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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臨床試驗

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民法 損害賠償 民法：損害賠償

 刑法：傷害、過失 刑法：傷害 過失

醫療法(2009.05.20) 

醫療法施行細則(2010.03.12) 

全民健康保險法 (2005 5 18)全民健康保險法 (2005.5.18)
-第39條：人體試驗費用不在本保險

給付範圍給付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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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個人資料保護法 (2010 5 26) 個人資料保護法 (2010.5.26)

 個人資料保護法[840712-990427]第六條

 第六條
 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 處理或利用 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不得蒐集、處理或利用。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律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履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二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履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且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

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處
理或利用之個人資料。
前項第四款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利用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應 前項第四款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利用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個人資料保護法 (2010 5 26) 個人資料保護法 (2010.5.26)

 被引用條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01829)個人資料保護法(01829)
 第十五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六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

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三、對當事人權益無侵害。
 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六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六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令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意圖營利犯前項之罪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令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六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規定限制國際傳輸之命令或處分。

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人體試驗管理辦法(2009 12 14) 人體試驗管理辦法(2009.12.14)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2011.01.26修正第29、

30條)30條)
• 人體生物資料庫設置許可管理辦法

• 人體生物資料庫商業運用利益回饋辦法

• 人體生物資料庫資訊安全規範

• 人體生物資料庫設置申請須知

 人體研究法(2011.12.28):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人體研究法(2011.12.28):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1401  號令；
制定公布全文 26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人體研究法人體研究法

人體研究法第人體研究法第33條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行政院衛生署。本法之主管機關為行政院衛生署。

 人體研究之監督、查核、管理、處分及研究對象權益保障等事項人體研究之監督、查核、管理、處分及研究對象權益保障等事項
由主持人體研究者（以下簡稱研究主持人）所屬機關（構）由主持人體研究者（以下簡稱研究主持人）所屬機關（構），由主持人體研究者（以下簡稱研究主持人）所屬機關（構）、，由主持人體研究者（以下簡稱研究主持人）所屬機關（構）、

學校、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研究機構）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學校、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研究機構）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管轄。關管轄。

人體研究法第人體研究法第1818條條人體研究法第人體研究法第1818條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審查會，並公布其結果。
前項之查核，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專業機構、團體
辦理。辦理。
審查會未經查核通過者，不得審查研究計畫。

依據教育部101年2月8日臺醫字第1010020947號函轉行政院衛生署101年2月6日衛署醫字第1010260239號函暨101年2月29日
台灣師範大學人體試驗暨倫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2010 07 19修正）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2010.07.19修正）
 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2007.09）
醫療器材優良臨床試驗基準（2007 05 17修正） 醫療器材優良臨床試驗基準（2007.05.17修正）

 臨床試驗受試者招募原則（2007.06.06）
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 修 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2006.08.18修
正）
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 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
2003.11.12修正）

 醫療機構審查會得簡易審查案件範圍（2011 06 14新 醫療機構審查會得簡易審查案件範圍（2011.06.14新
修訂）

 人體器官、組織及細胞輸入輸出申請表（2005.11）（ ）

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 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2007.07.17）

 基因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2002.09.13）

 新醫療技術人體試驗計畫作業規範

 新醫療技術（新醫療技術合併新醫療器材）人體試 新醫療技術（新醫療技術合併新醫療器材）人體試
驗計畫申請資料查檢表（2009）

體細胞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2003 11 04） 體細胞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2003.11.04）

 體細胞治療基因治療人體試驗計畫申請資料查檢表
（ ）（2009）



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基準 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基準
(2006.5.17)

 銜接性試驗基準(2005.5.29)
 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基準 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基準

(2002.8.23)
小兒族群的藥動學試驗基準 (2002 7 23) 小兒族群的藥動學試驗基準 (2002.7.23)

 年老病患的藥品臨床試驗基準 (2001.8.7)
 肝功能不全病患的藥動學試驗基準

(2001.8.23)( )

國內法規國內法規

癌症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 癌症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1999.12.15)

 感染症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1999 10 25) 感染症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1999.10.25)

 內分泌及新陳代謝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
(1999 12 21)(1999.12.21)

 植物抽取新藥臨床試驗基準(2000.3.21)植物抽取新藥臨床試驗基準( )

 核醫放射性藥品臨床試驗基準(1999.5.14)

心血管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 心血管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 (1999.10.1)



