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常規暨不定期追蹤查核說明會 

時間：107年 3月 28日 (星期三)  13:30 

地點：科技大樓 4樓 4001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主席：陳東升教授兼查核召集人 

 

時 程 議 程 人 員 

12：30-13：30                  報 到 及 諮 詢 

13：30-14：20 
常規查核 

申請作業流程說明 
查核辦公室 

14：20-15：00 
不定期追蹤查核 

流程說明 
查核辦公室 

15：00-15：10                         休 息 

15：10-15：20 查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查核辦公室 

15：20-16：00 查核評量題項與常見問題 查核辦公室 

16：00-16：30 綜 合 討 論 查核辦公室 

16：30                         賦 歸 

* 12：30-13：30 之報到及諮詢時段，提供各大專院校若對於查核事項有需要進行諮詢者， 
  可利用此段時間，個別諮詢查核辦公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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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常規查核作業說明

壹、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大專校院研究倫理審查組織查核辦公室（以下簡稱查核辦公室）

受教育部委託，依「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辦理人體研究倫理

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查核作業。

貳、 查核重點

輔導及協助大專校院審查會得受理/監督人體研究。 

參、 申請方式

一、申 請 查核 之審 查 會須 至 教育 部人 體 研究 倫 理 審 查委 員 會登 錄 系統 ：

http://hrpp.iias.sinica.edu.tw/IRB/，線上填寫審查會之完整資料，完成網路登錄作業。 

二、 完成網路登錄之認定係以登錄系統之資料填寫完畢後，點選「送請主管」，系統將自

動寄出電子信件通知主管，主管需登入系統確認資料及點選「確認資料正確並送出

查核申請」按鈕送出資料後，始完成網路登錄作業。

三、網路登錄作業（查核申請）期限：107 年 5 月 4 日 17：00 止。 

四、 查核審查資料以登錄及上傳文件為準，請確認均已傳送最新版本，登錄截止後無法

開放更新。

肆、 查核程序

一、行政審查

1. 行政審查係由查核辦公室針對審查會線上所登錄之資料進行審查，其目的為檢視

申請資格及線上登錄資料之完整性，以利後續查核作業順利完成。

2. 行政審查發現不符申請資格或登錄資料未備齊者，將由查核辦公室以電話及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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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通知，審查會應於期限內完成補正，逾期不予受理。

二、 書面查核

1. 書面查核係由該年度所指派之查核委員就審查會之登錄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初步

查核審查會之組織架構及相關作業流程。

2. 書面查核不作通過與否之決定，將待實地查核後完成整體評量。

三、 實地查核

1. 實地查核之重點在於核對與確認各項資料，將藉由設施觀察、資料查閱及人員訪

談等方式，進行各查核項目之評量。（實地查核流程請參閱附件二、附件三）

2. 實地查核至少一週前，查核辦公室將以書面通知審查會實地查核時程及相關配合

事項。

3. 查核團隊：

(1) 查核委員至少五名（其中一名為召集委員）。

(2) 查核辦公室隨行人員至少兩名。

(3) 教育部代表（視情況安排）。

(4) 儲備查核委員兩至三名（視情況安排）。

（查核團隊各成員已受查核辦公室要求簽署保密協議書，故惠請無須再次單獨與

各校審查會另行簽署。）

4. 審查會參加人員

(1) 研究執行機構代表。

(2) 審查會主任委員。

(3) 審查會執行秘書。

(4) 研究倫理中心主任（如有設置）。

(5) 行政事務人員。

(6) 審查委員代表（專業領域委員、非專業領域委員等）若干人。

（請彙整參加人員名單 1 式 10 份，於當天交與本辦公室隨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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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書面資料

(1) 人員名單（前次常規查核後迄今之行政事務人員、審查委員），及相關文

件（含聘書、教育訓練證明、利益迴避/保密協議書、職務、工作內容

等）。

(2) 相關法規與規範文件（設置章程、SOP 及其相關資料等）。

(3) 「非新設審查會」請備妥前次常規查核後至 107 年 3 月 31 日止，受理之

研究計畫案件資料，含：申請書、計劃書、受試者同意書、派案單、審查

意見、核准函、期中報告、期末報告等，及審查會會議紀錄、教育訓練活

動紀錄、諮詢服務及申訴處理等相關資料，供實地查閱。

(4) 受託審查之外部機構名單與委託審查協議書（如有接受委託審查者才須

提供）。

(5) 審查會若留存該研究機構委託外審案件之相關資料，可一併提供。

(6) 「非新設審查會」請提供當天審查會議之議程。

（ 1 式 10 份，於當天交與查核辦公室隨行人員，會議結束後返還 9 份，

1 份由查核辦公室留存紀錄。）

(7) 若有製作研究參與者保護手冊亦請提供。

(8) 抽案之案件資料，或經查核委員要求檢視之資料(包含：紙本資料、電子檔

案)，於查核團隊提出要求後 2 小時內審查會未能提供者，將立即停止該次

查核，當天所有後續行程將不再進行。

6. 現場設施

(1) 請提供會議室予查核委員閉門討論、彙整資料及訪談時使用，「新設審查會」

請提供至少 1 間會議室，「非新設審查會」請提供至少 2 間會議室。

(2) 請於現場備妥電腦、單槍投影機供簡報使用。

(3) 另請準備可上網之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5 台，於現場供查核委員進行線上

評量作業。

7. 訪談（非新設審查會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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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地查核當天請提供可參加訪談之人員名單（1 式 10 份），以供現場勾選

受訪人員。

(2) 訪談對象如下：

A. 主任委員（如主任委員不克前來，由副主任委員或執行秘書遞補）

B. 行政事務人員至少 1 位。

C. 具專業背景委員 1 位。

D. 非具專業背景委員 1 位。

E. 行政中心主任（如有設置）。

（非具專業背景委員及專業背景委員其中之一須為機構外委員）

8. 實地查核期間不接受餐食、茶點之招待，及紀念品或禮品等餽贈，敬請惠予配合。

9. 基於查核不公開原則，請審查會於查核期間，禁止任何照相、錄音及錄影等行為。

10. 實地查核當日不作成最終查核結論，將於彙整資料後召開查核評定會議決議之。

伍、 查核評量說明

一、 評量分為必要項目、附加項目、規範位階適當性。

1. 必要項目：「新設審查會」之必要項目評量共 31 題；「非新設審查會」之必要項目

評量共 34 題。

2. 附加項目：「新設審查會」之附加項目評量共 19 題；「非新設審查會」之附加項目

評量共 20 題。

3. 規範位階適當性：「新設審查會」之規範位階適當性評量共 5 題；「非新設審查會」

無此項目。

二、 查核成績評量分為兩類：

1. 查核成績評量分為符合與不符合。（適用「新設審查會」、「非新設審查會」）

2. 查核成績評量分為 A、B、F 三級評量：

A 級：優良；B 級：尚可；F 級：待改善。（僅適用「非新設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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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量結果轉換數值對照表：

評量結果 對應數值

A 級 2 分 

B 級 1 分 

F 級 0 分 

符合 1 分 

不符合 0 分 

四、 查核成績評定基準：

1. 「新設審查會」評定基準：

(1) 查核基準之必要項目（扣除勾選為不適用項目（N/A）後），所有項目均達「符

合」；及

(2) 以總評量題數（即總題數扣除勾選為不適用項目（N/A）後）為基準，經評量

為「符合」及取得「最適當之規範位階」題數合計達總評量題數之 75% 以上

者，評定為合格。

2. 「非新設審查會」評定基準：

(1) 查核基準之必要項目（扣除勾選為不適用項目（N/A）後），所有項目均達「符

合」或「B 級」以上（即 A 級或 B 級），評定為合格。

(2) 經評定為合格者，始續為進階等級之評定：

A. 「必要項目」總計至少 7 題達 A 級以上；且「附加項目」之評量結果轉換

為數值加總後，積分達附加項目總積分之 75% 以上者，評定為佳。

B. 「必要項目」總計至少 11 題達 A 級以上；且「附加項目」之評量結果轉

換為數值加總後，積分達附加項目總積分之 85% 以上者，評定為優良。

陸、 查核結果

查核結果由教育部統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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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作業流程 

線上填寫申請資料 

複審 

107年 5月 4日 

(17：00止) 

逾期 

完成

未備齊 

8月起 

5~7月 

5月 

5月 

3月 

不予受理 

修正後複審： 

二個月內補正 

申請截止 

行政審查 

書面查核 

實地查核 

公告申請查核 

通過：合格 

不通過：不合格 

(審查意見個別通知)

初審會議 

呈報教育部 

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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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設審查會實地查核時程表 

辦理事項 時間 參加人員 備註

一、實地查核會前會 60 分鐘 查核團隊

二、

查核團隊、研究執行機構審查會

初步交流及介紹各成員

1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雙方團隊介紹，

並由查核團隊

召集人簡介

當日查核流程

三、受查核審查會簡報及答詢
簡報 20 分鐘 
答詢 1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四、實地查核 6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五、

查核委員討論及彙整查核意見
60 分鐘 查核團隊

六、意見交流 3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雙方團隊進行

意見交換

合計 250 分鐘 

說明：

1. 「實地查核會前會」與「查核委員討論及彙整查核意見」時段，為查核團隊閉門會議，請

受查核審查會所有相關人員暫時迴避。

2. 簡報說明

(1) 受查核審查會應進行「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執行現況簡報」。

(2) 內容至少應包含：組織架構、任務與權責、經費預算及來源、章程與 SOP 等。

(3) 簡報時間以 20 分鐘為限，請控制時間。

(4) 簡報電子檔請於查核當天提供查核辦公室隨行人員留存。

3. 「實地查核」時段，查核委員將查閱審查會現場所提供之書面資料，及進行實地設施之考

查，請受查核審查會派員於現場協助相關工作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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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非新設審查會實地查核時程表 

查核程序 時間 參加人員 備註

一、實地查核會前會 60 分鐘 查核團隊

二、

查核團隊、研究執行機構審查會

初步交流及介紹各成員

1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雙方團隊介紹，

並由查核團隊召

集人簡介當日查

核流程

三、受查核審查會簡報及答詢
簡報 20 分鐘 
答詢 1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四、實地查核 (含訪談) 

8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A 組 
(一) 行政事務人員資料

(二) 環境/設施

(三) 申訴/諮詢/教育訓練

(四) 行政事務人員訪談

B 組 
(一) 審查委員資料

(二) 網站或公告資料

(三) 會議紀錄

(四) 審查委員訪談

五、案件抽查 9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六、參與審查會議 6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七、查核委員討論及彙整查核意見 60 分鐘 查核團隊

八、意見交流 3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雙方團隊進行

意見交換

合計 4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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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實地查核會前會」與「查核委員討論及彙整查核意見」時段，為查核團隊閉門會議，請

受查核審查會所有相關人員暫時迴避。

2. 簡報說明

(1) 受查核審查會應進行「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執行現況簡報」。

(2) 內容至少應包含：組織架構、任務與權責、經費預算及來源、章程與 SOP、受理各

風險層級研究計畫之案件數、審查流程、審查效率等實際審查運作情形，及審查會

推動研究倫理各項業務（如教育訓練、諮詢、申訴等）之執行現況；和最近一次查

核結果意見與改善狀況。

(3) 簡報時間以 20 分鐘為限，請控制簡報時間。

(4) 簡報電子檔請於查核當天提供查核辦公室隨行人員留存。

3. 「實地查核」時段，查核委員將查閱審查會現場所提供之書面資料，及進行實地設施之考

查，請受查核審查會派員於現場協助相關工作之完成。

4. 訪談

(1) 訪談名單於當日確認。

(2) 請協助聯繫受訪人員於訪談時間前到場準備接受訪談。

5. 案件抽查

(1) 案件抽查數量為案件總量開根號加一，各風險層級案件之比例為 3(一般審查)：2(簡
易審查)：1（得免審查）。

(2) 案件總量開根號加一少於 6 案之審查會，至少應依風險層級比例抽查 6 件。

(3) 機構若有委託他校審查會辦理審查者，得視情況抽查一件。

6. 參與審查會議

(1) 查核委員參與審查會議時，僅列席觀察，將不發表意見，不參與討論。

(2) 參與會議時間以 60 分鐘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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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不定期追蹤查核作業說明

壹、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大專校院研究倫理審查組織查核辦公室（以下簡稱查核辦公室）

受教育部委託，依「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定期追蹤查核作業要點」辦理人

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不定期追蹤查核（以下簡稱不定期查核）作

業。

貳、 目的

協助輔導及維護大專校院審查會運作品質。

參、 辦理對象及方式

一、經查核作業評定為合格之非新設審查會，於四年之合格效期內，應接受二次不定期

查核。此外，合格之審查會於效期內發生重大違規事件者，亦列為不定期追蹤查核

對象。

二、查核辦公室將於一個月前個別書面通知不定期查核對象，並敘明以書面或實地方式

辦理。

三、合格效期內接受第二次不定期查核者，原則上僅以書面查核方式進行審查。

肆、 查核內容

一、當年度查核基準之必要項目。

二、前次查核之審查意見及修訂事項（包括必要修訂及建議修訂）之改善情形。

三、因重大違規事件接受不定期追蹤查核者，其與重大違規事件相關之項目。

四、當次不定期追蹤查核重點。

伍、 查核前置作業

一、審查評分依據

1. 不定期查核以各審查會定期繳交之年度報告作為審查評量之依據。

2. 因重大違規事件接受不定期查核者，查核辦公室將指定方式及期限請其填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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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已繳交之年度報告亦列入參酌。

二、行政審查

1. 行政審查係由查核辦公室針對年度報告或填列資料進行初步審視，其目的為檢視

資料之完整性，以利後續不定期查核作業順利完成。

2. 年度報告資料或相關資料尚有缺漏者，將由查核辦公室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

審查會應於期限內完成補繳。

陸、 書面查核

書面查核係由該年度所指派之查核委員就審查會之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柒、 實地查核

一、若受查核之審查會該次僅採書面查核者，該次將不進行實地查核。

二、實地查核至少一週前，查核辦公室將通知審查會實地查核日期及聯繫相關配合事項。 

三、實地查核之重點在於核對及確認各項資料，並將藉由案件抽查及相關資料查閱等方

式，針對當次查核重點進行各不定期查核項目之評量，實地查核流程請參閱附表。

若係因重大違規啟動不定期追蹤查核者，則將視情況調整不定期查核時程表以符合

當次查核之需求。

四、查核團隊：

1. 查核委員至少五名（其中一名為召集人）

2. 查核辦公室隨行人員至少兩名

3. 教育部代表（視情況安排）

4. 儲備查核委員一至兩名（視情況安排）

（查核團隊各成員已受查核辦公室要求簽署保密協議書，故惠請無須再次單獨與各

校審查會另行簽署。）

五、審查會參加人員

1. 研究執行機構代表

2. 審查會主任委員

3. 審查會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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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倫理中心主任（如有設置）

