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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建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研議案委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序)

姓名                             單位/職稱

籌備委員會召集人

郭耿南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副總召集人

研議案主持人

彭汪嘉康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組組主任

籌備委員暨研議成員

毛潤芝研議成員  長庚醫院高級專員

余玉眉籌備委員暨研議成員 台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何善台研議成員  臺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院長

呂紹凡研議成員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

車參莉籌備委員  衛生署醫事處視察

林志六籌備委員暨  財團法人藥品查驗中心臨床組審查員
研議案協同主持人 

林錦麗籌備委員  衛生署醫事處科長

孟慶樑研議成員  國防醫學院副院長

吳浚明研議成員  台北市立仁愛醫院顧問醫師

郭英調籌備委員暨研議成員  台北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研究員

許蒨文籌備委員  衛生署藥政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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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三榮籌備委員暨研議成員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

黃小文籌備委員  衛生署藥政處博士

黃儀君籌備委員  衛生署藥政處博士

游宏樞籌備委員  衛生署藥政處博士

張苙雲研議成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楊志新籌備委員暨研議成員  臺大醫院內科腫瘤醫學部醫師 

楊秀儀研議成員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劉仁沛研議成員  臺灣大學農藝系教授

劉克明研議成員  高雄醫學大學副院長

蔡篤堅籌備委員暨研議成員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蔡甫昌籌備委員暨研議成員  台灣大學醫學院社會醫學科助理教授

謝燦堂研議成員  台北長庚醫院副院長

薛瑞元籌備委員  衛生署醫事處處長

顏秀瓊籌備委員  衛生署藥政處簡技

魏耀揮籌備委員  行政院國科會生物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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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隨著近年來全球醫藥研究迅速且蓬勃地發展，國內牽涉到人體

試驗的醫藥衛生及臨床研究亦隨之暴增，所以，必須透過人體試驗

委員會的倫理審查才得以確實保護受試者的權益。然而，國內各人

體試驗委員會面對繁重的審查工作，加上對於受試者保護的程序及

範圍模糊不清，導致審查工作淪為形式上科學層面的審查，反而忽

略了倫理審查才是人體試驗委員會的主要任務。為加強人體試驗委

員會的功能運作，確保受試者之權益，必須透過有系統的評鑑，全

面性檢視國內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組織運作，才得以促使人體試驗委

員會落實受試者保護之倫理原則。

然而國內尚未建立人體試驗委員會之評鑑標準及機制，因此，

研擬一套適用於國內的人體試驗委員評鑑標準及作業基準實刻不

容緩，衛生署醫事處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研議「建立人體試驗

委員會評鑑制度研議案」，本研議案透過召開會議邀請國內人體試

驗委員會之專家共同腦力激盪，並參考國外人體試驗委會評鑑之經

驗，以及廣納外界高見，希冀制定一套專業且適用於國內的人體試

驗委員會之評鑑作業基準。本研議案於今年二月十日籌備成立後，

經多次召開研議案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初步完成「醫療機構人體試

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準」草案，並於台北及高雄召開兩場說明會，

廣納外界意見及看法，作為作業基準修訂之參考。此外，亦辦理為

期三天的「人體試驗委員會輔導認證研習會」，會議邀請三位對人

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具豐富經驗之國外專家來台協助指導人體試

驗委員會評鑑之實地訪視流程及標準作業注意事項等，並分享國外

的經驗及促進交流。因此，在匯集國內外專家之重要建議後，完成

作業基準草案的條文內容之增修作業，最後本案之作業基準草案於

總結會議中經籌備委員及研議成員熱烈討論獲得共識，於修正部分

內容後完成定稿。希冀藉由建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加強人

體試驗委員會委員的素質，提升審查品質及效率，落實保護受試者

的權益，減少不必要醫療人事物力之浪費，進而促進國內醫學研究

發展，與世界的水準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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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準草案

說 明

為落實保護醫學研究受試者權益之目的，並確保醫療機構人體試

驗委員會之品質，特訂定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準

（以下簡稱本基準），茲說明訂定之重點如下：

一、 自發原則。保障受試者權益為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核心任務，

而落實與否之關鍵在於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決心，倘若缺乏貫

徹之意願，再嚴密的外部規範也難收成效。為落實自主管理

之精神，本基準將採用自我評量之制度，使參加評鑑之人體

試驗委員會能積極自我砥礪。

二、 實地訪查原則。受試者權益之維護是連貫的流程，回顧片段

的書面紀錄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與關係人訪談，了解實際運

作狀況更能貼近真實面貌，故本基準除事與物之審查外，亦

強調人員之訪談。

三、 榮譽與鼓勵原則。為落實榮譽原則，評鑑機制將採自願申請

原則，唯有人體試驗委員會有接受之意願，才進行評鑑。其

次，評鑑結果將只公開通過評鑑之人體試驗委員會，增加參

與評鑑之意願。

四、 期望將來所有的新藥物及新醫療技術等研究都必須經過通過

評鑑的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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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目 的)

