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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109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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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全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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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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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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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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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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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3. 追蹤審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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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3. 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12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繼續執行。 
(2)  結案報告：7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結案。 

(三) 一般審查：  

1. 新案審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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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案，審查結果為通過。 

3. 追蹤審查： 
(1) 實地訪查：1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計畫之執行。 
(2) 期中報告：8 案，審查結果為同意繼續執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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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2 (M9) (第 1 次入會) 
(鄭敬楓委員、戴正德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神經節脂在阿茲海默症中的角色:新型診斷研發及分子

機制探討 The Role of Gangliosid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New Diagnosis Development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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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核准 13 票，本案同意繼續執行。 

2. 編號 15012 (M9) (第 1 次入會) 
(鄭敬楓委員、戴正德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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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核准 13 票，本案同意繼續執行。 

3. 編號 16009 (M3) (第 1 次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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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敬楓委員、戴正德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提升多源基因體及轉錄體組裝之精確度，探討腸道菌

群與發炎性腸炎疾病的相關性 Better metagenomes 
and metatranscriptomes to resolve their association to 
ulcerative co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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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核准 13 票，本案同意繼續執行。 

4. 編號 16047 (M3) (第 1 次入會) 
(鄭敬楓委員、戴正德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林國儀

委員為 Co-PI，離席迴避；沈家寧委員、楊懷壹委員與申請人同

單位同組，迴避投票) 
計畫名稱：對付新興病原體的工作小組：ZIKA 病毒 Task Force 

for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ZIKA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並將主審提醒建議提供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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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法在計畫結束前（2020/12/31）

完成收案個數，建議主持人考慮進行計畫修正。 
(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 10 票，本案同意繼續執行。 

5. 編號 17060 (M2) (第 1 次入會) 
(鄭敬楓委員、戴正德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鑑定亨丁頓氏症病人腦組織中蛋白狀態 Identify 

protein status and level in the brain tissues of 
Huntington's disease 

討論：  
(1) 同意主審審查結果，並將主審提醒建議提供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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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行期限將屆，建議主持人加

快計畫執行，或考慮計畫展延。 
(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 13 票，本案同意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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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號 16026 (F) (第 1 次入會) 
(鄭敬楓委員、戴正德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開發台灣重大癌症異常蛋白質體網絡之蛋白質標記及

藥物標靶(旗艦型計畫 1) ：Deep Genome, Proteome, 
and PTMome analysis for discovering biomarker and 
drug targets in Taiwan Cancers (Flagsh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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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核准 13 票，本案同意結案。 

(二) 新案審查： 

1. 編號 19053 (N) (第 1 次入會)  
(鄭敬楓委員尚未抵達，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以知識發現探索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資料庫 Using 

knowledge discovery to explore Health and Welfare 
Data Science Center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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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票，1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其他委員均未勾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設

之一年追蹤時程)。本案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

審查。 

2. 編號 19054 (N)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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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1) 關於基因檢測結果是否告知受試者： 

a. 研究對象參與試驗並非進行身體檢查，一般不會告知研究

對象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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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研究者本身應有權規畫是否告知研究對象檢測結果。告知

後可能衍生很多問題，因此一般建議不告知。 
c. 本案增列受試者同意被通知與否之選項，可讓研究對象感

受到尊重，且清楚知道一般是不會收到基因檢查結果的，

除非有明顯攸關研究對象之重要醫療或健康利益的情況

才會告知，並且可由研究對象自己決定是否被告知。 
d. 研究者若要告知研究對象檢測結果，實驗室應符合且通過

ISO15189 認證，且應符合 LDT(laboratory develop test)規
範。 

e. 若確定要告知研究對象基因檢測結果，應要有專家進行告

知，且應於計畫書中說明告知之詳細機制。 
(2) 有關本計畫尚未確定合作單位： 

a. 本計畫擬與診所合作，但尚未確定合作對象，因此由誰

去說明並取得受試者同意尚不明確。 
b. 尚未確定合作單位，無法對整個計畫及收案流程進行完

整評估。 
c. 若涉及未成年人，需更審慎考慮。 
d. 診所一般無 IRB，因此本院委員會應為主要審查單位，需

待申請人確定合作單位後，方可進行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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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申請人回覆： 

a. 請申請人確定合作之診所，以及說明及取得告知同意之人

員，待確定後才可進行完整評估及審查。 
b. 有關本計畫若發現攸關研究對象之重要醫療或健康利益

的情況，擬告知受試者基因檢測結果，請於計畫書中說明

負責告知之人員及詳細機制。 
(2) 投票結果：修正後再審 13 票，其中請主任委員複審 1 票，主

審委員複審 3 票，下次會議再議 9 票；不核准 2
票。本案修正後下次會議再議。 

3. 編號 19058 (N) (第 1 次入會)  
計畫名稱：設計新型嵌合抗原受體细胞免疫療法 Design novel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ell immunotherapy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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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雖然於該研究所招募研究對象，但有排除申請人實驗室

