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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時間: 108 年 2 月 24 號(週日)上午 10:00-12:00 

地點: 台北市常德街 1號(台大醫院研究倫理委員會行政中心 1樓會議室) 

主席: 蔡甫昌 理事長                                               記錄: 高孟辰 

一、主席致詞: 略 

二、出席理監事: 

理事: 蔡甫昌、王志中、王志嘉、王健興、李碧芳、張芳維、連群、葛謹、鮑力恒 

監事: 何橈通、呂宜興、周定遠 

三、請假理監事: 

理事: 謝燦堂、邢中熹、林志翰、林首愈、郭英調、陳恒德、鄭紹宇、蘇矢立 

監事: 汪志雄、李佳芝 

四、報告事項:  

(一) 107 年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及基金收支表。 

請詳見附件一 。 

107 年決算後，學會餘款總金額如下: 

台幣: NT$ 2,560,319 

美金: USD$ 44,842.94 

決議:通過。另請確認所有相關與廠商的贊助的捐獻與收入用是否需要繳稅。 

(二) 本年度參與 FERCAP 再認證機構: 花蓮慈濟醫院、國泰醫院、JIRB、馬偕紀念醫院。 

(三) 依據本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學會期刊發行減為每半年一刊。 

108 年度會刊擬訂主題:                            報告人李碧芳理事 

108 年 5 月出刊      國內 IRB 資訊系統             編輯委員:林志翰 

108 年 11 月出刊     主題未定 

(四) 關於學會 LINE 專屬會員群組建置，建議除一般使用的通訊[LINE]版本外另可使用專門

提供給企業、店家、個人專屬之官方帳號版[LINE@生活圈]建置學會專屬官方帳號。 

(五) 會員大會時間暫定於 3月 23 日(週六)。 

建 議:除會員大會，另可合併辦理教育訓練課程，增加會員效益。但因籌備時間有限，預規

劃約半天之課程。 

五、討論事項: 

提案一: 管理師檢定草案與相關培訓課程內容如附件二，內容參考醫務管理學會之醫務管理

師檢定考試辦法、CIP 考試內容大綱草擬，提請討論。 

說  明: 去年徵詢醫事司建議宜先在學校開設針對 IRB 管理師培訓之學程，善用台大之優勢

開設學程，最好有與 AAHRPP 合作相關訓練及查核實務之結合，提供學生這方面之

訓練，培養兼具專業及實務之人才。有了一定品質之培訓課程，有足夠之供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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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管理師證照制才較可能被評估及接受。並於本會第四次理監事會議時提請討

論，決議如下: 

1. 學會自行辦理行政管理相關之訓練課程。 

2. 學會與學校合辦相關學程  

3. 以學分方式提供 IRB 管理師之訓練課程時數認證(包含臨床、和大學之管理

師)，另學會可制定標準的教材和講師訓練。 

決  議: 同意規劃原則，以下建議請於教育委員會小組討論時納入考量： 

1. 相關課程由 IRB 管理師委員小組: 林志勝、李碧芳，林首愈、戴君芳、林志

翰、王健興、葛謹等，進行後續籌備規劃。 

2. 報名者資格不受科系之限制，且已有實務經驗者應均可參加檢定，並可依已

有實務經驗一年以上之在職人員與非有相關經驗者，或經驗不足一年者分開

擬製課程內容。建置不同階段適用之學分班或在職訓練以符合實際需求，後

續細節由教育委員會進行討論。 

※課程內容分類建議: 

醫藥相關 

非醫藥相關 

法律相關(研究法) 