5. 行政事務人員

6. 審查委員代表若干人

（請彙整參加人員名單 1 式 10 份，於當天交與查核辦公室隨行人員。）

六、書面資料

1. 人員名單（前次查核後迄今之行政事務人員、審查委員），及相關文件（含聘書、

教育訓練證明、利益迴避/保密協議書、職務、工作內容等）。

2. 相關法規與規範文件（設置章程、SOP 及其相關資料等）。

3. 請備妥受理之研究計畫案件資料，含：申請書、計劃書、受試者同意書、派案單、

審查意見、核准函、期中報告、期末報告等，及前次查核後迄今之審查會會議紀

錄、教育訓練活動紀錄、諮詢服務及申訴處理等相關資料。

4. 受託審查之外部機構名單與委託審查協議書（如有接受委託審查者才須提供）。

5. 審查會若留存該研究機構委託外審案件之相關資料，可一併提供。

6. 抽案之案件資料，或經查核委員要求檢視之資料(包含：紙本資料、電子檔案)，

於查核團隊提出要求後 2 小時內審查會未能提供者，將立即停止該次查核，當天

所有後續行程將不再進行。

七、現場設施

1. 請提供會議室 1 間，供查核委員查閱資料、閉門討論、及彙整資料使用。

2. 請準備可上網之個人或手提電腦 5 台，於現場供查核委員進行線上評量作業。

八、基於查核不公開原則，請審查會於查核期間，禁止任何照相、錄音及錄影等行為。

九、 實地查核期間，不接受餐食、茶點之招待，及紀念品或禮品等餽贈，敬請惠予配合。

捌、 評定方式

一、書面查核及實地查核當日皆不作通過與否之決定，將待實地查核後完成整體評量，

並於彙整資料後召開不定期查核評定會議決議之。

二、倘若當次不定期查核僅進行書面查核，則將待彙整書面審查結果後，召開不定期查

核評定會議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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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評量說明

一、 當年度查核基準之必要項目均須達符合或 B 等級。 

二、 前次查核之審查意見與修訂事項應確實執行。

三、 上列內容未達評量標準者，將通知限期改善，審查會並應提具改善報告以供審查。

四、 改善報告之審查核定，及未通過之處理，依「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定

期追蹤查核作業要點」第六點辦理。

五、 因發生重大違規事件而接受不定期查核者，與違規事件相關之事項亦將納入評量。

壹拾、 查核結果

不定期查核結果將以書面方式通知個別審查會，並作為下次查核或不定期查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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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不定期查核時程表 

查核程序 時間 參加人員 備註

一、實地查核會前會 30 分鐘 查核團隊

二、查核團隊、研究執行機構審查會

初步交流及介紹各成員
1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雙方團隊介紹，

並由查核團隊召

集人簡介當日查

核流程

三、案件抽查

含：風險評估、派案程序、免審/簡審是否符合法 
令規定、案件審查意見查閱等。

7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四、查核委員討論及彙整查核意見 40 分鐘 查核團隊

五、意見交流 3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文件準備] 
規範文件、會議記錄、申訴/諮詢/教育訓練紀錄、其他相關資料 

合計 180 分鐘 

說明： 

1. 「實地查核會前會」與「查核委員討論及彙整查核意見」時段，為查核團隊閉門會議，請

受查核審查會所有相關人員暫時迴避。

2. 「案件抽查」及 [文件準備]，請協助備妥相關資料以供現場查閱，並請受查核審查會派

員於現場協助相關工作之完成。

3. 抽查案件數目

(1) 案件抽查數量為案件總量開根號加一，各風險層級案件之比例為 2(一般審查)：

3(簡易審查)：1（得免審查）。

(2) 案件總量開根號加一少於 6案之審查會，至少應依風險層級比例抽查 6件。

(3) 審查會如有委託他校審查會辦理審查者，得視情況抽查 1件。

4. 「意見交流」時間，歡迎審查會與會委員、行政事務人員參與討論與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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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查核申請線上作業說明 

壹、申請查核之審查會須至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登錄系

統(http://hrpp.iias.sinica.edu.tw/IRB/)，線上填寫審查會之完整資料，完成

網路登錄作業。 

貳、網路登錄作業(查核申請)期限：107年 5月 4日 17：00 止。

參、使用及操作說明 

一、事項說明 

1、帳號申請前，有任何問題可聯絡系統管理員，以便取得註冊程序與說明。註冊後

機構內人員若有異動，請主動聯絡系統管理員，系統管理員亦會定期檢視使用人

員資訊，離職人員帳號將予以停用，新進人員則請申請新帳號，以利帳號管理與

責任釐清。 

二、申請帳號(已擁有本系統帳號者，可免再次申請) 

1、申請對象及步驟：

(1) 大專院校處理研究倫理事務之主管職負責人(以下簡稱主管)之申請步驟：

a. 主管申請帳號(單一機構僅能有一主管職帳號，建議若有設立中心主任者，

請以中心主任為主管帳號之使用人)。

b. 系統核對身分資料，開通主管帳號。

c. 通過審核後發送 email 通知主管帳號啟用。

d. 主管登入系統後方能使用系統功能。

(2) 大專院校處理研究倫理事務之行政事務人員(以下簡稱行政人員)之申請步驟：

a. 行政人員申請帳號。

b. 系統發送 email 通知主管，須進行開通行政人員帳號。

c. 主管登入系統，確認身分後，啟用行政人員帳號。

d. 通過審查後系統發送 email 通知行政人員帳號已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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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行政人員登入系統後方能使用系統功能。

2、帳號申請流程圖：

圖(一)

三、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登錄作業 

1、登入已啟用之帳號，進入系統主畫面後點選右上方「功能選單」項下之「B.登錄

審查委員會」，如圖(二)。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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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分頁「登錄審查會」，如圖(三)。

圖(三) 

3、首次申請查核者，請點選「1.填寫新申請表」，如圖(四)上方。若為前次查核通

過者，請直接點選「2.修改查核登錄資料」表格中「進行編輯」，系統會自動將

前次審查會查核之申請表轉換為本次非新設審查會查核申請表，如圖(四)下方。 

圖(四) 

4、申請表分為「一、基本資料」、「二、行政事務」、「三、審查作業」三個部分。

(1) 一、基本資料：主要填寫審查會名稱、成立日期等相關基本資訊，並須上傳

研究倫理相關設置架構與章程、各類標準作業程序及辦法。

(2) 二、行政事務：主要填寫相關人員規範、人員組成，及行政事務資料。

(3) 三、審查作業：主要填寫審查相關規範。

5、非新設審查會項目：

(1) 二、行政事務：教育訓練舉辦活動紀錄表及諮詢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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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審查作業：案件管理呈報執行機構之紀錄、定期檢視風險分類證明文件、

受理案件清單、審查效率表、應即查核紀錄表及調查紀錄表。

6、填寫說明：

(1) 規範文件及條文編號選填方式

a. 請先於題項一/1~4，上傳審查組織/審查會相關規範文件及附件表單檔案。

b. 再於各題項文件下拉選單中選擇符合題目之規範文件，為因應題目之回答

可能會需要選擇多個上傳文件，因此下拉選單可以進行複選(上限為 5 個)，

選擇之文件會以打勾註記，如圖(五)。

c. 填寫文件條文編號，選單中選擇之文件由上而下分別為檔案一~五，請於

條文編號欄位依序填寫與其相對應之條文編號，如圖(五)。

圖(五) 

(2) 檔案上傳視窗說明

a. 請點「上傳檔案」按鈕上傳檔案，上傳成功的檔案會呈現在檔案列表，點

選檔名即可下載，如圖(六)。

b. 各上傳視窗提供全選刪除與一次多檔刪除功能，請先於刪除檔案處勾選欲

刪除之檔案，或直接勾選全選，再點選「刪除勾選之檔案」按鈕，即可進

行刪除。如圖(六)。

c. 資料來源欄位顯示該筆檔案匯入之來源。若為本次查核上傳之檔案，則顯

示「107年度申請登錄」。

d. 案件管理呈報執行機構之紀錄、受理案件清單之上傳視窗，所匯入之資料

不提供刪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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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3) 部分功能視窗有帶入各年度報告資料，以二種方式呈現，第一種是直接在表

格中呈現，如各上傳視窗中檔案列表之資料來源欄位，如圖(六)；第二種是

可透過點選視窗上方年度按鈕進行切換各年度資料，如諮詢紀錄表與教育訓

練活動紀錄表。帶入之各年度資料僅提供檢視參考，無法進行修改，如圖

(七)。 

 

 
圖(七) 

 

7、行政人員資料登錄時，可點選各頁面下方之「檢視總表」按鈕以了解登錄資料填

寫之狀況，待資料確認無誤後，請點選「三、審查作業」下方之「送請主管」按

鈕將資料交給主管，由主管進行資料檢閱。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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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8、主管進行資料檢閱方式，可進入申請表後點選頁面下方點選「檢視總表」如圖

(九)，或是於「2.修改查核登錄資料」的「檢視總表」如圖(十)，即可檢閱登錄

資料。若資料不完整或有誤，可點選「退回行政處理」，由行政人員再行調整登

錄資料。若資料確認無誤後則請點選「確認資料正確並送出查核申請」提出查核

申請，即代表登錄完畢，正式申請查核作業。 

 

圖(九) 

9、登錄資料之狀態檢視 

(1) 可於「2.修改查核登錄資料」列表中之「狀態」欄位檢視登錄資料狀態，如

圖(十)。 

(2) 系統狀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行政人員登錄中」表示行政人員尚在

登錄資料，第二階段則為「送主管審核中」表示主管尚在進行檢閱資料，第

三階段則是「完成登錄並已送查核辦公室」表示完成登錄並送出查核申請，

如圖(十)。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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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申請查核之流程圖： 

 
圖(十一) 

 

11、注意事項： 

(1) 因填表資料繁多，為避免網路及各種狀況發生，請隨時進行「儲存」動作，

切換分頁時，系統也會詢問是否儲存，建議先行儲存。 

(2) 資料送出查核申請後，將無法再次修改，請您確認資料無誤後再點選送出。 

(3) 主管點選「確認資料正確並送出查核申請」按鈕後，狀態呈現「完成登錄並

已送查核辦公室」才算提出查核申請。 

12、有任何系統使用問題，均可與系統管理員聯繫，方可為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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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說明會 

 
 
 
 
 
 
 
 
 
 
 
 
 
 
 
 
 

查核作業要點 
 
 
 
 
 
 
 
 
 
 
 
 
 
 
 
 
 



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 
102 年 2 月 22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20016763C 號令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103 年 8 月 1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30109690B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 
104 年 8 月 5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98860B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即日生效 

106 年 7 月 2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93171B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06 年 9 月 1 日生效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依人體研究法(以下簡稱人體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辦理定期查核，為確保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

會)之完整建置，提升其運作品質，建立專業化研究倫理保護制度及保

障參與者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 受查核對象：各大專院校或本部主管之其他機關（構）（以下簡稱研

究執行機構），依人體研究法及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管理辦法設置之審查會，應向本部或本部依人體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委

託之民間專業團體或機構(以下簡稱查核機構)申請查核。 
前項審查會，包括下列類型： 
(一) 新設審查會：指未曾經本部查核結果認定為合格者。 
(二) 非新設審查會：指曾經本部查核結果認定為合格者。 

三、 查核內容重點如下： 
(一) 審查會之組織。 
(二) 審查會之審查作業。 
(三) 研究執行機構推動研究倫理審查相關事務。 
前項各款查核內容，對保障研究參與者權益及維護研究倫理審查品質

有重要影響之項目，列為必要項目；對提升研究參與者權益及強化審

查會或研究執行機構整體運作有益之項目，列為附加項目（附表一、

附表二）。 
四、 申請程序：申請查核之審查會，應於本部或查核機構公告之期限屆至

前完成網路登錄，登錄完成後向本部提出申請。 
五、 查核程序： 

(一) 本部或查核機構進行行政審查。審查結果不符申請資格者，不予

受理；書表資料未備齊者，由本部或查核機構通知各該審查會

於一定期間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二) 通過行政審查者，本部或查核機構指派查核委員，就各審查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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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及提供之各類表件等資料進行書面查核及實地查核： 
1、 進行程序： 

(1) 本部或查核機構簡報當天實地查核流程安排。 
(2) 受查核對象簡報。 
(3) 實地查核：包括實地設施觀察、資料查閱及內容確認等。 
(4) 意見交換。 

2、 文件準備：受查核對象應備妥各項相關資料之紀錄或證明

文件以供查閱。 
3、 本部或查核機構得對非新設審查會增加抽查案件、觀察審

查會議，及訪談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其他計畫相關人員等實地

查核內容。 
六、 查核成績核算方式及評定原則： 

(一) 評定原則：就受查核對象所提供之資料進行綜合判斷，並依附表

一或附表二為評量。 
(二) 查核結果： 

1、 合格： 
(1) 新設審查會評定為合格者，其效期自本部查核結果公布之

日起算，至申請查核年次年之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 非新設審查會評定為合格者，其效期自本部查核結果公布

所定生效日起算，至申請查核年後四年之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3) 查核過程中，遇有不可歸責於審查會之事由，致時程延誤

者，本部得延長合格效期。 
(4) 合格效期內，本部或查核機構得不定期追蹤查核，發現有

重大違規事件時，得通知其限期改善，改善前不得審

查新案，並得視情況縮短其合格效期或廢止其合格評

定。 
(5) 合格效期內，審查會遇有委員名單變動時，應報查核機構

備查。 
(6) 審查會於合格期間內每年應定時提交年度報告予本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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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機構備查。 
(7) 審查會就其研究倫理治理架構相關規範進行增修或廢

止，涉及查核必要項目或基本組織及運作之變更者，

應報本部或查核機構備查；倫理治理規範之增修或廢

止違反法令規定，或影響查核評定結果者，本部或查

核機構得廢止原查核評定結果。 
(8) 合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審查會應再次申請查核。 

2、 修正後複查：審查會經本部或查核機構決議應修正 
者，應於二個月內完成修正，並繳交修正後書面報告提

報本部或查核機構複查。複查通過者，評定為合格；複

查兩次未通過者，評定為不合格。 
3、 不合格： 

(1) 審查會經查核評定為不合格者，不得審查研究計畫，亦不

得監督及追蹤管理研究計畫。 
(2) 非新設審查會就其已開始審查之研究計畫，自查核結果通

知送達審查會之日起，應即停止，且不得受理新申請

案件；其已審查通過研究計畫之監督及追蹤管理，應

即由其移轉於合格審查會為之。 
(3) 審查會得於原查核申請截止日次年重新申請查核。經查核

列為合格者，始得受理審查研究計畫案件。 
七、 查核結果由本部公告，並由本部或查核機構以書面個別通知審查會。 

本查核結果另通知衛生福利部及科技部等相關部會，作為研究計畫補

助（委託）審查之參考。 
八、 審查會對查核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受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敘明具體

理由向本部或查核機構提起申覆。 
前項申覆決定應於受理申覆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予以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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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基準（新設審查會） 
 

評量說明： 

一、 為促進研究計畫對研究參與者之權益保障，依據人體法第 18 條規定，及教育部人體研究倫

理審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特制定本查核評量表，針對研究執行機構之章程、標準作業

程序及運作現況做整體性評估。 

二、 查核評量項目： 
(一) *號為必要項目：有助於確保人體研究審查會與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之運作品質，及

保障研究參與者之權益，凡對研究參與者之權益及研究倫理審查品質有重要影響者列

為必要項目。 
(二) 未列*號之其他項目為附加項目：有助於提升人體研究審查會和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

之組織健全及整體運作品質，並促使研究參與者之權益獲更完善之維護者列為附加項

目。 
(三) 規範位階適當性：部分必要項目或附加項目在已達「符合」之前提下，進一步衡酌該

規範所在位階之適當性。 
(四) N/A 為可選項目，依各審查會運作現況決定是否評量。 

三、 查核成績評量方式： 
(一) 依據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就被查核對象於「教

