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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109 年第 5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本院黃樓 2 樓會議室及視訊 
主席：謝世良主任委員 
出席： 
生醫領域：謝世良、楊懷壹、沈弘德(機構外、視訊)、沈家寧(視訊)、林國儀(視訊)、 

張春梅(機構外)、彭汪嘉康(機構外、視訊)、華國媛(機構外、視訊)、 
廖南詩(視訊)、顏乃欣(機構外、視訊) 

非生醫領域：吳全峰(視訊)、何之行、連怡斌(機構外)、黃彥棕、楊子霆(視訊)、 
鄒麟(機構外)、戴正德(機構外、視訊) 

請假：楊欣洲、范建得、陶秘華、鄭敬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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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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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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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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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二) 簡易審查： 
1. 新案審查：3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2. 修正審查：4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3. 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5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繼續執行。 
(2)  結案報告：4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結案。 

(三) 一般審查：  
1. 新案審查：3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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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正審查： 
(1)  修正及異常：1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依修正通過內容繼續

執行。 
(2)  修正審查：2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3. 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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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撤案。  

(五) 其他： 無。 

二、審查案件：  

(一) 程序入會追蹤案審查： 

1. 編號 12138 (M14)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冠狀動脈疾病之基因研究計畫 Genetic stud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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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17 票同

意繼續執行)。 

2. 編號 18013 (M2)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以微生物相

研究建立大腸直腸癌之新穎檢測與治療策略 Next-
generation Pathway of Taiwan Cancer Precision 
Medicine-Microbiota-based development of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colorectal c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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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17 票同

意繼續執行)。 

3. 編號 15056 (M6) (第 1 次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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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世良委員、楊懷壹委員、沈家寧委員、林國儀委員與申請人

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 
計畫名稱：以藥物高效率由人類體細胞產生誘導式細胞 

Efficient Generation of Chemically Induced Cells from 
Human Somatic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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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13 票同

意繼續執行)。 

4. 編號 17008 (M3) (第 1 次入會) 
(謝世良委員、楊懷壹委員、沈家寧委員、林國儀委員與申請人

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 
計畫名稱：以藥物高效率由人類皮膚纖維母細胞產生誘導式神

經系統細胞 Efficiently reprogramming of human skin 
fibroblasts into neural system lineage cells by 
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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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13 票同

意繼續執行)。 

5. 編號 18017 (M2) (第 1 次入會) 
(吳全峰委員暫時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建立診所為基礎的疾病監測網 Implementing clinic-

based disease surveillance network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及提醒意見。 
(2) 建議將提醒意見於審查結果通知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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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審查結果通知依討論(2)建議備註。 
(2) 投票結果：本案同意繼續執行(投票人數 16 人，16 票同意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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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號 14012 (M6)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鑑定前側額顳葉病人腦組織中 TDP-43 蛋白堆積物

的形態 Identify the morphology of TDP-43 protein 
inclusions in the brain tissue of frontotemporal lobar 
dem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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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17 票同

意繼續執行)。 

7. 編號 10115 (M9)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發展針對阿茲海默症中類澱粉乙型蛋白構形物之創

新型治療抗體 Development of Novel, Therapeutic 
Antibodies Targeting Amyloid- Conformers in 
Alzheimer’s Disease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及提醒意見。 
(2) 於審查結果通知備註提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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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審查結果通知依討論(2)建議備註。 
(2) 投票結果：本案同意繼續執行(投票人數 17 人，17 票同意

繼續執行)。 

8. 編號 19007 (M1)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臺灣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之新生物標記研究 Novel 

biomarker research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atherosclerosi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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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同意結案(投票人數 17 人，17 票同意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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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案審查： 

1. 編號 19057 (N) (第 1 次入會)  
(楊子霆委員提早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結合台灣最新「心血管疾病照護指引飲食原則」與

「每天喝茶」，探討對冠心病控制以及認知功能維

護之隨機分派控制試驗：成效評估與成本效益分析 
A Healthy Taiwanese Eating Approach (TEA) 
combining the newest version of Taiwan 
cardiovascular care diet and daily tea drinking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ntro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maintenance: efficacy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討論：  
(1) 關於智慧財產之歸屬，依申請人修正內容，已排除可能衍

生利益衝突之疑義，同意主審複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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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15 票照案核准；修正後請主審委員複審 1
票。2 位委員勾選每半年進行期中審查，9 位委

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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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編號 20004 (N) (第 1 次入會)  
(謝世良委員為申請人，離席迴避；楊懷壹委員、沈家寧委

員、林國儀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楊子霆委員

提早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HBD.Fc 基因工程蛋白對於血小板釋出之胞外體於

傷口癒合的效用 Efficacy of HBD.Fc-treated platelet- 
derived exosomes in wound healing 

討論：  
(1) 建議申請人將計畫書中之可採檢間隔時間修改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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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申請人回覆說明討論(1)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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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票結果：修正後請主審委員複審，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
票人數 12 人，1 票照案核准；修正後再審 11
票，其中請主任委員複審 5 票，請主審委員複

