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第三審查委員會 

一○二年度第四次審查會議紀錄(上網版) 
 

1 
102 年 4 月 25 日 

時    間：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六時 

地    點：第一醫療大樓九樓研究倫理委員會會議室 

主    席： 宋鴻樟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蔡文正副主任委員、林雪淳執行秘書、辛幸珍委員、 

         林妍如委員、洪錦墩委員、謝寶梅委員、李介民委員、 

         陳麗文委員、黃清富委員 

列席人員：無 

請假人員：周子傑委員 

記    錄：洪嘉禪 

壹、 本次會議出席委員： 

      醫療委員 4 人，非醫療委員 6 人，非機構內委員 5 人，女性委員 4 人， 

      出席委員人數共 10 人，達法定開會人數。 

貳、 主席致詞並宣讀保密/利益衝突/迴避協議 

參、 上次審查會議記錄 

肆、 追蹤上次會議審查結果辦理情形 

伍、 本次審核案件： 

複審案 1 件、新案 3 件、修正案 0 件、持續試驗案 0 件、試驗偏差案 0

件、結案 3 件、試驗終止案 0 件，共 7 件（簡易審查通過會議追認 5 件）。 

  
【複審案】 

 

序號 1 【PTMS Agenda：2】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25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家庭醫學科劉秋松主任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檳榔使用疾患與抗憂鬱劑之關聯及戒斷臨床試驗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否 

【計票及決議】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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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 

序號 2 【PTMS Agenda：3】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44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學院胡月娟院長 試驗經費來源 自籌  

試驗主題 口腔照護方案介入對慢性精神病患口腔衛生成效之探討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否 

【計票及決議】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一次。 

 

序號 3 【PTMS Agenda：1】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13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物理治療學系陳淑雅助理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虛擬實境對中風患者自發性使用患側手之應用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否 

【計票及決議】 

一、 修正後再審。 

二、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一次。 

 

序號 4 【PTMS Agenda：4】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51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家庭醫學科林文元主治醫師 試驗經費來源 自籌  

試驗主題 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照護病患之生活品質與家屬滿意度調查分析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否 

【計票及決議】 

一、 修正後再審。 

二、 追蹤審查頻率：每 6 個月一次。 

 

【結案】 

序號 5 

本會編號 CMU-REC-100-010 送審文件類型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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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持人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林洺秀

副研究員 
試驗經費來源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試驗主題 職業族群睡眠呼吸障礙篩選策略之建立與比較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周子傑 委員迴避審查□否 

【計票及決議】 

一、 通過。 

 

序號 6 

本會編號 CMU-REC-101-004 送審文件類型 結案報告 

試驗主持人 醫學系吳伯元講師 試驗經費來源 
100 年度校內專題研究

計畫 

試驗主題 尿毒性搔癢症及皮膚病變之流行病學研究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周子傑 委員迴避審查□否 

【計票及決議】 

一、 通過。 

 

序號 7 

本會編號 CMU-REC-101-003 送審文件類型 結案報告 

試驗主持人 護理學系黃宣宜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國科會 

試驗主題 建構志工團體與以醫院為基礎的精神社區居家訪視服務之夥伴關係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否 

【計票及決議】 

一、 通過。 

 

陸、 追認簡易審查通過計畫 

新案共 5 件。 

【簡易審查 新案】 

 

序號 8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06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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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持人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陳振菶

副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過濾面體及半罩式面體呼吸防護具國人使用時之密合性差異及其在

濕熱作業環境中使用形成之熱壓力與熱應變負荷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        委員迴避審查■否 

 

序號 9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29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生物統計研究所梁文敏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自籌 

試驗主題 
由全民健保資料分析中台灣兩個不同出生世代長期空氣污染暴露與

氣喘發生的關係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否 

 

序號 10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26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陳振菶

副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指導學生論文計畫 

試驗主題 
模擬日光輻射熱暴露形成之熱負荷與熱適應以及防曬乳液使用對 

因應生理熱調節之影響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否 

 

序號 11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11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物理治療學系林秀真副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103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年輕芭蕾舞者大跳落地之下肢肌肉控制與足踝部關節生物力學分析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否 

 

序號 12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23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醫務管理學系楊文惠副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指導學生論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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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題 
以健康信念模式及訊息呈現型態探討影響慢性腎臟病患保健行為之

相關因素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否 

柒、 會議核備撤案計畫 

  無 

捌、 會議決議： 

通過  3  件、修正後通過  2  件、修正後再審  2  件、不通過  0  件。 

玖、 追認院內嚴重不良反應審查及通報狀況 

        無 

壹拾貳、 提案 

    無 

壹拾參、 臨時動議 

壹拾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