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登錄系統」所登錄之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進行評量。 
(二) 查核新設審查會著眼於「籌備完整度」，查核成績以「符合」或「不符合」評量之。不

適用該項目者請勾選 N/A，則該項目不列入評量。 
(三) 查核成績評量基準： 

1. 查核以「符合」或「不符合」進行評量。 
2. 「查核合格」之評定：除必要項目全數均須經評量為「符合」外，扣除「可選項目」

之不適用項目(N/A)後，經評量為「符合」及取得「最適當之規範位階」題數合計達

總題數之 75%以上者。 
3. 「查核不合格」之評定： 

(1) 查核基準之必要項目，有任一項目未經評量為「符合」者。 
(2) 查核基準之評量項目，經評量為「符合」及取得「最適當之規範位階」題數合

計未達總題數之 75%者。 

四、 查核項目欄位中加註查核依據，代號說明如下： 
(一) 人體法：指「人體研究法」之簡稱。 
(二)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指「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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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項目 

1. 審查會之組織 

1.1* 
審查會之任務與權責。 
人體法第 7 條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 

1.2* 審查會委員之組成。 

人體法第 7 條第 1 項 

1.3* 審查會委員之遴聘條件及遴聘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 

1.4* 審查會委員之任期相關規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 

1.5* 
公開審查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其與研究機構之關係。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 

1.6* 審查會委員簽署保密協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 

1.7* 審查會委員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1.8* 

審查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 

人體法第 7 條第 3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8 條 

1.9 主任委員之遴聘條件。 

1.10 審查會委員之解聘及出缺補聘程序。 

2. 審查會之審查作業 

2.1* 審查會獨立審查之具體措施。 

人體法第 11 條 

2.2* 審查會審查研究計畫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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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計畫審查之風險分類標準及級別。 

人體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8 條 

2.4* 
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及項目。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9 條 

2.5* 簡易審查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1 條 

2.6* 
「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 

人體法第 12 至 14 條 

2.7*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研究案件範圍與程序。 

人體法第 12 條第 2 項 

2.8* 
原住民族研究之諮詢及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規範與程序。 

人體法第 15 條 

2.9* 
審查會議召開、議事及議決程序規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6 條、第 10 條 

2.10* 研究計畫變更之審查程序。 

人體法第 5 條第 3 項 

2.11* 
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定期查核及應即查核機制。 

人體法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14 條 

2.12* 
研究計畫查核結果之通知。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 條 

2.13* 
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後提報執行情形及結果之相關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5 條 

2.14* 

研究計畫完成後審查會之調查及通報機制。 

人體法第 17 條第 3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 

2.15* 審查會會議紀錄之公開。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2 條 

2.16* 
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之保存。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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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N/A 

多(跨)機構之研究計畫案件審查及管理方式。 

人體法第 10 條 

2.18 審查會委員案件審查期限。 

2.19 申請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應接受研究倫理教育訓練之規範。 

2.20 審查會議邀請研究計畫相關領域專家，或研究對象所屬特定群體之代表列席會議提供意見之
程序。 

2.21 審查決定前，提供研究計畫主持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2.22 重為審查之申請與決定機制。 

3. 研究執行機構推動研究倫理相關事務 

3.1* 
研究執行機構對於研究計畫之監督管理。 

人體法第 16 條 

3.2* 
配置專責行政事務人員負責審查會或研究倫理中心相關業務。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3.3* 行政事務人員之工作職掌。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3.4* 行政事務人員簽署保密協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 

3.5* 
行政事務人員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3.6* 
處理行政事務之處所及檔案儲存空間。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4 款 

3.7 辦理研究倫理相關事務之經費來源。 

3.8 研究執行機構設有完整研究倫理治理架構。 

3.9 依研究執行機構組織規程所訂之適當程序訂定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章程。 

3.10 研究倫理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之公開。 

3.11 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及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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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N/A 

設複數審查會者，各審查會間倫理審查之協調機制。 

3.13 行政事務人員之遴聘條件。 

3.14 研究執行機構審查會委員之工作負擔調整機制。 

3.15 研究倫理相關諮詢服務。 

3.16 申訴處理機制。 

3.17 教育訓練實施對象及辦理方式。 

3.18 製作研究參與者保護手冊。 

規範位階適當性 

1.1-1 審查會之任務與權責，規範於設置章程。 

1.2-1 審查會委員之組成，規範於設置章程。 

2.1-1 審查會獨立審查之具體措施，規範於設置章程。 

3.7-1 辦理研究倫理相關事務的經費來源，規範於設置章程。 

3.11-1 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及溝通機制，規範於設置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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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基準（非新設審查會） 

評量說明： 

一、 為促進研究計畫對研究參與者之權益保障，依據人體法第 18 條規定，及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

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特制定本查核評量表，針對研究執行機構之章程、標準作業程序及運

作現況做整體性評估。 

二、 查核評量項目： 
(一) *號為必要項目：有助於確保人體研究審查會與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之運作品質，

及保障研究參與者之權益，凡對研究參與者之權益及研究倫理審查品質有重要影響者

列為必要項目。 
(二) 未列*號之其他項目為附加項目：有助於提升人體研究審查會和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

構之組織健全及整體運作品質，並促使研究參與者之權益獲更完善之維護者列為附加

項目。 
(三) N/A 為可選項目，依各審查會運作現況決定是否評定。 

三、 查核成績評量方式： 
(一) 依據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就被查核對象於「教

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登錄系統」所登錄之資料、實地查核資料及其他相關資

料進行評量。 
(二) 查核成績評量分為兩類： 

1. 查核成績評量分為「符合」與「不符合」； 
2. 查核成績評量分為 A、B、F 三級評量： 

A 級：優良 
B 級：尚可 
F 級：待改善 
(不適用該項目者勾選 N/A，則該項目不列入評量。) 

  評量結果轉換數值對照表： 
評量結果 對應數值 
A 級 2 分 
B 級 1 分 
F 級 0 分 
符合 1 分 
不符合 0 分 

(三) 查核成績評量基準： 
1. 「必要項目」均為「符合」及均達「B」以上(即 A 級或 B 級)，評定為「合格」。 
2. 經評定為合格者，始續為進階等級之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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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要項目」總計至少 7 題達 A 級以上；且「附加項目」之評量結果轉換為

數值加總後，積分達附加項目總積分之 75%以上者，評定為「佳」。 
(2) 「必要項目」總計至少 11 題達 A 級以上；且「附加項目」之評量結果轉換

為數值加總後，積分達附加項目總積分之 85%以上者，評定為「優良」。 

四、 查核項目欄位中加註查核依據，簡稱如下： 
(一) 人體法：指「人體研究法」之簡稱。 
(二)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指「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之簡稱。 

評量項目 

1. 審查會之組織 

1.1* 
審查會之任務與權責。 
人體研究法第 7 條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 

1.2* 
審查會委員之組成。 

人體法第 7 條第 1 項 

1.3* 
審查會委員之遴聘條件。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 

1.4* 
審查會委員之遴聘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 

1.5* 
審查會委員之任期相關規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 

1.6* 
公開審查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其與研究機構之關係。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 

1.7* 
審查會委員簽署保密協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 

1.8* 
審查會委員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1.9* 
審查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 

人體法第 7 條第 3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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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應訂於設置章程之審查會相關事項。 

2. 審查會之審查作業 

2.1* 
審查會獨立審查之具體措施。 

人體法第 11 條 

2.2* 
審查會審查研究計畫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5 條 

2.3* 
審查會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辦法之檢討。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5 條 

2.4* 
研究計畫審查之風險分類標準及級別。 

人體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8 條 

2.5* 
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及項目。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9 條 

2.6* 
簡易審查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1 條 

2.7* 
「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 

人體法第 12 至 14 條 

2.8*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研究案件範圍與程序。 

人體法第 12 條第 2 項 

2.9* 
原住民族研究之諮詢及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規範與程序。 

人體法第 15 條 

2.10* 
審查會議之召開、議事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6 條 

2.11* 
審查會議之議決方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0 條 

2.12* 
研究計畫變更之審查程序。 

人體法第 5 條第 3 項 

2.13* 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定期查核及應即查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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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法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14 條 

2.14* 
研究計畫查核結果之通知。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 條 

2.15* 
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後提報執行情形及結果之相關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5 條 

2.16* 
研究計畫完成後審查會之調查及通報機制。 

人體法第 17 條第 3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 

2.17* 
審查會會議紀錄之公開。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2 條 

2.18* 
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之保存。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6 條 

2.19* 
□N/A 

多(跨)機構之研究計畫案件審查及管理方式。 

人體法第 10 條 

2.20 審查會委員案件審查期限。 

2.21 一般程序審查之初審。 

2.22 申請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應接受研究倫理教育訓練之規範。 

2.23 審查會依照作業規定，定期召開審查會議。 

2.24 審查會議邀請研究計畫相關領域專家，或研究對象所屬特定群體之代表列席會議提供意見
之程序。 

2.25 審查決定前，提供研究計畫主持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2.26 重為審查之申請及決定機制。 

3. 研究執行機構推動研究倫理相關事務 

3.1* 
研究執行機構對於研究計畫之監督管理。 

人體法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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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配置專責行政事務人員負責審查會或研究倫理中心相關業務。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3.3* 
行政事務人員之工作職掌。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3.4* 
行政事務人員簽署保密協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 

3.5* 
行政事務人員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3.6* 
處理行政事務之處所及檔案儲存空間。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4 款 

3.7 辦理研究倫理相關事務之經費來源。 

3.8 研究執行機構設有完整研究倫理治理架構。 

3.9 依研究執行機構組織規程所訂之適當程序訂定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章程。 

3.10 研究倫理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之公開。 

3.11 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及溝通機制。 

3.12 
□N/A 設複數審查會者，各審查會間倫理審查之協調機制。 

3.13 行政事務人員之遴聘條件。 

3.14 研究執行機構審查會委員之工作負擔調整機制。 

3.15 研究倫理相關諮詢服務。 

3.16 申訴處理機制。 

3.17 教育訓練實施對象及辦理方式。 

3.18 製作研究參與者保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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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定期追蹤查核作業要點 

104年 11月 4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145994B號令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實施不定期追蹤查核（以下簡稱不定期查

核），以監督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之運作品

質及維持專業化倫理審查，保障研究對象之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 不定期查核對象： 

（一） 經查核作業評定為合格之審查會，於合格效期內發生重大違規事

件者，本部或本部依人體研究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委託之民間專業

團體或機構(以下簡稱查核機構)得不定期查核。 
（二） 經查核作業評定為合格之非新設審查會，於合格效期內，應接受

二次不定期查核。各年度接受不定期查核之審查會，由本部或查

核機構以抽籤方式選定之。 

三、 辦理程序： 

（一） 經本部或查核機構書面個別通知接受不定期查核者，應依本部或

查核機構指定之方式及期限填列資料。 

（二） 審查會未於本部或查核機構通知之期限內填列資料者，本部或查

核機構得限期令其填列；屆期未填列者，本部或查核機構得廢止

其合格評定。 
四、 本部或查核機構得以書面或實地查核辦理不定期查核。 

五、 不定期查核重點： 

（一） 當年度查核基準之必要項目。 

（二） 前次查核之審查意見及修訂事項（包括必要修訂及建議修訂）之

改善情形。 

（三） 因第二點第一款規定接受不定期查核者，其與重大違規事件相關

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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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定原則：

（一） 當年度查核基準之必要項目中，有任一項目經評定為不符合或 F

級者，由本部或查核機構通知審查會限期改善。經通知限期改善

之審查會，應提具改善報告；改善報告經核定不通過者，不得審

查新案。

（二）審查會違反相關法令之情節重大者，本部或查核機構得通知其限

期改善，改善前不得審查新案，並得視情況縮短其合格效期或廢

止其合格評定。

（三）原合格評定經廢止之審查會，不得審查研究計畫，亦不得監督及

追蹤管理研究計畫。已開始審查之研究計畫，自查核結果通知送

達審查會之日起，應即停止，且不得受理新申請案件；其已審查

通過研究計畫之監督及追蹤管理，應即由其移轉於合格審查會為

之。

（四）原合格評定經廢止之審查會，得於翌年度重新申請查核。經查核

列為合格者，始得受理審查研究計畫案件。

（五）必要時，本部得暫停審查會受理審查新案，經不定期查核審查通

過，或改善報告經核定通過後，始得恢復受理新案。

七、 查核結果通知：

（一）不定期查核結果由本部或查核機構以書面通知審查會，並作為下

次查核或不定期查核之參考。

（二）查核結果另通知衛生福利部及科技部等相關部會，作為研究計畫

補助（委託）審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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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評量表(新設審查會) 

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1.審查會之組織

1.1* 

審查會之任務與權責。 

人體法第 7條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執行研究倫理相關之具體任務及權責。

□規範位階：本題項事務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之具體任務與權責應包含受理/監督研究計畫案件(含各風險分類層級)。

2. 明訂受理研究計畫之範圍，且人體研究之範圍應比照人體研究法第四條之規定。

3. 若該審查會暫無法審查某些類型之人體研究案件(如高風險類)，必需委託其他業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通過之審查會審查，則需明確規定委託案件之範圍、委託程序，及相

關監督管理機制。

4. 委託事項及義務雙方應以書面訂定之，且有委託相關證明文件(如委託書)可供查閱。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一點訂定)

評量為符合規範位階須包含下列：

1. 審查會執行研究倫理相關之具體任務及權責之規範內容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

程，且需提供通過版本、日期及通過會議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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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1.2* 
審查會委員之組成。 

人體法第 7條第 1項 

□符合：審查會委員之組成依據法令規定訂定及聘任。

□規範位階：本題項事務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組成，需符合人體法第 7條第 1項，人數 5人以上，應包含法律專家及其

他社會公正人士各一名，其中機構外委員應達 2/5以上，且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

1/3以上。且委員名單確實符合法令規定。

2. 法律專家係指：獲有法律學博士學位，或具備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者：

(1)曾任或現任大學法律學課程助理教授以上職務，或學術研究機構相當職級之研究人

員。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律師考試及格，且執業年資滿 2年以上。

(3)曾任或現任法官、檢察官。

(4)獲有法律學碩士學位，有研究倫理相關著作，且於研究倫理領域任職年資滿 4年以

上。

3. 社會公正人士：不具專業學術背景者(亦即不具各學科之博士學位者)，若為機構外者尤

佳，例如民間團體代表、受試者代表、宗教人士、社區代表等。

評量為符合規範位階須包含下列：

1. 審查會委員組成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且需提供通過版本、日期及通過會議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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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其他評量原則：

1. 同一機構之退休人士，若退休年數已達三年，採計為機構外；若退休年數未達三年，採計

為機構內。

1.3* 

審查會委員之遴聘條件及遴聘程

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遴聘條件及遴聘程序之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遴聘條件及遴聘程序，且遴聘條件應包含遴選資格、專業資歷等。

2. 審查會委員之簡歷、聘任時間、或專業資歷等，均符合遴聘條件之規定，且有相關證明文

件可供查閱。

3. 所有審查會委員皆已完成聘任，且有委員之聘書可供查閱。

1.4* 
審查會委員之任期相關規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任期、連任及改聘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任期、連任及改聘規定。改聘規定應包含改聘原則及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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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1.5* 