第　一　條 為落實保護醫學研究受試者權益之倫理原則，並確

保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品質，特訂定本基準。

(主管機關)

第　二　條 本基準之主管機關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適用對象)

第　三　條 本基準之評鑑對象為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

及作業基準所規範之人體試驗委員會。

第二章 評鑑委員會

(評鑑委員會之組成)

第　四　條 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由衛生署聘任之。

前項委員除醫事專業人員外，應包括社會工作人員、

法律專家、宗教人士，及病友團體或消費者團體之代表。

委員之任期為三年，連聘得連任。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一人，由委員

互選之，任期與委員任期相同。

委員任期屆滿改聘，新任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但

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秘書處) 

第　五　條　委員會得設執行秘書一人及行政人員若干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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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統籌評鑑工作、文書處理及安排訪視等行政

業務。

( 評鑑委員會之執掌 ) 

第　六　條 評鑑委員會之執掌如下：

一、執行書面初評、評鑑訪視、舉行評鑑會議及

決定評鑑結果。

二、建構國際交流及國際合作。

三、評鑑之宣導與教育訓練。

四、其他評鑑相關之事宜。

(評鑑委員會之運作) 

第　七　條 委員會每半年舉行定期會議，處理下列事務：

一、討論與修訂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工作相關事

項。

二、修訂評鑑標準。

三、決定評鑑訪視小組成員。

四、訂定評鑑訪視行程。

五、審查評鑑訪視小組之報告，並決定評鑑結果。

必要時，委員會得舉行臨時會議。

(評鑑訪視小組)

第　八　條 評鑑訪視由委員會指定三位委員組成小組為之。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

評鑑訪視成員由委員擔任。必要時，得經委員會決議

聘請專家為之。

接受聘請之專家，其權利義務與評鑑委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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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範─利益迴避)

第　九　條 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評鑑委員會委員、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

屬，現為受評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委員，或其

所屬醫療機構之負責人。

二、評鑑委員會委員、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

屬，現為受評人體試驗委員會所轄試驗計畫

之主持人。

三、評鑑委員會委員與受評人體試驗委員會或其

所屬醫療機構有聘僱、財務、研究或專業上

之關聯，足以影響評鑑之結果者。

四、其他經委員會決議應迴避者。

前項以外之情形，委員認為有利益衝突之虞時，得自

行請求迴避。

委員有第一項之情形而未迴避者，委員會得決議請委

員迴避。對於迴避之決議，不得聲明異議或提出覆議。

(作業規範─利益關係之揭露)

第　十　條 委員應向委員會揭露與受評人體試驗委員會及所屬

醫療機構間有關聘僱、財務、研究或專業之關係。

(作業規範─費用自理) 

第 十一 條 評鑑訪視小組之交通、住宿、三餐及有關活動應全

部由評鑑委員會提供，不得接受受評人體試驗委員會

或其所屬醫療機構之招待或餽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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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範─委員之解聘) 

第 十二 條 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委員會委員半數以上

出席且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予以解聘：

一、有事實證明利益衝突且情節重大。

二、違反應自行迴避之規定。

三、拒絕揭露利益關係且未簽具承諾書。

四、簽具保證無利益衝突之承諾書，卻違反其承

諾。

五、無故拒絕或拖延初評、評鑑訪視或複評之指

派二次以上。

六、任期內累計無故缺席評鑑會議二次以上。

七、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判定違反醫學倫理。

第三章 申請程序

(申請資格) 

第 十三 條 依據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所設

立之人體試驗委員會得提出評鑑申請。

(申請表件) 

第 十四 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申請評鑑應提出下列文件資料：

一、自我評量表。

二、人體試驗委員會作業程序規定。

第四章 評鑑程序

(自我評量)

第 十五 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申請評鑑應先完成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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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初評) 

第 十六 條 委員會受理評鑑申請案，由主任委員指定兩位委員

進行初評。

初評委員名單不得透露予受評者。

委員認為資料不足者，得要求申請者補件。

初評採書面審查。

初評應於申請後一個月內完成。若要求申請者補件或

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評鑑訪視) 

