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查核評量標準修訂彙整表(標示版) 
 

*紅色字體加刪除線代表刪除舊版本之內容；藍色字體代表本次新增之內容。 

新設 非新設 

項次 內容 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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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 

□符合：審查會委員之組成依據

法令規定訂定及聘任，

且委員名單已報教育部

或查核機構備查。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規範位階：本題項事務明訂於

治理架構 /審查會

設置章程。 

1.2* 

審查會委員之組成。 

人體法第 7 條第 1 項 

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 

□尚可(B)：審查會委員之組成依據

法令規定訂定及聘任，

且每次委員名單變動皆

已報教育部或查核機構

備查。 

□優良(A)：符合尚可之標準，且於

每次委員名單變動時，

三個月內報函知教育部

或查核機構備查。 

□待改善(F)：未達尚可之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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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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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委員名單於審查會申請查核前已報教育部或查核機構備

查。 

評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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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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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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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次委員名單變動皆已報教育部或查核機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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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函知教育部或查

核機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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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審查會委員及諮詢專家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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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諮詢專家應簽署保密協

定。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1.7* 

審查會委員及諮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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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諮

詢專家應簽署保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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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審查會委員及諮詢專家應簽署保密協定。 

2. 審查會委員及諮詢專家皆已完成簽署最新版本之保密協

定且資料完備可供查閱。 

評量

說明 

評量為符合須包含下列： 

1. 明訂審查會委員及諮詢專家應簽署保密協定。 

2. 審查會委員及諮詢專家皆已完成簽署最新版本之保密協

定且資料完備可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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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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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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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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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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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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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變更原審查決

定者，並應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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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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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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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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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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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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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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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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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紀錄、已

簽署之保密與利益迴避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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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未達符合之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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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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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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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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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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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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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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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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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