公開審查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

其與研究機構之關係。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第 2項 

□符合：可公開查詢審查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其與研究機構/研究執行機構之關係。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主動公開審查會委員名單，包括審查會委員姓名、職業及其與研究機構/研究執行機構之

關係，可供機構內外查詢。

1.6* 

審查會委員簽署保密協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1

款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應簽署保密協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應簽署保密協定。

2. 審查會委員皆已完成簽署最新版本之保密協定且資料完備可供查閱。

1.7* 

審查會委員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

育訓練活動。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2

款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定期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其內容應規定每人每一年

應接受教育訓練之時數達 6小時以上。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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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定期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且規定每人每一年應接受教育訓練

之時數達 6小時以上。

2. 所有審查會委員於一年內皆已完成教育訓練 6小時以上，且採計之訓練時數皆有時數證明

可供查閱。

其他評量原則：

1. 一年期間指審查會於標準作業程序規範之採計區間。

2. 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以審查會採認為準，且需提供時數證明文件供查閱。

3. 非實體之教育訓練課程(如線上教育訓練)，若課程內容較為固定，不會進行常態性之更新

者，審查會宜訂定採認次數之限制與時數上限。

4. 若審查會委員之教育訓練時數未達符合之標準，則補正之時數不可列入其他採計年度內計

算。

1.8* 

審查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 

人體法第 7條第 3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8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且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且至少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8條規定：

審查會委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參加審查：

一、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二、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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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五、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2. 審查會委員皆已完成最新版本利益迴避文件之簽署，且資料完備可供查閱。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利益迴避規定是依照「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訂定，可評量為「符

合」，但應刪除其中利益迴避之例外規定文字：「(四)依委員之特殊專業知識及經驗，若

其迴避將導致委員會難以達成適當之決定時，可經委員會決議，得不受本基準有關利益迴

避規定之限制」。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 4點訂定)

2. 若利益迴避規定為依據「人體試驗管理辦法」訂定，須增列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8條第

4項：「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之規定。

1.9 主任委員之遴聘條件。 

□符合：明確訂定主任委員之遴聘條件，且主任委員之資格符合條件。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主任委員遴聘條件，且主任委員遴聘條件應符合審查委員一般條件及下列之一：

一、曾於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通過之審查會，或相關部會推動之審查會擔任審

查會委員二年以上。 

二、通過國際研究倫理組織之研究倫理專業資格認證。 

三、對研究倫理有學術或實務經驗者。 

2. 現任主任委員資格符合上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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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審查會委員之解聘及出缺補聘程

序。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之解聘及出缺補聘程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之解聘及出缺補聘程序。

2.審查會之審查作業

2.1* 
審查會獨立審查之具體措施。 

人體法第 11 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獨立審查之具體措施，且該措施符合法令規定。

□規範位階：本項事務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獨立性、獨立審查之規範及具體方式，且規範內容符合人體法第 11條第 2項

規定：研究機構應確保審查會之審查不受所屬研究機構、研究主持人、委託人之不當影

響。

2. 審查會主任委員非由研發長或研究副校長等直接管理研究業務之主管擔任。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五點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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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為符合規範位階須包含下列：

1. 審查會獨立性、獨立審查之規範及具體內容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且需提供

通過版本、日期及通過會議層級。

其他評量原則：

1. 有關審查會之解散，若機構欲保有解散審查會之權限，則應明確規定僅限於有正當理由，

足認審查會違反人體研究法相關規定，經通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始得為之。對於

解散後原執行中之案件如何移轉管轄以進行追蹤管理，亦應有所規範。審查會若無解散之

相關規定，可忽略此項。

2. 若審查會以匿名審查方式確保審查獨立性，可評量為「符合」，但審查會應針對單向匿名

審查制度如何確保審查之獨立性提出說明。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五點訂定)

2.2* 

審查會審查研究計畫之各項標準

作業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5條 

□符合：審查會審查研究計畫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符合法令規定，且公開現行版本。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研究計畫時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包括接觸或擷取使用各種文件、檔案與資料庫

之權限及程序，並至少一年查核、檢討一次。

2. 各項標準作業程序需標註版本、發行或修訂日期。

3. 主動公開「現行」版本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如：網頁公開之資料為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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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計畫審查之風險分類標準及

級別。 

人體法第 5條第 1項、第 8條 

□符合：明確規定人體研究計畫審查之風險分類標準及級別，且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人體研究計畫審查之風險分類標準及級別。

2. 審查分級標準應包含得免審查、簡易程序審查、一般程序審查，審查範圍須符合衛生福利

部規定。

2.4* 
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及項目。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9條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及項目，且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及項目，且規範內容需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9條所規範之研

究計畫審查事項：

一、主持人資格。

二、研究對象之條件及召募方式。

三、計畫之內容及其執行方式與場所。

四、本法第 14條所定告知同意事項、告知對象、同意方式及程序。

五、研究對象之保護，包括諮詢及投訴管道等。

2. 標準作業程序內文需依照上述規定條列之，非僅列於附件文件或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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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簡易審查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1條 

□符合：明確規定簡易審查案件之審查程序，且該程序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簡易審查程序，且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1條規定：應由委員一人以上為之，

委員得代表審查會行使核准之決定，並將結果提審查會報告；委員未為核准之決定時，應

經一般程序審查。

2.6* 
「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 

人體法第 12 至 14條 

□符合：明確規定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方式，且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審查告知同意程序(包含：告知同意對象、取得同意方式、告知同意內容等)，

並須符合人體研究法第 12、13、14條之規定。

2. 標準作業程序內文需有上述規定，非僅列於附件文件或表單。

2.7*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研究案

件範圍與程序。 

人體法第 12 條第 2 項 

□符合：明確規定得免取得同意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與程序，且該範圍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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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研究案件範圍與審查程序，且須符合衛生福利部之規定。

2. 標準作業程序內文需有上述規定，非僅列於附件文件或表單。

2.8* 

原住民族研究之諮詢及取得研究

對象同意之規範與程序。 

人體法第 15 條 

□符合：明確規定原住民族研究之諮詢及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規範與程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確規定原住民族研究之諮詢及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規範與程序，且內容符合「人體研究計

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之規定。

其他評量原則：

1. 未納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於原住民土地內所從事之各種研究）之相關規定者，建

議可將此規定增訂於標準作業程序。

2.9* 

審查會議召開、議事及議決程序

規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第 6條、

第 10 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議之召開、議事程序及議決方式，且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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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訂審查會議之召開、議事程序及議決方式。

2. 審查會議之召開需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6條規定：審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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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七人以上之審查會，應有半數以上之委員出

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均為單一性別時，不得進行會議。

3. 審查會議議決方式須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0條規定：審查會會議之議決方式，以

多數決為原則；以投票方式表決時，應記錄其正、反等表決情形。未出席會議之委員，不

得參與表決。

4. 會議議決方式若以多數決方式進行，則需明確訂定票數相同時之處理原則。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無「審查會議之召開至少應有『法律背景』及『機構外非專業之社會公正人士（機構外

且非具博士資格者）』兩類委員各一位以上出席為宜」之相關規定者，建議將此規定增訂

於標準作業程序。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七點訂定)

2. 若無「審查會議決議前，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之意見」之相關規定，建議可將此規定

增訂於標準作業程序。

2.10* 
研究計畫變更之審查程序。 

人體法第 5條第 3項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變更之審查程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變更之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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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定期

查核及應即查核機制。 

人體法第 16 條、17 條第 1項、第 2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14條 

□符合：明確規定訂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定期查核、應即查核及通報機制，且符合法令

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定期查核、應即查核及通報機制。

2. 審查會定期查核程序須符合人體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審查會對其審查通過之研究計

畫，於計畫執行期間，每年至少應查核一次。

3. 審查會應即查核程序須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3條規定：研究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審查會應即查核，並得以書面或實地查證方式為之：

一、足以影響研究對象權益、安全或褔祉之情事。

二、研究對象發生嚴重不良事件或反應。

三、出現影響計畫風險利益評估之重要事件或資訊。

4. 審查會通報程序須符合：

(1)人體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審查會發現研究計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令其中止並限

期改善，或終止其研究，並應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未依規定經審查會通過，自行變更研究計畫內容。

二、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益或安全之事實。

三、不良事件之發生頻率或嚴重程度顯有異常。

四、有事實足認研究計畫已無必要。

五、發生其他影響研究風險與利益評估之情事。

(2)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條規定，審查會查核結果，應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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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原審查決定者，並應載明。 

(3)審查會查核結果有人體法第 17條第 2項所定應通報情形者，應於作成決定後 14日

內，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流程亦應予以制定。

2.12* 
研究計畫查核結果之通知。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條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查核結果審查會應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查核結果審查會應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其有變更原審查決定者，並應於

通知中載明。

2. 書面通知若非以紙本文書為之時(如電子郵件、審查系統寄送)，亦須留存相關證明(如：

電子郵件寄送備份信件、系統發送證明)。

2.13* 

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後提報執行

情形及結果之相關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5條 

□符合：明確規定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後提報執行情形及結果之相關程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後之結案、提報執行情形及結果之相關程序，且應包含審查會提

醒方式(如：電子郵件通知、書面通知)、提醒頻率、繳交期限等。

其他評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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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無未提報執行情形與結果之處置方式，如：催繳、逾期未繳交之處理或處罰機制等相關

規定者，建議增訂於標準作業程序。

2.14* 

研究計畫完成後審查會之調查及

通報機制。 

人體法第 17 條第 3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2項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完成後審查會之調查及通報機制，且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完成後審查會之調查及通報機制，建議可依調查之「發動事由」、調查之

「程序」、調查確認事實後所為之「決議及處分」、調查後應行「通報」之情形，依序分

別訂定之。通報機制應包含通報之程序、事項、規範。

2. 人體法第 17條第 3項所列之各款、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2項通報期限 14日之

相關規定，須納入標準作業程序中。

2.15* 
審查會會議紀錄之公開。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2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會議紀錄之作業規範及公開範圍與程序，且符合法令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會議紀錄之作業規範，紀錄內容至少應包含：會議日期、出席與缺席委員姓名、研究

計畫名稱、討論內容摘要(應包含非專業委員之意見)、決議事項，及以投票方式表決時，

應記錄其正、反等表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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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訂會議紀錄公開程序及範圍：

(1)公開程序：為主動公開，不需經申請程序即予以公開。

(2)公開範圍：可公開簡易版本，公開內容應至少包括會議日期、出席與缺席委員姓名、

研究計畫名稱、討論內容摘要及決議事項。

3. 應一併明訂會議紀錄核備之相關程序規範：會議紀錄應寄送所有委員過目，並送請主任

委員確認，且應於下一次審查會議核備，以確保會議記錄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八點訂定)

其他評量原則：

1. 會議記錄最遲應於會議核備後兩周公開(如：上網公告)，並註明公告日期。

2.16* 
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之保存。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6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保存之規定，且符合法令。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如：審查申請表、審查意見表、核准函、期中報告、期末報

告…等)之文件歸檔、保存、調閱與管理程序。

2. 規範中應包含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6條：「審查會應保存計畫審查、查核、期中及期

末報告等相關資料至計畫結束後三年，並供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時調閱」之規定。

3. 所有檔案資料均應分類，依序存檔、編索，且利於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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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N/A

多(跨)機構之研究計畫案件審查

及管理方式。 

人體法第 10 條 

□符合：明確規定多(跨)機構之計畫審查、管理、與追蹤之協調與運作方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多(跨)機構計畫之具體審查流程及管理方式，包含：審查程序、監督機制等，及與不

同審查會間之協調與運作方式。

其他評量原則：

1. 在實務上有可能執行/受理多(跨)機構案件，但未訂定相關規範者，列為必要增訂項目。

2. 若未來確定將不執行/受理多(跨)機構研究計畫，仍應規範相關管理機制。

3. 標準作業程序中建議應包含「多(跨)機構」案件之認定原則。

2.18 審查會委員案件審查期限。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案件之審查期限。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一般審查、簡易審查之案件初審審查期限，且所訂定之天數需可確保審查品質。

2. 訂有催繳程序(如：電子郵件通知、行政人員通知等)。

2.19 
申請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應接

受研究倫理教育訓練之規範。 
□符合：明確規定執行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應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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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申請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接受研究倫理教育訓練，及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之要求。

2. 執行研究計畫之人員應包含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研究護士、專任/

兼任研究助理、學生及相關人員等。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無明訂相關人員未達教育訓練時數之補繳程序及期限規範者，建議增訂之。並建議應包

含：「計畫相關人員於補繳教育訓練時數後，方可核發核准函」之相關規定。

2.20 

審查會議邀請研究計畫相關領域

專家，或研究對象所屬特定群體

之代表列席會議提供意見之程

序。 

□符合：明確規定會議邀請研究計畫相關領域專家，或研究對象所屬特定群體之代表列席會議

提供意見之程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如遇有特殊案件，如：特殊研究方法、特殊研究對象等，得邀請相關專家或代

表列席提供意見之方式與程序。

2. 明訂專家或代表應遵守該審查會關於保密與利益迴避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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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審查決定前，提供研究計畫主持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主持人於審查決定前，說明及表達意見之方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於審查會議召開前，或審查決定前，提供研究計畫主持人針對審查意見進行說明及回

覆之方式，可包含：書面意見回覆、列席會議報告、答詢等方式。

2. 明訂研究計畫主持人回覆審查意見之期限，與逾期不回覆之處理方式。

2.22 重為審查之申請與決定機制。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主持人申請重為審查之程序與決定機制。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主持人對審查會之審查結果有疑義時，得就原計畫申請重為審查/申覆之規

範與程序，可包含：申請要件、申請程序與決定機制、審查會受理與審查之相關流程、結

果通知之程序等。

2. 依相關規定，前項申請案如交由另一獨立組織(如：研究倫理評議委員會、研究倫理諮議

委員會等)審查，考量原審查會之獨立性，建議該獨立組織應僅就原審查會之決定，進行

適法性的審查，而非對於案件進行實質審查。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五點訂定)

其他評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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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依審查會標準作業程序規定，係由原審查會以外之其他委員會(如：研究倫理評議委員

會、研究倫理諮議委員會等)審理重為審查/申覆案件者，則審理之委員會應訂有相關之規

範與程序。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五點訂定)

3.研究執行機構推動研究倫理相關事務

3.1* 

研究執行機構對於研究計畫之

監督管理。 

人體法第 16 條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執行機構對於研究計畫之監督管理機制。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執行機構對於人體研究計畫(包含：自行審查、或委託機構外合格審查會審查者)之

管理機制，確保研究計畫符合人體法第 5條之規定，應通過倫理審查後始得為之，並續依人

體法第 16條於研究計畫施行期間，持續監督與管理。

2. 針對研究材料之使用、銷毀，是否比照人體法第 19條規定辦理，具有監督機制。(如：委由

機構內合格審查會辦理，審查會並定期報告。)

3.2* 

配置專責行政事務人員負責審

查會或研究倫理中心相關業

務。 

□符合：明確規定應配置專責之行政事務人員，負責研究倫理相關業務之執行及運作。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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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3

款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倫理中心或審查會行政事務人員之編制、職責及義務。

2. 專責係指僅負責審查會或研究倫理中心相關事務，無兼辦其他業務。

3.3* 

行政事務人員之工作職掌。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符合：明確規定並劃分行政事務人員之工作職掌，如工作內容、職責及義務等相關規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每一行政事務人員之工作職責及規範。

