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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109 年第 6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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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寧、林國儀、張春梅(機構外)、 

陶秘華(視訊)、彭汪嘉康(機構外、視訊)、華國媛(機構外)、廖南詩(視訊)、 
顏乃欣(機構外、視訊) 

非生醫領域：楊欣洲、吳全峰(視訊)、范建得(機構外、視訊)、連怡斌(機構外)、鄒麟(機
構外)、戴正德(機構外、視訊) 

請假：何之行、黃彥棕、楊子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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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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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次會議後至今完成之案件，詳見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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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度備查：1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繼續執行。 
(2) 結案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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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繼續執行。 
(2)  結案報告：6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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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審查：  
1. 新案審查：3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2. 修正審查：5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3. 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8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繼續執行。 
(2)  結案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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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1 (M6) (第 1 次入會) 
(戴正德委員暫時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痛風，高尿酸血症及相關疾病的基因研究 Genetic 

Study of Hyperuricemia, Gout, and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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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16 票同

意繼續執行)。 

2. 編號 18020 (M2) (第 1 次入會) 
(林國儀委員為申請人，離席迴避；謝世良委員、楊懷壹委

員、沈家寧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戴正德委員

暫時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利用核糖核酸序列分析血液細胞免疫反應來探討川

崎症成因 RN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blood from 
patients with Kawa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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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12 票同

意繼續執行)。 



3 
 

3. 編號 15004 (M5)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檢測神經退化疾病腦脊髓液中 TDP-43 蛋白含量 

Examination of TDP-43 protein in the cerebrospinal 
fluid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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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編號 13040 (M7) (第 1 次入會) 
(楊欣洲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迴避投票) 
計畫名稱：分析高通量技術所獲得不同層次分子變異資料以找

尋肺腺癌之新穎治療標的與病人篩選策略 Data 
analysis for different molecular levels data from high 
throughput technologi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patient stratification in lung 
adeno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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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16 票同

意繼續執行)。 

5. 編號 14026 (M6)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優化偵測循環腫瘤細胞之實驗平台 CTC detection 

platform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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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編號 18004 (M2) (第 1 次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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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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及提醒意見，並於審查結果通知備註提

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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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討論(1)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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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編號 15012 (M10)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正常老化與原發漸進性失語症的神經與語言缺損 

Neural and language deficits in normal aging and 
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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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新案審查： 

1. 編號 20008 (N)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環境衝擊對於人力發展之長期影響：以九二一地震

為例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 
on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How 921 Earthquake 
Affected Survivors’ Health and Their Migration 
Decisions 

討論：  
(1) 同意申請人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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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會議決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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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人數 17
人，17 票照案核准。9 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

中審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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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9 (N)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應用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進行全表型組關聯分析以

探討人類基因變異與台灣常見慢性疾病風險 A 
Ph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to Investigate Genetic 
Variants on and the Risk of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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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17 票照案核准。8 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

中審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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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 (N) (第 1 次入會)  
(彭汪嘉康委員暫時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台灣本土腸道與臨床數據智識庫 Taiwan Intestinal 

and Clinical Data Knowledge Base 
討論：  
(1) 本計畫與二個機構合作，關於三方合作關係的部分： 

a. 申請人目前已透過中研院智財技轉處擬定合作計畫契

約。 
b. 有關本案使用前計畫所收集之研究材料，需確認前計畫

研究成果歸屬機構與本案合作機構是否有另簽合作計畫

契約。 
(2) 關於本計畫所建立之資料庫是否移轉至合作機構部分： 

a. 鑑於轉移至合作機構之資料可能包含個人資料，此部

分應取得研究對象再同意。 
b. 需釐清建立之資料庫管理者是否為合作機構。 

(3) 主席詢問非生醫領域及生醫領域委員有無其他意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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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請申請人回覆說明討論(1)、(2)內容。 
(2) 投票結果：修正後下次會議再議，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

人數 16 人，1 票照案核准；修正後再審 15
票，其中請主任委員複審 2 票，請主審委員複

審 2 票，下次會議再議 11 票。6 位委員勾選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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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編號 20031 (N)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農事作業環境熱危害及空氣品質暴險初探研究 Pilot 

exposure assessment study for heat stress and air 
quality in agriculture workers 

討論：  
(1) 有關說明同意書第 11 點提及在特定條件下會邀參與者返還

原先已收下的禮券部分： 
a. 依申請人回覆內容，研究人員不會執行此部分，建議尊

重研究團隊設此項說明。 
b. 依申請人回覆內容，研究人員不會執行此部分，建議說

明同意書中移除相關說明。 
c. 鑒於收案時須非常注意研究對象是否符合研究條件，不

符合研究條件者不應納入，建議說明同意書中移除相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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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容。 
(2) 投票結果：修正後主審委員複審，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

人數 17 人，2 票照案核准；修正後再審 15
票，其中請主任委員複審 2 票，請主審委員複

審 13 票。7 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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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8 (R1) (第 1 次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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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提高聚乙二醇化奈米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Improv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pegylated-
nano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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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委員建議每年期中審查，7 位委員勾