實務相關 

部份基礎知識、操作實務部分多一點，法律部份包含教育部、經濟部、衛福

部。 

3. 建議規範需為學會之會員方才能領取管理師證書，若需要收費需考量適合的

價格，但希望管理師檢定制度不要造成現職管理師的過多負擔而造成限制。 

4. 建議證書有效期限制，並於期限內規劃有其他學分繼續教育課程 

5. 建議進行 IRB 管理師之意見調查，收集各院案件量與管理師人數之比例、平

均薪資現況，此資訊可提供各院，希望對其提升人力及薪資水準有所影響或

幫助，另外可透過問卷了解管理師現況、心聲與對此規劃制度之想法或意

見。 

提案二: 有關 TCRA 建議至少每半年與本學會舉行一次雙向溝通會議，並提議請學會協調 IRB

送件格式一致化、GCP/醫務倫理等課程學分之計算時程一致化議題，提請討論。 

說  明:  2018 年學術年會論壇，TCRA 針對多國多中心臨床試驗 IRB 審查效率尚可改進空間

及建言，提出建議希望可以由學會做為溝通平台，1月 17 日與 TCRA 代表溝通其具

體建議，其提出建議至少每半年與本學會舉行一次雙向溝通會議。理事長提議可縮

短為一季一次。亟待優先與各 IRB 協商討論之議題如下： 

1. 協助送審文件格式一致化，減少廠商端出錯，提升送審效率，建議統一格式之文

件請參考附件三。 

2. 統一規範各 IRB 對於 GCP/醫學倫理等課程學分之計算時程，各院要求之時數規範

彙整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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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 IRB 送件全面無紙化(現況如附件五)。 

決  議: 1.同意一季一次與 TCRA 舉行雙向溝通會議。 

1. TCRA 雙向溝通小組:陳恒德、連群、戴君芳等，主責針對廠商提供之建議進行

後續溝通討論。 

2. TCRA 提供之相關的提案建議移至 c-IRB 主副審共識會議進行討論。 

提案三: TAIRB 臨床研究倫理諮詢申請辦法及申請表單如附件六，提請討論。 

說  明: 依第四次理監事會議針對相關提案決議辦理: 

建置審查共識和一致性，並在未來將收集到問題與經驗撰寫成文章或 Q & A 供全台

IRBs 參考為成立之主要目的。為不影響審查之期效性，個資、保密等問題、和避免

引發 IRBs 審查之糾紛。先擬定學會諮詢內容，依諮詢內容擬制符合之諮詢模式(例

如:專家名單、提供外聘專家協助審查。或審查完案件後覺得有不妥之處，學會可以

提供諮詢等)，由秘書組為接案窗口，服務對象暫先提供給團體會員。相關詳細諮詢

辦法公告在學會網站，委員工作分配之內容待模式建置後討論。 

決  議: 照案通過 

1. 諮詢對象限制僅接受本會團體會員與委員，為學會給予會員之免收費福利，不

接受廠商或計畫主持人的個別諮詢。 

2. 諮詢應該不影響 IRB 的審查結果，且提供諮詢意見時，應明確告知此建議僅供

委員會參考。 

3. 為避免對案件造成實質影響，建議可參考 CDE 之諮詢方式，排除已經審查通過

或正在進行中的案子。 

提案四: 108 年 TAIRB 主辦/協辦會議初步規劃如下，提請討論。 

1. 每季與一所機構合辦會議，目前規劃: 

　. 台大醫院 3-4 月份 

　. 臺北榮民總醫院 6 月 1 日(北榮 60 週年慶，如附件七) 

　. 邀請其他團體機構合辦 

2. 創會 10 週年慶，邀請外賓與相關領域一同共襄盛舉。關於會議具體規劃請提供相關建

議。 

決  議: 照案通過 

1. 每季與團體會員機構合辦教育訓練課程。 

2. 3 月之學會會員大會可與台大醫院本年度教育訓練課程合併同日辦理。 

3. 10 週年年會預計 11 或 12 月與會員大會(第六屆理監事改選)一同舉行。 

提案五: 關於辦理講座或宣導 IRB 在臨床試驗的把關機制，以提升民眾對臨床試驗的參與意

願，提請討論。 

說  明: 2018 年學術年會論壇，針對提升民眾對於參與臨床試驗之意願，建議可由 TAIRB 協

助辦理宣導和講座。提升民眾對於臨床試驗和受試者保護的概念與知識，讓普羅大

眾皆能了解 IRB 在臨床試驗的把關機制，並列入學會 108 年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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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照案通過，但需謹慎預防被廠商用來背書，或研究出問題受試者要學會扛責任。 

宣傳之途徑之提議: 

1. 年會召開記者會或發新聞稿 

2. 與臨床試驗單位之平台合作辦理 

 

六、臨時動議 

提案一: 成立 CRC 專業工作小組，由張芳維常務理事協助主責，小組成員:李碧芳、連

群、郭英調、陳肇文、林首愈，進行後續針對 CRA 相關教育訓練課程。 

說  明: 為提升臨床試驗的監督執行之效果，增加並提供醫院對於 CRA 相關的專業知識

之概念。 

決  議: 照案通過 

 

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