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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修訂紀錄 

版本 
修訂日期/ 

通過會議 
修訂說明 負責人員 核准者 

01 
110.03.18/ 

110 年第 1 次會議 

1. 因應自 110 年 2 月 1 日

起「國立交通大學」與

「國立陽明大學」合校

後，機構全銜異動為「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全文

修正內容有關機構全銜

之名。 

2. 修訂：附件一。 

賴于婷 

周倩 

主任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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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提供本委員會對已核准之研究計畫展延處理及審查之指引。 

 

2. 範圍 

適用於本委員會已核准通過且申請展延之研究計畫案。 

 

3. 職責 

3.1 治理中心 

負責處理研究計畫展延案之行政業務。 

3.2 主任委員 

負責選派審查委員。 

3.3 委員 

負責審查相關案件。 

 

4. 作業流程 

4.1 計畫若因需要而展延，得於研究計畫執行期限屆期前一個月內，填寫「變更申請

書」申請展延，並說明預期展延期限之原因。 

4.2 若經由期中報告申請計畫展延，其流程如期中報告；若經由變更案申請計畫展延，

其流程如變更案。 

4.3 展延核可後，計畫主持人仍應依本委員會「追蹤審查」及「結案報告審查」等程

序，辦理後續審查。 

5. 附件 

附件一 同意展延研究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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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同意展延研究證明書 

計畫名稱： 
送審編號：NYCU-REC-OOO-OOO 
計畫書版本及日期：第 O版，20OO/OO/OO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版本及日期：第 O版，20OO/OO/OO 
主 持 人：OOO 
執行機構： 
通過日期：1OO年 OO月 OO日 
核准執行日期：1OO年 OO月 OO日 至 1OO年 OO月 OO日 
 

計畫在執行期間計畫內容若欲進行變更，須先向本委員會提出變更申請。若研究參與者在研究

期間發生嚴重不良事件，主持人須依相關法律規定立即向各有關單位及本委員會報告。請依照

本委員會規定時限繳交期中(3、6、12 個月)及結案報告(結案後 3 個月內)。一年內結案之研究
計畫，免繳期中報告，僅需繳交結案報告即可。 

主任委員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for Human Subject Protectio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Certification of Approval 

The Committee has approved the following proposal: 
Title:  
Application Number: NYCU-REC-OOO-OOO 
Principle Investigator: OOO, OOO-OOO 
Affiliation:  
Protocol Version and Date: vO, 20OO/OO/OO 
Informed Consent Form Version and Date: vO, 20OO/OO/OO 
Date of Approval: OOOO OO, 20OO 
Valid Duration: OOOO OO, 201OO~ OOOO OO, 20OO 
 

You are reminded that a change in protocol in this project requires its resubmission to the Committee. Also,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must report to the Chairperson of the Committee promptly, and in writing, any unanticipated 
problems involving risks to the subjects. As required by REC, provide a Progressing Report within3, 6, 12 months after the 
start of the trial and a Final Report within 3 month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Progressing report is not applicable 
for studies concluded within 12 months. 

Chairper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