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需要申請IRB嗎？

人體研究法(100年12月28日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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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會「用到個
人資料或檢體」
或希望「透過研
究對象有互動產
生資料」，就是
「人體研究」，
就需要申請喔！



誰可以申請IRB呢？

1. 本校專兼任教職員
2. 委託本校代審機構：東吳大學、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警察大學、中國文

化大學

【申請時數規定】

計畫主持人(含共/協同)及學生論文的學生須具備最近2年

內6小時訓練證明

實際執行知情同意之研究相關人員須具備最近2年內4小時訓練證明



我是送IRB-A還是IRB-B？

所有IRB審查申請案都是由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進行收案與分案

計畫申請人可於取得案件編號後確認是由哪一個審查會進行審查

舉例：NYCUOOOOOOAE→表示由審查會A承辦

NYCUOOOOOOBE→表示由審查會B承辦

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
治理中心收案

治理中心人員進行
文件檢核

治理中心主任依審
查案件分派審查會

分案件至所屬委員會

新 案 送 審 送 審 程 序



IRB訓練時數不足怎麼辦?

記得填妥「承諾書」，並於規定期限內補齊。

計畫主持人或共(協)同主持人補齊後，才可核發人體研究證明書

其他研究人員須於計畫執行前補齊

http://ord.web.ym.edu.tw/files/90-1141-6.php


我該申請哪一種審查程序?

審查程序是依照「風險類別」：

一.大於「微小風險」之研究：適用「一般審查」，需經審查會多
數決通過（審查會每兩個月開會一次）

二.「微小風險」之研究：適用「簡易審查」，通常兩名審委通過。

三. 符合衛福部「免審」類型：行政審查後，免除後續持續審查。

認定風險依據有哪些?

一.主要法源：人體研究法
二.免除審查：衛生福利部公告的「得免倫理審查會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
三.簡易審查範圍：衛生福利部公告的「得簡易程序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
四.一般審查：非二、三範圍的案件都是喔~~

適用何種審查程序，『微小風險』需符合

衛福部允許簡審所列的項目。

注意：我們無法受理涉及新藥品、新醫療器材、新醫療
技術、 BA/BE 的研究計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176
https://irb.nycu.edu.tw/img/laws/1010127203_1.doc
https://irb.nycu.edu.tw/img/laws/1010127203_2.doc


衛福部針對各類審查程序的規定

相關辦法可至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網站查閱
https://irb.nycu.edu.tw/law.aspx

https://irb.nycu.edu.tw/law.aspx


新案申請

申請表裡頭的資訊，通常是IRB的審查重點，填寫清楚確實，有
助於加速審查流程，假如不清楚表格怎麼填，請參考接下來的提
醒或來電詢問。

IRB-A：02-28267000#66378(羅小姐)或66377(李小姐)

IRB-B：03-5712121#53270(賴小姐)或31549(劉小姐)



NYCUeIRB登入方式

§校內同仁請從本校單一入口網登入§

NYCUeIRB入口畫面 /網址：https://nycueirb.nycu.edu.tw/

https://nycueirb.nycu.edu.tw/


帳號開通



申請步驟
1. 選擇角色，例如「計畫主持人」
2. 點選「計畫申請暨審查作業」
3. 點選「新增計畫案」

O&A
Q1:  誰可以建立案件？
→具有系統帳號的人均可建立新案
Q2: 建立的人可以送件嗎？
→只有案件中的計畫主持人可以送
件
Q3: 若有共(協)同計畫主持人也需
要有帳號嗎？
→需要，因申請表中的人員是以帳
號帶入相關資訊

1. 角色→計

畫主持人

2. 計畫申請

計審查作業

3. 新增計畫

案



 功能列角色→計畫主持人
 功能列角色→助理/共(協)同主持人

記得填入計畫主持人帳號(校內人員即
為員工編號)



