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案送審說明 
 

送件注意事項 

1.請至系統申請案號，上傳案件後，待行政審查通過後始送紙本至委員會。 

2.完整書面資料共乙份正本。 

3.請務必分別按序排列，請勿用訂書機及十一孔袋裝釘，以利各項作業 

4.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個案報告表、主持人手冊、資料與安全性監測計畫及其他相關文件，請務必註明版本及生效

日期，以供計畫變更時區分版本。 

5.主持人若已向其它單位（如科技部、國衛院等）申請，請用同一版本計劃內容送本委員會申請審查，唯「中英文摘要」

需使用本委員會網站公告之版本。 

6.本委員會無法「追認」執行期限不符之人體試驗，委員會議不予核准，申請審查之主持人需自負責任。若該研究計劃

已獲得政府相關機構獎補助，仍應繳交全額審查費用。 

7.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准許試驗委託者為獎勵增加受試人數，而提供特定形式之轉介酬

勞，作為加速招募之誘因。(The Finder's Fee or Payment for the Referral of Patients to Clinical Research Studies  is 

unacceptable in CSMUH IRB.) 

8.送審特定醫療器材臨床試驗請參閱：醫療器材認定說明及 IRB 送審須知 

9.如為健保資料庫相關研究，注意事項請見附件，詳細文件參考衛生福利資料使用作業須知。 

10.如利用網路發放問卷可參考網路指引，並請於送審時檢附網路問卷自評表。 

11.(A)新案申請預計納入人數請填寫收案人數上限，當人數超收時則需提變更案及試驗偏差。 

   (B)若為廠商競爭型收案類型，全球總人數不變下本院預計納入人數超收，需盡速提變更案，變更案須於文件中補充

說明此案件為競爭型收案。 

12.以下為「多機構或多中心研究」送審通則，請參考： 

(A).多機構或多中心研究之總主持人(Investigator Chair)為試驗發起與管理者，依據 GCP 精神，應同時負擔試驗委託者職

責，需據實揭露利益衝突相關事宜。總主持人責任重大，應先尋找足夠資源，規劃撰寫可行、完善、符合科學的計畫書；

釐清參與研究者對研發成果、損害賠償等所涉及權利、責任、義務之分擔；研究進行中，尚須規劃與執行監測、稽核，

以確保研究科學品質；其本身還要具備協調整合資源、彙整分析資料與撰寫研發成果的能力，並履行保護受試者權益、

確保研究過程順利。此外，總主持人所屬機構稱為領導機構(Lead Site, Coordinating site, or coordinating center)，亦須負

責指揮、整合、調度、調節等連帶責任；尚須避免執行中，發生非預期中止或終止，損及研究對象權益及奉獻公益的善

心。 

(B).多機構或多中心研究，應請總主持人提供統一版本計畫書送審；而受試者或研究對象同意書(ICF)，建議依據本委員

會網站提供之範本撰寫或進行修改後，一併送審。ICF 應適當揭露計畫全貌，包括：多中心計畫之發起管理者（總主持

人及其機構）、受邀機構、全部預計收多少研究對象、本院預計收多少研究對象等項目。 

 

廠商合作、委託案件(含產學合作案)或主持人發起藥品器材、食品相關介入型研究之注意事項 

1. 需簽署四方合約(請逕送本院臨床試驗中心提供範本，歡迎參考使用。) ( 提醒您：請同步將契約書及執行申請表

送臨床試驗中心審查，以免延誤開 

2. 利益衝突聲明書(廠商版)歡迎廠商主動採用此聲明書(請參考臨床詴驗中心網站) 

3. 學術機構團體及其它醫院合作案件，需簽署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合作實施臨床試驗承諾書 

