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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系列   

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倫理倫理倫理倫理、、、、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法規法規法規法規與與與與 GCP (一一一一)~(六六六六)」」」」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臨床試驗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研究部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40201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04-24739595-34312  蕭涵瑜小姐 )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倫理倫理倫理倫理、、、、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法規法規法規法規與與與與 GCPGCPGCPGCP    ((((一一一一))))」」」」    

日期: 102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08:50-16:00 

地點: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行政大樓 12 樓 慶壽國際會議廳 

時段 內容 主講人 

08:50-09:10 報到 

09:10-09:20 長官致詞 

09:20-10:10 人體研究的知情同意：Consent & Assent 
中山附醫 IRB 

韓志平 主任委員 

10:10-11:00 個人資料保護法對人體試驗之影響 
永曜法律事務所 

蕭維德 律師 

11:00-11:50 臨床研究執行者與監督者之責任與義務 
長庚紀念醫院 IRB 委員 

林永昌 主任 

11:50-13:00 午休用餐 

13:00-13:50 
試驗主持人如何面對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查

核 

人體試驗委員會獨立研究倫理

與法規諮詢顧問 

連群 委員 

13:50-14:40 弱勢族群人體試驗受試者之保護 
彰基 IRB 

蘇矢立 主任委員 

14:40-15:00 Coffee break 

15:00-15:50 研究人員與倫理審查委員會之互動 
長庚紀念醫院 IRB 執行秘書 

薛育婷 執秘 

15:50-16:00 課後測驗、意見交流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倫理倫理倫理倫理、、、、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法規法規法規法規與與與與 GCPGCPGCPGCP    ((((二二二二))))」」」」    

日期: 10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12:30-17:00 

地點: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行政大樓 12 樓 慶壽國際會議廳 

時    段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2:30~12:50 報到 

12:50~13:00 長官致詞 

13:00~13:50 個資法、自主權與隱私權 
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 

林綠紅 常務監事 

13:50~14:40 我國生物資料庫 
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 

林綠紅 常務監事 

14:40~15:10 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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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00 臨床試驗的監測與稽核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楊森藥廠 

黃品諺 處長 

16:00~16:50 藥廠在新藥開發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嬌生公司台灣臨床研發部門 

周蕙萱 經理 

16:50~17:00 課後測驗、意見交流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倫理倫理倫理倫理、、、、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法規法規法規法規與與與與 GCPGCPGCPGCP    ((((三三三三))))」」」」    

日期：102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 08:00-12:2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行政大樓 12 樓 慶壽國際會議廳 

時    段 活動內容 主講人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長官致詞 

08:30~09:20 CRO 在臨床試驗所扮演的角色 百瑞精鼎 

Dr. Axel Simon 

09:20~10:10 
臨床試驗品質管理

-Monitor,Audit,Inspectior    

百瑞精鼎臨床研究執行處 

鄧惠丹 經理 

10:1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20 研究護理師的角色與責任 (一)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胡文郁 教授 

11:20~12:10 研究護理師的角色與責任 (二)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胡文郁 教授 

12:10~12:20 課後測驗、意見交流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倫理倫理倫理倫理、、、、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法規法規法規法規與與與與 GCPGCPGCPGCP    ((((四四四四))))」」」」    

日期：10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12:30-17：0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行政大樓 12 樓 慶壽國際會議廳 

時    段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2:30~12:50 報到 

12:50~13:00 長官致詞 

13:00~13:50 核准高風險研究 
台北榮民總醫院 

郭英調 醫師 

13:50~14:40 IRB委員應具備的統計知識 
台北榮民總醫院 

郭英調 醫師 

14:40~15:10 Coffee break 

15:10~16:00 臨床試驗合約之國內現況 
理律法律事務所 

牛豫燕 律師 

16:00~16:50 臨床試驗合約(實例分析)  
理律法律事務所 

牛豫燕 律師 

16:50~17:00 課後測驗、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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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臨床試驗「「「「倫理倫理倫理倫理、、、、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法規法規法規法規與與與與 GCPGCPGCPGCP    ((((五五五五))))」」」」    

日期： 10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08:00-12:2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行政大樓 12 樓 慶壽國際會議廳 

時    段 活動內容 主講人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長官致詞 

08:30~09:20 研究倫理…台灣與美國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陸翔寧 醫師 

09:20~10:10 人體研究之財務利益衝突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陸翔寧 醫師 

10:1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20 生醫研究中之利益衝突 
東海大學法律系 

許曉芬 助理教授 

11:20~12:10 病患醫療權與基因相關專利爭議 
東海大學法律系 

許曉芬 助理教授 

12:10-12:20 課後測驗、意見交流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人體臨床試驗「倫理、科學、法規與 GCP (六)」    