3.4* 

行政事務人員簽署保密協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1

款 

□符合：明確規定行政事務人員應簽署保密協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行政事務人員應簽署保密協定。

2. 所有行政事務人員皆已完成最新版本保密協定之簽署，且資料完備可供查閱。

3.5* 
行政事務人員接受研究倫理相

關教育訓練活動。 

□符合：明確規定行政事務人員定期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且該教育訓練時數要求至

少一年應達 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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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2

款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行政事務人員定期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且規定每人每一年應接受教育訓練

之時數達 6小時以上。

2. 所有行政事務人員一年內皆已完成教育訓練 6小時以上，且採計之訓練時數皆有時數證明可

供查閱。

其他評量原則：

1. 一年期間指審查會於標準作業程序規範之採計區間。

2. 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以審查會採認為準，且需提供時數證明文件供查閱。

3. 非實體之教育訓練課程(如線上教育訓練)，若課程內容較為固定，不會進行常態性之更新

者，審查會宜訂定採認次數之限制與時數上限。

4. 若行政事務人員之教育訓練時數未達符合之標準，則補正之時數不可列入其他採計年度內計

算。

3.6* 

處理行政事務之處所及檔案儲

存空間。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4款 

□符合：具備處理行政事務之獨立處所及可上鎖之檔案儲存空間。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具備處理行政事務之獨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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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立處所係指非與其他處室共用之空間，且研究倫理中心與審查會之空間，有適當區隔。

3. 應具備可上鎖的檔案(包含紙本資料、光碟、隨身硬碟等型式)儲存空間，其儲存狀況應以避

免變質為原則。

3.7 
辦理研究倫理相關事務之經費

來源。 

□符合：明確訂定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審查會之經費來源。

□規範位階：本題項事務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審查會運作之經費來源。

評量為符合規範位階須包含下列：

1. 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審查會運作之經費來源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且需提供通過版

本、日期及通過會議層級。

3.8 
研究執行機構設有完整研究倫

理治理架構。 

□符合：研究執行機構設有完整之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含研究倫理中心及審查會，並明訂各自之任

務與權責)，規劃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相關事務。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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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倫理治理架構應包含研究倫理中心與審查會，並明確規定各自之權責。

3.9 

依研究執行機構組織規程所訂

之適當程序訂定研究倫理治理

架構設置章程。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章程，且依照研究執行機構組織規程所訂之適當程序訂

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依組織規程所訂程序，制訂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章程，且須註明通過版本、日期及通過會

議層級。

3.10 
研究倫理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之

公開。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倫理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且公開現行版本。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倫理中心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含訂定原則及修訂規範)，且標準作業程序予以公開。

3.11 
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

之擬議、協調及溝通機制。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與溝通機制。

□規範位階：本題項事務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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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溝通協調機制，共同擬議研究倫理。

評量為符合規範位階須包含下列：

1. 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與溝通機制明訂於治理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且

需提供通過版本、日期及通過會議層級。

3.12 

□N/A

設複數審查會者，各審查會間

倫理審查之協調機制。 

□符合：設複數審查會者，明確規定各審查會間倫理審查之協調機制。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 若未設複數審查會者，本題項免評。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機構內複數審查會間，為確保審查標準一致之相關擬議、協調與溝通機制與程序。

3.13 行政事務人員之遴聘條件。 

□符合：明確規定行政人員之遴聘條件。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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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行政事務人員之遴聘條件。

3.14 
研究執行機構審查會委員之工

作負擔調整機制。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執行機構內人員擔任審查會委員之工作負擔調整機制。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機構內審查會委員之工作負擔調整機制，如：減免授課時數等方式。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僅調整主任委員之機構內工作負擔，雖尚未包含其他委員，但本題項可評為符合。

3.15 研究倫理相關諮詢服務。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倫理相關諮詢服務標準作業程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接受研究倫理相關諮詢服務之標準作業程序，如：受理流程、資料登錄、裁決、記錄…

等。

2. 諮詢範圍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 研究參與者之權益保障。

二、 專業學術社群之研究倫理規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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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計畫之設計是否符合研究倫理要求之諮詢。 

四、 其他與研究倫理審查相關之事項。 

3.16 申訴處理機制。 

□符合：明確規定申訴處理機制之標準作業程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申訴處理機制之標準作業程序。

2. 若申訴處理機制中，採取行動之一為「不處理」，應明訂「不處理」之條件。

3.17 
教育訓練實施對象及辦理方

式。 

□符合：明確規定教育訓練之實施對象與辦理方式。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辦理教育訓練活動之相關程序，如：教育訓練主題、實施對象、課程內容、辦理方式…

等。

2. 教育訓練之實施對象，且應包含：研究人員、倫理審查會委員、研究倫理中心/審查會行政人

員、研究參與者等。

3. 另亦應納入學生為實施對象。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附加項目第 2點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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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製作研究參與者保護手冊。 

□符合：製作參與者保護手冊提供取閱。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審查會依據研究現況與需求，自行編訂製作研究參與者保護手冊。

2. 保護手冊之內容應針對研究對象之立場及視角，並以他們能理解之陳述來撰寫，以符合研究

參與者之需求且易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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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評量表 (非新設審查會) 

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1.審查會之組織

1.1* 

審查會之任務與權責。 

人體法第 7條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之任務與權責於相關作業辦法中，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之具體任務與權責應包含受理/監督研究計畫案件(含各風險分類層級)。

2. 明訂受理研究計畫之範圍，且人體研究之範圍應比照人體研究法第四條之規定。

3. 若該審查會暫無法審查某些類型之人體研究案件(如高風險類)，必需委託其他業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通過之審查會審查，則需明確規定委託案件之範圍、委託程序，及相

關監督管理機制。

4. 委託事項及義務雙方應以書面訂定之，且有委託相關證明文件(如委託書)可供查閱。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一點訂定)

5. 以上確實執行。

1.2* 
審查會委員之組成。 

人體法第 7條第 1項 

□尚可(B)：審查會委員之組成依據法令規定訂定及聘任。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於每次委員名單變動時，函知教育部或查核機構。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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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組成，需符合人體法第 7條第 1項，人數 5 人以上，應包含法律專家及其

他社會公正人士各一名，其中機構外委員應達 2/5以上，且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 1/3

以上。且委員名單確實符合法令規定。

2. 法律專家係指：獲有法律學博士學位，或具備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者：

(1)曾任或現任大學法律學課程助理教授以上職務，或學術研究機構相當職級之研究人員。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律師考試及格，且執業年資滿 2年以上。

(3)曾任或現任法官、檢察官。

(4)獲有法律學碩士學位，有研究倫理相關著作，且於研究倫理領域任職年資滿 4年以上。

3. 社會公正人士：不具專業學術背景者(亦即不具各學科之博士學位者)，若為機構外者尤

佳，例如民間團體代表、受試者代表、宗教人士、社區代表等。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委員名單有所變動時，應於聘書核發日三個月內、或解聘、獲准請辭之發生日起三個月

內，函知教育部或查核機構。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二點訂定)

3. 以上確實執行，且保留相關紀錄可供查閱。

其他評量原則：

1. 同一機構之退休人士，若退休年數已達三年，採計為機構外；若退休年數未達三年，採計

為機構內。

2. 委員名單若於前次查核至本次查核間未有變動而無須報部者，可評量為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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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審查會委員之遴聘條件。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 

□尚可(B)：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之遴聘條件，並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並包含主任委員遴聘條件，且主任委員擔任該審查會委員已達半

年以上。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遴聘條件，且遴聘條件應包含遴選資格、專業資歷等。

2. 審查會委員之簡歷、聘任時間、或專業資歷等，均符合遴聘條件之規定，且有相關證明文

件可供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明訂主任委員遴聘條件，且主任委員遴聘條件應符合審查委員一般條件及下列之一：

一、 曾於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通過之審查會，或相關部會推動之審查會擔任審

查會委員二年以上。 

二、 通過國際研究倫理組織之研究倫理專業資格認證。 

三、 對研究倫理有學術或實務經驗者。 

3. 主任委員擔任該審查會委員已達半年以上。

4. 以上確實執行。

1.4* 審查會委員之遴聘程序。 □尚可(B)：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之遴聘程序，且確實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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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包含審查會委員解聘及出缺補聘程序。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之遴聘程序。

2. 所有審查會委員皆已完成聘任，且備有各委員之聘書可供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明訂審查會委員之遴聘程序、解聘及出缺補聘程序。

其他評量原則：

1. 曾實際發生解聘、補聘之情事時，確實符合該程序執行，方可評量為優良。

2. 未曾實際發生解聘、補聘之情事，但具相關規範，評量為優良。

1.5* 
審查會委員之任期相關規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 

□尚可(B)：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任期、連任及改聘規定，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明確規定任期到任時改聘之委員總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並

確實履行。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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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訂審查會委員任期相關規定。任期相關規定應包括連任及改聘等，且改聘規定應包含改

聘原則及比例等。

2.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明訂任期到任時改聘之委員總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曾實際發生改聘之情事時，確實符合該程序執行，方可評量為優良。

2. 未曾實際發生改聘委員之情事，但具相關規範，評量為優良。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 2點訂定)

1.6* 

公開審查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其

與研究機構之關係。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第 2項 

□尚可(B)：可公開查詢審查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其與研究機構/研究執行機構之關係。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公開五年內歷任審查會委員名單及委員變動狀況。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主動公開審查會委員名單，包括審查會委員姓名、職業及其與研究機構/研究執行機構之關

係，可供機構內外查詢。

2. 於委員名單有所變動時，審查會應於函知教育部或查核機構時，同時完成網頁公告名單之

更新。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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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公開五年內歷任審查會委員名單及委員變動狀況。

1.7* 
審查會委員簽署保密協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1款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應簽署保密協定，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應簽署保密協定。

2. 審查會委員皆已完成簽署最新版本之保密協定且資料完備可供查閱。

1.8* 

審查會委員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

訓練活動。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2款 

□尚可(B)：明確規定審查會所有委員定期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且該教育訓練時數

至少為一年 6小時，並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所有委員教育訓練時數一年均達 9小時以上，教育訓練內容並

包括審查會標準作業程序至少 1小時。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定期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且規定每人每一年應接受教育訓練

之時數達 6小時以上。

88

107 年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評量表 (非新設審查會)



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2. 所有審查會委員於一年內皆已完成教育訓練 6 小時以上，且採計之訓練時數皆有時數證明

可供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所有審查會委員於一年內皆已完成教育訓練 9 小時以上，且採計之訓練時數皆有時數證明

可供查閱。

2. 審查會委員教育訓練內容須包括至少 1小時之審查會標準作業程序。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一年期間指審查會於標準作業程序規範之採計區間。

2. 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以審查會採認為準，且需提供時數證明文件供查閱。

3. 非實體之教育訓練課程(如線上教育訓練)，若課程內容較為固定，不會進行常態性之更新

者，審查會宜訂定採認次數之限制與時數上限。

4. 若審查會委員之教育訓練時數未達尚可之標準，則補正之時數不可列入其他採計年度內計

算。

5. 審查會委員補正後之時數達到 9小時者，僅評量為尚可(B)。

1.9* 

審查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 

人體法第 7條第 3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8條 

□符合：審查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且至少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8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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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委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參加審查： 

一、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二、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四、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五、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2. 審查會委員皆已完成最新版本利益迴避文件之簽署，且資料完備可供查閱。

3. 審查會議進行前，宣讀利益迴避原則，且有會議紀錄可供查閱。

4.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利益迴避規定是依照「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訂定，可評量為「符

合」，但應刪除其中利益迴避例外規定文字：「(四)依委員之特殊專業知識及經驗，若其

迴避將導致委員會難以達成適當之決定時，可經委員會決議，得不受本基準有關利益迴避

規定之限制」。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 4點訂定)

2. 若利益迴避規定為依據「人體試驗管理辦法」訂定，須增列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8條第 4

項：「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之規定。

1.10 
應訂於設置章程之審查會相關事

項。 

□尚可(B)：至少明訂下列三項於設置章程中。

一、審查會之任務與權責。 

二、審查會委員之組成。 

三、審查會獨立審查之具體措施。 

四、辦理研究倫理相關事務經費來源。 

五、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與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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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A)：明訂上列五項於設置章程中。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條列五類事項中，至少三項明訂於設置章程。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條列五類事項中，均明訂於設置章程。

2.審查會之審查作業

2.1* 
審查會獨立審查之具體措施。 

人體法第 11 條 

□尚可(B)：審查會獨立審查之具體措施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審查會主任委員未擔任機構內與研究相關之主管職務。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獨立性、獨立審查之規範，且規範內容符合人體法第 11條第 2 項規定：研究機

構應確保審查會之審查不受所屬研究機構、研究主持人、委託人之不當影響。

2.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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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審查會主任委員非由研發長或研究副校長等直接管理研究業務之主管擔任。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五點訂定)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審查會/中心執行秘書之職務內容明確，確實落實審查之獨立性。如不具委員身分之執行秘

書擔任初步派案工作，需經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覆核後辦理；執行秘書如具委員身

份，若派案由自己審查，亦需經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覆核後辦理。

2. 有關審查會之解散，若機構欲保有解散審查會之權限，則應明確規定僅限於有正當理由，

足認審查會違反人體研究法相關規定，經通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始得為之。對於

解散後原執行中之案件如何移轉管轄以進行追蹤管理，亦應有所規範。審查會若無解散之

相關規定，可忽略此項。

3. 若審查會以匿名審查方式確保審查獨立性，可評量為尚可，但審查會應針對單向匿名審查

制度如何確保審查之獨立性提出說明。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五點訂定)

2.2* 

審查會審查研究計畫之各項標準作

業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5條 

□符合：明確規定審查會審查研究計畫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公開現行版本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研究計畫時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包括接觸或擷取使用各種文件、檔案與資料庫

之權限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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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項標準作業程序需標註版本、發行或修訂日期。

3. 主動公開「現行」版本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如：網頁公開之資料為最新版本。

4. 審查會之運作確實依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5. 以上確實執行。

2.3* 

審查會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辦法之

檢討。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5條 

□尚可(B)：明訂標準作業程序檢討之相關規範，確實檢討且留存修訂紀錄；若不需修訂亦存有

檢討紀錄。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各版本標準作業程序均可公開查閱。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訂有各項標準作業程序之修訂規範，並至少一年檢討一次。

2. 標準作業程序各章應附有修訂紀錄表，且紀錄完整，內容可包含：修訂日期、版本、修訂

內容等。

3. 若未修訂標準作業程序，亦需提供定期檢討之會議紀錄以供查閱。

4.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各版本標準作業程序均可公開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93

107 年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評量表 (非新設審查會)



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2.4* 

研究計畫審查之風險分類標準及級

別。 

人體法第 5條第 1項、第 8條 

□尚可(B)：人體研究計畫之研究倫理審查風險分類標準及級別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定期檢視風險分類之適當性。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人體研究計畫審查之風險分類標準及級別。

2. 審查分級標準應包含得免審查、簡易程序審查、一般程序審查，審查範圍須符合衛生福利

部規定。

3. 確實執行研究案件風險評估，且依照研究案件之風險程度給予相對應之審查程序、追蹤審

查頻率等。

4.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定期檢視風險分類之適當性，如：針對各審查層級之案件進行統計分析、或進行歸類適當

