌

病患接受射頻治療術後，服

用干安能或是貝樂克治療肝

炎之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 

1. 擬追蹤頻率改為一年一次。 不同意進行變更，繳
交期中報告頻率維
持半 

 核准 半年一次 

CGH- 
NCU103001 

中央大學生醫

理工學院  
徐沺教授 

腎臟癌幹細胞發生之小鼠模

式 
1. 同意進行研究。 

同意進行變更，繳交

期中報告頻率維持

一年 
 核准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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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驗偏差案(共 2 件) 

試驗偏差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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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2027 
護理部  
陳小蓮顧問 

長照機構住民夜晚使用長效型

尿布之成效探討 

1. 於收案前人員訓練時加強提

醒於解釋研究的當下必須立即

簽名。 
計畫主持人在職
教育 6 小時。  核准結案  

CGH-CS102013 
肝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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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1】此事件已針對可預

期之情形對受試者做妥善安排

提前返診，確保受試者的藥量

足夠，可符合試驗計畫書之服

藥頻率， 未影響受試者之安全

性。 
【 Event#2 】 CRA 已 於

monitoring 時對試驗人員進行

retraining，提醒試驗人員當瀏

覽受試者報告時，若發現有數

值異常達到 Grade 3 or 4，須即

時進行 retest，以持續監測受試

者用藥後之安全性。 

同意進行變更，繳

交期中報告頻率

維持半年 
 核准 半年一次 

 

 (六)、c-IRB案件(共 0件)  

 (七)、免審案件 (共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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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變更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頻率 

CGH-P104002 
品管中心 
王拔群醫師 

手術病理檢體採集運送改善專案 2015/03/16 通過    

CGH-P103087 
臨床醫學研究

中心  
黃紀榕博士 

建立大腸直腸癌復發與轉移相關基因圖譜 2015/03/18 通過   

(八)、補件案件(共2件) 

簡易變更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頻率 

CGH-LP103006 
羅東博愛醫院

心臟內科 
雷孟恒醫師 

血脂異常調查研究 II 2015/04/01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1016 
汐止國泰心臟

科 盧彥佑醫 
一項 Dronedarone 用於台灣心房顫動患者的觀察性研究 2015/03/10 通過 1 一年一次 

 (八)、簡易變更案(共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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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變更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頻率 

CGH-CS100107 

羅東博愛醫院

精神科日間病

房 
陳姍樺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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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0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2076 
品質管理中心 
王晨旭醫師 

到院前死亡急救-高擬真團隊資源管理訓練成效評 2015/03/20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0121 
婦癌中心 
何志明醫師 

高危險型人類乳突瘤病毒 mRNA 定性檢測系統 2015/03/27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1026 
風濕科  
陳堃宏醫師 

一項以患有中度到重度活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且經 
methotrexate 治療後反應不佳之患者為對象，評估接受 
baricitinib 療法所得療效與安全性之隨機、雙盲、安慰劑

暨活性對照第三期試驗 

2015/04/01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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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4/01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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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追蹤審查案件彙總(共 9 件) 

追蹤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頻率 

CGH-P101078 
過敏免疫科 
林世昌醫師 

風濕自體免疫疾病之基因表達的分析與自體免疫抗體

的探索 
2015/03/13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0121 
婦產科  
何志明醫師 高危險型人類乳突瘤病毒 mRNA 定性檢測系統 2015/03/17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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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0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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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0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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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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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4/06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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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4/08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3018 
新竹國泰急診 
林朝順醫師 

急診醫師診斷錯誤的思考過程 2015/04/10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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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1045 
婦癌中心 
何志明醫師 

表皮卵巢癌病患腹水基質細胞前驅細胞功能性之探討 2015/04/13 通過 2 半年一次 

(十一)、結案案件彙總：(共 13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0102 
耳鼻喉科  
黃子晉醫師 

臍帶之初代血管內皮細胞與間葉幹細胞之建立 2015/03/1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16 
品質管理中心 
王晨旭醫師 

台灣新版病人安全態度問卷信效度分析 2015/03/1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14 
一般外科 
連恒輝醫師 

缺乏 OSCE 經驗實習醫學生參加教學醫院進行的 OSCE
成績分析以改善臨床技能訓練計畫 2015/03/1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03 
婦癌中心 
黃家彥醫師 探討子宮頸早期腺癌及腺鱗癌病患的治療預後 2015/03/1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83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肝臟相關疾病病人血液收集委託研究--酒精性肝病之血

清蛋白質體分析研究 
2015/03/1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2083 
品質管理中心 
王拔群醫師 「病房突發急救事件」-團隊資源管理對照組研究 2015/03/1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2008 
心臟內科 
黃啟宏醫師 血脂異常調查研究II 2015/03/2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1030 
風濕科   
陳堃宏醫師 

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之第三期臨床試驗，評估 
Baricitinib (LY3009104) 用於使用傳統疾病修飾抗類風濕

藥物反應不佳之中度至重度活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

之療效與安全性 

2015/03/2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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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P102025 
乳房外科  
杜世興醫師 