人體研究法人體研究法

人體研究法第人體研究法第2424條條

研究機構或其所屬之研究主持人、其他成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研究機構或其所屬之研究主持人、其他成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該研究機構新臺幣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該研究機構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命其中止或終止研究：以下罰鍰，並得命其中止或終止研究：以下罰鍰，並得命其中止或終止研究：以下罰鍰，並得命其中止或終止研究：

一、違反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一、違反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

二、二、違反第十四條規定，未以可理解方式告知各該事項，違反第十四條規定，未以可理解方式告知各該事項，二二 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未以可理解方式告知各該事項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未以可理解方式告知各該事項
或以強制、利誘或其他不當方式取得同意。或以強制、利誘或其他不當方式取得同意。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六條規定，對審查通過之研究未為必要之監督。四、違反第十六條規定，對審查通過之研究未為必要之監督。

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將研究材料提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將研究材料提
供國外使用。供國外使用。供國外使用。供國外使用。

六、違反第二十條規定，妨礙、拒絕或規避查核或提供資料。六、違反第二十條規定，妨礙、拒絕或規避查核或提供資料。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洩露因業務知悉研究對象之秘密或與研七、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洩露因業務知悉研究對象之秘密或與研
究對象有關之資訊。究對象有關之資訊。



人體研究法人體研究法

人體研究法第人體研究法第2222條條

研究機構所屬之研究主持人或其他成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中研究機構所屬之研究主持人或其他成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該研究機構新臺幣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該研究機構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以下罰鍰：以下罰鍰：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九條或第十條規定，一、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九條或第十條規定，執行應執行應
經審查會審查而未審查通過之研究經審查會審查而未審查通過之研究經審查會審查而未審查通過之研究。經審查會審查而未審查通過之研究。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於研究結束或保存期限屆至後，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於研究結束或保存期限屆至後，
銷毀未去連結之研究材料。銷毀未去連結之研究材料。銷毀未去連結之研究材料銷毀未去連結之研究材料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使用未去連結之研究材料，逾越原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使用未去連結之研究材料，逾越原
始同意範圍時，未再辦理審查、告知及取得同意之程序。始同意範圍時，未再辦理審查、告知及取得同意之程序。

四 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研究材料提供國外使用未取得研究四 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研究材料提供國外使用未取得研究四、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研究材料提供國外使用未取得研究四、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研究材料提供國外使用未取得研究
對象之書面同意。對象之書面同意。

有前項各款情形，其情節重大者，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令其終有前項各款情形，其情節重大者，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令其終
止研究，並得公布研究機構名稱。止研究，並得公布研究機構名稱。

人體研究法人體研究法

人體研究法第人體研究法第2525條條

研究機構經依研究機構經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或或前條前條規定規定
處罰者 併處該研究主持人或所屬處罰者 併處該研究主持人或所屬處罰者，併處該研究主持人或所屬處罰者，併處該研究主持人或所屬
成員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其情節成員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其情節
重大者，受處分人於處分確定後，重大者，受處分人於處分確定後，
一年內不得申請政府機關或政府捐一年內不得申請政府機關或政府捐一年內不得申請政府機關或政府捐一年內不得申請政府機關或政府捐
助成立之財團法人研究經費補助。助成立之財團法人研究經費補助。



人體研究法人體研究法
人體研究法第人體研究法第1717條條 第二項第二項

審查會發現研究計畫有下列情事審查會發現研究計畫有下列情事
之一者，得令其中止並限期改之一者，得令其中止並限期改

人體研究法第17條第三項
研究計畫完成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審查會應進行調查，並通報研究機之一者，得令其中止並限期改之一者，得令其中止並限期改

善，或終止其研究，並應通報善，或終止其研究，並應通報
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機關：

審查會應進行調查，並通報研究機
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嚴重晚發性不良事件。

有違反法規或計畫機關：機關：

一、一、未依規定經審查會未依規定經審查會
通過 自行變更研究通過 自行變更研究

二、有違反法規或計畫
內容之情事。
三 嚴重影響研究對象權益之情事通過，自行變更研究通過，自行變更研究

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二 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益或安二 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益或安

三、嚴重影響研究對象權益之情事。

二、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益或安二、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益或安
全之事實。全之事實。