案件相關人：是指有
權限使用本系統編輯
本計畫申請內容的人
員

小提醒：
1. 所有研究團隊成員均須簽署

研究團隊切結書
2. 時數不足之團隊成員須簽署

承諾書



更新簡歷/時數
等維護資料

鍵入新增人員帳號，
並點選「帶入/更新
資訊」，以帶入該
員維護資料

 請注意前頁所提的「案
件相關人」設定與此頁
申請表所列的「研究團
隊成員」不會完全同步
變更，如有變動，請自
行調整。

 本案各式通知除了寄給
計畫主持人外，也會同
時寄給申請表中所列的
「計畫聯絡人」

1. 該員若為收案人員請記得勾選
2. 若為該員的學生論文請勾選



申請若為簡易審查不要
忘記填評檢A.B表

 依照您的研究計畫風險做勾選
 一般審查須注意本校無法受理新藥、

新醫療器材、新醫療技術、BA/BE計
畫

 簡易審查須符合「衛福部的簡審條件」
 免審須符合「衛福部的免審條件」

委員會還是可更動申請風險

https://ord.nycu.edu.tw/irb/regulation
https://ord.nycu.edu.tw/irb/regulation


因應雙邊整合增加經費來源可選擇機構

審查案通過後將配合所選之項目及內容開立核准證明之執行效期。
舉例：案件於2022年11月14日審查通過，追蹤查核頻率為12個月
選(1)之效期為：2022年11月14日至2023年11月13日。
選(2)之效期為：申請表寫明開始執行為2023年2月1日，則效期為
2023年2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請注意則本計畫須於2023年2
月1日起方可執行。

請注意：不論選(1)或(2)，核准效期均無法回溯，故即便選(2)，但
審查通過之日期晚於PI所提供之日期，即會以審查通過之日期為效
期的起始日期。



這裡是讓審查委員可以快速瞭解您研究的地方!因此請清楚簡要地說明研究內容及設
計、方法喔!

新增研究項目類別供申請人勾選



「多年期計畫」如各年度的研究
模式不同，可於項目後備註所屬
年度。

是自己做研究還是有
跟其他單位合作呢?

新增選項如沒有進行相關研究模式，
請勾選其他，並說明“無”。

有沒有在其他醫療院所收案?
有的話!!!記得要取得該院的IRB同意函
喔~



 請確實填寫樣本數，可以估寬一點，收案時若要增加收案人數，要
先申請變更才可超過，若有分社區跟其他機構下方也要填寫喔~

 “不要忘記”排除與納入條件(請確認與計畫書及同意書所寫一致)
 如果是多年期計畫，建議分年填寫~

填寫資料收集方法小技巧→盡量用白話說明、多利用條列式敘述!特別是跟受試者
有關的程序：包含如：收案方式，檢體採集、施測頻率、樣本估算…等說明得越
清楚，審查委員越了解你的研究，就可以加速審查過程喔!

例如：計畫將透過B人員與OOO里的里長先進行溝通，於OOO里民活動中心進
行受試者招募活動，並另外於該里公佈欄張貼招募廣告，願意參加的受試者將由
A人員確認是否符合納入條件並於OOO地點進行約10分鐘的知情同意，研究程序
如下：
1.由A人員進行20分鐘的問卷評估，評估內容包含aaa、bbb內容。
2.由B人員進行每周1次的ccc檢測評估，每次耗時30分鐘，將持續3周。



有無涉及易受傷害
族群??

有的話要記得要寫納
入說明及保護措施喔!!!

假如有的話，
別忘了提供海
報或廣告樣張

有無使用衛福部資料??

