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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試驗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3年 3月 5日  星期三  中午 12:30 

地    點：健康管理中心 4樓研討室 A 

主    席：卓瑩祥主任委員 

出席委員： 

   醫療委員   - 呂衍孟、蔡青岩、徐紫娟、鄭昌錡(院外)、蔡麗芬(院外)、孫芳如(院外) 

 非醫療委員 - 王美治、李明昌、曾育裕(院外) 、曾玉華(院外) 

缺席委員：無 

記  錄：陳佩禎 

 

一、 會前禱告 

二、 主席致詞 

(1)審查會議，出席委員應包括機構外之非具生物醫學科學背景委員一人以上、有半數以上之委員

出席，且非為單一性別，始得進行會議。 

(2)宣讀利益迴避原則及確認應迴避之委員。 

【依「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八條】 

審查委員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不得參加審查： 

1.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2.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3.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3)確認應迴避之委員 

案號 研究案名稱 迴避委員 

101-E-08 

孕期血中荷爾蒙(FSH, LH, PROLACTIN, E2 and 

Progesterone)及 Vitamin D濃度波動與產後情緒異常及產後

憂鬱症之關聯 

呂衍孟 

(協同主持人) 

102-E-24 條碼科技於改善檢體採集及送檢異常之系統建置 
徐紫娟 

(協同主持人) 

  

三、上次會議通過事項：會議記錄請參閱附件一 

四、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案號 研究案名稱 說明 

101-E-12 

結案審查 

探討骨鬆性骨折與衰弱症相關危險因

子之研究      (上次會議審查案件) 

計畫主持人修正後(超出研究範圍之生活品

質部分拿掉)，於 102/12/30 經原審委員複審

通過。 

102-E-19 

新案審查 

社會取向型憂鬱症患者之負向人際經

驗分析        (上次會議審查案件) 

計畫主持人修正後(納入條件為穩定就診 3

到 6 個月之病患，且約談後再給黃醫師評

估)於 103/01/12 經原審委員複審通過。 

101-E-08 

追蹤審查 

孕期血中荷爾蒙(FSH, LH, 

PROLACTIN,E2 and Progesterone)及

依上次決議，書面函知計畫主持人曾茂榮 

，逾一個月本會仍未收到追蹤審查意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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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min D 濃度波動與產後情緒異常

及產後憂鬱症之關聯 

覆，予以撤案，且一年內不受理新案申請

(含以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身分送審)，

列管日期：103/01/04 至 104/01/03 止。 

 

五、案件審查： 

(一)本次會議審查案件：請參閱附件資料 

序號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1 
102-E-24 

新案審查 
慈濟技術學院林祝君 條碼科技於改善檢體採集及送檢異常之系統建置 

迴避委員：徐紫娟(擔任協同主持人) 

討論內容：略 

投票表決：投票人數 10人，通過 10票、修正後複審 0票、修正後提會 0票、不通過 0票。 

審查結果：通過。 

追蹤審查頻率：一年一次。 

審查意見：初審意見均已回覆修正。 

 (二)簡易審查—新案報備：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2-E-23 
本院 

王家芬 

人格特質、工作特性與留任之相關性

研究 

1.審查結果：核准(免知情同意) 

2.通過日期：102/12/22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102-E-22 
本院 

楊文濚 

不孕症心理壓力素質檢測量表之信效

度探討 

1.審查結果：核准 

2.通過日期：102/12/30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102-E-25 
本院 

林淑姬 

餐食業健康飲食介入之影響調查-以遼

寧夜市為例 

註：受試者分別有業者、消費者 

1.審查結果：核准(消費者免知

情同意) 

2.通過日期：102/12/31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102-E-26 

臺北護理 

健康大學 

曹麗英 

E 化平台之數位關懷介入對自宅執業婦

女健康管理及工作壓力之充能成效--以

托育人員為例 

1.審查結果：核准 

2.通過日期：103/02/12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103-E-01 
本院 

溫詩宜 

高齡與非高齡產婦睡眠品質之比較性

研究 

1.審查結果：核准 

2.通過日期：103/02/18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三)簡易審查—期中報告報備案件：無 

