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六十週年院慶系列
2019 年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JIRB) 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
(TAIRB) 臺灣醫事法律學會(TSLM)暨人體試驗委員會聯合學術研討會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8 點至下午 6 點
地點：臺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第一、二會議室（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 號）

時

間

議

程

08:00~08:30
報
到
08:30~08:45 開幕致辭與頒獎：
張德明 院長（臺北榮民總醫院）
何橈通 董事長（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 JIRB）
蔡甫昌 理事長（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 TAIRB）
王志嘉 理事長（臺灣醫事法律學會 TSLM）
08:45~10:50 大會演講(Keynote Speech)
大會演講 主持人：謝燦堂 院長 (臺北長庚醫院)、黃信彰(臺北榮民總醫院) (暫定)
報告人：何橈通 董事長（JIRB）
題 目：基因治療的倫理與法律
報告人：蔡甫昌 理事長（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 TAIRB）
題 目：人工智慧醫療研究之倫理與審查
報告人：吳俊穎 常務理事（臺灣醫事法律學會 TSLM）
題 目：大數據研究的法律倫理議題
報告人：王安國 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題 目：基因治療經驗-以雷伯氏遺傳性視神經萎縮症（Leber’s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LHON）為例
綜合討論
10:50-11:00

茶敘時間

第一會議室
11:00~12:20 （一）人工智慧
第一場

第二會議室
（四）IRB 與法律(1)

主持人：王志中 副院長（奇美醫院），

主持人：林志勝 主任委員 (成功大學附

(中榮)

設醫院) 劉青山副院長（彰化基督教醫
院）

題目 1.：人工智慧輔助判讀醫療資料新趨 題目 1：查驗登記(1)－最高法院 102 年度
勢
台上字第 58 號民事判決
報告人：郭萬祐 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報告人：廖晧文（臺北榮民總醫院）
題目 2.：臺灣人工智慧現況與未來
題目 2：查驗登記(2)－最高法院 106 年度
報告人：葉肇元 執行長（臺灣雲象科技公 台上字第 369 號民事判決
司）
報告人：鄧邦儀（臺北榮民總醫院）
題目 3.：人工智慧醫療器材的法規途徑概 題目 3：藥證移轉登記－臺灣高等法院
要
104 年度重上字第 328 號民事判決
報告人：吳柏立組長(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
許焙琹（臺北榮民總醫院）
中心)
綜合討論
題目 4.：IRB 在人工智慧發展的角色
報告人：周康茹 主任（高雄榮民總醫院腎
臟科/人體試驗委員會）
綜合討論
12:2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10 （二）肥胖症的研究倫理
第二場
主持人：邱正堂 教授 (台灣小腸醫學會
創會理事長) 、陳志彥 教授 (臺北榮民
總醫院 IRB 執行秘書)

（五）IRB 與法律(2)
主持人：鄭逸哲 教授(臺北大學法律
系)，顏學偉主任委員(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題目 1.：肥胖症的腹腔鏡減重手術與研究 題目 1.：個人資料－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倫理
度判字第 54 號判決
報告人：李威傑 教授 （桃園敏盛醫院副 報告人：王志嘉 理事長（臺灣醫事法律
院長、亞太代謝及減重外科學會創會理事 學會 TSLM）
長）
題目 2.：臨床試驗－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醫字第 36 號民事判決
題目 2.： 肥胖症的胃內視鏡減重治療與
報告人：邱慧洳 教授（臺北護理健康大
研究倫理
學）
報告人：陳志彥 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
題目 3：再生醫學－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
院、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上字第 3075 號刑事判決
題目 3.：肥胖症的微菌叢植入治療與研究 報告人：林宇力醫師（臺中榮民總醫院）
倫理。
報告人：吳登強 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副院長、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常務理事）

題目 4.：查驗登記－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
上字第 2388 號刑事判決
報告人：黃梅君（臺北榮民總醫院）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5:10-15:30

茶敘時間

15:30~17:30 （三）大數據與研究法律倫理
（六）IRB 與法律(3)
第三場
主持人：張芳維院長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 主持人：邱玟惠 理事長(臺灣醫事法學
院) ，廖姝婷 理事長 (台灣藥物臨床研
究協會 TCRA )

會)
，葛孟堯博士(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題目 1.：共有共為共享：大數據平台建設 題目 1：游離輻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的倫理思考與實踐
年度訴字第 1269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
報告人：陳振家 先生(深圳國家基因庫對 院高雄分院 94 年度上字第 185 號民事判
外合作主管)
決（錸─188─錫氫氧乙烯二磷酸鹽）
題目 2.：臺灣 IRB 平台建構與發展
報告人：張琬媜（臺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
報告人：陳恒德醫師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 驗委員會）
驗中心）
題目 2：急救或研究－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題目 3.：審查人體研究常見問題－實地訪 96 年度醫簡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查、試驗偏差
報告人：洪作綸（臺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
報告人：陳理維醫師(高雄榮總)
驗委員會）
題目 4.：提 IRB 行政效率與審查品質之成 題目 3：臨床試驗詐欺－臺灣高等法院高
效評估
雄分院 102 年度上易字第 911 號刑事判決
報告人：黃淑萍藥師（彰化基督教醫院） 報告人：李允意（臺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
題目 5.：2016 台北宣言於研究倫理審查實
驗委員會）
務之運用
綜合討論
報告人：梁利達藥師(臺中榮總)
綜合討論
17:30-17:55
綜合討論：全體報告人
17:55-18:00
閉幕
繼續教育學分：
報名網址與 QR Code:
報名截止日期：108 年 5 月 20 日止。
報名聯絡人：
主辦單位：臺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時間分配：主持人每位 2 分鐘、大會演講 25 分鐘、報告人 15-20 分鐘、綜合討論 20-30 分
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