假如有的話，請提供廣告樣張供審查，並請說明將張貼的
網站及類型（為了避免受試者低估研究風險，請不要張貼
在有打工或交易性質的版面，例如PTT打工版或陽明貿易
港）



海報或廣告樣張~內容要有那些呢???
計畫主持人姓名及地址。

計畫機構名稱及地址。

計畫目的或試驗概況。

主要納入條件及排除條件。

計畫之預期效益。

受試者應配合之事項。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招募廣告刊登須加註核准及廣告文件版本日期，轉載(貼)不得修改內容。(1101026修訂)

~~~請記得招募廣告不可以~~~
 宣稱療效
 可獲得免費醫療
 使用名額有限、即將截止或立即聯繫以免向隅等文字
 使用含有強制、引誘或鼓勵性質之圖表、圖片或符號
…等(可參考110.10.26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臨床試驗受試者招募原則」)



原則上請受試者接受介入或使用受試者
個資，都需要得到對方同意，除非有特
殊狀況。而視研究需求與性質，受試者
同意有以下四種情況：
A.取得書面知情同意

→撰寫本校“研究對象同意書文件”
→同意書格式文件都有“備註說明文
字”可以參考喔!!

B.申請免除同意書的書面，僅取得受試者
口頭同意

→視研究之風險及隱私等因素而定
→有時需另附解說研究的“說明文件”
→若受試者想要簽署同意書，還是可
以喔!!

C.申請完全免除取得知情同意
→“一定要”符合表單所列的任一條
件才可以申請這項喔!!

D.未成年人之研究申請免除其父母同意
→部分研究因研究目的與內容限制可
能不適合取得父母同意才適用

知
情
同
意
取
得
方
式
要
注
意
喔



「有補助」請記得在
同意書的權利項下加
入說明~~

假如研究結束後，還要保留
做研究，請填寫「未來要從
事的研究方向」，例如何種
疾病或評估的研究，並且在
同意書說明。

請根據您的狀況，確實填寫由誰、
透過什麼方式、多久後，在哪裡
保存/銷毀研究資料/檢體

貼心提醒!!
「研究對象同意書」的保存
年限及銷毀方式務必填寫並
須與申請表相同，時間到請
確實銷毀

「計畫主持人」點下「儲存」後
即會帶入主持人姓名及日期
 只有主持人點選儲存後，此處

才會出現計畫主持人的簽名

以下說明的各項內容，在表格內大部分都有“淺藍
色字體”的撰寫說明~~~大家可以多加參考!!

超出原始同意
範圍，將來要
再利用，要重
新取得同意喔!



研究對象同意書填寫

同意書是您跟參與者的溝通工具

以下，我們根據過去審查同意書的經驗，提醒您一些同意書寫作的要領，
希望有助於您跟參與者的溝通，也希望讓您送審更順利。





請注意有無收取「檢體」，若無
請刪除「檢體」相關字樣。

本點內容主要是告知受試者其提供的研究
資料或檢體，計畫主持人將如何運用、保
存、保存多久，保存期限到後，會如何處
理。
相關內容應與申請表一致。
若研究計畫無收取檢體，請將表格內
「檢體」字樣刪除，避免受試者誤會。



Q：如果計畫本身沒有要留存研究資料或檢體，
還需要讓受試者勾選嗎？
A：如果計畫本身於結束後沒有要留存檢體或
研究資料，那麼此段可改為敘述的方式，直接
告知受試者。
例如：本研究於計畫結束後，所有研究資料將
直接由計畫主持人銷毀，紙本資料以碎紙機絞
碎，電子資料則將儲存資料的硬碟格式化，藉
以保護您的個人資料，如果你有任何疑問也可
與計畫主持人聯絡(電話：02-12345678)。

 請依照研究計畫的設計，選擇符合需求的敘述
方式，其中範本內的說明文字，如：《研究計
畫主持人對您的評價》、 《主管對您的升遷或
考核》…等，可依照研究計畫的實際狀況做填
寫或修改。

 「寫法一」跟「寫法二」最大的差別在於，一
個可讓受試者自己決定，一個是直接告知受試
者中途退出的檢體或資料處理方式。
→若選擇寫法二，收案時若受試者不同意，
則就不應收取該名受試者作為參與研究的對象。

此二點內容需與申請表第18點一致，
特別是「未來將從事OOO研究之用」
及研究結束後之「保存年限」



 若是多機構合作的研究計畫，請先確認其
研究成果、智慧財產或商業利益等之歸屬
權，是否有需要增列其他合作機構作為上
述產生利益時的共享人，如果有需要，亦
須事先告知受試者，取得同意。

為避免受試者在參與計畫過程中臨
