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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試驗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三 中午 12:30 

地    點：健康管理大樓四樓研討室 B    

主    席：蔡青岩主任委員 

出席委員： 

醫療委員   卓瑩祥、徐紫娟、鄭淑妃、蔡麗芬(院外)、鄭昌錡(院外) 

非醫療委員 李明昌、溥又新、曾育裕(院外)、曾玉華(院外)、黃懷蒂(院外) 

  請假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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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5.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3)確認應迴避之委員：無 

三、上次會議通過事項 

四、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五、案件審查： 

 (一)會議審查案件，共 2 件：請參閱附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100-E-04 

追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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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討論摘要會議討論摘要會議討論摘要會議討論摘要：略。 

投投投投票表決票表決票表決票表決：通過 0 票/修正後複審 9 票/修正後提會 1 票/不通過 0 票。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結果結果結果結果：修正後複審。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建議於受試者同意書上加註「此藥品懷孕等級不明，但愛滋病婦女使用此藥品，臨

床上沒有出現畸胎等副作用」。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107-E-17 

追蹤審查 

本院 

林冠宏 

台灣地區多醫院針對腦中風病患合併阿斯匹靈治療後再度中風或

併發症之臨床登錄計畫–非介入性、觀察性研究 



 

                                         109/11/25 人體試驗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2頁  

會議討論摘要會議討論摘要會議討論摘要會議討論摘要：略。 

投票表決投票表決投票表決投票表決：通過 0 票/修正後複審 1 票/修正後提會 10 票/不通過 0 票。 

審查結果審查結果審查結果審查結果：修正後提會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1.安排實地訪查研究團隊，下次會議再審。 

2.本案為觀察性研究、無介入性措施，即日起可恢復收案。 

 

(二)簡易審查—新案報備共 2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9-E-16 
本院 

陳琇麗 

懷孕婦女的孕期困擾、自我慈憫、社會支持、生

活品質及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1/2 

3.追蹤頻率：一年一次 

4.決議：同意核備 

109-E-18 
本院 

黃暉庭 
醫療院所員工之新冠肺炎防疫行為探討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1/9 

3.追蹤頻率：一年一次 

4.決議：同意核備 

 

(三)簡易審查—期中報告報備共 7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摘要 備註 

105-E-14 
本院 

周輝政 

Adhesion-Cavity 晶片在癌症病患周邊血液分離

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的效

率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14 

3.決議：同意核備 
摘要：第 8 次追蹤，本院持續收案中 

107-E-20 
本院 

周輝政 

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與卵

巢癌及其他婦科癌症臨床表現相應關係之分析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1/4 

3.決議：同意核備 摘要：第 2 次追蹤，本院持續收案中 

108-E-01 
本院 

黃文正 

探討阿魏酸對於失智病患的精神行為的功效評估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22 

3.決議：同意核備 摘要：第 2 次追蹤，本院持續收案中 

108-E-17 
本院 

黃國洋 

沉香精油對注意力不足過動症兒童專注力之影響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0/6 

3.決議：同意核備 摘要：第 1 次追蹤，本院持續收案中 

108-E-18 
本院 

陳瑩盈 

人工智慧乳房攝影篩檢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0/23 

3.決議：同意核備 摘要：第 1 次追蹤，本院持續收案中 

108-E-19 
本院 

張秀文 

沉香精油對輕中度阿茲海默症症狀緩和之作用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29 

3.決議：同意核備 摘要：第 1 次追蹤，本院持續收案中 

108-E-21 
本院 

林宜靜 

醫療技術人員情緒勞務、情緒耗竭與身心健康之

關連性研究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1/9 

3.決議：同意核備 摘要：第 1 次追蹤，本院持續收案中 

 

(四)簡易審查—變更案報備共 7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摘要 備註 



 

                                         109/11/25 人體試驗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3頁  

105-E-14 
本院 

周輝政 

Adhesion-Cavity晶片在癌症病患周邊血液分離

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的效

率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14 

3.決議：同意核備 

106-A-06C 
本院 

曾德朋 

評估 Risankizumab 做為中度至重度斑塊型乾癬

維持療法之安全性和療效的一項多中心、開放性

試驗 (LIMMITLESS)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18 

3.決議：同意核備 

107-E-20 
本院 

周輝政 

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與卵巢癌及其他婦科癌症臨床表現相應 

關係之分析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0/13 

3.決議：同意核備 

108-A-12 
本院 

曾德朋 

一項多中心、開放性試驗，目的是評估

bimekizumab 在中度至重度慢性斑塊型乾癬成年

受試者中的長期安全性、耐受性和療效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15 

3.決議：同意核備 

108-E-21 
本院 

林宜靜 

醫療技術人員情緒勞務、情緒耗竭與身心健康之

關連性研究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1/9 

3.決議：同意核備 

108-E-23 
本院 

廖怜俞 

探討運用輔助療法降低血液透析病人透析中高血

壓與心率變異之影響 

1.審查結果：通過 

(主委行政審查) 

2.通過日期：109/11/9 

3.決議：同意核備 

109-E-15 
本院 

林勤堯 

應用資料探勘演算法建構動靜脈廔管阻塞程度預

測模型 

1.審查結果：通過 

(主委行政審查) 

2.通過日期：109/10/13 

3.決議：同意核備 

(五)簡易審查—試驗偏差報備：無 

 

(六)簡易審查—中止/終止案報備共 1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8-E-10 

終止 

本院 

林冠宏 

失智症病患接受非藥物治療後之阿茲海默氏症早

篩風險指標（ADRI）及認知功能檢查之探討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22 

3.決議：同意核備 

 

(七)簡易審查—結案報告報備共 2 件： 

案號 主持人 研究案名稱 備註 

107-E-19 
本院 

林冠宏 

使用中鏈三酸甘油脂於失智個案飲食之前導型研

究計劃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10/23 

3.決議：同意核備 

107-E-21 
本院 

劉華昌 

比較髕骨內側與外側切開進行全膝關節置換術後

下肢在走路時生物力學及肌電圖的變化，一年期

追蹤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15 

3.決議：同意核備 

(八)SAE 或定期安全性通報彙整：無 

 

(九)專案進口藥品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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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申請人 藥品/劑量/劑型 審查結果 

1090901 
外科 

葉聰賜醫師 
Sodium Tetradecyl Sulphate / 3% 2ml / Amp 

1.審查結果：通過 

2.通過日期：109/9/22 

3.決議：同意核備 

 

六、會務報告 

 

七、討論事項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110 年會議日期預定：週三 PM12:30(單數月第四週週三) 

上半年 1/27、3/24、5/26 

下半年 7/28、9/22、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