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中國醫藥大學：轉譯醫學領域 

 102 年度 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課程 報名表  
 

中國醫藥大學獲得教育部補助「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之新藥及中草藥產業

領域、幹細胞及再生醫學領域兩分項計畫，於暑假期間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臨床試驗

中心合作，規劃開設兩門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課程，課程詳情及報名表如下。 
一、招生對象：本校及外校大學部、碩博士班學生，或具有大學學歷以上之產業界、研

究單位科技人員、臨床醫師、醫事人員及學校教師等。 
二、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各科開課前一週或人數額滿為止。 
三、當日全程參與並完整簽到退者者將於課後一個月核發 GCP 訓練證明。 
※  本次（102 年度）教育部補助開設之暑期課程皆不收取任何費用。 

------------------------------------------------------------------------------------------------------------------- 

報名表 

報名科目 
(勾選) 

1.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一）：幹細胞及再生醫學 

(地點：立夫教學大樓 102 教室) 
□ 7 月6 日(10小時) 

□ 7 月7 日(8小時) 
2.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二）：新藥臨床試驗 

(地點：立夫教學大樓 105 講堂) 
 8 月 4 日(6小時) 
 8 月 10 日(6小時) 
 8 月 11 日(6小時) 

學    員    資    料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男   □女 

學校系所 
或 

服務單位 
 

校外人士(職稱)：                         

在校生：□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___年級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報名表填寫完成，請 E-mail：pslee@mail.cmu.edu.tw 或傳真 04-22078083 
※如有任何問題請電洽李佩珊小姐，電話： 04-22053366#5205 ，或 E-mail 至

pslee@mail.cmu.edu.tw 詢問 
 



教育部「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102 年度跨領域高階課程授課進度表 

 
上課教室:立夫教學大樓 102 講堂 

開課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 專業領域 幹細胞及再生醫學 

課程名稱 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一）：幹細胞及再生醫學 

開課教師 林欣榮等 學分數 1 授課時數(小時) 20 

預收人數 80 遠距視訊教學 □是否 開放校外人士參與 是 □否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師資(單位) 

7/6 08:30-10:10 研究計畫設計與撰寫 2 李繼源  副主任 

中國附醫醫研部 

7/6 10:20-12:00 臨床試驗執行及經驗分享 2 洪千雅 研究護理師  

國家衛生研究院 

7/6 13:00-14:40 
臨床試驗受試者說明及同意書簽署 
常見試驗計畫偏差 
臨床試驗的稽核與查核經驗分享 

2 陳曉豫 台灣區培訓師 

丘以思生技顧問有限公司 

7/6 14:50-16:30 赫爾辛基宣言與倫理審查 2 陸翔寧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醫麻醉科 

7/6 16:40-18:00 試驗藥品管理 2 王以諾 藥師 

中國附醫臨床試驗藥局 

7/7 08:30-10:10 臨床試驗專案管理簡介 2 林嫦如 臨床研究專員 

中國附醫臨床試驗中心 

7/7 10:20-12:00 臨床試驗相關合約簡介與常見問題 2 牛豫燕 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7/7 13:00-14:40 
臨床試驗護理–推展與收案及經驗分

享 
2 金詠興  研究護理師 

國家衛生研究院 癌症研究所 

7/7 14:50-16:30 SAE 通報與管理 2 程美玲 督導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臨床試驗中心 

7/7 16:40-18:00 學習評量及綜合討論 2 
林欣榮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免疫學研究所 

（籌備單位將保留更改議程內容之權益） 



教育部「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102 年度跨領域高階課程授課進度表 

 
上課教室:立夫教學大樓 105 講堂 

開課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 專業領域 新藥及中草藥產業 

課程名稱 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二）：新藥臨床試驗  

開課教師 張淑貞 學分數 1 授課時數(小時) 18 

預收人數 100 遠距視訊教學 ■是□否 開放校外人士參與 ■是 □否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師資(單位) 

