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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 3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 時間：2017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12 時 00 分 

貳、 地點：33 會議室 

參、 主席：李嘉龍副院長 

肆、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委員出席率 88.9% 

           （醫療專業）李嘉龍主任委員、黃啟宏副主任委員、 

李惠珍副主任委員、林敏雄委員、徐志育委員、汪志雄委員、魏芳君委員、 

洪依利委員、林恩慈委員(院外)、林惜燕委員(院外) 

           （非醫療專業）李璽正委員、曾育裕委員(院外)、楊劍華委員(院外) 

陸雅雪委員(院外)、林瑾芬委員(院外)、張文忠委員(院外) 

           （儲備委員）邱靖雯督導 

列席人員：徐翠文執行秘書、莊禮如管理師、陳亭潔辦事員、林武賢辦事員 

請假人員：徐國祐委員(院外) 、張家琦委員(院外) 

伍、記錄：徐翠文執行秘書 

陸、會議摘要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 

1. 剩餘組織檢體進行收集說明書之簽署，不建議將概括同意書，應須另簽屬

受試者同意書。 

2. 變更案文件不需要所有團隊成員需簽名。 

3. 將進行與資訊部討論 HIS 系統固定的欄位可提供作為收案註記的欄位。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10：6；機構內：機構外：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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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01 月 17 日發文字號，衛授食字第 1067000111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婦產科何志明醫師共同主持之「一項於化放療後

給予ADXS11-001作為高風險局部晚期子宮頸癌輔助治療之第3 期試驗：

AIM2CERV」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同意申請輸出組織

檢體，輸出期限：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止；同意文件號碼：

DHP21701170343。計畫編號：CGH-CS105010。 

(2).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02 月 08 日發文字號，衛授食字第 1056075837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小兒科林隆煌醫師共同主持之「一項隨機分配、

雙盲、為期 104 週的治療試驗，評估 Telbivudine 口服液和藥錠對於代償

性 B 型肝炎病毒 e 抗原（HBeAg）陽性和陰性慢性 B 型肝炎病毒感染

的兒童和青少年之療效、安全性、耐受性及藥物動力學」供查驗登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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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同意終止奇美醫院為試驗中心及受試者同意

書變更。計畫編號：CGH-CS103006。 

(3).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01 月 26 日發文字號，衛授食字第 1056075837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風濕免疫科陳堃宏醫師共同主持之「ASP015K 

延伸試驗開放標記延伸試驗，對象為完成 ASP015K 第 IIb 期或第 III 

期試驗的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經核，

同意終止高雄長庚醫院為試驗中心及受試者同意書變更案申請。計畫編

號：CGH-CS105012。 

五、討論案件 

申覆案件審查 1 件 

新案審查 7 件 

修正案審查 1 件 

期中報告審查 0 件 

結案報告審查 0 件 

試驗偏差案 1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0 件 

簡易審查案件  3 件 

免除審查案件 1 件 

補件案件 0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3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7 件 

結案案件彙總 5 件 

終止/中止案件彙總 2 件 

本會終止案件彙總 0 件 

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 2 件 

實地訪查 3 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6 件 

專案藥品案件(恩慈療法) 0 件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4時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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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度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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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覆案件(申覆案件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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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5004 
臨床病理科  

施威祥主任 

瑞特定點照護連線型血糖監

測系統(POCT,GM700 Pro) 

與臨床生化分析儀之準確度

比對及其周轉時間 

(Turnaround Time,TAT)差異

性評估 

1. 建議刪除個案報告表，以符合免

除受試者同意書之條件。 

修正後原審委

員複審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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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105014 

羅東博愛醫院 

一般外科 

葉顯堂醫師 

臺灣多中心回溯性分析乳腺管

原位癌病人臨床病理特徵治療

方式和臨床預後之研究 

1. 仍請將 Case Report Form 的出生

年月日以年齡取代之。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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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LP105015 

羅東博愛醫院 

一般外科 

葉顯堂醫師 

華人乳癌基因資料庫及個人

化雲端諮詢平台 

1. 本計畫排除條件之一為”同時

有乳腺癌以外第二種癌症

者”，本研究所收集的乳癌基因

只限於乳腺癌嗎? 

2. 受試者同意書八研究結束後您

的檢體處理方式(一)有關銷毀流

程不需在受試者同意書詳述，請

刪除”流程如下及 1/2/3/4/5”之

敘述。 

3. 受試者同意書十試驗可能衍生

之其他權益請確認是否全部歸

屬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

東博愛醫院作醫學用途，”台大

永齡生醫工程中心”可否分享

本研究結果之學術文獻發表、智

慧財產、實質效益或衍生其他權

益? 