選原案追蹤時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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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票需通

知研究對象，13 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

同意，3 位未勾選)。 

2. 編號 18020 (R1) (第 1 次入會)  
(林國儀委員為申請人，離席迴避；謝世良委員、楊懷壹、沈家

寧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戴正德委員暫時離

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利用核糖核酸序列分析血液細胞免疫反應來探討川

崎症成因 RN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blood from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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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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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2
位未勾選)。 

3. 編號 19038 (R1) (第 1 次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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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利用紅外光吸收光譜、質譜鑑定碳水化合物結構 
Carbohydrate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by IR 
absorption,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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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10 位委員

未勾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設之原案追

蹤時程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7 票不需通知及徵

詢研究對象再同意，10 位未勾選)。 

4. 編號 18079 (R4) (第 1 次入會)  
(吳全峰委員為本計畫倫理委員，離席迴避；陶秘華委員與申

請人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 
計畫名稱：台灣精準醫療計畫(II) Taiwan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II) 
討論： 
(1) 同意申請人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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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會議決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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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人，15 票照案

核准。1 位委員建議每年期中審查，5 位委員勾

選原案追蹤時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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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之原案

追蹤時程。6 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

意，9 位未勾選)。 

5. 編號 13040 (R6) (第 1 次入會)  
(楊欣洲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迴避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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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分析高通量技術所獲得不同層次分子變異資料以找

尋肺腺癌之新穎治療標的與病人篩選策略 Data 
analysis for different molecular levels data from high 
throughput technologi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patient stratification in lung 
adeno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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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16 票照案

核准。1 位委員建議每年期中審查，7 位委員勾

選原案追蹤時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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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位未勾選)。 

(四) 追蹤審查： 

1. 編號 17016 (M3) (第 1 次入會)  
(林國儀委員為申請人，離席迴避；謝世良委員、楊懷壹、沈家

寧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同組，迴避投票；戴正德委員暫時離

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全球衛生安全追求防疫一體之傳染病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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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人數 12

人，12 票照案核准。6 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

程，6 位委員未勾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

設之原案追蹤時程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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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號 15039 (M3) (第 1 次入會)  
(楊欣洲委員與協同主持人同單位，迴避投票) 
計畫名稱：以低劑量電腦斷層掃描篩檢台灣不吸菸肺癌高危險

群之研究 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screening 
study in nonsmoker with risk factors for lung cancer in 
Taiwan 

討論： 
(1) 同意申請人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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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會議決議核准。 
(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人數 16

人，16 票照案核准。7 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

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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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編號 15023 (M5) (第 1 次入會)  
(楊欣洲委員與申請人同單位，迴避投票) 
計畫名稱：結合健保與社經資料來評估健康照護之成本效益 

Cost-benefit of health care: Analysis based on linked 
data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data 

討論： 
(1) 本計畫資料皆會在衛福部資料科學中心內分析，所有資料

由衛福部管控，依其作業規定，較難識別出個人。 
(2) 同意主審複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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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投票人數 16

人，16 票照案核准。2 位委員建議每年期中審

查，7 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7 位委員未勾

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設之原案追蹤時

程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 

參、 散會 下午 4 時 30 分 



一、免審：

(一) 新案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20027
(N)

調控人類胎盤滋養層細胞幹性及分化的機制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human
placental trophoblast stem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20030
(N)

以研發具潛力之免疫原性植物藥為治療先導藥物作用於提升腫瘤對癌症免疫治療

的敏感性之臨床應用 Exploration of Potential Immunogenic Phytomedicines for
Sensitization of Tumors to Cancer Immunotherapies toward Clinical
Application

(二)修正審查：無

(三)追蹤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18027
(M2)

鑑定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之表面核醣核酸 Characterization of surface RNA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二、簡易審查：

(一) 新案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20023
(N)

大腸直腸癌多數據彙整分析與視覺化呈現 Multi-data analysis and data
visualiz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research

20026
(N)

基於深度統計學習的肺部疾病檢測和分類 Pulmonary Disease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Statistical Learning

20028
(N)

臺灣2050前瞻轉型研究計畫-子計畫：老化社會治理策略 Foresight 2050:
Developing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a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of Taiwan
- Governance Strategies to an Aging Society

(二)修正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19027
(R1)

慢性淋巴性白血病B細胞糖化修飾的基因表達標記鑑定及其與臨床病徵的關聯性

研究 Glycosylation-related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 of B cell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linical phenotype

15004
(R2)

檢測神經退化疾病腦脊髓液中 TDP-43 蛋白含量 Examination of TDP-43 protein
in the cerebrospinal fluid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patients

19009
(R1)

面部色彩望診影像建立：以健康狀態的男性阻塞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為例
Correlating features abstracted from facial images with health status using
m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s an example

19026
(R2)

探討免疫治療與新陳代謝疾病、退化性神經性疾病、急性心肌梗塞之相關性
Elucid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mmunotherapy and metabolic diseas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附件1：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109年第06次會議報告案件清單