成員，因此應無倫理上之疑慮。 
(2) 本案未提供營養費，但此部分並無標準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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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票，所有委員均未勾選期中審查時

程(表示同意預設之一年追蹤時程)；修正後再審

2 票，其中請主任委員複審 1 票，主審委員複審 1
票。本案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三) 修正審查： 

1. 編號 13071 (R3) (第 1 次入會)  
(吳全峰委員提早離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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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票，1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其他委員均未勾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設

之原案追蹤時程)。本案照案核准，每年進行期中

審查。 

2. 編號 18024 (R1) (第 1 次入會)  
(吳全峰委員提早離席，未參與本案討論) 
計畫名稱：系列檢測大腸直腸癌病患血液中循環腫瘤細胞與其細

胞類別及分子特性，探討其與發生及預防癌症遠端轉

移之相關研究 Serial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with identification of cell typ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to evaluate its 
relation to distant metastasis development and prevention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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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常組織採集受限於手術取樣本的方式，會因取樣方式風險

不同，建議申請人說明如何取得周邊正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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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充說明如何取得周邊正常組織。 
(2) 投票結果：照案核准5票，1位委員勾選每年進行期中審查，

其他委員均未勾選期中審查時程(表示同意預設

之原案追蹤時程)；修正後再審 9 票，其中請主

審委員複審 7 票，下次會議再議 2 票。本案修正

後請主審委員複審。 

(四) 追蹤審查：無 

參、 報告事項   

一、 本委員會 108 年度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定時追蹤查核結果為

須加強改善(附件 2-1)，查核意見詳見(附件 2-2)， 
結論： 
(一) 依 108 年第 8 次會議決議內容回覆。 
(二) 有關改善情形報告表最後一項基準 2.18 之審查意見，未於查核

現場出現，本委員會決定書亦無此問題，建議可就本委員會執行

內容說明回覆。 
後記：會後致電醫策會承辦人，其表示此項為誤植，不須回覆。 

肆、 討論事項  

一、 有關本委員會審查給申請人回覆期限，是否由現行 2 個月縮短為 1 個

月(議程附件 3)，請討論。    【IRB-EGC 第 1 次定期會議】 

結論：同意將申請人回覆期限修正為 1 個月，相關 SOP 修正下次會

議提案討論。 

二、 有關本委員會表格修正，說明同意書，請討論。      

         【108年第 10次會議討論事項二】 

結論：兒童版說明同意書格式修正通過如附件 3，其餘表格通過如議

程附件。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下午 4 時 20 分 



一、免審：

(一) 新案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19059
(N)

用組資料預測癌症病人的藥物反應 Prediction of drug response of cancer
patients using omics data

(二)修正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18050
(R1)

多功能奈米粒子綜合超音波應用於癌症治療:細胞與動物模型來決定超音波奈米

癌症治療和成相的最佳條件 Multifunctional Nanoparticles Assisted Ultrasound
for Cancer Therapy: Study of NAUT and NAUI in cell culture and animal
models

(三)追蹤審查：

1. 年度備查：無

2. 結案：

編號 計畫名稱

18016
(F)

醛酮還原酶1C1誘導頭頸癌中順鉑類藥物抗性機轉探討 Mechanism study of
AKR1C1-induced HNSCC cancer cell cisplatin resistance

二、簡易審查：

(一) 新案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19050
(N)

華語視聽整合研究: 人工電子耳和聽力正常成人噪音下的言語知覺 Mandarin
Audio-Visual Integration: Speech Perception in Noise of Adults with Cochlear
Implants and Normal Hearing

19056
(N)

自人類糞便樣本分離純化可進行性固醇轉化的厭氧菌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ex steroids-transforming anaerobes from human feces

(二)修正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18055
(R1)

偏頭痛及阿茲海默氏症之全基因體關聯性研究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migraine and Alzheimer’s disease

14051
(R3)