日期: 10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08:50-16:00 

地點: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行政大樓 12 樓 慶壽國際會議廳 

時段 內容 主講人 

08:50-09:10 報到 

09:10-09:20 長官致詞 

09:20-10:10 IRB 查核與 GCP 查核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IRB 

韓志平 主任委員 

10:10-11:00 PI的苦惱—IRB審查後的回覆與計畫書修正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IRB 

李名鏞 委員 

11:00-11:50 人類研究之利益衝突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祖裕 醫師 

11:50-13:00 午休用餐 

13:00-13:50 試驗主持人發起之研究 
大昌華嘉事業部 

郭啟利 副理 

13:50-14:40 如何撰寫研究計畫書 
彰化基督教醫院/IRB 

蘇矢立 主任委員 

14:40-15:00 Coffee break 

15:00-15:50 臨床試驗收案困難之因應與倫理考量 
彰化基督教醫院 

張正雄 醫師 

15:50-16:00 課後測驗、意見交流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時間更動之權利時間更動之權利時間更動之權利時間更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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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積分教育積分教育積分教育積分：本院認可之院外教育訓練積分、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教師成長中心研習點數、 

          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西醫師」、「護理師/士」積分申請中。 

課程認證課程認證課程認證課程認證：各場次全程參與並完成考試評估者，將於該場課該場課該場課該場課程結束程結束程結束程結束發給「參與課程結業

證書(GCP 四~六小時)」作為未來執行臨床試驗資格之認定。本院同仁若需認

證院外教育訓練積分，請攜帶證書至本院人資室辦理(相關積分申請認證問

題，請至院內人資室網站詳閱)。西醫師、護理師/士等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將由本中心進行後續認證。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教師成長中心研習點數，將

由本中心向醫學院教師成長中心辦理。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方式方式方式方式：1.線上報名網址: http://140.128.137.13/study_sign_up/index.php，需預先需預先需預先需預先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即日起額滿為止(每場次限額 250 人)，恕不接受旁聽恕不接受旁聽恕不接受旁聽恕不接受旁聽。因場地座位有限，

敬請儘早繳費並完成報名手續，以便爲您保留座位。 

          2.繳費繳費繳費繳費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本院/校教職員工及校內學生每場次每場次每場次每場次酌收 100 元整，院外同仁每每每每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酌收 500 元整。現場完成報名本院/校教職員工及校內學生每場次每場次每場次每場次酌收 

            200 元整，院外同仁每場次每場次每場次每場次酌收 700 元整。      請請請請於線上報名完成後於線上報名完成後於線上報名完成後於線上報名完成後至至至至        

                                                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3333 樓臨床試驗中心樓臨床試驗中心樓臨床試驗中心樓臨床試驗中心繳費繳費繳費繳費，，，，本中心將於收款時核對並開立收據本中心將於收款時核對並開立收據本中心將於收款時核對並開立收據本中心將於收款時核對並開立收據。 

            院內同仁請至大慶院區行政三樓臨床試驗中心繳費，始完成報名手續。院 

            外同仁請至郵局以現金袋方式掛號寄至「40201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行政三樓 臨床試驗中心 蕭涵瑜 

            小姐收」，始完成報名手續。報名截止日為報名截止日為報名截止日為報名截止日為：：：：場次場次場次場次一為一為一為一為 9/109/109/109/10、、、、場次二為場次二為場次二為場次二為 9/239/239/239/23、、、、

場次三為場次三為場次三為場次三為 10/10/10/10/1111、、、、場次四為場次四為場次四為場次四為 10/1410/1410/1410/14、、、、場次五為場次五為場次五為場次五為 10/2310/2310/2310/23、、、、場次六為場次六為場次六為場次六為 11/1211/1211/1211/12。。。。    

          3.當您完成報名及繳費，本中心將依您的身分證字母開頭依序編排。故會議 

            當天請核對您的身分證字母開頭及末五碼，以利領取證書。 

          4.報名後報名後報名後報名後，，，，不克參加者恕不予退費不克參加者恕不予退費不克參加者恕不予退費不克參加者恕不予退費。。。。收據收據收據收據開立若需抬頭統編開立若需抬頭統編開立若需抬頭統編開立若需抬頭統編，，，，請事先告知請事先告知請事先告知請事先告知。。。。    

                                                收據請收據請收據請收據請自行自行自行自行妥善妥善妥善妥善留存留存留存留存備查備查備查備查，，，，恕不予更改或補發恕不予更改或補發恕不予更改或補發恕不予更改或補發。。。。    

 

※ 如有任何問題，請電洽 04-24739595轉 34312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行政大樓 3F  臨床試驗中心 蕭涵瑜 小姐 (E-mail: gcrc@csh.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