第 十七 條 申請案經書面初評合格，由主任委員協調訪視行程。

評鑑訪視應於初評完成後六週內為之。

評鑑訪視應於訪視日兩週前以書面通知受評人體試

驗委員會，但評鑑訪視成員名單不得預先告知。

評鑑訪視前應召開訪視小組會議，決定訪視重點及

分配工作。

評鑑訪視以一日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

評鑑訪視完畢後，應立即於受評單位進行檢討會

議，並向受評者說明重要之發現。

評鑑訪視小組召集人於訪視後兩週內完成訪視報

告，並送交評鑑委員會。

(評鑑會議)

第 十八 條 委員會應於訪視結束後六週內召開評鑑會議，審查

評鑑訪視小組之訪視報告並決定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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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評)

第 十九 條 修正後再評鑑之案件應於通知後三個月內完成改善

後申請複評。逾期得不受理。

複評得針對特定項目為之。

複評由原訪視委員於複評申請一個月內完成，並提出

複評報告送交評鑑委員會。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指定其

他委員代之。

複評之程序準用新申請案之規定，但明顯未改善者得

不進行評鑑訪視。

第五章 評鑑標準

(評鑑標準)

第 二十 條 評鑑標準如下：

一、組織章程及書面作業程序之完備性。

二、人體試驗委員會組成之適法性。

三、經費及人力之充裕性。

四、審查程序之完整性。

五、計畫審查之確實性。

六、試驗風險評估與監測之充分性。

七、受試者納入及招募流程評估之嚴謹性。

八、保護受試者隱私及機密程序評估之嚴謹性。

九、受試者同意書取得程序維護之確實性。

十、決定程序之適法性。

十一、監督及管理之妥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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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審查及監督多中心研究程序之完備性。

十三、資料建檔之完備性。

十四、利益迴避原則之遵行情形。

第六章 評鑑結果

(決定之產生方式) 

第二十一條 評鑑結果由委員會於討論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定之。

決定時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表決結果各決定方法均未過半數者，取前二最高數者

進行第二次表決。第二次決採相對多數決定之。

(決定之方法) 

第二十二條 評鑑結果之決定方法有三：

一、通過。

二、修正後再評鑑。

三、不通過。

修正後再評鑑之決定應詳述應改善之事項，並得提示

改善方法。

不通過之決定應詳述不通過之理由，並得提示改善方

法。

(評鑑結果之公開)

第二十三條 通過評鑑之決定做成後，由主管機關於一週內公布。

修正後再評鑑或不通過之決定不予公開。

(評鑑結果之效期與廢止) 

第二十四條 評鑑結果自主管機關公布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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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評鑑之效期為兩年。

評鑑效期屆滿六個月前得提出再評鑑申請。

通過再評鑑之效期為原效期屆滿隔日起算兩年。

效期內人體試驗委員會因重大情事變更或不良事件發

生，致不符合通過評鑑之標準，主管機關得在查核後中止

效期。

效期中止後，人體試驗委員會不得宣稱通過評鑑。

第七章 其他

(紀錄保存)

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應保存下列資料：

一、委員名單。

二、申請表及附件。

三、會議記錄。

四、初評、評鑑訪視及複評之報告、評分表格、

結果、改進事項等資料之書面檔案及數位檔

案。

前項資料於通過評鑑之申請案，應保存至評鑑通過日

起十年。未通過評鑑之申請案，應保存三年。

(保密規定) 

第二十六條 評鑑委員、評鑑訪視人員及委員會相關人員未經委

員會同意，不得透露初評、複評、評鑑結果或職務上所

知悉與受評單位或委員會有關之資訊。

公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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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m

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申請表格

Application Form for IRB Accreditation

申請者

Applicant

地址

Address

聯絡方式

Contact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試驗審查的數目

No. of Review

一般審查：

快速審查：

簽章Signature   日期Date  

此欄勿填    簽收章Receiver signature

申請編號Applicati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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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表 

Self-evaluation Table

壹、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名稱

Name of IRBs

貳、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簡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IRBs

參、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組織人員簡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IRBs members and staff

肆、人體試驗委員會之評鑑紀錄

Evaluation records of IRBs

伍、人體試驗委員會之自我評估

Self-evaluation of I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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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組織章程及書面作業程序之完備性

Completeness of IRB organiz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a written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OP）

1.1
委員會是否訂有組織章程？

Are there IRB rules ?

1.2
委員會是否訂有書面作業程序？

Does IRB have a written SOP? 

1.3
是否訂有委員會會議程序？

Does IRB have  a written agenda for conducting meeting?