性的檢視工作等。

3. 以上確實執行。

2.5* 
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及項目。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9條 

□符合：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及項目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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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及項目，且規範內容需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9 條所規範之研

究計畫審查事項：

一、 主持人資格。

二、 研究對象之條件及召募方式。

三、 計畫之內容及其執行方式與場所。

四、 本法第 14條所定告知同意事項、告知對象、同意方式及程序。

五、 研究對象之保護，包括諮詢及投訴管道等。

2. 標準作業程序內文需依照上述規定條列之，非僅列於附件文件或表單。

3. 案件之審查確實符合上述規定。

4. 以上確實執行。

2.6* 
簡易審查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1條 

□尚可(B)：簡易審查案件之審查程序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實際執行簡易程序審查之審查會委員，包括計畫所涉專業領域

及非該專業領域各一名。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簡易審查程序，且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應由委員一人以上為之，委

員得代表審查會行使核准之決定，並將結果提審查會報告；委員未為核准之決定時，應經

一般程序審查。

2. 以上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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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明定簡易程序之審查委員，包含該專業領域及非該專業領域各一名，如：生物醫學案件審

查由生醫背景委員一位及非生醫背景委員一位進行審查(非生醫背景之委員包括人文社會背

景委員、社會公正人士及法律專家等)。

3. 以上確實執行。

2.7* 
「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 

人體法第 12 至 14條 

□尚可(B)：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並對於易受傷害族群之告知同意程序詳加審查，且符合法令規

定。 

□待改善(F)：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審查告知同意程序(包含：告知同意對象、取得同意方式、告知同意內容等)，

並須符合人體研究法第 12、13、14條之規定。

2. 標準作業程序內文需有上述規定，非僅列於附件文件或表單。

3.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對於研究計畫涉及易受傷害族群之告知同意者，針對其告知同意審查程序詳加審查，並且

符合法令之規定。

3. 以上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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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評量原則：

1. 研究計畫若以未成年人為研究對象，其告知同意應符合法令規定。若不符合法令規定者，本

題項評量為待改善。

2.8*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研究案件

範圍與程序。 

人體法第 12 條第 2 項 

□符合：得免取得同意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與程序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研究案件範圍與審查程序，且須符合衛生福利部之規定。

2. 標準作業程序內文需有上述規定，非僅列於附件文件或表單。

3. 以上確實執行。

2.9*

原住民族研究之諮詢及取得研究對

象同意之規範與程序。 

人體法第 15 條 

□符合：明確規定原住民族研究之諮詢及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規範與程序，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 量 說 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確規定原住民族研究之諮詢及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規範與程序，且內容符合「人體研究計

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之規定。

2.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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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納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於原住民土地內所從事之各種研究）之相關規定者，建

議可將此規定增訂於標準作業程序。

2.10* 
審查會議之召開、議事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條、第 6條 

□尚可(B)：審查會議召開、議事程序之規定符合法令，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會議召開至少應有法律背景及機構外非專業之社會公正人士，

兩類委員各一位以上出席。 

□待改善(F)：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議之召開及議事程序。

2. 審查會議之召開需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審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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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七人以上之審查會，應有半數以上之委員出

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均為單一性別時，不得進行會議。

3. 召開審查會議時，其議事程序確實符合法令規定，並有會議紀錄可供查閱。

4. 應確實記錄審查委員出缺席狀況，包括：審查會議簽到表中，委員簽到退(含時間)之紀錄

完整，並確實記載出缺席委員姓名及人數。

5.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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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訂「審查會議之召開至少應有『法律背景』及『機構外非專業之社會公正人士（機構外

且非具博士資格者）』兩類委員各一位以上出席為宜」之規定。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七點訂定)

3. 以上確實執行。

2.11* 
審查會議之議決方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0條 

□尚可(B)：審查會議議決方式之規定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審查會議決議前，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之意見。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議議決方式，且須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審查會會議之議決方

式，以多數決為原則；以投票方式表決時，應記錄其正、反等表決情形。未出席會議之委

員，不得參與表決。

2. 會議議決方式若以多數決方式進行，則需明確訂定票數相同時之處理原則。

3. 召開審查會議時，各項議事之議決方式確實符合法令規定，且表決結果及決議有相關紀錄

可供查閱。

4.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明訂審查會議決議前，主席主動詢問非專業委員之意見，並於會議召開時確實執行，且會

議記錄確實記載非專業委員之意見。

3. 以上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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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評量原則：

1. 若在會議紀錄上有記載非專業委員之意見，但查核委員在參與審查會時未發現主席有主動

詢問非專業委員之意見，則可評量為優良但列為必要修訂。

2. 會議中每一案件之投票人數應確實登載，未確實登載者，本題項不宜評量為優良。

2.12* 
研究計畫變更之審查程序。 

人體法第 5條第 3項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變更審查程序之規定，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變更之審查程序。

2. 以上確實執行。

2.13* 

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定期查

核及應即查核機制。 

人體法第 16 條、17 條第 1項、第 2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14條 

□符合：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定期查核、應即查核及通報機制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

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定期查核、應即查核及通報機制。

2. 審查會定期查核程序須符合人體法第 17條第 1 項規定：審查會對其審查通過之研究計畫，

於計畫執行期間，每年至少應查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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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查會應即查核程序須符合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研究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審查會應即查核，並得以書面或實地查證方式為之：

一、 足以影響研究對象權益、安全或褔祉之情事。

二、 研究對象發生嚴重不良事件或反應。

三、 出現影響計畫風險利益評估之重要事件或資訊。

4. 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審查會通報程序需符合：

(1) 人體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審查會發現研究計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令其中止並限

期改善，或終止其研究，並應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 未依規定經審查會通過，自行變更研究計畫內容。

二、 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益或安全之事實。

三、 不良事件之發生頻率或嚴重程度顯有異常。

四、 有事實足認研究計畫已無必要。

五、 發生其他影響研究風險與利益評估之情事。

(2)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條規定，審查會查核結果，應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其有

變更原審查決定者，並應載明。

(3) 審查會查核結果有人體法第 17條第 2項所定應通報情形者，應於作成決定後 14日內，

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流程亦應予以制定。

5.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研究計畫案件執行已超過一年，但審查會未依「每年至少應查核一次」之規定進行查

核，則此題項評量為不符合，並須請審查會說明原因及提出改善方案。

2. 若該審查會有應即查核及通報之案件，但未依規定查核及通報之情事，則此題項評量為不

符合。

3. 若未有需要調查及通報之案件，但具相關規範者，評量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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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研究計畫查核結果之通知。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條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查核結果審查會應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查核結果審查會應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其有變更原審查決定者，並應於

通知中載明。

2. 書面通知若非以紙本文書為之時(如電子郵件、審查系統寄送)，亦須留存相關證明(如：電

子郵件寄送備份信件、系統發送證明等)。

3. 以上確實執行。

2.15* 

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後提報執行情

形及結果之相關程序。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5條 

□尚可(B)：明確規定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後提報執行情形與結果之相關程序，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明確規定計畫主持人未提報之處置方式，並確實履行。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後之結案、提報執行情形及結果之相關程序，且應包含審查會提

醒方式(如：電子郵件通知、書面通知)、提醒頻率、繳交期限等，且留存相關紀錄。

2.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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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訂未提報執行情形與結果之處置方式，如：催繳、逾期未繳交之處理或處罰機制等，且

留存相關紀錄。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相關紀錄中，建議可包含計畫主持人是否於期限內繳交、完成/未完成比率之統計等資料。

2.16* 

研究計畫完成後審查會之調查及通

報機制。 

人體法第 17 條第 3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2項 

□符合：研究計畫完成後審查會之調查及通報機制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完成後審查會之調查及通報機制，建議可依調查之「發動事由」、調查之

「程序」、調查確認事實後所為之「決議及處分」、調查後應行「通報」之情形，依序分

別訂定之。通報機制應包含通報之程序、事項、規範。

2. 人體法第 17條第 3項所列之各款、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2項通報期限 14 日之相

關規定，須納入標準作業程序中。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該審查會有應調查及通報之案件，但未依規定調查及通報之情事，則此題評量為不符

合。

2. 若未有需調查及通報之案件，但備有相關規範，則本題項評量為符合。

2.17* 審查會會議紀錄之公開。 □符合：審查會會議紀錄之作業規範及公開範圍與程序符合法令規定，且確實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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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2條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會議紀錄之作業規範，紀錄內容至少應包含：會議日期、出席與缺席委員姓名、研究

計畫名稱、討論內容摘要(應包含非專業委員之意見)、決議事項，及以投票方式表決時，

應記錄其正、反等表決情形。

2. 明訂會議紀錄公開程序及範圍：

(1)公開程序：為主動公開，不需經申請程序即予以公開。

(2)公開範圍：可公開簡易版本，公開內容應至少包括會議日期、出席與缺席委員姓名、研

究計畫名稱、討論內容摘要及決議事項。

3. 應一併明訂會議紀錄核備之相關程序規範：會議紀錄應寄送所有委員過目，並送請主任委

員確認，且應於下一次審查會議核備，以確保會議記錄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八點訂定)

4. 以上確實執行，並提供相關紀錄可供查閱。

其他評量原則：

1. 會議記錄最遲應於會議核備後兩周公開(如：上網公告)，並註明公告日期。

2.18* 
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之保存。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6條 

□符合：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保存之規定符合法令，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104

107 年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評量表 (非新設審查會)



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計畫相關資料(如：審查申請表、審查意見表、核准函、期中報告、期末報告…

等)之文件歸檔、保存、調閱與管理程序。

2. 規範中應包含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6 條：「審查會應保存計畫審查、查核、期中及期末

報告等相關資料至計畫結束後三年，並供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時調閱」之規定。

3. 所有檔案資料均應分類，依序存檔、編索，且利於追溯。

4. 以上確實執行。

2.19* 

□N/A

多(跨)機構之研究計畫案件審查及

管理方式。 

人體法第 10 條 

□符合：明確規定多(跨)機構之計畫審查、管理、與追蹤之協調與運作方式，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多(跨)機構計畫之具體審查流程及管理方式，包含：審查程序、監督機制等，及與不

同審查會間之協調與運作方式。

2.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實務上有受理多(跨)機構案件，但未訂定相關規範者，此題應評量為不符合，並列為必要

增訂項目。

2. 機構未執行多(跨)機構研究計畫之審查會，建議可增訂相關管理規範。

3. 標準作業程序中建議應包含「多(跨)機構」案件之認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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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審查會委員案件審查期限。 

□尚可(B)：明確規定審查會委員案件審查期限，且審查會委員於審查期限內完成審查之比率達

50%。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審查會委員於審查期限內完成審查之比率達 70%。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1. 明訂一般審查、簡易審查之案件初審審查期限，且所訂定之天數需可確保審查品質。

2. 訂有催繳程序(如：電子郵件通知、行政人員通知等)。

3. 查核登錄系統資料中，審查會委員於一般審查、簡易審查初審審查期限內完成審查之比率

皆達 50%。

4.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查核登錄系統資料中，審查會委員於一般審查、簡易審查初審審查期限內完成審查之比率

皆達 70%。

2.21 一般程序審查之初審。 

□符合：明確規定一般程序審查之初審，至少指派一位與該案件學科專業一致之審查會委員或諮

詢專家，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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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一般程序審查之初審相關程序，並應明確規定至少指派一位與該案件學科專業一致之

審查會委員或諮詢專家。

2. 以上確實執行。

2.22 
申請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應接受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之規範。 

□符合：明確規定執行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應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之規範，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申請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接受研究倫理教育訓練，及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之要求。

2. 執行研究計畫之人員應包含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研究護士、專任/

兼任研究助理、學生及相關人員等。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無明訂相關人員未達教育訓練時數之補繳程序及期限規範者，建議增訂之。並建議應包

含：「計畫相關人員於補繳教育訓練時數後，方可核發核准函」之相關規定。

2.23 
審查會依照作業規定，定期召開審

查會議。 

□符合：明確規定並公開審查會議召開日期，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107

107 年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評量表 (非新設審查會)



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召開審查會議之日期與時間，並至少公開當年度之會期。

2. 以上確實執行。

2.24 

審查會議邀請研究計畫相關領域專

家，或研究對象所屬特定群體之代

表列席會議提供意見之程序。 

□符合：明確規定會議邀請研究計畫相關領域專家，或研究對象所屬特定群體之代表列席會議提

供意見之程序，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如遇有特殊案件，如：特殊研究方法、特殊研究對象等，得邀請相關專家或代

表列席提供意見之方式與程序。

2. 明訂專家或代表應遵守該審查會關於保密與利益迴避之規範。

3. 以上確實執行，並提供相關資料，如：會議記錄、已簽署之保密與利益迴避文件等。

2.25 
審查決定前，提供研究計畫主持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主持人於審查決定前，說明及表達意見之方式，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於審查會議召開前，或審查決定前，提供研究計畫主持人針對審查意見進行說明及回

覆之方式，可包含：書面意見回覆、列席會議報告、答詢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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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訂研究計畫主持人回覆審查意見之期限，與逾期不回覆之處理方式。

3. 以上確實執行。

2.26 重為審查之申請及決定機制。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計畫主持人申請重為審查之程序與決定機制，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計畫主持人對審查會之審查結果有疑義時，得就原計畫申請重為審查/申覆之規範

與程序，可包含：申請要件、申請程序與決定機制、審查會受理與審查之相關流程、結果

通知之程序等。

2. 依相關規定，前項申請案如交由另一獨立組織(如：研究倫理評議委員會、研究倫理諮議委

員會等)審查，考量原審查會之獨立性，建議該獨立組織應僅就原審查會之決定，進行適法

性的審查，而非對於案件進行實質審查。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五點訂定)

3. 以上確實執行，並備有相關資料，如：申請文件、審查意見、會議記錄等。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依審查會標準作業程序規定，係由原審查會以外之其他委員會(如：研究倫理評議委員

會、研究倫理諮議委員會等)審理重為審查/申覆案件者，則審理之委員會應訂有相關之規

範與程序。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必要項目第五點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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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執行機構推動研究倫理相關事務

3.1* 

研究執行機構對於研究計畫之監督

管理。 

人體法第 16 條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執行機構對於研究計畫之監督管理機制，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執行機構對於人體研究計畫(包含：自行審查、或委託機構外合格審查會審查者)

之管理機制，確保研究計畫符合人體法第 5 條之規定，應通過倫理審查後始得為之，並續

依人體法第 16條於研究計畫施行期間，持續監督與管理。

2. 針對研究材料之使用、銷毀，是否比照人體法第 19條規定辦理，具有監督機制。(如：委

由機構內合格審查會辦理，審查會並定期報告。)

3. 以上確實執行。

3.2* 

配置專責行政事務人員負責審查會

或研究倫理中心相關業務。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3款 

□尚可(B)：明確規定應配置專責行政事務人員之規定且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聘任專責行政事務人員之人數足以妥善辦理審查會/中心相關事

務。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須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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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確規定研究倫理中心或審查會行政事務人員之編制、職責及義務。

2. 專責係指僅負責審查會或研究倫理中心相關事務，無兼辦其他業務。

3.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聘任人數足夠，每一百件案件應編制一名專責行政事務人員。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自審查會通過查核正式運作後，行政事務人員確實為專責協助審查會事務。

