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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時間: 107 年 1 月 20 號(週六)中午 12 點 

地點: 台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2 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5 廳) 

主席: 蔡甫昌 理事長                                     紀錄: 高孟辰 

一、 出席理監事: 

理事: 蔡甫昌、張芳維、葛謹、王健興、林首愈、連群、陳肇文、鮑力恒、鄭紹宇 

監事: 呂宜興、汪志雄、謝燦堂 

二、 請假理監事: 

理事: 李碧芳、王志中、王志嘉、邢中熹、郭英調、陳恒德、蘇矢立、林志翰 

監事: 何橈通、周定遠 

三、 列席人員:  

戴君芳秘書長、JIRB 龔麗娟主任、國泰醫院 IRB 徐翠文執秘、莊禮如管理師、彰化基督教

醫院 IRB 副主任黃淑萍 

四、 主席致詞: 略 

五、 報告事項:  

(一)會員新增與退會情形 

1. 團體會員：本年度新加入清華大學，無退會，共 34 家。 

2. 個人會員：無新加入/無退會，共 62 位。 

(二) 學會將申請 skype 帳號，帳號用途主要是協助無法親自出席之理監事，可有彈性的利用

時間參與會議討論，或其他與學會會務之相關會議使用。 

(三) 2018 年度預算表        (台幣餘額:2,288438  美金餘額:38,659.75) 

台灣臨床研究倫理審查學會  

107 年度經費收支預算表 

科目  預算數  

款 項 目 名稱 單價 數量 總金額 說明 

1   收入合計 
 1,661,000 

 1  會員費(個人) 2,000 元/人 70 人 140,000

 2  會員費(團體) 30,000 元/家 33 家 990,000
 3  教育訓練 50,000  

 4  FERCAP 報名費 US $3,000/家 5 家 480,000

 5  利息收入 1,000 

2   支出合計 1,661,000 

 1  人事費 4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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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薪津 30,000/月 1 年 360,000  

  2 勞健保及勞退提撥 6,845/月 1 年 81,996  

  3 年終獎金 12 個月 30,000  

 2  辦公費 34,004 

  1 文具書報費用 1 年 5,000 

  2 郵資 5,000 

  3 電話費 6,000  

  4 影印費 5,000  

  5 其他雜支 13,004 

 3  活動費 1,155,000 佔支出 69.5% 

  1 FERCAP 台灣年會相關費用 700,000 

  2 FERCAP 認證相關費用 200,000

  4 教育訓練 23,000  

  5 會訊編輯及資訊平台建置費 162,000  

  6 會員小組/籌備會議相關費用 60,000  

  7 會員大會  10,000  

3   本期餘絀 
 0 

三、討論事項 

提案一：變更會址 

說  明：因本屆理事長辦公處於台大醫學院人文館，為讓學會行政運作流程更便利並提升效

率，故擬向內政部申請會址變更至: [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 1 號台大醫學院]，敬

請 惠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有關 2018 年學會年度工作計畫表，提請，討論。 

說  明： 依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內容擬定 107 年度工作計畫表之相關內容進行討論。 

決  議： 1. 依照附件 107 年度計畫表執行相關業務。 

         2. 會員 LINE 群組管理 TAIRB 群組，未限定加入資格為一般從事 IRB 工作同仁互

相交流、意見分享之平台，發文內容不設限制，持續廣納更多 IRB 專業人員加

入。並另建立學會會員群組，並由各團體會員指派一人作為代表，其性質與理監

事群組相同，設限交流以學會會務、業務討論為目的。 

 

提案三： 擬成立教育委員會，提請 討論。 

說  明： 主因學會目前尚無相關教育委員協助討論、規劃、辦理學會之相關教育訓練課程，

以提升會員所需之專業知識發展與交流。 

決  議： 照案通過，辦理課程以 IRB 相關進階專業教育訓練課程為主。委員由各理監事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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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名單如下: 

台大醫學院蔡甫昌教授、長庚醫院謝燦堂副院長、台北榮民醫院葛謹主任、三軍總

醫院澎湖分院張芳維院長、臺北榮民總醫院郭英調醫師、元培醫事科技大學連群副

主委、成功大學林志勝、李碧芳醫師、臺北醫學大學林志翰執秘、奇美醫院王志中副

院長、台中榮民總醫院許正園主任、JIRB 陳肇文執秘、醫藥品查驗中心林首愈主秘，

共 13 人，召集人暫由理事長擔任。 

 

提案四: 建立研究倫理委員會管理師證照制度相關事項，提請 討論。 

說  明: 人體試驗倫理審查即是為受試者把關，以保障其身心安全，並增進研究者與受試者之

間的和諧。推動建立管理師之證照制度，能讓人類科學研究倫理審查規範發展的更

加完善。 

決  議: 本案將交由教育委員會主導進行規劃，管理師證照制度需與官方單位進行大方向討論，

並依照 IRB 臨床實驗認證相關條款規定辦理。 

 

提案五：以學會名義另外開戶專門為 FERCAP 年會經費使用，提請 討論。 

說  明：目前學會共有合庫、合庫外幣、華南銀行、郵政劃撥等帳號，主要為學會平時作業支

出，和收會費等事宜所使用。因 FERCAP 年會亦有報名費或其他相關費用之收費和

支出，故為讓學會帳目款項清楚以方便管理，故提此案。 

決  議：照案通過，並由學會撥款 50 萬至年會專戶為籌備經費。此帳戶僅為 FERCAP 年會

之相關募款、報名費或支出等款項使用，由學會管理，經費使用細項無須通過理監

事同意。FERCAP 專戶之相關營餘、虧損都由學會負擔。 

 

提案六：FERCAP 年會與 TAIRB 學會年會籌備事項，提請 討論  

說  明：2018 年 FERCAP 年會籌備事項討論與相關進度追蹤報告，另需擬定大會主題。主題

方向由主辦單位研擬後，提供給 Christina(FERCAP Coordinator)邀請外賓演講。 

決  議：1. 針對年會相關報告事項與討論詳見附件 2018FERCAP 年會，並預計 2 月份辦理 

籌備會議。 

        2. TAIRB 學會年會將合併 FERCAP 年會一同辦理。 

四、 臨時動議                                                提案人:葛謹 

提案一: TAIRB 共有 33 個團體會員，今年除再認證單位外，是否可以調查有無新認證單位。 

說  明: 因 FERCAP 為國際性之團體，可作為會員與國際交流之平台，本學會目前有 24 家會

員已接受認證，應鼓勵未參加之會員參與。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推舉謝燦堂擔任本學會之榮譽理事長，提請 討論。            提案人:張芳維 



台灣臨床研究倫理審查學會(TAIRB) 

Taiwan Associ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4 

 

說  明: 謝燦堂常務監事擔任本會理事長期間分勞赴功，積極推動、開發學會會務，邀請各

IRB 相關專業人員、機構團體參與學會活動，故推舉擔任本學會榮譽理事長。 

決  議: 照案通過，監事缺額由候補監事李佳芝替補，常務監事一職需由五位監事改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