4. 產學合作案(已與中山醫學大學簽約)，需檢附免簽約申請表、研究場所同意書及廠商承諾書 

※免簽約申請表請檢附於第 28 項其他，廠商承諾書(食品、研究用人體檢體、中西藥品醫材及醫療技術及 

化粧品)請檢附至 17 項執行承諾書 

5. 主持人自行發起之醫藥產品、食品及相關器材介入型研究)需檢附利益衝突聲明書及切結書(藥品、化妝品、醫材及食

品)      

https://irbsystem.csh.org.tw/public_html/ProSystem/System/index.php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醫材送審相關/醫療器材認定說明及IRB送審須知.htm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免除表格/健保資料庫相關研究送審說明.docx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免除表格/衛生福利資料使用作業須知_0044697001.docx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同意書/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網路研究倫理審查指南.pdf
http://web.csh.org.tw/web/222040/?page_id=570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_212250-029-F-001_研究利益衝突聲明書(廠商版).docx
http://web.csh.org.tw/web/222040/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廠商承諾書/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_212250-011-F-012_食品類人體研究計畫廠商執行承諾書.doc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廠商承諾書/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_212250-011-F-011_研究用人體檢體、醫學影音、資料、紀錄、病歷等相關之研究計劃廠商執行承諾書.doc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廠商承諾書/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_212250-011-F-010_中西藥品、醫材及醫療技術研究計劃廠商執行承諾書.doc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廠商承諾書/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_212250-011-F-024_化粧品人體研究計畫廠商執行承諾書.doc


※※本院校或其他機構總主持人(Investigator Chair)發起特定產品或大型多中心研究，自己同時擔任試驗委託者

(Sponsor)，需另行提交臨床試驗管理小組討論，請備妥文件，請參考附件-特定產品或大型多中心研究說明。 

 

CIRB 案件注意事項 

(本院為副審中心送案者，請確認並同意以下 3 點，否則請改選其它途徑(Non C-IRB)送審) 

1. 送件前敬請檢視送審文件是否與之前送審原主審醫院全部相符；核對「委託廠商，CRO 公司、執行機構、委員會、

主持人、投訴專線等」，具名且正確；且需同時取得 IRB 許可函及與本院正式簽署契約後，方可開始執行試驗。 

2. 為避免意見往返，延宕時日；本委員會複審程序，僅針對「重大議題」，邀請台端回覆，一般文字勘誤修正及承諾

修正事宜，主持人仍須於收案前以修正案方式，送交委員會審理。 

3. 為符合衛福部規範，C-IRB 案件須限期完成審查程序，本委員會發出審查意見隔日起計算，務必於二個工作日內完

成回覆，逾時需額外繳交費用（請參閱 IRB 收費辦法、備註 10），敬請試驗委託者於送審前審慎評估，配合辦理。 

 

外院代審須知 

依據人體研究法，本委員會審查通過案件，尚須全程追蹤管理，非本院校主持人於其他機構執行之研究計畫，務必取得

其原任職機構及執行機構許可。請主持人優先向其隸屬任職機構設立之 IRB 送審；若該機構無設置 IRB，建議您所隸屬

任職機構(醫療院所、學校或其它)與本院正式簽署中山附醫 IRB 代審契約(洽臨床試驗中心)，以釐清權責。若屬個案，

仍以正式公文往返為宜，並載明：「本研究由○○機構委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監督

與查核」；請在研究對象同意書(ICF)內文加註該段文字，落實告知同。另，ICF 表頭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字樣，可

自行刪除，以免收納個案時，造成研究對象混淆。(備註：個案代審案件，需填妥「院外執行實地訪視同意書」。(請至

第 27 項下載，請機構或其研發處、教研部、醫研部用印) 

 

跨國廠商案件請參考使用 

藥品同意書摘要範本  

供參考使用【依據美國 Companion Q&As about the Revised Common Rule ：45 CFR 46.116】    

   

序號 新案相關文件(供參考，文件請至系統下載) 

1 送審文件清單 

2 文件繳交完成簽收表 

3 
審查費繳款單存根聯及收據影本 

繳款單及注意事項請參考審查費用 

4 

新案自評表  +  新案意見表 

網路問卷自評表(網路問卷必附)：如研究利用網路發放問卷，需另行檢附此份自評表，

網路指引供填寫參考。 

5 
簡易審查申請表 / 免除審查申請表 (視申請類別，CIRB需檢附簡審申請表) 

