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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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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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于婷 
周倩 
主任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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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提供何時及如何進行實地訪查的流程，以監測受訪案之研究的執行狀況，確

保研究品質及安全。 

 

2. 範圍 

適用於本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執行中研究計畫的實地訪查與監測事項。本委員

會視計畫之風險、性質、執行時間等，可不定期對執行中之研究計畫進行訪

查及監測作業。 

 

3. 職責 

3.1 治理中心 

3.1.1 負責實地訪查相關之行政事務 

3.1.2 協助委員進行實地訪查 

3.1.3 建議實地訪查案 

3.2 主任委員 

3.2.1 決定實地訪查案 

3.2.2 選派實地訪查委員 

3.3 委員 

3.3.1 建議審查及決議實地訪查案 

3.3.2 執行實地訪查 

3.3.3 填寫訪查報告並於審議會報告 

 

4. 作業流程 

4.1 實地訪查案件之決定 

凡案件具下列情況之一且經審議會決議進行追蹤訪查者： 
(1) 高風險或風險利益平衡在邊緣狀態之計畫。 
(2) 不易依循計畫執行，容易發生偏離之計畫。 
(3) 追蹤審查結果有重大問題之計畫。 
(4) 發生非預期嚴重不良事件須作進一步了解之計畫。 
(5) 發現有違研究倫理之計畫。 

4.2 實地訪查作業 

4.2.1 治理中心須先與訪查委員聯繫，詳詢訪查程序，包括訪查地點及時

間、審查資料及受訪人員，並了解審查所需時間。 

4.2.2 訪查前由治理中心聯絡主持人或其指派之聯絡人，交付須準備之文

件資料(附件一 實地查核評量自評表)及受訪談之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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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治理中心派員陪同訪查委員依所訂之訪查時程進行訪查。 

4.2.4 訪查項目乃依據審議會決議之訪查重點執行，勿作不必要之騷擾。 

4.3 後續行政作業 

4.3.1 治理中心須提醒訪查委員填報訪查紀錄(附件二 實地訪查監測表)，

請其於訪查後 3 個工作天送回治理中心。 

4.3.2 訪查報告呈主任委員批閱，並於下一次審議會中進行報告及討論，

並對訪查結果作出決議。 

4.3.3 主任委員批閱訪查結果時，若發現有危及研究參與者生命安全、心

理創傷、資料保管不當等情形，須要採取立即行動，於必要時由主

任委員召開臨時審議會進行緊急討論及決議。 
 
5. 流程圖 

 

 

 

 

 

 

 

 

 

 

6. 附件 

附件一 實地查核評量自評表 

附件二 實地訪查監測表 

程序內容 負責人員 

實地訪查案件之決定 審議會 

實地訪查作業 委員、治理中心 

治理中心 後續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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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實地查核評量自評表 
送審編號： 實地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研究機構： 經費來源： 

預期受試者人數： 實際受試者人數： 

中途退出人數(原因)：  

1.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義務、授權與管理(請主持人儘量撥冗到場說明，是否有訓練證明、並瞭解相關規定？詢問

計畫主持人計畫內容，若有試驗委託者（如衛生福利部、國衛院、科技部等）請準備契約書備查。) 
□特優 □良好 □普通 □稍差 □極差 □不適用 

2.所有計畫書及核准文件 

相關文件 版本/日期 核准日 

研究計畫書   

參與者同意書   

文宣   

其他：   
 

3.參與者同意書 

3.1 所有個案實際使用版本是否和 IRB 核准版本相同？ 

□是 □否 □不適用 

3.2 簽署受試者同意書是否在 IRB 及/或衛生署核准之後及試驗開始之前？ 

□是 □否 □不適用 

4.研究對象保護 

4.1 納入條件與排除條件是否符合計畫書規定？ 

□是 □否 □不適用 

4.2 所有記錄保存(含實驗室工作日誌、研究對象之名冊、同意書、即研究記錄檔案等)是否妥善保管？

重要文件是否上鎖？ 

□是 □否 □不適用。請說明保存方式： 

4.3 重要文件是否上鎖？ 

□是 □否 □不適用。 

4.4 研究對象隱私與權益的保護 

請說明： 

5.研究機構設備是否足夠？ 

□是 □否 □不適用。 

6.整體計畫執行及偏差(提供或說明自我品管監測)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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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已經本人確認無誤。若有需要願提供所需的所有相關資訊給委員會，以確保受試者權益之

審核。 

主持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日期：西元 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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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實地訪視監測表 
送審編號  實地訪視日期 106年月日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電話  

研究機構  

預期受試者人數  實際受試者人數  

1. 研究機構設備是否足夠？ 

□是 □否 □不適用 

評論： 

2. 參與者同意書是否為最新版本？ 

□是 □否 □不適用 

評論： 

3. 是否有發現未依規定通報之嚴重不良反應事件？ 

□是 □否 □不適用 

評論： 

4. 是否有未依規定通報之試驗偏差事件？ 

□是 □否 □不適用 

評論： 

5. 是否有發現個案報告表紀錄與病歷不吻合？ 

□是 □否 □不適用 

評論： 

6. 研究資料和研究用藥/器材是否上鎖？ 

□是 □否 □不適用 

評論： 

7. 是否發現參與計畫之參與者未受到良好的保護？ 

□是 □否 □不適用 

評論： 

8. 任何此次實地訪察所碰到的困難或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是 □否 □不適用 請詳述： 

其他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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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監測結果： 

□ 【通過】：通過此次實地訪查，不須對查核結果提出說明。 

□ 【書面說明後複審】：書面說明後，經原主審委員審查。 

□ 【書面說明後提會】：書面說明後，提委員會下次會議討論。 

□ 【書面說明後再次訪查】：書面說明後，再次實地訪視。 

□ 【不通過】：□ 暫停計畫 

□ 終止計畫 

 

委員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