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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2 次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紀錄 

壹、 時間：2017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12 時 00 分 

貳、 地點：33 會議室 

參、 主席：黃啟宏副主任委員、李惠珍副主任委員 

肆、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委員出席率 94.4% 

（醫療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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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琦委員(院外)、徐國祐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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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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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龍主任委員、邱靖雯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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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通過審查名單。 

2. 委員案件審查回覆程序討論，兩位委員要再進行審查，不需修正 SOP。 

3. 公告今年度開會日期。 

4. 概括同意書已完成，爰請病歷室及資訊組辨理。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11：6；機構內：機構外：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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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104001 林恩慈 協同主持人，請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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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400219

號函，公告有關衛授食字第 1051413931 號「公告修正人類細胞治療產品

臨床試驗計畫申請程序，自即日起試行雙軌制」。 

(2).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01 月 26 日發文字號，衛授食字第 1056066858

號函，同意有關國泰醫院風濕免疫陳堃宏醫師共同主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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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部授食字第 1056041518 號函，經核，

同意受試者同意書修正案申請。計畫編號：CGH-CS1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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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案件 

複審案件審查 1 件 

新案審查 2 件 

修正案審查 3 件 

期中報告審查 0 件 

結案報告審查 1 件 

試驗偏差案 2 件 

廠商審查案件(c-IRB) 1 件 

簡易審查案件  3 件 

免除審查案件 0 件 

補件案件 1 件 

簡易計劃變更案件 5 件 

追蹤審查案件彙總 8 件 

結案案件彙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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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件 

實地訪查 0 件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4 件 

專案藥品案件(恩慈療法) 2 件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4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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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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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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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104001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陳宗泰助理教授 

論質計酬與病人為中心

的關係探討 

1. 除了糖尿病有加入共照計畫即為 P4P

的納入條件，其他疾病在本院是依照指

標進行列管，不知是否會有收案上的困

難，建議修改 BC 型肝炎、氣喘及肺結

核的收案人數，並說明其收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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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5092 
風濕免疫科 

林世昌醫師 

Ganoderma microsporum

之GMI蛋白質對免疫調

節的研究 

1. 受試者同意書與計畫書請修正研究開

始日期為 IRB 核准日。 

2. 受試者同意書十五、造成損害時之救濟

措施或損害補償(賠償)應由國泰綜合醫

院及計畫主持人共同負擔，請修正。 

 

須小幅修正後

核准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F-IRB-1092,2015/06/17,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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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6003 
神經外科 

張志儒醫師 

利用客製化導引方塊用於頸椎

椎莖骨釘植入之技術及個案報

告 

1. 同意通過，進行研究。 
2017/01/24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P105096 
婦產科 

黃文貞醫師 

探討人類誘導型多能幹細胞分

化為骨骼肌先驅細胞的分化能

力與分子生物特徵的關係 

1. 計畫書附件一之二請將「4」改勾

選「不適用」。 

2. 計畫書附件一之三請將「6」改勾

選「不適用」。 

2017/01/21

通過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P105087 

急診醫學科 

鍾睿元醫師 

 

老年人感染流感之死亡預測分

數 

1. 請在風險/利益評估表勾選綜合

評估等級。另本研究申請免除受

試者同意書，惟風險/利益評估表

7 免除知情同意計畫主持人勾選

不適用，請說明本研究是否申請

免除受試者同意書? 

2017/02/03

通過 
1 

繳交 

結案報告 

CGH-CS105012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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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研究有贊助廠商，請確認受試者同

意書十四其他 敘述”本計畫研究成

果，可能具有科學價值，將作為從事

疾病診斷、預防、治療及研究等 醫

學用途”是否正確? 

4. 請檢附衛福部核准函等相關文件。 

須小幅修正後

核准 
1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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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人體試驗計畫會辦表預計收

案人數 412 人，依據人體試驗研

究計畫內容摘要表(四)試驗設計

預估參與人數國內共  2.900,000

人，包含本中心 412 人，請說明

本研究是否為國內多中心研究? 

另病歷回溯案件之收案人數應在 

IRB 核准後在回溯期間依據納入

/排除條件篩選後才能得知，請說

明本案之收案人數為 412 人之依

據及在回溯期間依據納入/排除

條件篩選後人數如大於或少於

412 人時如何處理? 