★如為全會審查此項免附 

6 

研究計畫新案申請書 

★CIRB案件此項可用 PTMS申請書；涉及輻射相關物質仍需填寫本院申請書 

※如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請下載生物安全檢核表送至生安會檢核。 

※如使用輻射設備或物質：CIRB案件請參照 PTMS申請書---如為選 B.C須同步送審輻

射委員會，其他案件請參照本院研究計畫申請書內說明，請下載人體研究輻射安全申

請書，送至輻射委員會(#32027)審核 

7 

研究場所同意書 

(請注意：中興院區非屬教學醫院，不得執行醫療法列管之人體詴驗，包括新藥、新醫

療器材與新醫療技術；其它一般學術研究案與已上市藥物 PMS等，仍可實施，但須經

中興院區院長或授權行政主管同意。廠商委託合作案若在中興院區執行或進行收案，

請比照辦理。)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特定產品或大型多中心研究案說明.htm
file://192.168.7.55/irb/%5bwww%5dirbwebsite/document/審查案件/表格下載/表格文件/新案文件/同意書/ICF摘要範本.docx
https://irbsystem.csh.org.tw/public_html/ProSystem/System/index.php


8 

受詴者同意書(範本) 

【內容(1)不得強調受詴者將可獲得免費醫療或費用補助；(2)不得強調臨床詴驗已經

衛生主管機關或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核准；(3)不得使用名額有限等文字等。……〔請

參閱︰衛署藥字第 0960317637號公告藥品臨床詴驗受詴者招募原則〕】(同意書，請務

必下載同意書查檢表勾選及簽名附在同意書後) 

同意書下載 (含 Waiver1 及 Waiver2) 

藥品臨床詴驗受詴者同意書  

食品人體研究對象同意書 

醫療器材臨床詴驗受詴者同意書 

醫療技術人體詴驗計畫接受詴驗者同意書  

人體檢體採集與資料分析研究同意書  

藥品臨床詴驗受詴者預篩同意書  

臨床研究受訪者問卷說明及同意書  

藥物基因學研究之受詴者同意書  

兒童受詴者同意書寫作範例  

其他研究同意書  

預先採集檢體同意書建議撰寫格式    

案例報告投稿個案同意書     

社會行為人文科學同意書(一般版) 

問卷研究部份，請參考：問卷簡易版及 IRB送審須知 

PMS藥品臨床詴驗受詴者同意書 ＋ 

前瞻式病歷調查研究同意書 (未來病歷) 

                                                                       其

它(申請免知情同意或免書面知情同意案件) 

 

Waiver 1 申請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自評暨審查意見表  Waiver of Informed Consent 

Waiver 2 申請免除受詴者同意的書面紀錄自評暨審查意見表  WAIVER OF 

DOCUMENT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or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FORM  (ICF)【※

備註：Waiver 2 係指以口頭、電話、或其他方式進行知情同意，但不須研究對象簽名。

申請此項，請主持人宜在申請書上，詳細說明知情同意程序，並儘可能設計檢附一份

告知說明書(給研究對象)，並在本申請表格內說明知情同意過程；若執行困難，亦請

說明緣由。】 

9 

同意書查檢表 (請附在同意書之後，不用與同意書合併) 

新藥查檢表 (研究為查驗登記案) 

臨床研究查檢表(臨床研究適用：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學術研究等) 

兒童查檢表 

社會行為人文科學同意(問卷專用)查檢表 

損害賠償諮詢單：受詴者損害賠償段落有更動者適用) 

10 

問卷(若需使用請務必檢附)可參考問卷同意書 

備註︰ 

l 一般「人體研究」或「臨床詴驗」使用之問卷，邀請受詴者或研究對象作答前，應

告知事項，請參閱前第 9項「臨床研究受訪者問卷說明及同意書」； 

2 人文社會行為科學之問卷，請參閱前第 9項「簡式問卷說明及 IRB 送審須知」簡言

之︰在邀請研究對象作答前，至少應在問卷首頁提供受詴者以下資訊：(1)-(6) 



