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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教育部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查核評量表 

                         修訂對照表 ( 105 年 3 月 28 日修訂) 
新設審查會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理由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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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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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正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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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項事務且明訂於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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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明確規定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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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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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項事務且明訂於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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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明確規定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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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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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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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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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 

人體法第 12 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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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條之規定。(含 105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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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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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 

人體法第 12 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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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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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原住民研究相關法令

規範。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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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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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修文字使文義更為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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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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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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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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審查

會申請重為審查/申覆之規範與

程序，可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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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量審查會之獨立審查權，建議

重為審查時應僅進行適法性的

監督，而非對於案件進行實質審

查，以維護審查會之獨立審查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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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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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議會、評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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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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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項事務且明訂於治理

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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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項事務且明訂於治理

架構/審查會設置章程。 

刪除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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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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提供

通過版本、日期及通過會議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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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提供

通過版本、日期及通過會議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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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新設審查會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理由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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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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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正年度。 

2.7* 

「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 

人體法第 12 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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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條之規定。(含 105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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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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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告知同意」程序之審查。 

人體法第 12 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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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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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原住民研究相關法令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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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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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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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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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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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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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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審

查會申請重為審查/申覆之規

範與程序，可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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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量審查會之獨立審查權，建

議重為審查時應僅進行適法性

的監督，而非對於案件進行實

質審查，以維護審查會之獨立

審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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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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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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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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議會、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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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