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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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第三次審查會議紀錄(上網版) 
 

1 
102 年 3 月 28 日 

時    間：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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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傑委員、洪錦墩委員、謝寶梅委員、 

         李介民委員、陳麗文委員 

列席人員：無 

請假人員：黃清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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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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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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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件、試驗終止案 0 件，共 5 件（簡易審查通過會議追認 11 件）。 

  
【複審案】 

 

序號 1 【PTMS Agenda：4】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12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職安系黃彬芳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職業噪音暴露、基因、心率變異性與心血管疾病之世代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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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TMS Agenda：5】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15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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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持人 健康風險管理系藍郁青副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台灣美沙酮病人自我管理即時互動手持行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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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月一次。 

 

【新案】 

 

序號 3 【PTMS Agen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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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再審。 

二、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一次。 

 

序號 4 【PTMS Agenda：2】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36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護理學系陳玉敏副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自籌 

試驗主題 應用跨理論模式於安養機構老人健康促進行為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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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TMS Agenda：1】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37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

健康科學系洪暐副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校內專題研究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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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題 運動訓練與貼紮改變肩帶肌肉活性對肩峰鎖骨關節下空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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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票及決議】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追蹤審查頻率：每 12 個月一次。 

 

陸、 追認簡易審查通過計畫 

新案共 11 件。 

【簡易審查 新案】 

 

序號 6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22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醫務管理學系蔡文正主任 試驗經費來源 指導學生論文計畫  

試驗主題 遠距照護模式對高血壓個案照護成效及相關因素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蔡文正委員迴避審查□否 

 

序號 7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24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醫務管理學系王中儀助理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自籌 

試驗主題 
台灣地區民眾健康與醫療照護使用不均等之調查-精神疾病與心理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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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8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18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北港附設醫院李麗雲護理長 試驗經費來源 自籌 

試驗主題 
肺結核病病人接受抗結核藥物治療期間之生活品質及污名感受之縱

貫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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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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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9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17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藥學系林香汶助理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藥物使用之順從性、風險與效益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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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3-009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復健部羅瑞寬主治醫師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以 P300 腦波訊號來探測不同腦區損害對記憶更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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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3-021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臨床醫學研究所葛應欽講座

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以藥物及分子機轉層次預防檳榔相關口、咽癌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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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3-028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醫務管理學系林妍如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指導學生論文 

試驗主題 
以團體互動觀點探討醫院員工所處部門之領導風格以及團體成員間

成員互動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林妍如委員迴避審查□否 

 

序號 13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30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醫務管理學系林妍如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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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題 台灣執業醫師專科選科因素探討 

委員迴避審查 試驗/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林妍如委員迴避審查□否 

 

序號 14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16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醫學院林正介院長 試驗經費來源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 

試驗主題 
加入糖尿病論質計酬計畫之糖尿病患者其血糖和心血管危險因子控

制是否達照護指引標準與死亡、不良照護結果相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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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05 送審文件類型 新案 

試驗主持人 藥學系林香汶助理教授 試驗經費來源 行政院衛生署 

試驗主題 中藥安全用藥之使用評估暨風險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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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本會編號 CMUH102-REC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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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主題 探討訊息型態的差異對民眾大腸直腸癌篩檢行為意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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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 會議核備撤案計畫 

  無 

捌、 會議決議： 

通過 0 件、修正後通過 4 件、修正後再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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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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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提案 

    無 

壹拾參、 臨時動議 

    無 

壹拾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