以癌幹性,癌轉移,及抗藥性深層分析肺癌異質性及其臨床應用 Deep analytics of
lung tumor heterogeneity in cancer stemness, metastasis, and drug-resista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15044
(R2)

人類疾病誘導型多潛能幹細胞服務聯盟 Human Disease iPS Cells Service
Consortium

附件1：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109年第01次會議報告案件清單



(三)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1：
編號 計畫名稱

18068
(M1)

噪音與空氣汙染於交通汙染相關之心血管風險之中介效應:以因果中介模型為基

礎 Mediation Effects of Noise and Air Pollution on Traffic-related
Cardiovascular Risks: A Causal Mediation Model Framework

17017
(M2)

以單細胞技術建構小鼠胚胎運動神經元的四維時空命運圖譜 Using single cell
technique to decode motor neuron cellular identity with 4D resolution in the
mouse embryo

17038
(M2)

利用人類誘導式全能性幹細胞所分化之神經細胞及三維類器官體闡述非轉譯性核

糖核酸於肌萎縮性脊髓側索硬化症的功能 Elucidating the Functional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s in ALS with 2D and 3D Neuronal Derivatives of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18036
(M1)

以誘導式全能性幹細胞及神經先驅細胞為阿茲海默症疾病模擬及藥物測試發展
Human iPSC and somatic cell-derived neural progenitors for Alzheimer’s
disease modeling and drug discovery

15049
(M4)

外在衝擊對健康、醫療支出與就業的影響 The Impact of External Shocks on
Health, Healthcare Expenditure and Employment Over the Life Cycle

12016
(M10)

確立IFIT1基因家族為口腔鱗狀細胞癌轉移生物指標 Establishment of IFIT1
gene family as metastasis biomarkers in oral squamous cell

13070
(M6)

分析多發性硬化症及視神經脊髓炎病人的細胞激素、趨化素及 T 細胞亞群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gnature of cytokines, chemokines and T-helper-cell
subsets in multiple sclerosis (MS) vs. neuromyelitis optica (NMO)

13039
(M9)

乳癌基因蛋白體變異研究及與藥物療效之關連 Genomic and proteomic analysis
of breast cancer molecular subtypes and biomarkers of drug response

12121
(M7)

人類白血球抗原蛋白在各型卡巴氮平及其結構衍生物所引發之皮膚藥物不良反

應所扮演的角色 The role of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in all types of cutaneous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nduced by CBZ and its analogs

15002
(M5) 以藥物轉分化細胞 Transdifferentiate cells with chemicals

15033
(M4)

台灣肥胖、代謝症候群與高尿酸血症族群之特性研究 The Characteristics Study
of Obesity, Metabolic syndrome and hyperuricemia in Taiwan



1. 期中報告-2：
編號 計畫名稱

17059
(M2)

經探討腸道菌與宿主腸道的功能性互動以鑑定出利用於發炎性腸道疾病的新穎生

物標記及治療策略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biomarker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through analysis of fun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gut microbio

2. 結案：

編號 計畫名稱

18074
(F)

總計畫：抗藥性之生物標記及分子機制：呼吸消化道癌症液體活檢循環癌細胞之

研究

子計畫一：建立預測非小細胞肺癌標靶和免疫治療反應的液體活檢生物標記

子計畫二：建立高活性循環腫瘤捕捉及異種移植方法以產生病人個人化腫瘤及循

環腫瘤細胞株

子計畫三：探討頭頸癌病患之循環腫瘤細胞之上皮-間質混合表型

16058
(F)

運用線上健康日記探討極端氣候與空氣污染暴露的健康效應 Exploration of
health effects of extreme climate and air pollution exposure using online health
diary

16043
(F) 健康巨量資訊技術平台與統計分析之研發 Research of Big Health Data Cloud

14011
(F)

探討川崎症之致病基因 Investigate the pathogenic gene of the Kawasaki
disease syndrome

15032
(F)

建立法布瑞氏症病患之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 Establishment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from Fabry disease patients

15034
(F)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人類疾病多潛能幹細胞服務聯盟」- 建立ALDH2和AF
disease病患之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for
Biopharmaceuticals (NRPB) - Human Disease iPS Cells Service Consortium -
Establishment of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from ALDH2 and AF patients

16022
(F)

總計畫：建立高效能之化學探針－醣基化蛋白質體學策略剖析 B 淋巴瘤生成及

治療之病理生理機制

子計畫一：開發全面及標的導向醣基化質譜分析平台鑑定功能性唾液酸醣蛋白

子計畫三：醣蛋白與醣接合蛋白在B淋巴癌發生與治療反應之分子串連

三、一般審查：

(一)新案審查-1：

編號 計畫名稱

1903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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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案審查-2：