1.4
委員會是否獨立於試驗機構執行職務？

Does IRB function independent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 
administra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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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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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2. 人體試驗委員會組成之適法性

Meeting the legal requirements of IRB organization

2.1

是否明定委員之遴聘資格及專業資歷，並公開之？

Does IRB have written selection criteria for the qualif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of its members? Are those 
criteria disclosed publicly?

2.2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之選任是否遵循作業程序？

Does the selection of the IRB chairman, vice-chairman, and 
its members follow the written operation procedures?

2.3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之名單是否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備查？

Has the list of the IRB Chair, Vice-Chair, and its members 
been submitted to related agency at Department of Health?

2.4
委員及工作人員是否均具有足夠的知識、技能及相關能力?

Do IRB members and its staff possess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skills, and relevant abilitie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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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第二章

12

6

6

II.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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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2.5

委員是否均經講習？所有參與倫理審查的工作人員，是否均接
受相關的訓練，包括各種法規、相關的專業認證及針對受試者
保護所制定之作業程序？

Have all IRB members taken training class? Have all IRB 
members involved in the ethical review of the research 
been train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s, and policies and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2.6
是否定期評估主任委員、委員和工作人員之資歷是否符合？
Does the IRB periodically verify the qualification of its chair(s), 
members, and staff?

2.7

委員名單是否有足夠的資訊顯示委員的適任性？

Does the IRB membership file contain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qualification of its members to conduct 
review of research?

2.8

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是否佔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Is the one-third of IRB membership composed of legal 
professionals, social workers, and other community activ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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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2.5

委員是否均經講習？所有參與倫理審查的工作人員，是否均接
受相關的訓練，包括各種法規、相關的專業認證及針對受試者
保護所制定之作業程序？

Have all IRB members taken training class? Have all IRB 
members involved in the ethical review of the research 
been train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s, and policies and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2.6
是否定期評估主任委員、委員和工作人員之資歷是否符合？
Does the IRB periodically verify the qualification of its chair(s), 
members, and staff?

2.7

委員名單是否有足夠的資訊顯示委員的適任性？

Does the IRB membership file contain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qualification of its members to conduct 
review of research?

2.8

法律專家、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是否佔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Is the one-third of IRB membership composed of legal 
professionals, social workers, and other community activists?

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1.G. 12

II.1.D.

II.1.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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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2.9
委員中是否有二人以上為非試驗機構內之人員？
Does IRB membership contain at least two external review 
members ?

2.10
委員是否非全部單一性別？
Is a diversity of the gender distribution considered in IRB 
membership composition?

2.11
委員中是否有受試者代表？
Do the IRB members consist of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2.12

委員會分設小組時，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人數五至九人、至少
一人為非醫事專業人員、且至少一人為非試驗機構內之人員）
Dose the sub-committees of the IRB meet the appropriat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i.e., sub-committee should compose 
of at least 5 to 9 members, at least one member is not a
medical scientist, and at least one is a external member?

2.13

委員任期及改聘比例，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任期兩年、連聘
得連任、每次改聘人數不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Does the term of an appointment of the IRB members and 
the turnover of the IRB membership meet the appropriat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i.e., each term is two-years and can   
be renewable ; and it should retain more than half of original 
membership at each new appo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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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1.E. 6

6

II.1.E.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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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3. 經費及人力之充裕性

Adequacy of budget and staffing

3.1
是否有足夠的經費，以辦理委員會之相關事務？

Does IRB have adequate budget to meet its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3.2

是否有足夠編制之專任或兼任人員，以辦理委員會之相關
事務？

Does IRB have sufficient staff (full-time or part-time) to 
meet its responsibilities?.

3.3
是否明定相關人員之職務、義務及責任？

Has IRB documentation explained  the dutie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its staff?

3.4
相關人員是否簽署保密協定？

Do IRB members and staff sign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3.5
是否有處所供人員處理事務及儲存檔案？

Does IRB have adequate office space to allow the staff to 
execute their duties and to store the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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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3. 經費及人力之充裕性

Adequacy of budget and staffing

3.1
是否有足夠的經費，以辦理委員會之相關事務？

Does IRB have adequate budget to meet its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3.2

是否有足夠編制之專任或兼任人員，以辦理委員會之相關
事務？

Does IRB have sufficient staff (full-time or part-time) to 
meet its responsibilities?.

3.3
是否明定相關人員之職務、義務及責任？

Has IRB documentation explained  the dutie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its staff?

3.4
相關人員是否簽署保密協定？

Do IRB members and staff sign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3.5
是否有處所供人員處理事務及儲存檔案？

Does IRB have adequate office space to allow the staff to 
execute their duties and to store the records?