11 

基本資料表  (產品介入案須檢附：藥品、醫材、化粧品、食品等) 

★CIRB案件可檢附本院或主審醫院版本 

 

12 

中英文摘要格式(一般版) 

中英文摘要格式(醫療器材版) 

1.中文摘要請務必使用本委員會提供範本格式，英文格式不拘。 

2.建議您檢附研究程序流程圖表(Flowchart and/or Event Schedule)，有助於案件通

過審查 

3.若以中文撰寫計畫書，僅需繳交中文摘要，得免附英文摘要 

13 

計劃書&參考文獻(計劃書請用本委員會建議內容格式) 

計劃書(一般版) 

計劃書(主持人自行發起藥品研究案適用) 

計劃書(醫療器材版含新醫療器材) 

若為衛生福利部列管之人體詴驗 (符合醫療法第八條規定)，請參考下列版本： 

新醫療技術 

新醫療器材  (為衛福部相關文件)     

體細胞療法 

基因療法主持人若已向其它單位（如衛生福利部、國健局、科技部、國衛院等）申請

計畫，必須用同一版本計畫內容，送本委員會申請審查（含經費預算表），唯「中英文

摘要」需使用本委員會網站公告之版本。送審文件之計畫書仍應以正式版本為主，「構

想書」歉難受理。 

14 

(A)藥品案件(藥品案件必須檢附，若屬本院常備用藥，無須藥劑科列管，亦請註明。) 

給藥流程說明（新制）+  (藥劑科經費確認部分，需檢附信件佐證) 

＊104年 2月 1日起適用 

新制收費表 (視需要，廠商委託案件如欲乙次躉繳費用始採用) 

(B) 特殊營養食品案件 

特殊營養食品配送流程圖(受詴者為本院住院病人之 特殊營養食品研究需填寫 ；特殊

營養食品係指營養素均衡或經營養素調整，提供特殊營養需求對象食用的完全營養配

方食品或單素配方食品。) 

15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參與研究團隊成員參加臨床詴驗相關訓練課程證書影本 

16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參與研究團隊成員最新履歷資料 

17 

招募文宣(廣告)(視需要使用)(撰寫參考) 

不得以「本研究計畫經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IRB審核通過」，作為廣告招攬內容。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准許詴驗委託者為獎勵增加受詴人數，

而提供特定形式之轉介酬勞，作為加速招募之誘因。(The Finder's Fee or Payment for 

the Referral of Patients to Clinical Research Studies is unacceptable in CSMUH 

IRB.) 

依據衛福部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9日 FDA藥字第 1070014500號函釋，人體研究招募廣

告公告方式與張貼地點之審理原則如下： 

(1)張貼「紙本」招募廣告之海報場所暫未設限，惟須取得該場所主管或管理人同意，

方可張貼。 

(2)張貼「網路」招募廣告之場所不得於高中以下校園、記者會及打工求職資訊分享為

目的之社群網站刊登 

(3)一般「人類研究」、「人體研究」之招募廣告，原則建議依前項辦理。 



備註： 

1.使用網路廣告及下列「新媒體」及「社群網路」，如：臉書(Face Book)、推特(Twitter)、

微信(WeChat)、通訊軟體(Line)等，本委員會原則上，暫不予以設限；為，需取得主

持人所屬機構及該刊登網站管理者同意，方得以為之。 

2.因前述新媒體，易被其他熱心網友利用於擴大解讀、渲染與連續散播，會使使用者

被動接收此廣告訊息。建請主持人加註：※本招募資訊內容，禁止網友修改及轉載，

以免衍生爭議或法律責任。 

18 

主持人執行承諾書(切結書) 

研究團隊財務利益與非財務關係申報表 

(可選，廠商委託合作案視個案需要，自行下載使用。依據衛福部 FDA藥字第_1031408236

號函辦理) 