(三)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

編號 計畫名稱

19002
(M1)

以類腦器官探索新型外顯子/選擇性剪接衍生變異型在靈長類動物的腦部發育與

演化進程所扮演之角色 Organoid-Based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Role of the Species-Enriched novel exon / Alternative Splicing Variants in
Primate Bra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13018
(M7)

亞洲遺傳學研究暨台灣華人全基因體定序參考資料庫 The Pan-Asian Population
Genomics Initiative and the Taiwan Han Chinese Sequence Database

19027
(M1)

慢性淋巴性白血病B細胞糖化修飾的基因表達標記鑑定及其與臨床病徵的關聯性

研究 Glycosylation-related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 of B cell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linical phenotype

18030
(M2)

臺北市高溫熱危害即時推衍技術建置計畫 Prediction of Heat Index in Taipei City

19029
(M1)

營造業戶外作業因應氣候變遷之觀測及分析

18025
(M2)

總計畫:深度減碳-邁向永續社會 細部計畫三:深度減碳途徑之環境監測與模擬 子
項計畫3: 社區環境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

15043
(M5)

高齡化社區公共衛生資源分配與可近性之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 of public
health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accessibility in ageing society

2. 結案-1：
編號 計畫名稱

17009
(F)

造血幹細胞移植抗癌能力與青春 Hematopoietic Stem Cell-Based Transfer of
Tumor Resistance and Juvenescence

17004
(F)

臺灣成年死亡率之社經梯度 Socioeconomic Gradient in Adult Mortality in
Taiwan

16065
(F)

癌症疾病負擔研究 Burden of Cancer

17028
(F)

急性心肌梗塞病人血液中microRNA變化的研究 A study of circulating
microRNAs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16031
(F)

晝夜節律基因與乳腺癌化及轉移相關之研究 Linking circadian genes and breast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19018
(F)

台灣人類族群的遺傳起源及演化適應 Genetic origins and adaptation of
Taiwanese people



三、一般審查：

(一)新案審查-1：

編號 計畫名稱

19057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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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案審查-2：

編號 計畫名稱

2002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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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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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正審查-1：

編號 計畫名稱

18004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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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7
(R3)

建立診所為基礎的疾病監測網 Implementing clinic-based disease surveillance
network

19048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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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6
(R1)

對付新興2019-新型冠狀病毒的工作小組 Task Force for the Newly Emerging
2019-nCoV

19007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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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1：
編號 計畫名稱

12138
(M14)

冠狀動脈疾病之基因研究計畫 Genetic stud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18013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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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6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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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8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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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中報告-2：
編號 計畫名稱

18017
(M2)

建立診所為基礎的疾病監測網 Implementing clinic-based disease surveillance
network

14012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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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5
(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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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7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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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結案：無

  (四)撤銷審查或程序駁回：無

  (五)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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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修正審查：
	1. 編號18058 (R1)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提高聚乙二醇化奈米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Improv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pegylated-nanomedicines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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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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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委員建議每年期中審查，7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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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票需通知研究對象，13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3位未勾選)。

	2. 編號18020 (R1)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利用核糖核酸序列分析血液細胞免疫反應來探討川崎症成因 RN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blood from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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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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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2位未勾選)。

	3. 編號19038 (R1)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利用紅外光吸收光譜、質譜鑑定碳水化合物結構 Carbohydrate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by IR absorption,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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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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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7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10位未勾選)。

	4. 編號18079 (R4)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台灣精準醫療計畫(II) Taiwan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II)
	討論：
	結論：
	(1) 本案依會議決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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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15票照案核准。1位委員建議每年期中審查，5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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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6票不需通知及徵詢研究對象再同意，9位未勾選)。

	5. 編號13040 (R6)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分析高通量技術所獲得不同層次分子變異資料以找尋肺腺癌之新穎治療標的與病人篩選策略 Data analysis for different molecular levels data from high throughput technologi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patient stratification in lung adenocarcinoma
	討論：
	結論：


	(四) 追蹤審查：
	1. 編號17016 (M3)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全球衛生安全追求防疫一體之傳染病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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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人數12人，12票照案核准。6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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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

	2. 編號15039 (M3)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篩檢台灣不吸菸肺癌高危險群之研究 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screening study in nonsmoker with risk factors for lung cancer in Taiwan
	討論：
	(1) 同意申請人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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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會議決議核准。
	(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投票人數16人，16票照案核准。7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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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編號15023 (M5) (第1次入會)
	計畫名稱：結合健保與社經資料來評估健康照護之成本效益 Cost-benefit of health care: Analysis based on linked data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data
	討論：
	(1) 本計畫資料皆會在衛福部資料科學中心內分析，所有資料由衛福部管控，依其作業規定，較難識別出個人。
	(2) 同意主審複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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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投票人數16人，16票照案核准。2位委員建議每年期中審查，7位委員勾選原案追蹤時程，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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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之原案追蹤時程)。




	參、 散會 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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