審 6 票。5 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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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編號 20024 (N) (第 1 次入會)  
(謝世良委員為申請人，離席迴避；楊懷壹委員、沈家寧委

員、林國儀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楊子霆委

員提早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比較 COVID-19 無症狀感染者及有症狀感染者之先

天免疫反應及抗體反應 Comparison of innate 
immune responses and antibody response in 
asymptomatic vs symptomatic COVID-19 recovered 
patients 

討論：  
(1) 本案與 20025 (N)合併討論。 
(2) 同意申請人回覆內容。 
(3) 本案建議需生物安全委員會通過後方可執行。 
(4) 建議申請人將主管機關同意協助執行之往返公文提供本委

員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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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內容。： 
(3)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人數 12

人，11 票照案核准；修正後請主審委員複審 1
票。7 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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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編號 20025 (N) (第 1 次入會)  
(謝世良委員為申請人，離席迴避；楊懷壹委員、沈家寧委

員、林國儀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楊子霆委

員提早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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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研究 COVID-19 感染者血中之細胞外囊泡之免疫調

控功能 Investigation of the immunomodulatory 
functions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s isolated from 
COVID-19 patients 

討論：  
(1) 本案與 20024 (N)合併討論。 
(2) 同意申請人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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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0024 (N)。 
(3)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人數 12

人，12 票照案核准。7 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

中審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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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4 (R3) (第 2 次入會)  
(沈家寧委員、林國儀委員、張春梅委員、華國媛委員、楊子霆

委員提早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探討腸道菌的組成與心肌梗塞的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d outcome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討論： 
(1) 同意主審複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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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通知及徵

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投票人數 12 人，12 票照案

核准。所有委員勾選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1
票需通知研究對象，11 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

對象再同意)。 

2. 編號 18017 (R3) (第 1 次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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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建立診所為基礎的疾病監測網 Implementing clinic-
based disease surveillan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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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通知及徵

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投票人數 17 人，17 票照案

核准。1 位委員勾選每半年進行期中審查，16
位委員均勾選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17 票不需

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3. 編號 19048 (R1) (第 1 次入會)  
(沈家寧委員、林國儀委員、張春梅委員、華國媛委員、楊子霆

委員提早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以基因體學及轉錄體學策略，探討影響乳癌患者治

療與進展之相關機制 Explore the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treatment and progression of breast cancer 
using genomics and transcriptom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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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通知及徵

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投票人數 12 人，12 票照案

核准。1 位委員勾選每半年進行期中審查，11
位委員均勾選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12 票不需

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4. 編號 20006 (R1) (第 1 次入會)  
(謝世良委員為 Co-PI，離席迴避；楊懷壹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

同組，迴避投票；沈家寧委員、林國儀委員、楊子霆委員提早

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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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對付新興 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工作小組 Task 
Force for the Newly Emerging 2019-nCoV 

討論： 
(1) 同意主審初審結果。 
(2) 建議申請人將主管機關同意協助執行之往返公文提供本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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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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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通知及徵

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投票人數 12 人，12 票照案

核准。12 位委員均勾選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

10 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2 位未

勾選)。 

5. 編號 19007 (R1)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臺灣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之新生物標記研究 Novel 

biomarker research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atherosclerosi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aiwan 

討論： 
(1) 有關此次修正增加徵詢同意串連資料之選項，是否需通知

或向已簽署之研究對象取得再同意？ 
a. 原簽署之同意書理論上是已同意串聯資料。 
b. 此新增之選項讓未來之研究對象有選擇是否串連的機

會，建議通知已簽署之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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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1)b 內容。 
(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不需通知及徵

詢研究對象再同意，經會議確認，建議將修正

內容通知已簽署之研究對象 (投票人數 17 人，

17 票照案核准。17 位委員均勾選預設之原案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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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時程。1 票需通知研究對象，15 票不需通知

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1 位未勾選)。 

(四) 追蹤審查：無。 

參、 報告事項   

一、 衛福部同意本院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設置計畫書修正。(議程附件

3) 

二、 將於 7 月 24 日前繳交衛福部 109 年度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

定時追蹤查核書面資料。(議程附件 4) 

三、 委員教育訓練： 
日期：109 年 6 月 5 日(五)下午 12:30-14:00 
講師：楊欣洲副主任委員 
講題：負責任的研究：讓數據說話 
結論：另加辦一場委員教育訓練，請吳全峰副主委主講。日期為 7

月 10 日(五)下午，講題為：COVID-19 研究倫理相關議題。 

肆、 討論事項 無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陸、散會 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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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追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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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撤銷審查案件：1案，審查結果為同意撤案。
	(五) 其他： 無。