欲修改內容將比照變更案收費，修改申請。 

19 

經費預算表(本院參考版本、科技部參考版本)  ----檢送 IRB不用簽章 

為符合人體研究法， --- 揭露研究經費贊助/補助來源 ---，送審案件請同時檢附「經

費預算表」。 經費預算表可依據原申請科技部、國衛院、衛生福利部等補/捐助計畫內

容之制式表格，其它廠商委託/合作案件，或主持人自行設計學術研究案件等，可以自

行決定使用 。 

20 個案報告表  請參考名詞解釋 

21 主持人手冊  請參考名詞解釋 

22 臨床詴驗保單(視需要)，計畫授權表(視需要)，廠商查核表(視需要) 

23 

廠商(藥商、醫材、食品製造商)許可執照(本國製造請檢附 PICS/GMP 或 cGMP證明)；

本國已上市藥品/醫療器材產品請檢附下列資料：本詴驗所有用藥，如詴驗藥，對照藥、

基礎用藥等廠牌、仿單及許可證，若未上市，請依衛生福利部規範 

24 本國已上市藥品/醫療器材產品請檢附許可證，若未上市，請依衛福部規範。 

25 

附件(請儘量檢附藥品/醫療器材/食品之產品相關資料) 

 

原產國上巿證明或同意進行臨床詴驗的證明、藥品(食品)特性資料、原料來源及產地

安全證明、CoA、前臨床詴驗資料、食品/藥品/醫材產品原仿單(說明書) 

 

※國內食品案件：食品類人體詴驗案件為確保受詴物之食用安全性，受詴物需交由符

合衛生安全之 GMP 工廠生產為確保受詴物之食用安全性。 

※國外進口食品案件：國外食品採申請制，需向衛生單位申請核准後，方能流通於市

面。(進口食品，如膠囊食品等進行詴驗，並無特殊規範，比照此原則辦理) 

健康食品許可證(已上市產品請檢附) 

26 

資料與安全性監測計畫 (視需要使用，詳看備註)（Data & Safety Monitoring Plan, 

DSMP）。 

備註： 

1. 醫療法第八條規範之「新藥、新醫療器材、新醫療技術」之人體詴驗。（如︰本國

未上市新成分，新複方新藥、新醫療器材之查驗登記與學術研究案，需提報衛生福利

部審查之新醫療技術案，必須使用(essential)；不含 BA/BE） 

2. 其他「新單位含量，新劑量，新劑型，使用途徑」等之新藥臨床詴驗，歡迎志願使

用。(optional) 

3. 案件牽涉易受傷害族群或本委員會裁定為高風險詴驗亦需檢附 

27 受詴者知情同意回饋評估表單(衛生福利部列管人體詴驗)、 



受詴者知情同意回饋評估表單(非衛生福利部列管研究計畫與一般學術案件適用) 

28 

其他(視需要，檢附其他相關資料) 

(1) 主持人自行發起之醫藥產品、食品及相關器材介入型研究)需檢附利益衝突聲明書

及切結書 

切結書(適用於主持人自行研發或合作開發中之醫療器材案件…等) 

切結書(適用於主持人自行研發或合作開發中之食品案件…等) 

 (委員要求時始檢附) 

(2) 院外執行實地訪視同意書 (代審案件需檢附) 

(3) 檢體列管查核表  (檢體如有出口國外或委員要求時需檢附) 

(4) 研究材料輸出國外擔保書. (廠商委託合作案適用，擔保書可接受自訂版本) 

(5) 主持人研究材料保護聲明書(視需要) 

(6) 病歷資料收集(大數據、資料探勘、人工智慧...等相關研究)登錄自評表 (適用於

具潛在商業利益、智慧財產之產品開發或目標不明確之研究與大量樣本資料蒐集、處

理) 

(7) 衛生福利部已核准公文或其他醫院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核准資料及審查過程

意見。 

(8) 曾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其他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提出相同計畫，其審查單

位對該計畫所做之重要決定。如為不核准或要求修改研究計劃計畫書之決定，應檢附

不核准之理由或要求修改之內容。 

29 
CIRB相關文件(主審新案、複審及廠商回覆、核准函及其他相關文件) 

★非 CIRB案件此項免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