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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試驗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三 中午 12:30 

地    點：醫療大樓 B1F 餐廳會議室 

主    席：卓瑩祥主任委員 

出席委員： 

    醫療委員    呂衍孟、蔡青岩、鄭昌錡(院外)、徐紫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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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陳佩禎 

 

一、會前禱告 

二、主席致詞 

(1)出席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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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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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5-E-08 探討醫院電子病歷持續使用之影響因素 卓瑩祥(主持人) 新案審查-核備 

 

 三、上次會議通過事項：請參閱附件一會議紀錄 

四、上次會議追蹤事項：無 

  五、案件審查： 

(一)會議審查案件：  

序

號 
案號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1 
104-E-10 
變更審查 

主持人 本院周輝政 
協同主持人 醫華生技公司黃忠諤 

探討在第一孕期利用 Nano Velcro 晶片由母

血抓取胎兒細胞協助進行胎兒染色體異常之

診斷 

迴避委員：無。 

討論內容摘要：略。 

投票表決：出席委員 11 人，通過 0 票/修正後複審 10 票/修正後提會 1 票/不通過 0 票。 

審查結果：修正後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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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1.研究案之目的如主持人所言，僅是研究抓取細胞的效率，同意書(及其它相關文件)請移除染色

體診斷部份。 

 2.建議醫華生技黃忠諤總經理不列為協同主持人。 

    

2 
105-E-02 
新案審查 

主持人 本院曾德朋 
檢視 3TO-brace 矯正器於嵌甲及鑷狀甲療法

的功效 

迴避委員：無。 

討論內容摘要：略。 

投票表決：出席委員 11 人，通過 8 票/修正後複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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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事項：本院有為所有研究案投保臨床試驗醫療責任險，建議受試者同意書第 11 項 g)小項，

修改為「本計畫有投保責任保險」。 

 

3 
105-E-03 
新案審查 

主持人 陽明大學簡莉盈 
協同主持人 本院林珮瑩 

初產婦孕產期間及其嬰兒 18 個月內體重變化

之長期追蹤研究 

迴避委員：無。 

討論內容摘要：略。 

投票表決：出席委員 11 人，通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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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5-E-05 
新案審查 

主持人 本院邱慕蓉 

協同主持人 本院林珮瑩 

協同主持人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高美玲 

協同主持人 樂寶兒診所黃光大 

第二產程運用會陰熱敷技巧對產婦會陰撕裂

傷及疼痛程度之成效 

迴避委員：無。 

討論內容摘要：略。 

投票表決：出席委員 11 人，通過 9 票/修正後複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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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事項：建議樂寶兒診所提出研究合作同意證明。 

 

5 
105-E-06 
新案審查 

主持人 本院曾德朋 敏弱性肌膚保養品之皮膚測試研究 

迴避委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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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內容摘要：略。 

投票表決：出席委員 11 人，通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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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5-B-09 
新案審查 

主持人 本院劉華昌 軟骨修補移植物之臨床試驗 

迴避委員：無。 

討論內容摘要：略。 

投票表決：出席委員 11 人，通過 1 票/修正後複審 10 票/修正後提會 0 票/不通過 0 票。 

審查結果：修正後複審。 

追蹤審查頻率：半年一次。 

審查意見： 

1.HIV 檢測，依愛滋病防制條例，應經當事人同意才能檢測，請主持人於受試者同意書明確載明 

，並有選項讓受試者勾選（同意或不同意檢測），檢測結束呈陽性除排除外，須通報主管機關，

以落實受試者保護。 

2.本案為人體試驗，損害補償格式應比照衛生福利部人體試驗範本，即發生損害時「華元生醫股

份有限公司應負損害補償責任」。 

3.必須讓受試者知道，其檢體要被送至華元生醫公司位於台大之實驗室，包括後續剩餘檢體會如

何處置，請於受試者同意書內相關說明段載明，並請實驗室負責人提供說明。 

4.DSMB 成員，除了醫師及統計專家，建議增加一位倫理專家更為理想。 

5.DSMP 應增加其它兩家試驗機構之監測資料、台大實驗室之異常事件。 

主任委員補充說明：本案為法定試驗案，需納入「資訊警示系統」，受試者一旦入院診療(包括門 

急.住診)，電腦即會發送簡訊通知 PI；另 JCI 評鑑要求，受試者同意書要放在病歷。 

 

(二)簡易審查—新案報備共 4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5-E-01 
本院 

曾德朋 

肌膚保養品之皮膚測試研究: 森田藥妝複合原液
面膜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5/04/12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105-E-07 
本院 

張立渟 

傳播健康信念策略之研究-以消除婦女乳癌疑慮
為例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5/04/21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105-E-04 
本院 

張瓊文 

妊娠糖尿病婦女知識、自我效能對於孕期血糖、
體重控制及生產結果之縱貫性研究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5/04/26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105-E-08 
本院 

卓瑩祥 
探討醫院電子病歷持續使用之影響因素 

1.審查結果：通過(免知情同意) 

