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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緊急審查程序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7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96 年第 8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21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97 年第 7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6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99 年第 3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2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101 年第 6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18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101 年第 10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17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108 年第 1 次會議修正 

一、 目的：本委員會為審核因疫病發生中央主管機關為防疫需求而指定或委託

本院執行之研究計畫，依本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第三點第八項，訂定本

程序。 

二、 緊急審查條件：研究計畫需符合下列所有條件者，方可進行緊急審查。 
（一） 疫病發生，需由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制法發布。當主管機關宣布解除時，需立

即終止該計畫研究對象之採檢。 

（二） 計畫由衛生署指定或委託執行。 

（三） 研究範圍傳染病防制法施行細則第三條、第四條所規定之疫情調查、流行病學

調查、病媒調查，以及為瞭解傳染病發生之狀況及原因之相關研究。研究對象

之基因研究，非本緊急審查程序範圍。 

（四） 研究對象僅限傳染病防制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規定之檢體提供者。 

（五） 採檢項目僅限傳染病防制法第四十六條第二項中央主管機管所規定之項目。並

依傳染病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非經當事人同意，不得對其錄音、錄影

或攝影。 

（六） 計畫執行需依傳染病防制法第十條規定，對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之姓名、

病歷及病史等有關資料者，不得洩漏。 

（七） 計畫執行需依傳染病防制法第十一條規定，對於傳染病病人、施予照顧之醫事

人員、接受隔離治療者、居家檢疫者、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之人格、合法權益，

應予尊重及保障，不得予以歧視。 

三、 人員權責 
（一） 申請人：線上填寫申請表並上傳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向本委員會提出緊急審

查申請、申請五日內備齊相關審核文件送審、回覆審核意見、修正資料。計畫

之執行，需依傳染病防制法之相關規定執行。 

（二） 本委員會執行秘書：檢查資料是否齊備，通知委員審閱，彙整會議審核意見，

確認審核結果，執行審核程序。 

（三） 執行長：指定主審委員、確認審核意見 

（四） 主任委員：緊急審查核備、擔任主審委員、核定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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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委員：擔任主審委員，於時限內完成審核。 

四、 緊急審查方式： 
（一） 若需進行緊急審查，申請者得先製作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並檢附主管機關公

告內容及指定/委託執行研究之正式文件，送請主任委員核備同意後執行，但須

於核備後五日內，送交完整審核資料進行審查。 

（二） 緊急審查可由執行長指定至少三位主審執行審查。 

（三） 緊急審查需於十日內做成決定。 

（四） 若審核過程發現計畫不符緊急審查條件範圍，需立刻暫停原先之核備同意，停

止收案，核備同意期間之收案無效。終止緊急審查程序，並進行異常事件審查。 

五、 流程 

步驟 程序 負責人/單位 

（一） 核備申請 

↓ 

申請人 

（二） 核備 

↓ 

主任委員 

（三） 核備結果通知 

↓ 

執行秘書 

（四） 備齊緊急審核文件 

↓ 

申請人 

（五） 收案 

↓ 

執行秘書 

（六） 指定主審 

↓ 

執行長 

（七） 審核 主審 

六、 緊急審查程序 
（一） 核備： 

1. 申請人提交計畫緊急審核核備文件送至本委員會，提出緊急審查申請。 

（1） 線上填寫：計畫審核申請書(irb01_Application Form) 

（2） 上傳檔案：於線上審核系統之送審文件清單頁面(irb07(N)_Submit 

Checklist)，將以下檔案轉成PDF檔案，分別上傳 

a. 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irb10_Inform Consent Form) 

b. 主管機關公告內容 

c. 主管機關指定/委託執行研究之正式文件  

2. 執行秘書收到緊急審查申請資料後，給予申請案編號，製作審核結果通知

書，將緊急審查申請資料送請主任委員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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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任委員就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之內容，評估是否符合緊急審查條件 

（1） 符合：准予核備，於審核結果為准予核備之通知書簽名後，送回本委

員會執行秘書。 

（2） 不符合：不准予核備。於審核結果為不准予核備之通知書簽名後，送

回本委員會執行秘書。 

4. 執行秘書收到主任委員核備文件 

（1） 准予核備：將核備結果寄送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開始進行緊急審核流

程。依本委員會指定主審委員及初審程序請執行長指定主審，並以電

話向主審委員通知並確認緊急審查事宜。若指定之主審委員無法執行

該案之審核，則請執行長另指派主審委員，依本程序六點第二項進行

緊急審查。 

（2） 不准予核備：依審核結果核定程序第四點執行。 

（二） 申請：申請人於核備後五日內備齊申請資料，送本委員會申請審核。申請資料

包含： 

1. 線上填寫：計畫審查申請表(irb01_Application Form) 

2. 上傳檔案：於線上審核系統之送審文件清單頁面(irb07(N)_Submit 

Checklist)，將以下檔案轉成 PDF 檔案，分別上傳 

a. 計畫書：請使用本委員會制訂之計畫書格式(irb09_Proposal)) 

b. 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 

(a) 若使用非本委員會制訂之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格式(irb11_Inform 

Consent Form)者，請另加附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內容

checklist(irb10_Inform Consent Form Checklist) 

(b) 若不需使用研究對象說明同意書，請說明原因，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c. 其他相關資料：例如問卷、與研究對象溝通之任何文件、邀請相關單位

或人員協助計畫執行之相關文件、研究計畫退出表格、致贈研究對象之

禮品…等 

d.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之學經歷資料及研究倫理相關教育訓練證明文

件 

e. 其他計畫執行人員之研究倫理相關教育訓練證明文件 

（三） 收案：本委員會執行秘書： 

1. 收案後給予檢查申請資料內容是否齊備，若是，進行審核程序；若否，填寫

送審前意見(irb21_Pre-Review Check)，請申請人補充或修正。 

2. 若於核備後五日內未備齊申請資料，則需立刻暫停原先之核備同意，停止緊

急審查程序，申請者需立即停止收案。 

（四） 送審： 本委員會執行秘書於線上系統請執行長指定主審後，設定主審，請主審

委員線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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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審審核： 

1. 主審委員須於三天內同意擔任主審，並於一週內完成初審，並填寫審查相關

表格，送回本委員會。 

2. 審核要項依本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第三點第三項內容執行。因緊急審查之

研究對象，依傳染病防制法第四十六條第項第 1 款之規定，不得拒絕、規避

或妨礙採檢，審核過程需特別注意研究內容是否符合緊急審查條件，若否，

則做成緊急審查不核准之決定，依本程序第四點第四項執行。 

（1） 是否符合主管機關所發佈之疫情、疫區。 

（2） 研究範圍是否依傳染病施行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為疫情調查、流行

病學調查、病媒調查，以及為瞭解傳染病發生之狀況及原因之相關研

究。研究對象之基因研究，非本緊急審查程序範圍。 

（3） 採檢項目是否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規定之項目。 

（4） 若有錄音、錄影或攝影之需求，是否載明為研究對象可拒絕之選擇性

項目。 

（六） 完成審核：執行秘書收到主審委員審核結果後，依本委員會審核結果核定程序

第四點執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