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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109 年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本院黃樓 2 樓會議室 
主席：楊欣洲副主任委員 
出席： 
生醫領域：楊懷壹、沈弘德(機構外)、沈家寧、林國儀、張春梅(機構外)、彭汪嘉康(機構

外)、華國媛(機構外)、廖南詩、鄭敬楓 
非生醫領域：楊欣洲、何之行、連怡斌(機構外)、鄒麟(機構外)、戴正德(機構外) 

請假：謝世良、吳全峰、范建得、陶秘華、黃彥棕、楊子霆、顏乃欣 
列席：林瑞燕、林郁婷、廖靖君、周佐于 
紀錄：林瑞燕、林郁婷、廖靖君 

本次會議出席委員人數 14 人，有院外具非生物醫學科學背景委員與會，出席委

員含兩種性別，已達法定開會條件，主席宣布開會。 

壹、 通過 109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貳、 案件審核 

閱讀利益迴避原則，提醒委員注意相關事宜。 
審查清單請詳議程附件 2。 

一、 案件報告(本委員會 109 年第 02 次會議後至今完成之案件，詳見附件

1)： 

(一) 免審： 
1. 新案審查：1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2. 修正審查：無。 
3. 追蹤審查： 

(1) 年度備查：無。 
(2) 結案報告：1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結案。 

(三) 簡易審查： 
1. 新案審查：2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2. 修正審查：1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3. 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3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繼續執行。 
(2)  結案報告：3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結案。 

(三) 一般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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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案審查：3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2. 修正審查：2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3. 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18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繼續執行。 
(2) 結案報告：1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結案。 

(四) 撤銷審查案件：無。  

(五) 其他： 無。 

二、 審查案件：  

(一) 程序入會追蹤案審查： 

1. 編號 16079 (M3) (第 1 次入會) 
(鄒麟委員、鄭敬楓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大腸直腸癌早期診斷、預測及預後評估之生物標誌的

探討 Biomarker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prediction, 
prognosis for colorectal cancers intervention trial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 
(2) 主席詢問非生醫領域及生醫領域委員有無其他意見：無。 
結論：投票結果：本案同意繼續執行(投票人數 12 人，12 票同

意繼續執行)。 

2. 編號 15059 (M4) (第 1 次入會) 
(鄒麟委員、鄭敬楓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中央研究院國家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基因體統計分析

服務 NCGM service for genomic statistics analysis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 
(2) 主席詢問非生醫領域及生醫領域委員有無其他意見：無。 
結論：投票結果：本案同意繼續執行(投票人數 12 人，12 票同

意繼續執行)。 

3. 編號 07021 (M17) (第 1 次入會) 
(鄒麟委員、鄭敬楓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竹東及朴子地區心臟血管疾病長期追蹤研究』後續

資料分析與基因研究 



3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 
(2) 主席詢問非生醫領域及生醫領域委員有無其他意見：無。 
結論：投票結果：本案同意繼續執行(投票人數 12 人，12 票同

意繼續執行)。 

4. 編號 16067 (M2) (第 1 次入會) 
(沈家寧委員、林國儀委員、楊懷壹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同組，

迴避投票；鄒麟委員、鄭敬楓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C 型凝集素受體在茲卡病毒感染中所扮演的角色 

The characteristic of C type lectin rececptors in the 
infection of Zika virus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 
(2) 主席詢問非生醫領域及生醫領域委員有無其他意見：無。 
結論： 
(1) 於審查結果通知備註主審建議申請人考慮計畫展延之提

醒。 
(2) 投票結果：本案同意繼續執行(投票人數 9 人，9 票同意繼續

執行)。。 

(二) 新案審查： 

1. 編號 20002 (N) (第 1 次入會)  
(沈家寧委員、林國儀委員、楊懷壹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同組，迴

避投票) 
計畫名稱：Desmoglein2 (DSG2)在乳癌生長、轉移及循環腫瘤細

胞聚集之功能 Desmoglein2 (DSG2) functions in 
breast cancer growth, metastasis and circulating tumor 
cell clustering 

討論：  
(1) 有關主審建議 ICF中非預期試驗結果加入詢問受試者同意被

通知與否的選項，依合作醫院受試者同意書現行版本，若有

發現非預期試驗結果且直接影響受試者的安全疑慮，採直接

敘明會告知受試者，非以詢問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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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量尊重收案醫院，建議本計畫可先予以通過，若合作醫院

IRB 通過 ICF 版本與本院核准版本不同，再請申請人於本院

IRB 提修正案。 
(3) 主席詢問非生醫領域及生醫領域委員有無其他意見：無。 
結論： 
(1) 本案依會議決議核准。 
(2) 於審查結果通知備註討論(2)內容。 
(3)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投票人數 11 人，

11票照案核准，1位委員建議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10 位委員未勾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設之

一年追蹤時程)。 

(三) 修正審查： 

1. 編號 16066 (R11)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06-109 年）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2017-2020） 
討論： 
(1) 同意主審初審結果。 
(2) 主席詢問非生醫領域及生醫領域委員有無其他意見：無。 
結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 
(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投票人數 14 人，

14票照案核准，1位委員建議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13 位委員未勾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設之

原案追蹤時程)。 

2. 編號 17049 (R5) (第 1 次入會)  
(楊欣洲委員為申請人，離席迴避) 
計畫名稱：開發大型人體生物資料庫與健康資料庫之統計分析方

法與工具 – 以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和台灣全民健

保資料庫資料為基礎 Developing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nalysis platform for the biobank and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studies – using the data in the Taiwan 
Biobank an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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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意主審初審結果。 
(2) 主席詢問非生醫領域及生醫領域委員有無其他意見：無。 
結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 
(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投票人數 13 人，

13票照案核准，1位委員建議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12 位委員未勾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設之

原案追蹤時程)。 

(四) 追蹤審查：無。 

參、 報告事項   

一、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修正送請衛福部審查資料影送本委員會。(議程

附件 3) 

二、 國際會議：  
(一) AAHRPP 2020 Annual Conference in Baltimore, MD on May 19 - 21, 

2020. ， 詳 細 內 容 請 見 網 頁 ：

http://www.aahrpp.org/grow/aahrpp-learning-opportunities/annual
-conference 

(二) 2020 Advancing Ethical Research (AER) Conference in Seattle, WA 
on November 7-10, 2020 ， 詳 細 內 容 請 見 網 頁 ：

https://www.primr.org/aer20/ 

肆、 討論事項 無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下午 2 時 50 分 

http://www.aahrpp.org/grow/aahrpp-learning-opportunities/annual-conference
http://www.aahrpp.org/grow/aahrpp-learning-opportunities/annual-conference
https://www.primr.org/aer20/
https://www.primr.org/aer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