 

須小幅修正後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5099 
婦產科 

蔡明松醫師 

第一孕期鎂離子運轉器基因

表達量是否可預測不良產科

預後 

1. 受試者同意書六與十六之敘述

重複，請刪除其中一項。 

2. 受試者同意書七敘述”在本院

接受唐氏症篩檢時另外抽血一

管(約 2 毫升)，以檢體匿名方式

從其血球抽取 DNA，於國泰醫

院產前遺傳診斷實驗室檢測鎂

離子運轉器基因表達，檢驗完立

須小幅修正後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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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丟棄，並無保存”。請說明檢

驗完立即丟棄是指本研究所萃

取之 DNA 還是指檢體? 

3. 受試者同意書十四若您中途退

出研究，您的檢體及訊息處理方

式敘述：”若受試者中途退出，

其檢體會立即銷毀，個資也將其

刪除”，此處不需要受試者勾

選，請刪除勾選方塊。 

4. 請 將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定義清楚，並說明是要

看個別的風險或整體風險。 

CGH-P105101 
乳房中心  

黃其晟醫師 

藉目標基因定序來探討

ER+/HER2-難治癒乳癌的致

癌基因分子機轉 

1. 請說明局部晚期的定義。 

 

須小幅修正後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5109 
精神科   

邱偉哲醫師 

老年人憂鬱與認知功能之關

係：論社會關係的角色 

1. MMSE 評估應在  受試者同意

書 簽署後才進行，故受試者同

意書應說明本研究有 pre-screen 

MMSE 評估，MMSE 評估分數

在切截分數以上者才會參與本

研究。 

2.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四說明施測

地點。 

3. 請在受試者同意書五加註："受

試者填答問卷或量表時，如有不

願意回答處可以不回答"，以保

須小幅修正後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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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受試者之自主性。 

4. 受試者同意書十一敘述：完整參

與本研究可以獲得車馬費 300

元(禮卷），請刪除"完整"字樣，

建議計畫主持人修正車馬費分

段發放原則：受試者參與 MMSE 

評估及受試者中途退出各發放

車馬費 100 元（禮卷）以保障受

試者 screen failure及中途退出權

利或修正為只要參與本研究即

可獲得車馬費 300 元禮卷。 

招募廣告之研究方法未依審查

意見(先填同意書再篩檢)進行修

正。 

CGH-FJ105005 
輔仁大學醫學系 

辜韋智助理教授 

開發腎細胞癌的標靶治療策

略預測模組: 整合性臨床檢

體與體外培養細胞之磷酸化

標碼資料庫 

1. 請明確定義本研究所需檢體所

謂"綠豆"及"介於綠豆與花生米

之間"之大小。 

2. 受試者同意書六與十六之敘述

重複，請刪除其中一項。 

3. 受試者同意書四「檢體切片之相

鄰的組織切片需 5 片，每片的組

織大小不超每片組織切片的組

織大小」，有重複之詞句，請修

正。 

 

須小幅修正後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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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易審查案件(共 3 件) 

簡易審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6004 
神經外科  

張志儒醫師 

蝶骨脊腦膜瘤術後引發小腦遠

處小腦腦出血之病例報告及文

獻回顧 

1. 英文摘要的最後一句「a rarely 

case」請更正為「a  rare  case」。 

2017/02/15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LP105017 

羅東博愛醫院

加護醫學科  

陳盈志醫師 

入院72小時昏迷指數改善對嚴

重頭部外傷病患的死亡率、失

能率、及醫療花費的影響 

1. 計劃書內容二受試者基本資料段

有關納入條件：依本案試驗名稱

及計劃書試驗目的、方法等文，

皆提及有嚴重頭部外傷之條件，

然納入條件緊有 GCS 之條件，為

減少日後有關條件上爭議，建議

請增修納入條件內容完整。 

2. 未勾選風險利益等級綜合評估，

請補正。  

3. 申請免除受試者同意書自評暨審

查意見表附件一之三內容，有關

題 1.申請免除書面知情同意；主

持人勾選否，請確認內容是否為

主持人申請原選項？ 

2017/02/24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6005 
耳鼻喉科   

徐愫儀醫師 

以耳聲傳射頻率分析耳蝸疾

病之預後表現 

1. 實驗計劃書中 受試者來源應為

門診病患及廣告招募。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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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團隊成員張睿詒GCP時數不

足，請補足。 

CGH-P105095 
品管中心   

洪聖惠副主任 
醫療異常事件之人為因素探討 

1. 篩選期間不宜納入近半年的案

件，請修改篩選期間迄的時間點 

2017/03/06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四)、修正審查案件(共 1 件) 

修正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討論摘要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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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變更，計畫執行 

同意進行變更，
繳交期中報告
頻率維持一年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五)、追蹤審查 (共 0 件) 

(六)、結案報告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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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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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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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延遲 1 天回診(受試者個人

因素)，屬 minor deviation。 

1. 監測人員已提醒試驗相

關人員需依試驗計畫書

規定之時限，提醒受試者

返診之重要性。 

核備 

(八)、C-IRB案件(共 0 件) 