3.3* 
行政事務人員之工作職掌。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3款 

□符合：明確規定並劃分行政事務人員之工作職掌，如工作內容、職責及義務等相關規定，且確

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每一行政事務人員之工作職責及規範。

2. 以上確實執行。

3.4* 
行政事務人員簽署保密協定。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1款 

□符合：明確規定行政事務人員應簽署保密協定，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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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行政事務人員應簽署保密協定。

2. 所有行政事務人員皆已完成最新版本保密協定之簽署，且資料完備可供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3.5* 

行政事務人員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

育訓練活動。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2款 

□尚可(B)：明確規定行政事務人員應定期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且該教育訓練時數

要求至少為一年應達 6小時之規範明確，並確實履行。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所有行政事務人員教育訓練時數一年均達 9小時以上，教育訓

練內容並包括審查會標準作業程序至少 1小時。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包含下列：

1. 明訂行政事務人員定期接受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且規定每人每一年應接受教育訓

練之時數達 6小時以上。

2. 所有行政事務人員一年內皆已完成教育訓練 6 小時以上，且採計之訓練時數皆有時數證明

可供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所有行政事務人員一年內皆已完成教育訓練 9 小時以上，且採計之訓練時數皆有時數證明

可供查閱。

2. 行政事務人員教育訓練內容須包括至少 1小時之審查會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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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一年期間指審查會於標準作業程序規範之採計區間。

2. 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活動以審查會採認為準，且需提供時數證明文件供查閱。

3. 非實體之教育訓練課程(如線上教育訓練)，若課程內容較為固定，不會進行常態性之更新

者，審查會宜訂定採認次數之限制與時數上限。

4. 若行政事務人員之教育訓練時數未達尚可之標準，則補正之時數不可列入其他採計年度內

計算。

5. 行政事務人員補正後之時數達到 9小時者，僅評量為尚可(B)。

3.6* 

處理行政事務之處所及檔案儲存空

間。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7條第 4款 

□符合：具備處理行政事務之獨立處所及可上鎖之檔案儲存空間。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具備處理行政事務之獨立處所。

2. 獨立處所係指非與其他處室共用之空間，且研究倫理中心與審查會之空間，有適當區隔。

3. 應具備可上鎖的檔案(包含紙本資料、光碟、隨身硬碟等型式)儲存空間，其儲存狀況應以

避免變質為原則。

4. 所有檔案資料(如：審查資料、教育時數證明、諮詢紀錄…等) 均應分類，並依序擺放。

5. 以上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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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辦理研究倫理相關事務之經費來

源。 

□尚可(B)：明確規定經費來源。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經費穩定足以維持辦理相關事務。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審查會運作之經費來源。

2.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經費來源穩定(如：學校編列固定經費)，可維持審查事務運作。

3. 以上確實執行。

3.8 
研究執行機構設有完整研究倫理治

理架構。 

□符合：研究執行機構設有完整之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含研究倫理中心及審查會，並明訂各自之

任務與權責)，規劃並確實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相關事務，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研究倫理治理架構應包含研究倫理中心與審查會，並明確規定各自之權責。

2. 以上確實執行，依各自權責執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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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研究執行機構組織規程所訂之適

當程序訂定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

章程。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章程，且依照研究執行機構組織規程所訂之適當程序訂

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依組織規程所訂程序，制訂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章程，且須註明通過版本、日期及通過

會議層級。

2. 以上確實執行。

3.10 
研究倫理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之公

開。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倫理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且公開現行版本，並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倫理中心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含：訂定原則及修訂規範)，且標準作業程序予以公

開。

2. 以上確實執行，依據研究倫理中心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執行業務。

3.11 
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

議、協調及溝通機制。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與溝通相關機制，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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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研究執行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溝通協調機制，共同擬議研究倫理。

2. 提供相關會議記錄及證明文件以供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未有機構內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與溝通之需要，但具相關規範者，本題項評量為符

合。

3.12 

□N/A

設複數審查會者，各審查會間倫理

審查之協調機制。 

□符合：設複數審查會者，明確規定各審查會間倫理審查之協調機制，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 若未設複數審查會者，本題項免評。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機構內複數審查會間，為確保審查標準一致之相關擬議、協調與溝通機制與程序。

2. 提供相關會議記錄及證明文件以供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3.13 行政事務人員之遴聘條件。 

□符合：明確規定行政事務人員之遴聘條件，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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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行政事務人員之遴聘條件。

2. 以上確實執行，依所訂遴聘條件聘任行政事務人員。

3.14 
研究執行機構審查會委員之工作負

擔調整機制。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執行機構內人員擔任審查會委員之工作負擔調整機制，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機構內審查會委員之工作負擔調整機制，如：減免授課時數等方式，並具有相關證明

文件。

2.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僅調整主任委員之機構內工作負擔，雖尚未包含其他委員，但本題項可評為符合。

3.15 研究倫理相關諮詢服務。 

□符合：明確規定研究倫理相關諮詢服務標準作業程序，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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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訂接受研究倫理相關諮詢服務之標準作業程序，如：受理流程、資料登錄、裁決、記

錄…等，並提供諮詢紀錄表以供查閱。

2. 諮詢範圍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 研究參與者之權益保障。

二、 專業學術社群之研究倫理規範相關資訊。

三、 研究計畫之設計是否符合研究倫理要求之諮詢。

四、 其他與研究倫理審查相關之事項。

3. 以上確實執行。

3.16 申訴處理機制。 

□符合：明確規定申訴處理機制之標準作業程序，且確實履行。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申訴處理機制之標準作業程序。

2. 若申訴處理機制中，採取行動之一為「不處理」，應明訂「不處理」之條件為何。

3. 以上確實執行。

其他評量原則：

1. 若未有實際受理申訴之情事，但具相關規範，評量為符合。

3.17 教育訓練實施對象及辦理方式。 
□尚可(B)：明確規定教育訓練之相關辦法與辦理方式，且針對不同教育訓練實施對象提供相應

之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活動，並留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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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提供專業學術社群之特殊研究倫理議題或研究倫理守則之相關

教育訓練活動，並留存紀錄。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評量說明 

評量為尚可(B)包含下列：

1. 明訂辦理教育訓練活動之相關程序，如：教育訓練主題、實施對象、課程內容、辦理方

式…等。

2. 教育訓練之實施對象，且應包含：研究人員、倫理審查會委員、研究倫理中心/審查會行政

人員、研究參與者等。

3. 另亦應納入學生為實施對象。

(依 103年度查核標準共識附加項目第 2點訂定)

4. 提供教育訓練活動紀錄如：活動資料、與會者名單、活動照片、活動內容等以供查閱。

5. 以上確實執行。

評量為優良(A)須包含下列：

1. 符合尚可之標準。

2. 課程內容包含專業學術社群之特殊研究倫理議題或研究倫理守則，並提供可供證明之資料

以供查閱。

3. 以上確實執行。

3.18 製作研究參與者保護手冊。 
□符合：製作參與者保護手冊提供取閱。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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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審查會依據研究現況與需求，自行編訂製作研究參與者保護手冊。

2. 保護手冊之內容應針對研究對象之立場及視角，並以他們能理解之陳述來撰寫，以符合研

究參與者之需求且易於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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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研究法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28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000291401 號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保障人體研究之研究對象權益，特制定本法。 

人體研究實施相關事宜，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二 條  人體研究應尊重研究對象之自主權，確保研究進行之風險與利益相平衡，對研究對

象侵害最小，並兼顧研究負擔與成果之公平分配，以保障研究對象之權益。 

第 三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 

人體研究之監督、查核、管理、處分及研究對象權益保障等事項，由主持人體研究

者（以下簡稱研究主持人）所屬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研究機構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 

第 四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人體研究（以下簡稱研究）：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

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二、人體檢體：指人體（包括胎兒及屍體）之器官、組織、細胞、體液或經實驗操

作產生之衍生物質。 

三、去連結：指將研究對象之人體檢體、自然人資料及其他有關之資料、資訊（以

下簡稱研究材料）編碼或以其他方式處理後，使其與可供辨識研究對象之個人

資料、資訊，永久不能以任何方式連結、比對之作業。 

第二章 研究計畫之審查

第 五 條  研究主持人實施研究前，應擬定計畫，經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

通過，始得為之。但研究計畫屬主管機關公告得免審查之研究案件範圍者，不在此限。 

前項審查，應以研究機構設立之審查會為之。但其未設審查會者，得委託其他審查

會為之。 

研究計畫內容變更時，應經原審查通過之審查會同意後，始得實施。 

第 六 條 前條研究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名稱、主持人及研究機構。 

二、計畫摘要、研究對象及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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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預定進度。 

四、研究對象權益之保障、同意之方式及內容。 

五、研究人力及相關設備需求。 

六、研究經費需求及其來源。 

七、預期成果及主要效益。 

八、研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 

九、研究人員利益衝突事項之揭露。 

第 七 條 審查會應置委員五人以上，包含法律專家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研究機構以外人士

應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審查會開會時，得邀請研究計畫相關領域專家，或研究對象所屬特定群體之代表列

席陳述意見。 

審查會之組織、議事、審查程序與範圍、利益迴避原則、監督、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八 條 研究計畫之審查，依其風險程度，分為一般程序及簡易程序。 

前項得以簡易程序審查之研究案件範圍，以主管機關公告者為限。 

第 九 條 研究人員未隸屬研究機構或未與研究機構合作所為之研究計畫，應經任一研究機構

之審查會或非屬研究機構之獨立審查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 

第 十 條  研究於二個以上研究機構實施時，得由各研究機構共同約定之審查會，負審查、監

督及查核之責。 

第 十 一 條 審查會應獨立審查。 

研究機構應確保審查會之審查不受所屬研究機構、研究主持人、委託人之不當影響。 

第三章 研究對象權益之保障

第 十 二 條  研究對象除胎兒或屍體外，以有意思能力之成年人為限。但研究顯有益於特定人口

群或無法以其他研究對象取代者，不在此限。 

研究計畫應依審查會審查通過之同意方式及內容，取得前項研究對象之同意。但屬

主管機關公告得免取得同意之研究案件範圍者，不在此限。 

研究對象為胎兒時，第一項同意應由其母親為之；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受輔助宣告

之人時，應得其本人及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為無行為能力人或受監護宣告之

人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同意；為第一項但書之成年人時，應依下列順序

取得其關係人之同意： 

一、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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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年子女。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依前項關係人所為之書面同意，其書面同意，得以一人行之；關係人意思表示不一

致時，依前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前項同一順序之人，以親等近者為先，親等同者，

以同居親屬為先，無同居親屬者，以年長者為先。 

第 十 三 條 以屍體為研究對象，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死者生前以書面或遺囑同意者。 

二、經前條第三項所定關係人以書面同意者。但不得違反死者生前所明示之意思表

示。 

三、死者生前有提供研究之意思表示，且經醫師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者。但死者身

分不明或其前條第三項所定關係人不同意者，不適用之。 

第 十 四 條  研究主持人取得第十二條之同意前，應以研究對象或其關係人、法定代理人、監護

人、輔助人可理解之方式告知下列事項： 

一、研究機構名稱及經費來源。 

二、研究目的及方法。 

三、研究主持人之姓名、職稱及職責。 

四、研究計畫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五、研究對象之權益及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六、研究對象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及撤回之方式。 

七、可預見之風險及造成損害時之救濟措施。 

八、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及運用規劃。 

九、研究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 

研究主持人取得同意，不得以強制、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為之。 

第 十 五 條 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除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外，並應諮詢、取得各該

原住民族之同意；其研究結果之發表，亦同。 

前項諮詢、同意與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等事項，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

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章 研究計畫之管理

第 十 六 條 研究機構對審查通過之研究計畫施行期間，應為必要之監督；於發現重大違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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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令其中止或終止研究。 

第 十 七 條  審查會對其審查通過之研究計畫，於計畫執行期間，每年至少應查核一次。 

審查會發現研究計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令其中止並限期改善，或終止其研究，

並應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未依規定經審查會通過，自行變更研究計畫內容。 

二、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益或安全之事實。 

三、不良事件之發生頻率或嚴重程度顯有異常。 

四、有事實足認研究計畫已無必要。 

五、發生其他影響研究風險與利益評估之情事。 

研究計畫完成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審查會應進行調查，並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嚴重晚發性不良事件。 

二、有違反法規或計畫內容之情事。 

三、嚴重影響研究對象權益之情事。 

第 十 八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審查會，並公布其結果。 

前項之查核，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專業機構、團體辦理。 

審查會未經查核通過者，不得審查研究計畫。 

第 十 九 條  研究材料於研究結束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定之保存期限屆至後，應即銷毀。

但經當事人同意，或已去連結者，不在此限。 

使用未去連結之研究材料，逾越原應以書面同意使用範圍時，應再依第五條、第十

二條至第十五條規定，辦理審查及完成告知、取得同意之程序。 

未去連結之研究材料提供國外特定研究使用時，除應告知研究對象及取得其書面同

意外，並應由國外研究執行機構檢具可確保遵行我國相關規定及研究材料使用範圍之

擔保書，報請審查會審查通過後，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第 二 十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研究計畫之實施，認有侵害研究對象權益之虞，得隨時查

核或調閱資料；研究機構與相關人員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 

第二十一條  研究主持人及研究有關人員，不得洩露因業務知悉之秘密或與研究對象有關之

資訊。 

第五章 罰 則

第二十二條  研究機構所屬之研究主持人或其他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該研究機構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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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九條或第十條規定，執行應經審查會審查而未

審查通過之研究。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於研究結束或保存期限屆至後，銷毀未去連結之

研究材料。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使用未去連結之研究材料，逾越原始同意範圍時，

未再辦理審查、告知及取得同意之程序。 

四、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研究材料提供國外使用未取得研究對象之書面同意。 

有前項各款情形，其情節重大者，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其終止研究，並得公

布研究機構名稱。 

第二十三條 研究機構審查會或獨立審查會違反下列規定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該

研究機構或獨立審查會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

不改正者，得命其解散審查會；情節重大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審查處分：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第三項所定審查會審查程序與範圍、利益迴避原則、監督、管理或

其他遵行事項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七條規定，未對經審查通過之研究監督及查核。 

四、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第二十四條 研究機構或其所屬之研究主持人、其他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處該研究機構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中止或終止研究： 

一、違反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 

二、違反第十四條規定，未以可理解方式告知各該事項，或以強制、利誘或其他不

當方式取得同意。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六條規定，對審查通過之研究未為必要之監督。 

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將研究材料提供國外使用。 

六、違反第二十條規定，妨礙、拒絕或規避查核或提供資料。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洩露因業務知悉研究對象之秘密或與研究對象有關之資

訊。 

第二十五條  研究機構經依第二十二條或前條規定處罰者，併處該研究主持人或所屬成員同一規

定罰鍰之處罰。其情節重大者，受處分人於處分確定後，一年內不得申請政府機關或

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研究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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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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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令  
中華民國 101 年 8 月 17 日 

衛署醫字第 1010265129 號 

訂定「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理辦法」。 
附「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理辦法」 

署  長 邱文達 出國 
副 署 長 林奏延 代行 

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理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人體研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定研究機構，得設一個以上倫理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

會）。 
   前項研究機構，包括學校、醫院、公務機關（構）、法人、團體。 
第 三 條  研究機構應訂定審查會委員遴聘條件、程序、任期、任務、開會程序、議決方

式、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等規定。 
   審查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與研究機構之關係，應予公開。 
第 四 條  審查會審查研究計畫，應先綜合評估研究目的、研究性質、蒐集資料、資訊或檢