時需與研究團隊聯繫，請提供受試
者可24小時聯絡到之電話。



研究說明者須充分解釋確認
受試者已理解，沒有其他問
題在於(一)簽名。



見證人不可
以是研究團
隊成員喔!!

主持人請於受試者簽名後，確
認受試者沒有其他問題且符合
收案條件後，於（四）處簽名。



特別提醒

★依教育部查核辦公室說明，研究對象同意書至少應保存至原定(經
IRB/REC核准)之保存期限，計畫主持人/研究團隊不應於期限屆至前因
任何理由自行銷毀。

★研究說明者於說明完當下簽署知情同意書，計畫主持人則須確認收案對
象符合研究收案條件，並已完全了解其個人權益及應配合事項，故應於
受試者簽署後再簽名(親簽)。

★請使用本審查會核定之受試者同意書(含騎縫章)進行收案。
→假如有變更，記得要「事先」申請才能使用變更後的同意書收案



系統中文件形式分為「線上表單填寫」
及「上傳PDF檔」。



確認後，請於「下一步動作」
1.選取「初審送出【將送行政人員】」
2. 點選「確認」
→即完成案件送出。

文件或簽署有缺漏，系統會自
動提醒，補正後才能送出

送出前請「計畫主持人」再次確認：

1. 所有申請文件均已完備

2. 所有“必須”線上簽名的文件
已簽署完畢



「計畫案追蹤查閱」可查詢案件狀態，若
有需要補件、回覆或結果通知，會通過主
持人及計畫聯絡人常用電子信箱進行聯絡。



送醫院審查的案件是否需要送學校呢？

本校專任教師以兼聘身分於臺北榮
民總醫院執行人體研究計畫

本校專任教師與臺北榮民總醫院醫
師合作執行人體研究計畫

計畫請送臺北榮民總醫院人
體試驗委員會審查

取得臺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
員會同意後，請將相關文件影本
乙份，送本校人體研究暨倫理委

員會備查。

依人體研究法規定，機構對於所屬人員的人體研究計畫有監督、管理、查
核及研究對象權益保障的責任，因此只要涉及人體研究之研究案，計畫主
持人除送收案機構審查外，亦須送本校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

本校專任教師以兼聘身分於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執行人體研究計畫

本校專任教師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醫
師合作執行人體研究計畫

計畫請送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體
試驗委員會審查

取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體試驗委
員會同意後，請將相關文件影本乙
份，送本校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

備查。



• 請將北榮或市聯醫核准之核准證明、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等相關文
件上傳至校外審查案資訊維護，並請填妥計畫期限、核准有效期間。

• 日後該案件如有相關後續追蹤核准證明文件，亦請上系統更新。



為什麼有時候案件審查好久？
無論您在寫作過程或審查過程修改幾次，送審前「申
請表」、「受試者/參與者同意書」、「計畫書」三份
文件記得確認是否一致，特別是下列資訊：

計畫成員

納入與排除條件

收案方法在部分文件未提及或不完整

收案地點

收案人數

提供受試者的禮品或金錢未載明於同意書的「權利」
下

審查委員挑出不一致以
後，再送回主持人修改，
會延誤審查通過的時間，
請事先仔細確認

★一般審查案依規定須送入IRB大會(2個月1次)，請特別注意送件
時程及委員會收件期限(相關資訊公告於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網頁)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核准函？
不同風險類型審查所需時間也不同
 一般審查

→因為最終需經IRB大會通過，且開會前審查委員跟主持人通常至
少需經1-2回合的審查意見回覆，因此通常共需2個月 (大會為兩個