8/4 10:10-12:00 人類研究之利益衝突 2 

辛幸珍副教授兼主委（中國

醫藥大學護理學系暨中區

區域性研究倫理教育委員

會） 

8/4 13:10-15:00 從 Biomarkers 談臨床試驗 2 
張正雄醫師(彰化基督教醫

院) 

8/4 15:10-17:00 從受試者保護的角度談臨床試驗的設計

與執行 
2 

張正雄醫師(彰化基督教醫

院) 

8/10 10:10-12:00 醫藥社會研究倫理申請經驗分享 2 
林香汶副教授(中國醫藥大

學藥學系) 

8/10 13:10-15:00 臨床試驗療效評估之統計基本概念 2 
王 玫 博士/臨床組統計小

組長(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

中心) 

8/10 15:10-17:00 基礎統計學方法與樣本數計算 2 
林資荃博士（醫藥品查驗中

心）醫藥品查驗中心 

8/11 10:10-12:00 由研究設計看 IRB 計劃書審查 2 
李名鏞助理教授(靜宜大學

統計與資訊學系/台中榮總

IRB 委員) 

8/11 13:10-15:00 細胞治療臨床試驗之法規管理與國內現

況 
2 

盧青佑 醫療器材審查員 

(醫藥品查驗中心 ) 

8/11 15:10-17:00 臨床試驗之稽核與查核 2 
顏永昌醫師（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IRB 執行秘書） 

（籌備單位將保留更改議程內容之權益） 

 
 
 
 
 
 



交通方式： 

 會場交通位置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交通路線地圖 

 

 

 

 

立夫教學大樓 



(一)自行開車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１號）： 

在大雅(中清)交流道出口下交流道，朝台中/大雅前進－ 

於大雅(中清)交流道(台中)出口下交流道－ 

左轉至中清路，直行中清路－ 

中清路過文心路後繼續直行大雅路－ 

大雅路過健行路，請往內側走，於第三個紅綠燈（育德路口）左轉－ 

直走育德路底與學士路交口處為中正公園停車場下地下室停車 

 

南下(國道三號)： 

中港系統交流道(東)神岡出口下交流道，走國道 4 號－ 

在台中系統交流道出口，朝后里/台中前進－ 

於台中系統交流道(南)台中出口接國道 1 號－ 

在大雅(中清)交流道出口下交流道，朝台中/大雅前進－ 

左轉至中清路，直行中清路－ 

中清路過文心路後繼續直行大雅路－ 

大雅路過健行路，請往內側走，於第三個紅綠燈（育德路口）左轉－ 

直走育德路底與學士路交口處為中正公園停車場下地下室停車 

 

北上走二高（國道三號)： 

在中投公路交流道出口下交流道，朝台中/大里前進－ 

走中投公路/台 63 線－ 

在中投台中端(高架終點)出口下交流道，朝五權南路前進－ 

繼續直行走五權南路－在五權路口處微靠右走－ 

繼續沿著五權路前進－ 

於學士路口向左轉－ 

經過中山堂後往外側走右轉入中正公園停車場下地下室停車 

 

3.停車資訊： 

(1) 復建大樓停車場(機械式車位：每小時40 元)─竑穗興業有限公司 

（400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164 號B2F，電話：04-22248882，傳真：

04-22295082） 

(2) 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平面車位：每小時40 元)─永耕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108 號，電話：04-22361568，傳真：

04-22361116） 

(3)五權立體停車場(平面車位：汽車每小時30 元；機車每次20 元)─竑

穗興業有限公司 

（400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499 號，電話：04-22248882，傳真：04-22295082） 

 

 

 

 



(二)搭高鐵 

高鐵台中站於出口六(第 13 號站牌-台中公園線)可搭乘高鐵接駁公車(每

15 分一班)，於中山堂站下車 

回程：回程可於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口麥當勞對面之中山堂站牌等候高鐵

接駁公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