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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臨時會議及行政會議議程 

壹、 時間：2010 年 01 月 10 日（星期五），15 時 30 分 

貳、 地點：國泰人壽大樓 B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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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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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育委員、張

家琦委員(院外)、魏芳君委員、林惜燕委員(院外)、洪依利委員 

（非醫療專業）、曾育裕委員(院外)、楊劍華委員(院外)、陸雅雪委員(院外)、張文忠委員(院

外) 、林瑾芬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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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惠雯管理師 

請假人員：林恩慈委員(院外)、汪志雄委員、李璽正委員(院外)、徐國祐委員(院外)、 

林敏雄委員 

記錄：徐翠文執行秘書 

會議摘要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 

1. 有關民眾至外國取的藥品入境一事，亦須符合藥事法及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

法之規定，須送 IRB 審查。  

1. 會議日期為每個月之第三週之星期五舉行；如遇國定假日或特殊事件，則由

主任委員在前次全會會議議決定會議日期。 

二、確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男女性別比：7：6；機構內：機構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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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五、討論案件 

複審案件審查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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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近期研討會訊息 

人體試驗講習班-基因 

日期：2020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08:30~16:30 

地點：國壽 B1 33 會議室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人體試驗講習班 

日期：2020 年 02 月 12 日(星期三)  

時間：12:30~13:30 

地點：國壽 B1 33 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人體試驗講習班 

日期：2020 年 02 月 08 日(星期六)  

時間：08:30~17:00 

地點：新竹國泰醫院 第 5 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捌、近期實地訪視時間：無 

玖、下次開會時間：2020年02月14日 

拾、散會(16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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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度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臨時會議及行政會議記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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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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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JCUH108015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骨

科 張書豪醫師 

SVF 於台灣中期退化性

膝關節炎病患之療效評

估 

1. 依據衛生局函「執行細胞輔助性軟

組織填充技術（SVF 及 CAL）之相

關規定」：不能宣稱疾病治療效果，

亦不能宣稱細胞治療，則計畫書的

研究模式，不宜勾選「治療」;內文

中所有提到治療效果或療效，都應

修改用詞，包括標題。 

2. 依據審查意見的回覆相互矛盾，請

確認本研究究竟適用特管法中所

列之細胞治療或執行細胞輔助性

軟組織填充技術（SVF 及 CAL）之

相關規定，提送衛福部認定。 

修正後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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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全會審查案件(新案 0 件) 

(三)、修正審查案件 (共 0 件) 

(四)、追蹤審查案件 (共 0 件) 

(五)、結案審查案件 (共 0 件) 

(六)、試驗偏差案件 (共 0 件) 

(七)、C-IRB 案件 (共 0 件) 

(八)、簡易審查案件(共 0 件) 

(九)、免審案件(共 0 件) 

(十)、補件案件(共 0 件) 

(十一)、簡易變更案 (共 0 件) 

(十二)、追蹤審查案件彙總(共 0 件) 

(十三)、結案案件彙總：(共 0 件) 

(十四)、終止/中止案件彙總：(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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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藥品案件：(共 0 件) 

(十八)、實地訪查結果報告：(共 0 件) 

(十九)、嚴重不良反應案件：(共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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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行政會議 

 一、SOP 修訂 

1. S-IRB-0005 委員會成員及研究團隊的教育訓練 

• 修訂：5.3.3委員於受聘日起，當年度須具備有八小時之訓練課程；應接受 GCP、醫學倫理、醫學法律及因應最新研究等相關訓

練等相關課程，包含四小時的其他課程。 

• 修訂：5.3.6 諮詢委員修改為諮詢專家，免受聘日起，應接受 GCP、醫學倫理、醫學法律等相關課程四小時訓練課程。 

2. P-IRB-0007 計劃書送審管理 

• 修訂：5.5.9【不同意】由秘書處通知主持人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通知書上需陳述不同意理由。計畫主持人得有一次申覆機會。

第一次申覆於接獲通知後，主持人自行發起之研究須在一個月內；廠商臨床試驗研究於 2 個月內以書面提出，由原主審委員/與

諮詢專家進行複審，若原主審委員因故，可另請一組審查委員（含醫療、非醫療）/與諮詢專家進行複審，再次提會討論進行表

決；仍未獲通過，逕予結案。 

• 修訂：5.2.1.2 會議日期為每個月之第三週之星期五舉行；如遇國定假日或特殊事件，則由主任委員在前次全會會議議決定會議 

日期。 

• 修訂：5.12 受試者已死亡，向病理科調閱蠟塊之條件，事前已簽署同意書，且同意將檢體做為研究使用才可以免除受試者同意

書，若檢體分析有牽涉到基因研究，仍要再次獲得家屬的同意，倘若真的找不到受試者，需提出相關證明(致電、email、郵電和

未回診)，但仍需逐案審查。 

• 修訂：5.6.3 非屬醫療法規定之人體試驗：主持人須具備三年內十二小時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訓練。 

• 修訂：5.4.9 新藥、新醫療技術、新醫療器材、細胞治療、原住民計劃、AI 等之計畫案申請可平行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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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IRB-0008 一般初審案處理程序 