編號 計畫名稱

19043
(N)

總計畫：開發超靈敏系統醣生物學和標靶材料以探索免疫細胞網絡與腫瘤微環境

的醣交互作用

子計畫一：發展超靈敏微量醣蛋白體學以剖析免疫細胞與腫瘤微環境之系統醣生

物學

子計畫二：產製針對sialoglycans and siglec-7雙功能性抗體及合成其專一性探針

子計畫三：闡究唾液酸聚醣於B淋巴癌發生與治療反應之免疫生態系統的角色

子計畫四：Siglec-7配體在B細胞慢性淋巴性白血病的診斷與治療

19046
(N)

健康資料技術研發：從授權到應用 Study on health data: from authorization to
application

1904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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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正審查：

編號 計畫名稱

16057
(R1E1)

老年人營養狀況及飲食型態與各種老年症候群之相關性研究(106-108年)
Associations between various geriatric syndromes and nutrition status and
dietary pattern in elderly

18079
(R2) 台灣精準醫療計畫(II) Taiwan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II)

17049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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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7
(R1) 台灣腰椎管狹窄症基因體研究計畫 Genetic study of lumbar stesnosis

13058
(R2)

以腦波與心理量表探討打坐效益之研究 The study of meditation and emotional
stimulus based on EEG and mental scale

18053
(R3)

PM2.5暴險之跨尺度環境觀測與分析Cross-scal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for PM2.5 exposure

18044
(R1)

以代謝體學和基因表現體學探討炸油油煙對健康之影響機制以及蔬菜水果的可能

保護作用 Metabolomics profiling and gene expression study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impact of cooking oil fumes and the protective roles of vegetables and
fruits



(三) 追蹤審查：

1. 期中報告：

編號 計畫名稱

16033
(O1)

使用人類僵直性脊椎炎的間葉幹細胞建立脊椎沾黏的大鼠模式 To establish a
spinal fusion animal model using human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 originated
from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patients in athymic rats that would benefit in
understanding AS pathogenesis and drug development

17029
(M2)

利用幹細胞及類器官技術剖析發炎性腸道疾病及消化道癌症的病理機轉並發展治

療策略 Stem cell-based approaches and organotypic culture system for
dissecting
 pathogenic mechanisms and establishing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inflammatory

17035
(M2) 聲紋鑑識量能提升計畫委託研究採購案

18049
(M1)

多功能奈米粒子綜合超音波應用於癌症治療: 研究NAUT與NAUI於類組織系統與

人源性腫瘤細胞異種移殖小鼠系統之效用 Multifunctional Nanoparticles
Assisted Ultrasound for Cancer Therapy: Investigation of NAUT and NAUT on
organoid and PDX mouse model

12077
(M7)

台灣遺傳性疾病基因體研究 Collaborative Genomic Study of Genetic Disorders
in Taiwan

16050
(M3)

總計畫：探討免疫細胞之轉錄調節因子與自體免疫疾病的致病機轉相關性

子計畫一：探討免疫細胞與轉錄調節因子於全身性紅斑性狼瘡及乾燥症的致病機

轉相關性

子計畫二：探討 B 細胞的表觀遺傳學調控對於全身性紅斑性狼瘡的致病機轉

18055
(M1)

偏頭痛及阿茲海默氏症之全基因體關聯性研究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migraine and Alzheimer’s disease

14042
(M5)

以非侵入性肝纖維化掃描器評估接受抗病毒藥物治療之慢性C 型肝炎患者罹患肝

臟疾病風險之長期追蹤研究 A prospective study to evaluate the risk for liver
diseases among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with antiviral treatment by non-
invasive fibroscan

17021
(M3)

以人類誘導多能幹細胞探討非編碼RNA在脊髓肌肉萎縮症之致病機轉與治療潛能
Uncover the Role of Non-coding RNA and its Therapeutic Potential in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via Using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2. 結案：

16018
(F)

利用臺灣人體生物資料庫之全基因體定序資料探索臺灣高血壓、高血脂及糖尿病

的致病變異點位 The use of whole-genome sequencing of samples collected by
Taiwan Biobank to explore causal variants linked to susceptibility to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diabetes in Taiwan

  (四)撤銷審查或程序駁回：無

  (五)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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