	二、審查案件：
	(一) 程序入會追蹤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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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以藥物高效率由人類皮膚纖維母細胞產生誘導式神經系統細胞 Efficiently reprogramming of human skin fibroblasts into neural system lineage cells by 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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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13票同意繼續執行)。

	5. 編號18017 (M2)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建立診所為基礎的疾病監測網 Implementing clinic-based disease surveillance network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及提醒意見。
	(2) 建議將提醒意見於審查結果通知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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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審查結果通知依討論(2)建議備註。
	(2) 投票結果：本案同意繼續執行(投票人數16人，16票同意結案)。

	6. 編號14012 (M6)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鑑定前側額顳葉病人腦組織中TDP-43 蛋白堆積物的形態Identify the morphology of TDP-43 protein inclusions in the brain tissue of frontotemporal lobar dem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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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17票同意繼續執行)。

	7. 編號10115 (M9)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發展針對阿茲海默症中類澱粉乙型蛋白構形物之創新型治療抗體 Development of Novel, Therapeutic Antibodies Targeting Amyloid- Conformers in Alzheimer’s Disease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及提醒意見。
	(2) 於審查結果通知備註提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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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審查結果通知依討論(2)建議備註。
	(2) 投票結果：本案同意繼續執行(投票人數17人，17票同意繼續執行)。

	8. 編號19007 (M1)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臺灣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之新生物標記研究 Novel biomarker research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atherosclerosi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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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同意結案(投票人數17人，17票同意結案)。


	(二) 新案審查：
	1. 編號19057 (N)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結合台灣最新「心血管疾病照護指引飲食原則」與「每天喝茶」，探討對冠心病控制以及認知功能維護之隨機分派控制試驗：成效評估與成本效益分析 A Healthy Taiwanese Eating Approach (TEA) combining the newest version of Taiwan cardiovascular care diet and daily tea drinking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ntrol and cognitive fu...
	討論：
	(1) 關於智慧財產之歸屬，依申請人修正內容，已排除可能衍生利益衝突之疑義，同意主審複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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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15票照案核准；修正後請主審委員複審1票。2位委員勾選每半年進行期中審查，9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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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編號20004 (N)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HBD.Fc基因工程蛋白對於血小板釋出之胞外體於傷口癒合的效用 Efficacy of HBD.Fc-treated platelet- derived exosomes in wound healing
	討論：
	(1) 建議申請人將計畫書中之可採檢間隔時間修改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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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申請人回覆說明討論(1)內容。
	(2) 投票結果：修正後請主審委員複審，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人數12人，1票照案核准；修正後再審11票，其中請主任委員複審5票，請主審委員複審6票。5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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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編號20024 (N)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比較COVID-19無症狀感染者及有症狀感染者之先天免疫反應及抗體反應 Comparison of innate immune responses and antibody response in asymptomatic vs symptomatic COVID-19 recovered patients
	討論：
	(1) 本案與20025 (N)合併討論。
	(2) 同意申請人回覆內容。
	(3) 本案建議需生物安全委員會通過後方可執行。
	(4) 建議申請人將主管機關同意協助執行之往返公文提供本委員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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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內容。：
	(3)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人數12人，11票照案核准；修正後請主審委員複審1票。7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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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編號20025 (N)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研究COVID-19感染者血中之細胞外囊泡之免疫調控功能 Investigation of the immunomodulatory functions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s isolated from COVID-19 patients
	討論：
	(1) 本案與20024 (N)合併討論。
	(2) 同意申請人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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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024 (N)。
	(3)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人數12人，12票照案核准。7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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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4 (R3) (第2次入會)
	計畫名稱：探討腸道菌的組成與心肌梗塞的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d outcome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討論：
	(1) 同意主審複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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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投票人數12人，12票照案核准。所有委員勾選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1票需通知研究對象，11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2. 編號18017 (R3)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建立診所為基礎的疾病監測網 Implementing clinic-based disease surveillan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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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投票人數17人，17票照案核准。1位委員勾選每半年進行期中審查，16位委員均勾選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17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3. 編號19048 (R1)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以基因體學及轉錄體學策略，探討影響乳癌患者治療與進展之相關機制 Explore the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treatment and progression of breast cancer using genomics and transcriptom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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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投票人數12人，12票照案核准。1位委員勾選每半年進行期中審查，11位委員均勾選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12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4. 編號20006 (R1)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對付新興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工作小組 Task Force for the Newly Emerging 2019-nCoV
	討論：
	結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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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 (投票人數12人，12票照案核准。12位委員均勾選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10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2位未勾選)。

	5. 編號19007 (R1)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臺灣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之新生物標記研究 Novel biomarker research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atherosclerosi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aiwan
	討論：
	結論：


	(四) 追蹤審查：無。


	參、 報告事項
	肆、 討論事項 無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陸、散會 下午4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