3. 執行人體試驗計畫會辦表預訂執

行日期西元 2016 年 12 月 01 日起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依據目

前本案審查情形，即便 IRB 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核准本案，

本案亦無法如期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資料收集、分析及撰寫

結案報告，請確認本案之預訂執

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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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審查案件(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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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104001 
台北醫學大學 

楊淑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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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變更，計畫執行 

同意進行變更，
繳交期中報告
頻率維持一年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CGH-CS104010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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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廣告不建議刊登於報

紙，請提供衛福部核准公文。 

同意進行變更，
繳交期中報告
頻率維持半年 

2 
期中報告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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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正案申請免除受試者

同意書，但簽署受試者同意

書只是增加作業時間，並非

阻礙試驗執行，再者個資法

第六條第六款使用有關病

歷、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

資料，須經當事人書面同

意，故本會於 2017 年 2 月 15

日委員會決議不核准免除受

試者同意書。 

不核准變更 1 
期中報告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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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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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追蹤審查 (共 0 件) 

(六)、結案報告 (共 1 件) 

結案報告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意見 討論摘要 風險評估 追蹤 

CGH-P101081 

汐止國泰耳鼻

喉科   

徐愫儀醫師 

台灣青少年顏面輪廓參數之分

析 

1. 本研究擬收案 800 人，截至

結案僅納入受試者 1 人，故

計畫結果並無結論，惟本研

究之經費來自本院啟動基

金，是否同意此結案報告存

查，擬提交小組會議討論。 

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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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試驗偏差案(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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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因發生與試驗藥品

部相關之 SAE 而未依計畫

書回診，屬不可抗拒之因

素，為 minor deviation。 

1. 此一未回診之試驗偏差

係因受試者於試驗中發

生與藥物不相關之 SAE，

監測人員已提醒研究護

士於受試者住院期間定

期追蹤受試者狀況，並於

受試者出院後安排返診

評估。 

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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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未按 protocol 進行以致於

多檢測 microbiome 及 DNA

等選擇性研究性指標，可能

是多抽數 cc 血液，不致嚴重

影響受試者安全，屬 minor 

deviation。 

1. 於未來試驗人員即將執

行特殊流程前，監測人員

預先與試驗人員進行再

訓練，以避免對流程不熟

悉而發生之偏差。 

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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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IRB案件(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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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5010 
婦產科  

何志明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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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公

文影本送審。 

2. 本研究資料係供查驗登記

用而非學術研究，研究用

生物資料外送切結書不適

用本研究，請刪除，以符

實際。 

3. 依據 ICF 四研究概述/治療

期/敘述：”在您接受試驗

治療前約 30 分鐘，您將接

受下列藥物，以協助降低

可能發生之副作用的頻率

與嚴重程度：止噁心藥物/

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制酸

劑/抗組織胺及 IV 給予液

體，確保您水分充足”，

請在 ICF 說明安慰劑組之

受試者是否也須接受這些

預防藥物之注射?及接受

Placebo治療也有可能發生

試驗藥物的副作用嗎?  

4. 依據 ICF 四研究概述/追蹤

期/敘述：”若您完成一年

2017/01/17 通過 2 
期中報告半

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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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期，或者若您基於非

疾病惡化的原因而中止試

驗治療，您將進入 5 年追

蹤期。本研究您將接受 CT

與 MRI 掃描之特定掃描，

在完成治療期後的第一年

期間約每 3 個月一次，而

後 4 年每 6 個月一次，以

偵測是否有任何腫瘤”，

則每位受試者接受 CT 與

MRI 掃描之次數應各為 12

次，但執行人體試驗計畫

會辦表放射線部敘述：”

接受 CT 與 MRI 掃描，每

人所需次數各 4 次”，二

者不符，請確認。 

5. 將任何可辨識受試者的身

分之記錄與個人隱私資料

視為機密來處理是計劃主

持人責任，故請將 ICF 十

機密性與受試者個人資料

保護機制下列敘述”國泰

綜合醫院將依法把任何可

辨識您的身分之記錄與您

的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密

來處理，不會公開”修正



 F-IRB-1092,2015/06/17,六修 

  

  