月開一次)!!

→最近一次IRB開會日期及對應的截止收件日請參考本校人體與行
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公告

 簡易審查

→依申請案內容及相關資料完整度，約30個工作天。

 免審審查

→依申請案內容及相關資料完整度，約7個工作日。

通常至少開會日期8周前送件，才來得及該次開會審議通過

上述時間僅供參考，申請文件說明越清楚明確，通常
審查越快~建議儘早送件

https://irb.nycu.edu.tw/announce_01.aspx


案件類別 校內人員 校外人員

免審審查
2,000元

(減免後為600元)
2,500元

簡易審查
5,000元

(減免後為1500元)
16,000元

一般審查
5,000元

(不得減免)
18,000元

變更審查
1,000元

(每案首次變更免費)
2,500元

審查費



繳費單要在哪裡下載呢？

取得案件編號後可於「計畫案追蹤查閱」中下載，繳費方式請依照繳費單之指示進行繳費。



執行時常犯錯誤

拿到IRB許可了！
但是為了避免事後持續審查遇到問題，執行時請避免以下的
錯誤!!



「同意書」簽署常犯的錯誤

 同意書的目的是證明：

 研究團隊有向受試者說明並徵詢參與意願

 受試者確實「同意」參與研究

 需由「主持人」「受試者」及「取得同意人」簽名為證，並寫下日期以方便日後查證。

 假如主持團隊無法於簽署時現場解說，或收案方式有其他特殊性：

 請在申請表清楚說明，以取得IRB許可，

 執行後才發現，也請先申請變更再用新的方式收案。

 假如受試者為未成年或意思能力不健全者，需取得「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
助人或有同意權人」同意，請記得請相關人員簽署研究對象同意書。

 如需見證人時，請注意不該人能為研究相關人員喔!

→記得簽名下方的「日期」欄位為必填喔!!!

• 主持人簽署日期與受試者簽署日期差了一個月以上!
• 未成年人參與研究，法定代理人沒有簽名!
• 「主持人」欄位沒有簽名!



有任何異動一定要先向IRB提出「變更申請」

 IRB審查的目的，除了保護受試者免於不合理的風險以外，也是在建立研究社群
的責信，因此通過審查的案件，如果後續需要在研究內容上進行任何變動，不論
變動幅度大小，變動前都應該要提出變更申請，包含：

 計畫成員變動、

 收案地點、收案人數異動、

 問卷內容增修…

→請注意，每件審查案可以接受的變動幅度還是有範圍限制，審查會將依照變動的

內容或項目，重新評估對受試者風險影響狀況，若評估可能造成的風險過大，
審查會還是可以判定要另外以新案送審喔~



IRB 許可即將到期，想要繼續收案？！



各類IRB申請關係圖

新案

變更

結案
展延

非例行
性查核

後續追蹤偏離/不
良事件

通報



後續追蹤系統操作畫面

2

1



YM001E

YM088E

研究計畫001中文名稱

研究計畫088中文名稱

2099-12-
31

2099-12-
31

3

點選要申請的報告，系統會自動帶出送審清單。

1. 計畫申請

暨審查作業

2. 新增各類

報告
3. 點選報告



IRB-A辦公室位置：
致和樓2樓201室

專線：
02-2823-9753

後續追蹤：李文貽
校內分機：66377
電子信箱：
wenyi@nycu.edu.tw

新案申請：羅偉慈
校內分機：66378
電子信箱：
weitzu@nycu.edu.tw

「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陽明校區)」
位置：陽明校區致和樓2樓201室



「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光復校區) 」

位置：光復校區工程五館1樓137室

賴于婷
校內分機：53270
電子信箱：
laiyuting@nycu.edu.tw

劉盈嘉
校內分機：31549
電子信箱：
yingchia@nycu.edu.tw



謝謝聆聽

如有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