• 制定：與院外合作之研究且須將資料上傳至院外資料庫或外送至院外則為全會審查，若使用病歷資料，請檢送【F-IRB-0134-使

用病歷資料進行研究自評表】。 

• 制定：若申請研究為網路研究請填寫【F-IRB-0135-網路研究自評表】。    

• 制定：屬於大數據、資料探勘、人工智慧、建立個別研究資料庫；或申請大於以上資料之計畫，檢送【F-IRB-0134-使用病歷資

料進行研究自評表】。 

5. P-IRB-0009 簡易審查案 

• 修訂：5.4 CIRB 副審醫院：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 10 個日曆天內(不扣除補件時間)。 

6. P-IRB-0011 複審案審查程序 

7. 修訂：5.3.4 委員審查日期原則為 8 個日曆天（特殊情形得縮短天數），秘書處作業 2 個日曆天。 

• 修訂：5.3.5 委員審查 CIRB 複審天數原則為 3 個日曆天，秘書處作業 2 個日曆天。 

8. P-IRB-0012 變更案(修正)審查 

• 制定：5.9.3 如變更計畫內容與原本計畫書差異太大，主委、副主委、執行秘書或委員有權決議是否重新送新案件。 

• 制定：5.3.3 委員審查 CIRB 變更案(修正)原則上為 8 個日曆天。 

9. P-IRB-0014 新醫療器材審查 

• 制定：4.4 須於國內進行臨床試驗之醫療器材品項：硬式透氣隱形眼鏡、軟式隱形眼鏡、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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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IRB-0015 計畫提前(中止)終止 

• 修訂：中止案：指主持人/委託廠商得申請重新恢復已經暫時中止的計畫，限期計畫暫停中止日起一年內。檢附佐證資料提出恢 

復研究申請，採取一般審查。 

11. P-IRB-0016 結案審查 

• 制訂：5.2.5 申請結案申覆，主持人自行發起之研究須在一個月內；廠商臨床試驗研究於二個月內完成申覆。 

12. P-IRB-0019 嚴重不良反應事件通報作業程序 

• 新增:5.4.3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作業，發生不良事件處理原則。 

• 5.4.3.1 除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文件明確排除者外，不論有無許可證之藥品，均必需依衛生署規範（GCP 第 106 條）通報；電子檔 

寄至：irb@cgh.org.tw。 

• 5.4.3.2 每一發生個案，主持人應在第一時間妥適給予照護處理；且需要立即通報，請試驗委託者務必協助主持人，立即通報本 

院 IRB。【F-IRB-0082-國內計畫嚴重不良反應事件通報自評表】。人體試驗委員會獲知後，彙整資料；視需要可以與主持人聯繫， 

並提報最近一次委員會議，決定是否須做出處置(action)，以落實保護受試者權益。為保持多中心間彼此橫向連繫，若本機構發 

生之 SUSAR 為確定相關，本委員將視情況，主動通知其它執行場所之人體試驗委員會。 

13. P-IRB-0026  議程製作、會議程序與會議紀錄 

• 修訂：5.2.1.2 會議日期為每個月之第三週之星期五舉行；如遇國定假日或特殊事件，則由主任委員在前次全會會議議決定會議 

日期。 

• 5.5.9【不同意】由秘書處通知主持人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通知書上需陳述不同意理由。計畫主持人得有一次申覆機會。第一次

申覆於接獲通知後，主持人自行發起之研究須在一個月內。廠商臨床試驗研究於 2 個月內以書面提出，由原主審委員/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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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進行複審，若原主審委員因故，可另請一組審查委員（含醫療、非醫療）/與諮詢專家進行複審，再次提會討論進行表決；

仍未獲通過，逕予結案。 

14. P-IRB-0034 人類細胞治療審查 

•  所使用之實驗室應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範 （GTP）。執行動物實驗之場所需符合非臨床試驗優良操 作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之規定。  

15. P-IRB-0035 臨床研究受試者招募指引 

• 新增：5.4.2.9 強調最高級及排名等敘述名詞或類似聳動用語之宣傳(如：國內首例、唯一、首創、最專業、保證、完全根治、最 

優、最大……等)。 

• 5.4.2.10 誇大醫療效能或類似於聳動用語方式(如：完全根治、一勞永逸、永不復發、回春……等) 。 

• 新增：5.6 刊登地點 

 5.6.1.1 不得利用影音視訊頻道、大眾運輸工具、 大眾運輸車站內、外、大型刊版或距離學校 200 公尺內刊登招募廣告。 

16. P-IRB-0033 專藥、特殊藥品、藥品非適應症使用申請專案藥品追蹤報告討論事宜 

• 修訂：2.2 依據「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應檢附執行試驗之準醫學中心以上教學醫院人體試委 

員會同意書上教學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書，或執行特殊用藥試驗之專科教學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書。 

• 新增：5.5.4 專案進口藥品受試者（病人）同意書，使用藥劑科有專屬於專案藥品的同意書。 

• 新增：5.9.4 專案藥品原則上每季提供量表報告，不需繳交結案報告。 

• 新增：5.9.7 經核准之藥物樣品或贈品，不得出售、讓與或轉供他用；供改進技術用之藥物樣品，並不得為臨床使用。 

• 新增：5.9.8 經核准之藥物樣品或贈品包裝，應於封面上標示明顯之「樣品」或「贈品」字樣。其供臨床試驗用者，並應標示「臨 

床試驗用」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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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IRB-0002 名詞解釋與定義 

• 延伸試驗之名詞解釋：-參考國際定義後修正 

柒、散會(16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