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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晚上 6 時 

二、地點：北平都一處仁愛店(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506 號) 

三、出席理監事： 

理事：謝燦堂、汪志雄、蔡甫昌、林志翰、張芳維、何善台、王志中、呂宜興、鮑力恒、

林首愈、傅茂祖 

監事：周定遠 

四、請假理監事 

理事：陳恒德、邱美珠、何橈通、李碧芳、郭英調、蘇矢立 

監事：余慕賢、張定宗 

五、列席：連群 副秘書長 

六、主席：謝燦堂 理事長 

紀錄：蔡汝青 

七、主席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會務報告(截至 2017 年 11 月 10 日止) 

(一) 新入會：新增 6 位個人會員於 11 月 6 日申請入會，新加入之會員為高雄榮總鄭紹

宇、周康茹、陳理維、黎國洪、祝年豐及蔡郁姣。 

(二) 退會：依本會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連續兩年(含)以上(不含本年度)未繳交

會費之會員將以退會處置。經查共有 7 位個人會員 2015 及 2016 連續兩年未繳會費，

經聯繫未回應，將以退會處置。 

(三) 會費繳交情形：團體會員(共 33 家)：32 家已繳交，繳交率 97%；個人會員(扣除退

會 7 人及加入新入會 6 人，共 62 位)：53 位已繳，繳交率 85%。 

(四) 截至 11 月 10 日止收支情形 

 決算數 預算數 決/預算相差數 備註 

收入合計 1,439,000 1,661,000 -192,000 1 家團體會員及 9 位個
人會員尚未繳會費 

支出合計 748,898 1,661,000 -912,102  

(1)人事費用 398,306 470,412 -72,106 年底可達平衡 

(2)辦公費用 8,601 31,000 -22,399 年底尚有部分會務支出 

(3)活動支出 341,991 935,000 -593,009 年底尚有部分活動支出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 2018 年工作計畫及總預算表(如附表)，提請  討論。 

擬  辦：擬依會議討論意見修訂工作計畫及總預算編列，後續提會員大會通過，並於會計年

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第五屆理、監事改選及組織章程修改等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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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預計 12 月中旬召開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已於會前發送全

體會員參選徵詢表了解會員參選意願，資訊彙整後做為理監事參選名單之參考。 

(二) 依人民團體法第十七條之規定：「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監事……，各級人民

團體之監事不得超過該團體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本會組織章程現行條文規範理事 17 人、監事 3 人，為提供更多會員參與會務

的機會，擬增加監事名額為 5 人，尚符人民團體法之規定，章程擬配合修正如

下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七
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
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
理事會、監事會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
七人、監事三人，由會員
（會員代表）選舉之，分
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監事名額由 3 位增加為 5

位。 

擬  辦：擬依會議討論意見修改組織章程，後續提會員大會通過後提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主要係修正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及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經本會林首愈理事協助了解條文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 第二條修正條文有關「前項審查會得設分組運作並統一接受主管機關查核，且

審查結果等同原審查會之結果」的部分，「審查結果」是指分組委員會審查研究

計畫之審查結果，等同於原審查會審查之效力，不必再送到大會去通過。 

另，有關「前項審查會得設分組運作並統一接受主管機關查核」，所謂統一接受

主管機關查核之意，醫事司舉例說明如下： 

→假設某醫院有 A、B 二個獨立運作的 IRB，只有 A 下設分組(A1、A2)，B 不分

組。A 的分組方式(A1、A2)或相關運作規範須明訂於該醫院 A 審查會之 SOP(A1

與 A2 變成類似院內自己行政程序上的管理)。 

→查核時 A 與 B 分開查核(因為為兩個獨立運作之審查會)，A 之查核不以分組

(A1、A2)方式查核，而是以母體(即整個 A 審查會)一起查核。另外，查核時可藉

由審查 A 的 SOP 來了解 A1 與 A2 運作情形，而委員名單異動報備的部分，如果

A1 或 A2 有委員名單異動，等同 A 審查會名單異動(因為 A1、A2 都是在 A 之下

的分組)，因此是以 A 審查會委員名單(不以分組名單)異動向部內報備。 

(二) 第六條修正條文有關「審查會或審查會之分組召開一般程序審查會議時，其出

席委員應包括機構外之非具生物醫學科學背景委員一人以上。五人以上，不足

七人之審查會或審查會之分組，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七人以上之審

查會或審查會之分組，應有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的部分，分

組審查會開會人數的計算，是以該分組委員人數為基數，而非整個原審查會的

委員人數。 

決  議： 

(一) 本案修正條文內容無其他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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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提升審查會之運作機能及審查效率，機構進行審查會之組織調整時，為避免