(四)簡易審查—變更案報備案件：無 

(五)簡易審查—結案報告報備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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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1-E-15 
本院 

薛惠珍 

台北都會區出生至 1 歲嬰兒體位變化

對 2 歲後幼兒體重超重或肥胖的影響 

1.審查結果：存查 

2.通過日期：102/11/22 

3.決議：同意核備 

102-E-16 
本院 

陳欣宏 

研究計畫名稱：攜帶型男性尿液收集

器的適用性與方便性之評估 

1.審查結果：存查 

2.通過日期：102/11/22 

3.決議：同意核備 

     102-E-11 
陽明大學 

梁賡義 

菸害防制政策研究之國際合作計畫－

子計畫三：架構戒菸治療服務體系之

成效探討 

1.審查結果：存查 

2.通過日期：102/12/12 

3.決議：同意核備 

    100-E-13 
本院 

李鴻欽 

老年族群不適當藥物使用評量: 利用

Beers 及 STOPP 量表的成效 

1.審查結果：存查 

2.通過日期：102/12/16 

3.決議：同意核備 

   

(六)簡易審查—中止(暫停)或終止案報備案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2-E-06 
本院 

蔡友士 

施行無使用術前抗生素之關節鏡手術

與不同設備之相關探討。 

終止原因：探討不同設備之兩家醫院 

，因他院資料不全，分析困難，故終

止。 

1.審查結果：存查 

2.通過日期：102/12/16 

3.決議：同意核備 

 (七)JIRB追認審查報備案件：(期中報告)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960421P 
本院 

謝家明 

亞太區之乳癌調查 

(期中報告) 

1.追認日期：102/12/18 

2.決議：同意核備 

(八)實地訪查案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2-E-05 
本院 

林怡君 

內觀認知心理團體在身心壓力與憂鬱

症緩解個案之預防復發效果研究 

1.訪查日期：103/01/16 

2.訪查結果：通過 

3.決議：同意核備 

 102-E-12 
本院 

吳莒瑛 

探討正念訓練對工作壓力與專注覺察

之影響：焚化廠員工 

1.訪查日期：103/01/23 

2.訪查結果：通過 

3.決議：同意核備 

(九)免審案件：無 

(十)SAE相關報告：無 

六、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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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PS 品質指標「IRB結案審查合格率」： 103 年第一季(上次會議後至本次會議)共 5 件結案審查

案件，IRB結案審查合格率 100%(含會議審查通過案件)。 

2.衛生福利部 102 年 11 月 25 日公告，本會為「合格」之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效期 103/01/01 至

106/12/31，查核意見請參閱附件二。 

決議：於投票單上增加「追蹤頻率」由委員做勾選。 

3.臺灣受試者保護者協會將於 3 月 12 日(三)舉辦「IRB委員教育訓練課程」，本會有 8 位委員參

加，秘書處已協助報名及繳費，課後請參加委員提供交通費憑證給秘書處，以便申請車馬費。  

4.五月 4 日(日)本會與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於院內共同舉辦「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課程」， 

待講師及課程表確認後公告。 

註：每位委員每年至少需完成 8 小時上課時數 

      

七、討論事項： 

1.依上次會議決議，擬於受試者同意書核可版本上增加明顯標示，避免主持人錯用，檢附浮水印

版及蓋章版兩款，請擇定本會作業方法。附件三 

 決議：擇定使用浮水印版，顏色再調淡，儘可能不要蓋到原來字體。  

2.表單修改「初審審查意見表」：附件四 

a.依查核意見，將召募易受傷害研究對象之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加入審查檢核表中，請見 P.1。 

b.依查核意見，將免除同意與免書面同意加以區分，請見 P.2。 

 決議：同意表單修改。  

3.申請免審之研究團隊，是否須有教育訓練時數？ 

 決議：要求計畫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應有三年內至少 8 小時教育訓練證明。 

  

  八、散會(下次開會日期：5 月 28 日週三) 

    1.請委員將會議資料留置桌上，且勿對外公開會議討論的實況 

        2.請委員完成簽退(簽名及簽退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