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1.A.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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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3.6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由合適專長的人員審查計畫書？

Does IRB follow the SOP to have the members with 
appropriate expertise to review the related research protocol?

3.7
是否對可能的利益衝突設有完整定義和管理？

Does IRB have an adequate definition and procedure for 
controlling and manag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of its members?

3.8
委員嚴重違反利益迴避原則時，是否予以解聘？

Does IRB dismiss an IRB member who seriously violates the 
rul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4. 審查程序之完整性

Completeness of reviewing process

4.1
人體試驗委員會是否定期開會？

Does IRB meet regularly?

4.2
是否有簽到、簽退之紀錄？

Does IRB keep the sign-in and sign-out record of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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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3.6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由合適專長的人員審查計畫書？

Does IRB follow the SOP to have the members with 
appropriate expertise to review the related research protocol?

3.7
是否對可能的利益衝突設有完整定義和管理？

Does IRB have an adequate definition and procedure for 
controlling and manag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of its members?

3.8
委員嚴重違反利益迴避原則時，是否予以解聘？

Does IRB dismiss an IRB member who seriously violates the 
rul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4. 審查程序之完整性

Completeness of reviewing process

4.1
人體試驗委員會是否定期開會？

Does IRB meet regularly?

4.2
是否有簽到、簽退之紀錄？

Does IRB keep the sign-in and sign-out record of the 
meeting?

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1.B.

II.1.B. 17

13

第三章

II.1.F.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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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4.3
會議召開前，是否給予委員充分時間審閱相關資料？

Does IRB give its members sufficient time to review the 
submitted information prior to the meeting?

4.4

邀請其他專門領域的專家（如學科領域、倫理方面、社區代表
、易受傷害者代表或其他團體）進行審查時，是否遵循作業程
序？

Does IRB follow an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when inviting individuals with special expertise (e.g., 
specific scientific discipline, ethicist, community advocate, 
representative of vulnerable groups) to review research 
protocol?

4.5
是否訂定快速審查作業程序？

Does IRB have established an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expedited review?

4.6
快速審查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及作業程序？

Does the expedited review meet th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match an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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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1.F. 19

II.1.C. 19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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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5. 計畫審查之確實性

Accuracy of protocol review

5.1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要求取得知情同意的過程必須恰當？包括

在何種情況下得免除或改變知情同意的方式。

Does IRB follow an operation procedur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obtained informed consent is acceptable, 
including whether the waiver of informed consent is 
appropriate? 

5.2
進行初次審查時，是否依相關資料進行評估？

Does IRB consider the submit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its 
initial review?

5.3

進行追蹤審查時，是否依相關資料進行評估，並於必要時要求
修正？

Does IRB consider the submit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its 
continuing review and requesting modification of research 
protocol where appropriate?

5.4
審查修正案時，是否依相關資料進行評估？

Does IRB consider the submit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reviewing the amended research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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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2.A.

II.2.C.

II.2.D.

II.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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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6. 試驗風險評估與監測之充分性

Completeness of risk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of research

6.1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對於研究計畫的風險和潛在利益進行初審

和追蹤審查，包括決定追蹤審查頻率的標準及處理計畫修正的

流程？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including procedures for determining the frequency of 
continuing review and handling modification of research 
protocol, in assessing the risk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research during the initial and continuing review?

6.2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釐清並分析包括生理、心理、社會、法

規和經濟等方面之風險的來源，並使之降為最少？(風險分析

包括衡量受試者所受風險與可能的潛在利益相較是否合理。)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identifying and analyzing potential sources of the risk and 
the measures to minimize the risk as related to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legal or economic risks? (The risk 
analysis includes the assessment of whether the risk posed 
to the research subject is reasonable in relation to the 
anticipated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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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4.A.

II.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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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6.3

研究計畫若有資料及安全性監測計畫(Data ＆ Safety Monitoring 
Plan)，人體試驗委員會是否予以審查，並評估是否足以保護受

試者？

If the research protocol contains 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plan, does IRB evaluate this plan to assess if it provides an 
adequate protec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6.4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判定易受傷害之受試者可能遭遇的風險是
否合乎相關法規的要求，特別是兒童及受刑人？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for determining 
if the potential risks posed to the vulnerable population, 
especially children and prisoners, meet the applicabl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6.5

進行追蹤審查或監測時，若發現不當情形，是否遵循作業程序
中止或終止該計畫？

When deviation occurs during the conduct of continuing 
review or in the process of monitoring,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to suspend or terminate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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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4.C.

II.4.D.