三、不良事件之發生頻率或嚴重三、不良事件之發生頻率或嚴重
程度顯有異常。程度顯有異常。

四、有事實足認研究計畫已無必四、有事實足認研究計畫已無必
要。要。要。要。

五、發生其他影響研究風險與利五、發生其他影響研究風險與利
益評估之情事。益評估之情事。

人體研究法人體研究法

人體研究法第人體研究法第2323條條

研究機構審查會或獨立審查會違反下列規定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研究機構審查會或獨立審查會違反下列規定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處該研究機構或獨立審查會業主管機關處該研究機構或獨立審查會新臺幣六萬元以新臺幣六萬元以
上六十萬上六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令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正者，元以下罰鍰，並應令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正者，

得命其得命其解散審查會解散審查會；情節重大者，；情節重大者，處一個月以上處一個月以上得命其得命其解散審查會解散審查會；情節重大者；情節重大者 處一個月以上處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停止審查處分一年以下停止審查處分：：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第三項所定審查會審查程序與範圍、利益迴避原則二、違反第七條第三項所定審查會審查程序與範圍、利益迴避原則
、監督、管理或其他遵行事項之規定。、監督、管理或其他遵行事項之規定。

三、三、違反第十七條規定，未對經審查通過之違反第十七條規定，未對經審查通過之
研究監督及查核。研究監督及查核。研究監督及查核研究監督及查核

四、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四、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倫理審查的類型倫理審查的類型倫理審查的類型倫理審查的類型

適用人體研究法適用人體研究法??適用人體研究法適用人體研究法??
免於審查

否 是

亦可進行審查 一般審查 需受試者同意書

簡易審查 免除受試者同意書簡易審查 免除受試者同意書

DILEMMADILEMMA

在學界競爭壓力下 研究者為了在學界競爭壓力下，研究者為了------

麻醉醫師拼升等擅取13病患腦心血液

原住民取得血液樣本，進行痛風基因研究，但研究
成果申請專利時 卻未徵得當初被研究者的同意成果申請專利時，卻未徵得當初被研究者的同意，
結果引發原住民抗議，國家衛生研究院則聲明葛

應欽已撤銷專利申請應欽已撤銷專利申請。



DILEMMA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DILEMMA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A forty year study of syphilis by the US Government 
[1932-1972]

John Cutler

Presidential Apology - USPHS Syphilis Study atPresidential Apology - USPHS Syphilis Study at ...
– May 16 1997

youtube com36 分鐘youtube.com36 分鐘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William J. Clinton 
Presidential LibraryPresidential Library

DILEMMADILEMMA

1940年代期間美國於瓜地馬拉進行的醫學試驗1940年代期間美國於瓜地馬拉進行的醫學試驗
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教授芮維比

偶然發現美國爭議性醫生柯特（Susan Reverby）偶然發現美國爭議性醫生柯特
勒（John Cutler）所領導的實驗歸檔文件後，這
個先前從未出版的瓜地馬拉研究公諸於世個先前從未出版的瓜地馬拉研究公諸於世。

關注危地馬拉秘密人體試驗事件關注危地馬拉秘密人體試驗事件
美國媒體今年2月爆料說，上世紀40至60年代，美
國政府曾打著“研究治療方法和研發新型藥物”國政府曾打著 研究治療方法和研發新型藥物
的旗號，對國內的囚犯和疾病患者進行了“高達
40多次”人體實驗40多次 人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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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News: Authors Retract Paper on p
NSCLC Prognosis - in ...

2 Mar 2011 casualty in a growing scandal- 2 Mar 2011... casualty in a growing scandal
surrounding a former Duke University researcher. 

In a terse notice published online Wednesday in... In a terse notice published online Wednesday in 
the NEJM, ... Potti resigned from his posts at Duke
last November under pressure fromlast November under pressure from ...

再困難再困難，再困難

也不讓夢想也不讓夢想
熄火！熄火！



如何進行優良臨床試驗訓練
試驗主持人, 試驗委託者

申請書

人體試驗委員會

書面契約書面契約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與試驗委託者共同簽署試驗計畫書或另行簽訂書面契約

臨床試驗之進行 [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臨床試驗之進行 [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

試驗主持人 試驗委託者

試驗計畫書

試驗藥品

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

數據處理及保存

試驗藥品之管理
試驗藥品

紀錄與報告

試驗之中止與終止

試驗藥品之管理

監測

稽核稽核

造福全人類

面對巨變時代 您選擇
主動 還是 被動

只有主動決策

才有充裕時間進行分析與前置準備才有充裕時間進行分析與前置準備

才能從容地面對決策後續的變化

顯現出主動決策的價值顯現出主動決策的價值

做決策的前置時間做決策的前置時間

五年規劃

三年規劃

本季規劃

趕截止日期

或救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