因撤銷、重新設立新審查會，而造成機構內無合格審查會之空窗期，並增加重新

查核之行政勞費，本會去函主管機關提供建議：倘機構將原本通過查核之各審查

會，改設分組運作，例如甲醫院將原 A 與 B 兩個獨立運作之審查會，調整為 A

審查會下設分組 A1、A2，在不變更委員組成與各項審查作業為前提，建請主管

機關考量得逕依申請核給 A 審查會合格效期，以順利完成組織調整。 

 

十、臨時動議： 

案由一：本會為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機構申請入會是否需符合與臨床試驗研究相關

之審查員會始具會員資格，若無此限，是否考慮修改學會名稱，提請  討論。 

提案人：連群 

決  議：本會英文名稱為 Taiwan Associ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TAIRB)，

原則上歡迎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機構申請加入本會，中文名稱暫時維持不變，未來視

情況再議。 

案由二：有關經其他審查會通過的案件，可否建請主管機關與各機構 IRB 以行政審查追認

即可，提請  討論。 

提案人：張芳維 

決  議：本案立意甚好，但考量人體研究法相關規定有關審查類型並無行政審查之分類，目

前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簡易審查範圍中，已有承接其他合法審查會通過之研究

計畫得以簡易審查程序辦理之條文，或可考慮由各審查會訂定符合機構需求之精

進版簡易審查程序辦理，至於是否需建請主管機關授權審查會以新增之行政審查

類型辦理，後續將視會員共識決定再建請主管機關核示。 

案由三：明年(2018)FERCAP 台灣年會籌備委員會之統籌事宜，提請  討論。 

提案人：連群 

決  議：2018 FERCAP 台灣年會籌備委員會由台北長庚醫院謝燦堂副院長擔任主任委員，

統籌規劃年會相關事宜。 

 

十一、 散會時間：晚上 8：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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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8 年預算編列 

 

 

說明：明年(107 年度)預算在收入部分與 106 年度編列相同無異動。支出部分，人

事費及辦公費大致與 106 年度相同，活動支出費用增加 FERCAP 台灣年費相關費

用、會訊編輯及資訊平台建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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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費用 4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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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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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 

科目 預算數

107年度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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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8 年工作計畫 

 

　　項目 說明 時程 單位

（1）會員大會 舉辦第五屆第二次、第三次會員大會 預計2018年2月及12月辦理 本會

（2）理監事聯席會
原則上半年一次，視情況加開

會議
本會

（3）2018 FERCAP年會籌

備小組會議

依籌備進度及實際需要，不定

時召開會議
本會

2、會籍管理 會籍資料庫維護 2018年全年辦理 本會

1、FERCAP survey

聯絡及協助各團體會員IRB參與FERCAP

認證相關事宜，統籌各IRB受訪時local

surveyor與observer名單，並作為foreign

surveyor與各IRB之間溝通協調的橋樑。
預計2018年6月舉行

WHO-

FERCAP/

本會

2、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由本會理事台大蔡甫昌教授規劃高階倫

理進修課程，並與有意願合作之團體會

員IRB共同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預計2018年上旬

團體會員/

本會

3、CRA教育訓練課程

由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MREF)及本會共

同規劃臨床試驗專員(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 CRA)教育訓練課程
預計2018年中旬

MREF/

本會

4、FERCAP Conference

2018 FERCAP年會首度移師台灣舉行，

由本會偕同籌備小組委員會規劃活動進

行分工，與本會團體會員機構共同辦

理。

預計2018年11月18~21日

WHO-

FERCAP/

本會

5、會訊及建置資訊平台

由總編輯李碧芳理事規劃本會會訊編輯、

發行等事宜，及建構本會會員交流分享會

訊/期刊/研究倫理相關文章之資訊平台。
預計2018年4月出刊 本會

6、會員LINE群組維護管理
建立會員溝通及意見交換平台，持續廣

納更多會員加入群組。
2018年全年辦理 本會

7、Website maintenance

擴充本會互動網站，增加相關資料的刊

登、提供資訊流通及提供會員交流園地 2018年全年辦理 本會

8、其他 由會員或其他所建議的活動 2018年全年辦理 本會

2018年 TAIRB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 工作計畫

（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壹、會務

1、會議

貳、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