II.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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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7. 受試者納入及招募流程評估之嚴謹性

Adequacy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ocedure for recruiting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 the research

7.1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評估受試者的納入排除條件及招募流程符
合正義原則？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for evaluating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and the recruitment 
procedure of research subjects to determine if it meets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7.2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說明那些招募受試者的方式可被允許？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explaining 
whether the method used to recruit the research subjects is 
acceptable or not?

7.3

是否審查受試者招募方式、廣告品、補助費，並確認符合公平
，誠實、合適等原則始予核准？

Before it approves the research protocol, does IRB review 
the recruitment method, advertising materials, and payment 
information to confirm that they are fair, honest, and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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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5.A.

II.5.B.

II.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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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8. 保護受試者隱私及機密程序評估之嚴謹性

Adequacy of evaluating the procedure for protecting the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research subjects

8.1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評估研究計畫中保護受試者隱私之計畫，
包括研究進行中或結束後？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evaluating 
the plan in the research proposal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search?

8.2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評估研究計畫中維護可辨識資料之機密性
的計畫，包括研究進行中或結束後？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evaluating the 
plan in the research proposal to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identifiable data during and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research?

9. 受試者同意書取得程序維護之確實性

Accuracy of following the procedure for obtaining the informed consent

9.1

是否評估受試者同意書取得程序，包括受試者本人或法定代理
人或無法給予同意的受試者，符合作業程序？

Does IRB evaluate the procedure for obtaining the informed 
consent of research subjects, including subjects themselves, 
legal guardian, and those who cannot give consent, to 
determine if it meets the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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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6.A.

II.6.B.

II.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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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9.2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要求決定能力有欠缺之受試者應受適當保護？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to determine if the 
vulnerable research subjects are properly protected?

9.3

是否審查知情同意之程序內容，包括受試者同意書及取得程序？
(重點在於如何加強受試者的瞭解，及在自願情況下作成決定)
Does IRB evaluate the consent process, including the 
consent document and procedure for obtaining consent, 
focusing on the measure to fully inform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o enforce voluntary consent without coercion?

9.4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要求計畫主持人提出簽署受試者同意書之
作業程序並遵循之？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requesting 
document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investigator if he/she follows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obtaining the informed consent?

9.5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以核准研究計畫可免除或改變知情同意之
程序？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approving the 
waiver or modification of the consent process?

9.6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於審慎審查後免除需要急診處置之研究計
畫的知情同意程序？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consent process in emergency situation in 
research proto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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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9.2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要求決定能力有欠缺之受試者應受適當保護？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to determine if the 
vulnerable research subjects are properly protected?

9.3

是否審查知情同意之程序內容，包括受試者同意書及取得程序？
(重點在於如何加強受試者的瞭解，及在自願情況下作成決定)
Does IRB evaluate the consent process, including the 
consent document and procedure for obtaining consent, 
focusing on the measure to fully inform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o enforce voluntary consent without coercion?

9.4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要求計畫主持人提出簽署受試者同意書之
作業程序並遵循之？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requesting 
document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investigator if he/she follows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obtaining the informed consent?

9.5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以核准研究計畫可免除或改變知情同意之
程序？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approving the 
waiver or modification of the consent process?

9.6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於審慎審查後免除需要急診處置之研究計
畫的知情同意程序？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consent process in emergency situation in 
research protocols?

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7.B.

II.7.C.

II.7.D.

II.7.E.

II.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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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9.7

是否訂有作業程序，得以在必要時，於計畫進行中監測知情同
意取得過程？

Does IRB have an established procedure, when necessary, 
for monitoring the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in ongoing 
research?

10. 決定程序之適法性

Legality of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10.1
審查會議作成決定前，是否經充分討論？

Before a decision is made, does the review meeting provide 
sufficient time for discussion?

10.2

是否唯有直接參與討論之委員才能參與決定？

Whether only those member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during the meeting can participate in the 
decision-making?

10.3

審查會議作成決定前，主席是否主動詢問非醫療專業委員之意
見？

Before a decision is made, does the Chair seek the opinion 
of the non-scientific members?

10.4

議決方式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及作業程序？（預定議決方式或表
決）

Does the method of the decision-making meet the pertinent 
regulations or the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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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7.G

第四章

23

24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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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0.5
審查結果是否於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Wheth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view meeting has been 
communicated in writing to the applicant within 14 days?

10.6
決定書之記載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及作業程序？

Whether the decision record meet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r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10.7

作成修正後複審之決定時，是否明確記載應修正之處，並通知
申請人複審之程序？
When a decision is made to re-review the revised protocol, 
does IRB clearly document the areas needed to be revised and 
whether the IRB informs the applicant of its review procedure?

10.8
作成不核准之決定時，是否詳細說明不核准之理由？

When a disapproval decision is made, does IRB clearly 
document its reason?