體之適當性及侵害程度等事項，判斷其為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定得免審查、本法第八

條所定簡易程序審查或一般程序審查案件。 
第 五 條  審查會應訂定並公開審查研究計畫時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包括接觸或擷取使用

各種文件、檔案與資料庫之權限及程序，並定期查核、檢討。 
第 六 條  審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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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七人以上之審查

會，應有半數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出席委員均為單一性別時，不得進行會議。 
第 七 條  審查會應符合下列事項： 

一、 審查委員及行政事務人員，應簽署保密協定。 
二、 審查委員及行政事務人員，應定期接受教育訓練課程。 
三、 具有適當之行政事務人員，並定明其工作職掌。 
四、 具備處理行政事務之處所及適當之檔案儲存空間。 

   前項第二款教育訓練課程證明文件，應經審查會審查，並妥善保存。 
第 八 條  審查委員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不得參加審查： 

一、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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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

關係。 
三、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四、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五、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第 九 條  研究計畫之審查，應至少包括下列事項： 
一、 主持人資格。 
二、 研究對象之條件及召募方式。 
三、 計畫之內容及其執行方式與場所。 
四、 本法第十四條所定告知同意事項、告知對象、同意方式及程序。 
五、 研究對象之保護，包括諮詢及投訴管道等。 

第 十 條  前條審查會會議之議決方式，以多數決為原則；以投票方式表決時，應記錄其

正、反等表決情形。未出席會議之委員，不得參與表決。 
第 十一 條  本法第八條所定簡易程序審查，應由委員一人以上為之。 
   前項簡易程序審查案件，委員得代表審查會行使核准之決定，並將結果提審查會

報告。 
   前項審查案件，委員未為核准之決定時，應經一般程序審查。 
第 十二 條  審查會之會議紀錄，應予公開。 
   前項公開之內容，應至少包括會議日期、出席與缺席委員姓名、研究計畫名稱、

討論內容摘要及決議事項。 
第 十三 條  審查會應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每年至少一次定期查核研究計畫之執行情

形；研究計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審查會應即查核： 
一、 足以影響研究對象權益、安全或褔祉之情事。 
二、 研究對象發生嚴重不良事件或反應。 
三、 出現影響計畫風險利益評估之重要事件或資訊。 

   前項查核，得以書面或實地查證方式為之。 
第 十四 條  審查會依前條規定查核結果，應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其有變更原審查決定

者，並應載明。 
   審查會查核結果有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應通報情形者，應於作成決

定後十四日內，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 十五 條  審查會應要求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完成後，提報執行情形及結果。 
第 十六 條  審查會應保存計畫審查、查核、期中及期末報告等相關資料至計畫結束後三年，

並供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時調閱。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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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社字第 10400700041 號令、衛生福利部衛部醫字第 

1041669998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月十四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社字第 10600045811 號令、衛生福利部衛部醫字第 

1061661270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3、5、7、8、10、14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人體研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目標群體：指人體研究計畫預期研究之原住民族或其所屬特定群體。 

二、諮詢會：指依本辦法規定，提供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同意與約定商業 

利益及其應用事項之組織。 

第 三 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指下列之研究： 

一、以原住民族或部落為研究內容。 

二、研究檢體之採集、研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三、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第 四 條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應設置 

諮詢會（以下分別簡稱中央諮詢會、鄉（鎮、市、區）諮詢會），代表原 

住民族行使同意權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事項。 

部落依部落會議行之。 

第 五 條  中央諮詢會置召集人一人，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首長或指定具有原住 

民身分之副首長一人兼任之；委員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聘用之原住民 

族各族委員兼任之。 

各鄉（鎮、市、區）諮詢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首長或由委員互推一人兼任之，召集人應具有原住民身分；委員 

由部落會議主席兼任之，但該部落尚未成立部落會議或部落會議主席出缺 

者，得由該鄉（鎮、市、區）公所參照部落傳統慣俗指定適當人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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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研究主持人應備下列表件，向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基本資料表。 

二、研究計畫摘要，其內容應包括本法第六條各款規定之事項。 

第 七 條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依研究計畫實施區域，決定分別交由中央諮詢會、 

鄉（鎮、市、區）諮詢會或部落會議行使諮詢、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 

應用事項，並以書面通知研究主持人。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應自接獲前 

項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分別召開中央諮詢會會議及鄉（鎮、市、區）諮 

詢會會議；部落會議由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協助部落自接 

獲前項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召開，但該部落尚未成立部落會議或部落會議 

主席出缺者，由該公所召集部落會議。  

各部落得依部落會議決議，授權所屬鄉（鎮、市、區）諮詢會代為行使諮 

詢、取得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事項。 

第 八 條  中央諮詢會會議、鄉（鎮、市、區）諮詢會會議，由各該召集人主持，其 

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主持。 

中央諮詢會會議、鄉（鎮、市、區）諮詢會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部 

落會議之召集方式、議事程序及相關事項，準用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第一章、第三章及第四章規定。 

中央諮詢會會議、鄉（鎮、市、區）諮詢會會議及部落會議召開時，應邀 

請中央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與研究計畫相關之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人 

士列席，並得邀請研究主持人或其代表列席陳述意見。 

第 九 條  研究計畫於諮詢及取得目標群體之同意時，研究主持人及諮詢會會議或部 

落會議應就下列事項進行約定： 

一、研究結果所衍生商業利益之回饋機制。 

二、目標群體於研究過程之參與機制。 

三、研究成果所得技術之移轉機制。 

四、其他與研究過程、成果及其他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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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之約定事項，係以金錢為之者，應全數繳交原住民族綜合發展 

基金，並回饋各該目標群體之健康醫療照護或其他相關用途使用。 

第 十 條  中央諮詢會會議及鄉（鎮、市、區）諮詢會會議之議決，以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為通過，未過半數之同意為否決；以投票方式表決時，應記錄其 

正、反等表決情形。未出席會議者，不得參與表決。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將中央諮詢會會議之議決結果，自議決之日起十 

日內，以書面通知研究主持人。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應將鄉（鎮、市、區）諮詢會會議及 

部落會議之議決結果，自議決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研究主持人，並 

報請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一條  研究計畫對於研究材料或資訊之使用，逾越中央諮詢會會議、鄉（鎮、市 

、區）諮詢會會議或部落會議同意之範圍者，應依第六條規定提出申請。 

第十二條  鄉（鎮、市、區）諮詢會委員為無給職。但必要之交通費或出席費，不在 

此限。 

前項所需經費，得納入基本設施維持費支應。 

第十三條  研究主持人發表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之研究結果，諮詢並取得各該原住 

民族同意之程序，準用第六條至第十條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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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5 日 

衛署醫字第 1010265075 號 

主  旨：公告訂定「得免倫理審查委員會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並自即日生效。 
依  據：人體研究法第五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得免倫理審查委員會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如附件。 

署  長 邱文達 

得免倫理審查委員會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 

研究案件非以未成年人、收容人、原住民、孕婦、身心障礙、精神病患及其他經審查會訂定

或判斷受不當脅迫或無法以自由意願做決定者為研究對象，且符合下列情形之一，得免送倫理審

查委員會審查或由倫理審查委員會核發免審證明： 
一、 於公開場合進行之非記名、非互動且非介入性之研究，且無從自蒐集之資訊辨識特定之個

人。 
二、 使用已合法公開週知之資訊，且資訊之使用符合其公開週知之目的。 
三、 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自行或委託專業機構進行之公共政策成效評估研究。 
四、 於一般教學環境中進行之教育評量或測試、教學技巧或成效評估之研究。 
五、 研究計畫屬最低風險，且其研究對象所遭受之風險不高於未參加該研究者，經倫理審查委員

會評估得免審查並核發免審證明。 
前項最低風險，係指研究對象所遭受之危害或不適的機率或強度，不高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的

危害或不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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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5 日 

衛署醫字第 1010265098 號 

主  旨：訂定「倫理審查委員會得簡易程序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  據：人體研究法第八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倫理審查委員會得簡易程序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如附件。 

署  長 邱文達 

倫理審查委員會得簡易程序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 

研究計畫之實施，對於研究對象所可能引發之生理、心理、社會之危險或不適之或然率，不

高於日常生活之遭遇或例行性醫療處置之風險，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倫理審查委員會得以簡

易程序審查： 
一、 自體重 50 公斤以上之成年人，採集手指、腳跟、耳朵或靜脈血液，且採血總量八週內不超過

320 毫升，每週採血不超過二次，且每次採血不超過 20 毫升。 
二、以下列非侵入性方法採集研究用人體檢體： 

(一) 以不損傷外形的方式收集頭髮、指甲或體表自然脫落之皮屑。 
(二) 收集因例行照護需要而拔除之恆齒。 
(三) 收集排泄物和體外分泌物，如汗液等。 
(四) 非以套管取得唾液，但使用非刺激方式、咀嚼口香糖、蠟或施用檸檬酸刺激舌頭取得唾

液。 
(五) 以一般洗牙程序或低於其侵犯性範圍之程序採集牙齦上或牙齦內之牙菌斑及牙結石。 
(六) 以刮取或漱口方式，自口腔或皮膚採集黏膜或皮膚細胞。 
(七) 以蒸氣吸入後收集之痰液。 
(八) 其他非以穿刺、皮膚切開或使用器械置入人體方式採集檢體。 

三、 使用下列非侵入性方法收集資料。使用之醫療器材，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上市，且不包括

使用游離輻射、微波、全身麻醉或鎮靜劑等方式。 
(一) 使用於研究對象體表或一段距離之感應器，不涉及相當能量的輸入或侵犯研究對象隱私。 
(二) 測量體重或感覺測試。 
(三) 核磁共振造影。 
(四) 心電圖、腦波圖、體溫、自然背景輻射偵測、視網膜電圖、超音波、診斷性紅外線造影、

杜卜勒血流檢查及心臟超音波。 
(五) 依研究對象年齡、體重和健康情形所為之適度運動、肌力測試、身體組織成分評估與柔軟

度測試。 
(六) 其他符合本款規定之非侵入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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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臨床常規治療或診斷之病歷，含個案報告之研究。但不含人類後天性免疫不全病毒

（HIV）陽性患者之病歷。 
五、 以研究為目的所蒐集之錄音、錄影或影像資料。但不含可辨識或可能影響研究對象工作、保

險、財務及社會關係之資料。 
六、研究個人或群體特質或行為，但不含造成個人或族群歧視之潛在可能者。 
七、已審查通過之計畫，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 該研究已不再收錄新個案，且所收錄之研究對象均已完成所有相關的研究試驗，惟仍須長

期追蹤。 
(二) 未能於原訂計畫期間達成收案數，僅展延計畫期間，未再增加個案數，且無新增之危險

性。 
(三) 僅限於接續前階段研究之後續資料分析。 

八、 自合法生物資料庫取得之去連結或無法辨識特定個人之資料、檔案、文件、資訊或檢體進行

研究。但不包括涉及族群或群體利益者。 
九、審查會承接其他合法審查會通過之研究計畫，得以簡易審查程序追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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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5 日 

衛署醫字第 1010265083 號 

主  旨：訂定「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並自即日生效。 
依  據：人體研究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如附件。 

署  長 邱文達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 

研究案件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取得研究對象之同意： 
一、 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自行或委託專業機構進行之公共政策成效評估研究。 
二、 自合法之生物資料庫取得之去連結或無法辨識特定個人之資料、檔案、文件、資訊或檢體進

行研究。但不包括涉及族群或群體利益者。 
三、 研究屬最低風險，對研究對象之可能風險不超過未參與研究者，且免除事先取得同意並不影

響研究對象之權益。 
四、 研究屬最低風險，對研究對象之可能風險不超過未參與研究者，不免除事先取得研究對象同

意則無法進行，且不影響研究對象之權益。 

 

137



138



139



t-11 ~ru 'i"ttt~~ J'E 0 J : 1t1-K1 o 1lf.-3 Jl22 ai!r;J -u-* ~ 1 o 1 oo64538 

~~~Aft~i'E*~~ffl~~·ff~#~~J'E&A~#~~i'E'£ 

*~M~A·~~Aft~J'E~~-~~ft·~~~-,~~~~* 

~~~·~~~~~~A-~J'E~~-~~ft·'*~~~~~o 

~,11~~~-~·~~~-~,~~~T: 

(- )Aft~J'E1~J.f. ~ ~ ft ·~Ji#-~&1!1t/fJ.fMik~~71*~ 1J~ ~3;fJ: 

~~,-~.~~~11~~~ff~-~Aft'ft~~~L~-~ 

J ;~**~~~~-~~Mm~Aft~J'E~~-~~ft·~~ 

£~J '-~·~~···ff~-~Aft'~·~J'E~~-~~ 

ft • ~~l'E1~J.t 'f ~~{§ ~ru •f~ 0 

(_::_)£~~J'Ett-t- ~/fJ.f ' ~{i. ~ .1-t{Aft~J'Eik~ 171r*}:Ji~~i@. 

-*~~~%'~~~~ffi!-*~~~M~~~·~~~·~ 

~J'E~i£.' 1-':f1~f1AJlft~t~J:Jit1 ( ~~~J!Aitftf:t~t~) -~0MJ.f 
0 

x,~~~*~~~J'E~~~~~,~~~£~4~~~~~~J'E£f 

&A~~ ~~{J_. ' ~iT{§ ~ru4~!~FJT~ffl ~~J'E1~J.f~J!1] ~~ "t~JL~ 

-*~~~*~~~~~o*~~M~~~~~~J'E~---~~~

~~~-~(~:A~~·~~·ff~#~f.) '~~~i~-~~ 

* "* ~ ~ %-ik 1'm .";~ Jr~ .±l:.. ~.~z~: -'f" ~ 'f a ~ _, , ' -"f"" IJ;Jt._ A'j:A. / " ii8J(. 
0 

-0-:f: #.~:tt6 : http: I /hrpp. i ias. sinica. edu. tw/home/ o 

140



iE.-*" : ~0-tt.iLA.l-ix~Jt 
M-*-:m~~~~·fl&~·MI*A~*··~~m·-*-~~~ft·~ 104/ 06/ 04 

10:26:41 

141



107
年
度

教
育
部
人
體
研
究
倫
理
審
查
委
員
會
查
核
說
明
會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大專院校研究倫理審查組織查核辦公室

教育部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大專院校研究倫理審查組織查核辦公室 編印


	20180328議程表
	空白頁
	常規查核作業 (列印版)
	不定期查核作業(列印版)
	1.107年常規查核作業說明 (列印版)
	2.107年不定期查核說明 (列印版)
	3.107年查核申請線上作業說明(列印版)
	2.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定期追蹤查核作業要點
	1.教育部查核作業要點 (含附表查核基準)_1060721修正1060901生效
	教育部查核評量表 (新設審查會)
	教育部查核評量表修訂 (非新設審查會)
	附錄(全)new
	1_人體研究法
	2_衛生署 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4_衛生署 得免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
	5_衛生署 倫理審查委員會得簡易程序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
	6_衛生署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
	7_教育部人體研究查核相關規定教
	A9REF53.tmp_部分1
	A9REF53.tmp_部分2
	A9REF53.tmp_部分3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1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5b5370523754c18cea005d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5b5370523754c18cea005d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5b5370523754c18cea005d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5b5370523754c18cea005d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