為”計劃主持人將依法把

任何可辨識您的身分之記

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料視

為機密來處理，不會公

開”，以符實際。 

6. ICF 十機密性與受試者個

人資料保護機制敘述：”

將您的個人資料與醫療發

現保存至完成或提前終止

臨床試驗後至少 15 年” 

請加註這些資料之保存地

點。並請說明下列敘述之

涵義”您在此同意，若您

撤回同意，在有需要時，

可繼續使用保存直至此時

間點的金鑰編碼資料”。 

7. 請比照台大 IRB 核准之

ICF，在 ICF 十二受試者權

利加上下列敘述：”(四)

本研究預期不會分享其可

能衍生之專利權或其他商

業利益”。 

8. ICF 十三試驗退出與中止

敘述：”由於有多種停止

參與試驗的方法，試驗人

員將詢問您同意下列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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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停用試驗藥物，但同

意進行李斯特菌監測、持

續接受造影檢查，以及每

月一次以電話方式追蹤狀

態，最長二年。停止接受

試驗藥物與所有追蹤程

序，但仍同意進行李斯特

菌監測、每月一次以電話

方式追蹤狀態，以及每 12

週進行一次造影檢查，最

長二年。撤回同意，不繼

續參與，且不再收集其他

資料”，上述共有三個選

項，請增列受試者勾選方

格及受試者簽署欄位 (含

日期)如下： 

□ 停用試驗藥物，但同意

進行李斯特菌監測、持

續接受造影檢查，以及

每月一次以電話方式

追蹤狀態，最長二年。

受試者簽名及簽署日

期 

□ 停止接受試驗藥物與

所有追蹤程序，但仍同

意進行李斯特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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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每月一次以電話方

式追蹤狀態，以及每 

12 週進行一次造影檢

查，最長二年。受試者

簽名及簽署日期 

□ 撤回同意，不繼續參

與，且不再收集其他資

料。受試者簽名及簽署

日期 

9. ICF 十三試驗退出與中止

敘述：”當您決定退出本

試驗/研究時，在退出前所

收集的資訊屬於整個試驗/

研究的一部份，將保留分

析，不會移除”，請加註

這些資料之保留期限及保

存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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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免審案件(共 0 件) 

(十)、補件案件( 共 1 件) 

(十一)、簡易變更案 (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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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2055 
腎臟內科  

楊垂勳醫師 

Pentoxifylline 合併血管張力素阻斷

劑對慢性腎臟病患之腎臟保護作

用 

1. Placebo 更換廠

商、展延試驗期

間 

2017/01/20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5067 
護理部  

古雪鈴護理長 

直腸大腸鏡檢查病人腸道準備度之

相關因素探討 
1. 展延試驗期間 2017/01/24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5006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一項對健康成人受試者和患有慢性

B 型肝炎病毒 (HBV) 感染的非肝

硬化病患施以皮下注射 ALN-HBV

之第 1/2 期、隨機分配、單盲、安

慰劑對照、單一遞增劑量和多重遞

增劑量、安全性、耐受性、藥物動

力學以及抗病毒療效研究 

1. 修正受試者同

意書(尚未收

案)與個案報告

表。 

2017/01/23 通過 2 半年一次 

補件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討論摘要 會議決議 追蹤 

CGH-P101011 

台大解剖學暨細

胞生物學研究所 

陳玉怜教授 

探討臍帶衍生細胞在心血管疾病之

運用潛質 

因逾期繳交期中報告，主持人

需補正 GCP 時數 6 小時 

2017/02/01 

補件通通 
同意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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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H-CS105011 
眼科  

陳怡君醫師 

評估 DE-117 眼藥水 0.002% 相

較於 Latanoprost 眼藥水 0.005% 

對於廣角型青光眼或眼高壓受試者

之安全性與療效的第 III 期、隨機

分配、觀察者盲性、活性對照、平

行分組、多國暨多中心試驗 - 

PEONY 試驗 

1. 新增研究護理

師 
2017/01/26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4111 
婦產科  

蔡明松醫師 

第一孕期鎂運轉器基因的表達與妊

娠高血壓疾病之相關性研究 

1. 新增研究人

員、檢驗項目 
2017/02/04 通通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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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追蹤審查案件彙總(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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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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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13 通過 2 半年一次 