11. 監督及管理之妥善性

Appropriateness of oversight and control

11.1
是否建立監督機制，以追蹤審查經核准試驗之執行進度？

Does IRB have a system of oversight for following the 
progress of all approv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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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0.5
審查結果是否於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Wheth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view meeting has been 
communicated in writing to the applicant within 14 days?

10.6
決定書之記載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及作業程序？

Whether the decision record meet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r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10.7

作成修正後複審之決定時，是否明確記載應修正之處，並通知
申請人複審之程序？
When a decision is made to re-review the revised protocol, 
does IRB clearly document the areas needed to be revised and 
whether the IRB informs the applicant of its review procedure?

10.8
作成不核准之決定時，是否詳細說明不核准之理由？

When a disapproval decision is made, does IRB clearly 
document its reason?

11. 監督及管理之妥善性

Appropriateness of oversight and control

11.1
是否建立監督機制，以追蹤審查經核准試驗之執行進度？

Does IRB have a system of oversight for following the 
progress of all approved studies?

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25

27

28

第五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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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1.2
是否於決定書載明與申請人間之持續溝通方式？

Does the decision documentation clearly explain how the 
applicant can communicate with IRB?

11.3
進行追蹤審查，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及作業程序？

Does the continuing review mee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he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11.4

發現足以影響受試者權益、安全、福祉或試驗執行之計劃內容
變更，是否施行追蹤審查？

When the change of the research protocol that will affect the 
rights, safety, welfare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or will affect the 
conduct of the study, does IRB conduct a follow up review?

11.5

因試驗執行或產品發生未預期之嚴重不良反應，有必要採取因
應措施時，是否施行追蹤審查？

When an unexpected serious adverse event occurred during 
the study or by a test product, and a necessary step needs to 
be instituted to protect the subject, does IRB conduct a follow 
up review?

11.6
出現嚴重影響試驗利害評估之事件或資訊，是否施行追蹤審查？

When serious events occur that will affect the risk/benefit 
balance of the study, does IRB conduct a follow up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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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1.2
是否於決定書載明與申請人間之持續溝通方式？

Does the decision documentation clearly explain how the 
applicant can communicate with IRB?

11.3
進行追蹤審查，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及作業程序？

Does the continuing review mee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he established operation procedure?

11.4

發現足以影響受試者權益、安全、福祉或試驗執行之計劃內容
變更，是否施行追蹤審查？

When the change of the research protocol that will affect the 
rights, safety, welfare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or will affect the 
conduct of the study, does IRB conduct a follow up review?

11.5

因試驗執行或產品發生未預期之嚴重不良反應，有必要採取因
應措施時，是否施行追蹤審查？

When an unexpected serious adverse event occurred during 
the study or by a test product, and a necessary step needs to 
be instituted to protect the subject, does IRB conduct a follow 
up review?

11.6
出現嚴重影響試驗利害評估之事件或資訊，是否施行追蹤審查？

When serious events occur that will affect the risk/benefit 
balance of the study, does IRB conduct a follow up review?

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31

32

33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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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1.7

追蹤審查之決定是否依法令規定及作業程序通知申請人？

Does IRB follow a relevant regulation or an established 
procedure to notify the applicant when it decides to conduct a 
follow up review?

11.8

是否要求申請人於中止或終止試驗時，應告知其原因及試驗結
果？

Does IRB require the applicant to notify IRB in writing of the 
reason and a summary of the study results when applicant 
prematurely suspend or terminate the study?

11.9

是否要求申請人於試驗完成時，應以書面通知其執行情形及試驗
結果？

Does IRB require the applicant to submit in writing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a final report describing how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and a summary of the study results?

12. 審查及監督多中心研究程序之完備性

Completeness of the procedure for the review and oversight of 
multiple center study 

12.1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要求多中心的研究計畫須建立各人體試驗
委員會的溝通管道（如多中心的臨床試驗，流行病學研究或教
育方案評估）？

Does IRB follow its established procedure for requiring each 
IRB in multiple center study (e.g.,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s,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r educational surveys) to establish 
a procedure fo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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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34

35

36

II.8.A.



52

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2.2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管理多中心研究計畫的相關資訊，例如不
良反應報告或期中分析結果？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managing the 
data generated from multiple center study (e.g., adverse 
event reports or interim reports)?

13. 資料建檔之完備性
Adequacy of record keeping

13.1

是否要求申請人於試驗完成時，應以書面通知其執行情形及試驗
結果？
Does IRB require the applicant to submit in writing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a final report describing how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and a summary of the study results?