茶葉成分抑制乳癌病人白血球尼古丁受體表現及其病理

機制探討 2015/03/3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45 
整形外科  
李建智醫師 顏面血管瘤患者需求及其生活品質影響因素探討 2015/04/0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1029 
眼科  
李淑慧醫師 

評估視舒能矽水膠軟式隱形眼鏡補正屈光不正(如近視、

遠視、散光、老花、不規則角膜)患者之有效性和安全性 2015/04/09，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34 
護理部  
朱家慧護理師 行動智慧化療給藥作業管理之設計及導入 2015/04/09，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30 
汐止國泰護理部 
李玉珊護理長 

護理人員接受放射線治療皮膚照護工作坊之學習成效探

討 2015/04/1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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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終止案件彙總：(共 2 件) 

終止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3072 

新竹國泰綜合醫

院小兒科 
張兆良醫師 

胼胝體在嬰幼兒期的成長 

1. 在研究案審議期間國衛院計畫已收

案結束(提案時國衛院仍有約 100 個受

試者未完成，目前已收案完成)，和國

衛院受試者已不會有重複，本案爭議點

不存在，續審原案已無意義。 
2. 計畫原無經費支援，內容以主持人獨

力完成為前提設計，近日新竹分院院方

鼓勵研究案申請經費，所以將更改研究

內容，以有經費支應方式進行(包括聘

研究助理和加做相關檢查)，將提出新

案。 

2015/03/19， 

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3088 
婦產科  
黃家彥醫師 

利用生物資訊分析TCGA
資料及焦磷酸測序實驗建

立基因甲基化特徵作為子

宮內膜癌偵測之生物標記 

計畫經費申請未通過 
2015/03/25， 

予以終止 
同意核備 

(十三)、自行終止案件彙總：(共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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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實地訪查結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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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0052 
羅東博愛醫院身

心暨精神科  

陳姍樺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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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與生化異常研究 

2015/01/27訪視 

2015/04/12通過 

同意核備 
進行研究 

(十五)、恩慈療法案件(共0件) 

(十六)、嚴重不良反應案件：(共 2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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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詳如 PPT 檔 

七、SOP 修訂：無 

八、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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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 11 日至 2015 年 04 月 15 日 
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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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CGH- CS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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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13 2013/11/5 1.主持人 2.他院：台大 0.初始報告 30307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2 2015/3/13 2013/12/9 1.主持人 2.他院：台大 0.初始報告 30307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3 2015/3/13 2013/12/14 1.主持人 2.他院：台大 0.初始報告 30307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4 2015/3/13 2013/12/25 1.主持人 2.他院：台大 0.初始報告 30307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5 2015/3/13 2014/1/13 1.主持人 2.他院：台大 0.初始報告 30307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6 2015/3/13 2014/2/1 1.主持人 2.他院：台大 0.初始報告 30307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7 2015/3/13 2013/2/23 1.主持人 2.他院：台大 1.第1次追蹤 30307 1.死亡 5.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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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20  3.廠商 3.國外   
20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事件通報

(2014.06.01-2014.11.30) 
3.可能相關 

2 2015/3/20  3.廠商 3.國外   
65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事件通報

(2013.12.01-2014.05.31) 
3.可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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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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20  3.廠商 3.國外   
71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事件通報

(2013.12.01-2014.05.31) 
3.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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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編號：CGH- CS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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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16  3.廠商 3.國外   87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28 件非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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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10  3.廠商 3.國外   25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13 件為本案)  

計畫名稱：GLORIA-AF：心房纖維顫動患者長期口服抗血栓劑治療之全球登錄研究計畫(第二/三階段) (計畫編號：CGH- CS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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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8 2015/4/3 1.主持人 1.本院 0.初始報告 46005-P2-0002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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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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20  3.廠商 3.國外   46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14 件非本案) 3.可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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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11  3.廠商 3.國外   
定期案全性報告，1 件

SAE(2014.6.17~2014.12.16) 
5.不相關 

計畫名稱：評估在常規臨床治療情況下，以 abatacept 治療台灣類風溼性關節炎患者的有效性: 一個前瞻性,單一組別,多中心的觀察性研究 
(計畫編號：CGH- CS1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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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25 2015/1/9 3.廠商 1.本院 0.初始報告 005 3.導致病人住院 3.可能相關 

2 2015/4/9 2015/2/27 3.廠商 1.本院 0.初始報告 001 3.導致病人住院 4.不太可能相關 

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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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編號：CGH- LP102010 計畫主持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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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16 2015/2/11 3.廠商 
2.他院：羅東

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61 1.死亡 4.不太可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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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4/8 2015/2/4 3.廠商 
2.他院：羅東

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67 3.導致病人住院 4.不太可能相關 

3 2015/4/8 2014/11/2 3.廠商 
2.他院：羅東

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65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4 2015/4/8 2015/1/28 3.廠商 
2.他院：羅東

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48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5 2015/4/8 2014/11/18 3.廠商 
2.他院：羅東

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057 3.導致病人住院 3.可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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