CGH-P104113 
婦產科  

黃文貞醫師 

將自體人類誘導型多能幹細胞分化為骨骼

肌先驅細胞以應用於女性尿失禁與女性骨

盆脫垂個人化醫療的長期研究（I） 

2017/01/20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2066 
婦癌中心  

何志明醫師 

偵測於化療期之卵巢癌病人血清中基因啟

動子甲基化與預後之關聯性 
2017/01/20 通過 1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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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24 通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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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25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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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第三期、多中心、隨機分配、雙盲、

安慰劑對照試驗 

CGH-P101099 

陽明大學環境與

職業衛生研究所 

陳美蓮教授 

多重環境荷爾蒙暴露與早期孩童生長發育

與健康之關係研究 
2017/01/23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P101011 

台大解剖學暨細

胞生物學研究所 

陳玉怜教授 

探討臍帶衍生細胞在心血管疾病之運用潛

質 
2017/02/01 通過 1 一年一次 

CGH-CS104010 
風濕免疫科  

陳堃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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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04 通過 2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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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結案案件彙總：(共 10 件) 

結案案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LP105006 

羅東博愛醫院 

放射技術科 

李英豪醫事放射師 

 

周邊血管快速注射顯影劑之頸部動脈

磁振血管攝影：錯失、陷阱與無法避免

等因素-病例探討 

2017/01/1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4045 

汐止國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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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1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1054 

復健科 

李佳宜職能治療組 

組長 

機器輔助合併療法於中風上肢復健之

療效研究 2017/01/1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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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1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4029 
新竹國泰醫院護理科

方宣雅護理長 

醫事人員與醫療行政人員對善終概念

與死亡處理態度之調查 2017/01/13，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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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17，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CS103005 
神經外科  

張志儒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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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18，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5026 
腸胃科  

李嘉龍醫師 

年輕族群大腸直腸癌病患之高死亡風

險：一聯合醫療體系之經驗 2017/02/0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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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100050 
肝臟中心  

楊賢馨醫師 

一項第四期、隨機、開放式、活性對照

之較優性試驗。評估對 B 肝 e 抗原呈陽

性或陰性、無肝硬化之慢性 B 型肝炎

（CHB）受試者同時使用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TDF）及聚乙二

醇干擾素 Peginterferon α-2a

（Pegasys®）之療效及安全性，並與分

別使用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及聚乙二醇干擾素 Peginterferon α-2a

之 48 週單一藥物療法進行比較 

2017/02/01，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CGH-P104061 
護理部  

魏芳君督導 
探討影響戒菸衛教成效之相關因素 2017/02/02，予以結案 同意核備 

(十四)、終止案件彙總：(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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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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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不到病人 2017/01/20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CGH-CS104005 
耳鼻喉科  

王拔群醫師 

AM-111 於治療急性內耳聽力喪

失(HEALOS)的療效和安全性 

由於收案狀況未達預期，且

全球收案即將結束，故廠商

決定提前關閉貴院試驗中心 
2017/01/26同意終止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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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主持人自行自動撤案彙總：(共 0 件) 

(十六)、本會終止案件彙總：(共 0 件) 

(十七)、實地訪查結果報告：(共 0 件) 

(十八)、專案藥品案件：(共 0 件) 

(十九)、恩慈療法案件(共 0 件)  

專案藥品案件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審查結果 決議 

CGH-P105108 

心臟內科  

黃啟宏醫師 
Alirocumab 指定患者專案進口藥物使用計畫 2017/02/05，進行研究 同意核備 

CGH-LP105018 

羅東博愛醫院小兒科 

吳淑娟醫師 
肯特利亞羅臍脈導管專案進口案 2017/02/04，進行研究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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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嚴重不良反應案件：(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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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0 日至 2017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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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6  3.廠商 3.國外   1 件國外安全性通報 20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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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帶狀泡疹後神經痛(PHN)患者

的療效，其後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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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3  3.廠商 3.國外 安全性通報  11 件國外嚴重不良反應通報(非同案)  

 

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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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編號：CGH-CS103016 計畫主持人：蒲啟明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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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6 2016/12/27 1.主持人 1.本院 1.第 1 次追蹤 S04-012-011 3.導致病人住院 5.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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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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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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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 2016/12/9 1.主持人 1.本院  82105010 6.需作處置以防永久性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