13.2

是否規定接觸或擷取使用各種檔、檔案與資料庫之權限與作業
程序？

Does IRB have operation procedures for the access or retrieve 
of various documents, files, or archives?

13.3

相關檔之建檔、存檔管理、接觸及擷取使用，是否符合法令規
定及作業程序？

Does the filing, archiving, accessing and retrieving of the 
documents mee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 and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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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2.2

是否遵循作業程序，管理多中心研究計畫的相關資訊，例如不
良反應報告或期中分析結果？

Does IRB follow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in managing the 
data generated from multiple center study (e.g., adverse 
event reports or interim reports)?

13. 資料建檔之完備性
Adequacy of record keeping

13.1

是否要求申請人於試驗完成時，應以書面通知其執行情形及試驗
結果？
Does IRB require the applicant to submit in writing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a final report describing how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and a summary of the study results?

13.2

是否規定接觸或擷取使用各種檔、檔案與資料庫之權限與作業
程序？

Does IRB have operation procedures for the access or retrieve 
of various documents, files, or archives?

13.3

相關檔之建檔、存檔管理、接觸及擷取使用，是否符合法令規
定及作業程序？

Does the filing, archiving, accessing and retrieving of the 
documents mee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 and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8.B.

第六章

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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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3.4
是否完整保存每個研究計畫的審查檔？

Does IRB maintain a complete file of all the relevant review 
materials in each research protocol file?

13.5
相關檔是否依規定保存至試驗結束後三年？

Does IRB follow the requirement to retain all the records for 
3year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13.6
相關檔是否可供衛生主管機關隨時調閱？

Could all the relevant records be inspected by health 
authority at any time?

14. 利益迴避原則之遵行情形

Status of enforc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reason?

14.1

IRB委員是否有違反利益迴避原則，如對研究試驗申請案有不

當的要求？
Does IRB member have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 e.g., improper 
demand of the research application?

14.2

是否限制計畫主持人不得參加IRB之討論與決議？

Does IRB have any procedure for prohibiting the PI’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ussion and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IRB meeting?

14.3
是否完整保存每個研究計畫的審查檔？

Does IRB maintain a complete file of all the relevant review 
materials in each research protocol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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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內容

Content

13.4
是否完整保存每個研究計畫的審查檔？

Does IRB maintain a complete file of all the relevant review 
materials in each research protocol file?

13.5
相關檔是否依規定保存至試驗結束後三年？

Does IRB follow the requirement to retain all the records for 
3year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13.6
相關檔是否可供衛生主管機關隨時調閱？

Could all the relevant records be inspected by health 
authority at any time?

14. 利益迴避原則之遵行情形

Status of enforc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reason?

14.1

IRB委員是否有違反利益迴避原則，如對研究試驗申請案有不

當的要求？
Does IRB member have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 e.g., improper 
demand of the research application?

14.2

是否限制計畫主持人不得參加IRB之討論與決議？

Does IRB have any procedure for prohibiting the PI’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ussion and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IRB meeting?

14.3
是否完整保存每個研究計畫的審查檔？

Does IRB maintain a complete file of all the relevant review 
materials in each research protocol file?

評估結果 Result
A:完全符合 Complete
B:部分符合 Partial Complete
C:不符合 Not Complete
D:不適用 N/A

說明

Explanation

參考來源

AAHRPP
衛生署

IRB作
業基準

A B C D

II.3.A. 38

II.3.B.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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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衍達執行秘書  馬偕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呂紹凡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李雅文委員   彰化基督教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李裕慈秘書長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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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慶樑副院長   國防醫學院

林子堯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肝膽內科

林永昌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癌症中心

林炳文主任   成大醫院臨床醫學研究部

林隆堯主任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邱浩彰教育副院長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張正雄主任委員  彰化基督教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張明永委員   台灣生命倫理學會

莊銀清教授/主任  奇美醫院內科部

許惠恆副主任委員  台中榮總教研部

郭英調醫師/研究員  台北榮總教研部

陳玲貴專案經理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陳祖裕主任   台北臨床技術訓練中心

彭汪嘉康組主任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組

曾清俊教授/主任  高雄榮總教研部

黃以文委員   彰化基督教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黃仲毅管理師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楊志新醫師   臺大醫院內科腫瘤醫學部

趙有誠主任/教學副院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三軍總醫院

劉克明副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

劉鈞男律師   榮總暨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

蔡永杰主任委員  奇美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

蔡述信委員   彰化基督教醫院

鄭珮文藥師   台中榮總藥劑部

黎國洪副院長   高雄榮民總醫院

鐘翰其副管理師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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