2.通過日期：105/04/28 

3.追蹤審查頻率：一年 

4.決議：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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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易審查—期中報告報備案件共 2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4-E-03 
本院 

謝怡君 
長期接觸粉塵與化學氣體之勞工肺功能影響評估 

1.審查結果：核准 

(尚未收案，採行政審查) 

2.通過日期：105/03/31 

3.決議：同意核備 

103-E-05 
本院 

林純君 

正念認知心理治療團體在職場身心壓力個案上的

效果研究 

1.審查結果：核准 

2.通過日期：105/04/12 

3.決議：同意核備 

(四)簡易審查—變更案報備案件共 1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0-E-04 
本院 

胡人然 

孕婦於懷孕期間採取降低母體血液 HBV 等預防措施對於降低

母嬰感染風險之效果與可行性評估研究 

變更原因： 

1.更換研究助理 

2.因孕婦手冊已將 B 行肝炎血清標記提前至第一孕期，有利

於早期篩檢高病毒量個案，並且讓有早產疑慮的個案能夠提

前用藥(例如懷多胞胎之孕婦) ，因此修改開始服藥時間，從

原本 30-32 週提前至 26-30 週。 

3.由於先前的經驗觀察到許多個案不願意參與服藥組的原因

是產後一個月無法哺餵母乳，因此縮短產後服藥的時間，從

產後一個月調整至產後 0-2 週，由個案彈性選擇，期望能提

高服藥意願，並將追蹤時間延長至產後一年。 

4.本計畫預計延長執行至 2018 年 12 月，各合作醫院均同步

進行展延。 

5.調整納入受試者的條件，從原本的毒量大於 108 copies/mL

修改為 106IU/mL，以期能增加收案量。 

6.因先前申請書的收案人數僅至 60 人(母親與子女分別獨立計

算)，而目前收案人數已達到 60 人，因此將申請書的收案人

數調整到 90~100 人。 

1.審查結果： 

核准 

2.通過日期：

105/05/03 

3.決議：同意

核備 

(五)簡易審查—終止案報備案件：無 

(六)簡易審查—結案報告報備案件共 6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3-E-02 
本院 

李方容 

產後婦女性功能與產後疲憊及產後憂鬰之

相關性探討 

1.審查結果：通過，存查 

2.通過日期：105/02/25 

3.決議：同意核備 

104-E-14 
本院 

陳俐君 

運用資訊系統輔助入院病人用藥整合作業

之成效 

1.審查結果：通過，存查 

2.通過日期：105/03/24 

3.決議：同意核備 

104-E-02 
本院 

廖怜俞 

探討血液透病人使用遠紅外線於內關穴對

心律變異度及疲憊之影響 

1.審查結果：通過，存查 

2.通過日期：105/04/15 

3.決議：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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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05 

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 長照所 

幸瑾華 

大台北地區長期照護機構工作人員對安寧

療護生命末期的知識、態度及其影響 

1.審查結果：通過，存查 

2.通過日期：105/04/15 

3.決議：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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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通過，存查 

2.通過日期：105/04/21 

3.決議：同意核備 

104-E-13 
本院 

葉淑敏 

新進護理人員執行靜脈注射技術之教學設

計、實施與成效評量 

1.審查結果：通過，存查 

2.通過日期：105/04/21 

3.決議：同意核備 

 (七 )撤案報備案件：1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4-E-19 
本院 

許正典 
雞精飲用對睡眠品質程度影響之探討 105/04/11 廠商提出撤案 

 

六、會務報告： 

1.QPS 品質指標，第二季數值(上次會議後至本次會議前) 如下表。 

品質指標名稱 
分子 

閾值 數值 
分母 

原始審查 SOP 執行

正確率 
(含簡易、一般審查) 

當季原始審查依 SOP 執行正確件數 
100% 

5 

當季原始審查總件數 5 

  
  

100% 

持續審查 SOP 執行

正確率 
(含追蹤、變更、中/終

止、結案審查) 

當季持續審查依 SOP 執行正確件數 
100% 

9 

當季持續審查總件數 9 

                                                                                                                                                         100% 

 

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4/22 來文，北市衛醫護字第 10552203800 號函， 主旨：函轉衛生福利部 105

年 4 月 14 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2154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人體試驗管理辦法」第三條之一，檢

附發布令、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惠請查照及週知所屬人員、機構。說明：依衛生

福利部 105 年 4 月 14 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2154C 號函辦理。請參閱附件二 

3.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3/28 來文，FDA 藥字號 1051403418 號函，主旨：重申於我國執行

藥品臨床試驗，其受試者同意書應載明項目，請依 96 年 5 月 30 日衛署藥字第 0960318326 號公

告之藥品臨床試驗受試者同意書範本撰寫，並請倫理審查委員會於審查藥品臨床試驗受試者同

意書時一併注意。隨函檢送藥品臨床試驗受試者同意書範本一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請參閱

附件三 

     

     

七、討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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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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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次開會日期：8 月 24 日週三 PM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