(九)、免審案件(共 0 件) 

(十)、補件案件( 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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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簡易變更案 (共 3 件) 

簡易變更案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會議決議 風險評估 追蹤 

CGH-CS105001 
婦產科  

蔡明松醫師 

進行臨床等級羊水幹細胞之建立與品

管測試 
1. 展延試驗期間 2017/02/07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5070 
營養組  

林元媛營養師 

以營養教育介入對乳癌病人營養狀況

之影響 
1. 新增協同主持人 2017/02/24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5037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醫師 

TAGRISSOTM (osimertinib) 用於轉

移性肺腺癌具上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

突變陽性病人接受上皮細胞生長因子

受體酪胺酸激酶抑制劑後病情惡化基

因檢測具 T790M 突變者之恩慈療法 

1. 藥品包裝 2017/02/24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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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追蹤審查案件彙總(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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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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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11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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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

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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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17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5037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醫師 

TAGRISSOTM (osimertinib) 用於轉移性肺

腺癌具上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突變陽性病

人接受上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酪胺酸激酶

抑制劑後病情惡化基因檢測具 T790M 突變

者之恩慈療法 

2017/02/17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5054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醫師 

TAGRISSOTM (osimertinib) 用於轉移性肺

腺癌具上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突變陽性病

人接受上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酪胺酸激酶

抑制劑後病情惡化基因檢測具 T790M 突變

者之恩慈療法(2) 

2017/02/18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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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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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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17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CS103004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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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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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05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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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結案案件彙總：(共 5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OP103001 

馬偕醫學院護理學系 

郭惠敏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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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0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52 

心臟內科  

黃啟宏醫師 
心臟衰竭病患睡眠之生活品質 2017/02/10，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4046 

放射線科   

侯貴圓組長 

冠狀動脈電腦斷層檢查使用自動劑量

曝光系統在 320 列電腦斷層儀輻射劑

量及影像品質的比較 
2017/02/2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LP105009 

羅東博愛醫院 

腎臟內科病房  

陳巧苓護理師 

末期腎臟病患者延遲接受血液透析之

歷程 2017/03/0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3047 
耳鼻喉科  

方德詠醫師 

小兒耳鼻喉頭頸外科手術資源利用分

析 2017/03/06，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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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終止案件彙總：(共 2 件) 

終止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終止原因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4042 
新竹國泰醫院院長室 

李興中醫師 

利用高通量實驗平台策略證明

CEP55 在大腸癌所扮演的角色 

因收件困難及缺乏經費，主

持人無執行意願，建議直接

中止計畫申請。 
2017/02/11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5029 
血液腫瘤科  

陳苓萍醫師 
恩慈療法專案進口 lenvatinib 病人拒絕治療。 2017/02/17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十五)、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彙總：(共 2 件) 

撤案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撤案原因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5102 
神經外科   

張志儒主任 

C-arm 影像輔助機械臂定位系統

之臨床應用評估 
計畫內容需在調整。 2017/02/08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P105100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王采芷教授 

發展與測試自我管理支持措施於

結腸直腸癌存活者之應用：混合

模式研究 

擬先申請他院 IRB，待科技

部研究計畫通過後再申請國

泰 IRB。 
2017/02/09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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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會終止案件彙總：(共 0 件) 

(十七)、實地訪查結果報告：(共 3 件) 

實地訪查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CS101013 

婦癌中心  

何志明醫師 

DR. HPV-27 IVD C8 Kit 人類乳突瘤病毒基

因定型的臨床試驗 

2017/01/17訪視 

2017/02/16通過 

同意核備，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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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loc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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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24訪視 

2017/02/28通過 

同意核備，進行研究 

CGH-CS102004 

心臟內科  

黃啟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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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24訪視 

2017/02/28通過 

同意核備，進行研究 

(十八)、專案藥品案件：(共 0 件) 

(十九)、恩慈療法案件(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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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嚴重不良反應案件：(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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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7 日至 2017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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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21  3.廠商 3.國外   6件國外安全性通報(皆非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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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13 2017/1/18 1.主持人 1.本院 1.第 1 次追蹤 25331 1.死亡 無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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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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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21  1.主持人 1.本院   4.延長病人住院時間 20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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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一項第三期、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在即將接受非緊急侵入性程序之慢性肝病（CLD）病患中評估 S-888711

（Lusutrombopag）治療血小板低下時的安全性和療效（L-PLUS 2）  

 (計畫編號：CGH-CS10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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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21  3.廠商 3.國外   4 件安全性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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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8 2017/8/1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0.初始報告 23-146 3.導致病人住院 4.不太可能相關 

2 2017/2/16 2016/6/26 3.廠商 2.他院：羅東博愛醫院 1.第 1 次追蹤(3) 23-149 3.導致病人住院；造成永久性殘疾 5.不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