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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紀錄表 

版本 通過日期 修訂內容 

CCURECR14.01.0 103/02/06  

CCURECR14.01.1 103/11/18 

4.1.1：加上 CCURECC附件二、附件三。 

1、4.1.2、4.1.4：修正文字「本委員會」。 

4.2.1.1：增加「共同主持人」。 

4.2.3：統一利益迴避原則內容與審查委員會

設置要點第七條規範。 

4.2.4：統一利益迴避原則內容與審查委員會

設置要點第七條規範。 

CCURECR14.01.2 107/12/26 

修訂新增附件二保密聲明書、附件三非委員保

密協議書、附件四利益迴避切結書（審查會

議）、附件五非委員利益迴避切結書等文件版

本編號 

CCURECR14.01.3 108/11/20 

增列敘明保密期間 4.1.4負有「永久」保密之

義務。 

附件聲明書新增敘明「違反保密聲明願接受國

內相關法令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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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提供本委員會委員、參訪或查訪之相關人員及人類研究倫理中心工作人員

有關保密暨利益衝突迴避的之指引。 

2. 範圍 

適用於包括本委員會及人類研究倫理中心所須遵從之保密及利益衝突之範

圍及作業流程，適用於本委員會委員、人類研究倫理中心工作人員及參訪或查

訪之相關人員。 

3. 職責 

3.1 人類研究倫理中心主任 

3.1.1 負責督導各項相關行政業務。 

4. 作業流程 

4.1 保密守則  

本委員會委員、人類研究倫理中心等相關人員，應對執行本委員會業務時

知悉與研究案相關及受試者之任何資料均不得無故洩漏。相關人員須簽署保密同

意書。 

4.1.1 對研究案相關資料、本委員會文件的保密，是具法定強制性的。本委

員會委員及人類研究倫理中心行政人員均於聘任時須簽署保密聲明書

與利益迴避切結書（附件一、附件二，與 CCURECC02 附件二、附件

三）。 

4.1.2 人類研究倫理中心工作人員於處理、分發、存檔計畫書及非本委員會

人員借閱或影印本委員會之文件時，皆應注意文件的保密。 

4.1.3 對於本委員會所提供之資料知悉或持有之資訊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

洩漏、告知、交付、轉移予他人或對外發表。 

4.1.4 對於本委員會之審查相關內容、個案討論、本委員會之倫理政策決定發

言之委員姓名人別等內容，負有永久保密之義務，不得無故洩漏、自

行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 

4.1.5 審查結束或研究結束後除留下須保有之文件及資料外，剩餘文件及資

料均以碎紙機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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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益迴避原則 

4.2.1 依據衛福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八條之

精神，審查委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參加審查：  

4.2.1.1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

人或委託人。 

4.2.1.2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4.2.1.3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4.2.1.4 與受審研究之研究人員於送審時具有碩、博士論文指導關

係。 

4.2.1.5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者。 

4.2.1.6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4.2.2 於每一案審查前，委員皆需簽署該案之利益迴避切結書（附件四）。 

4.2.3 委員中如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 

4.2.4 委員於審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

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5. 附件 

附件一 利益迴避切結書 

附件二 保密聲明書 

附件三 非委員保密協議書 

附件四 利益迴避切結書（審查會議） 

附件五 非委員利益迴避切結書 

附件六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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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CCURECR14.01.3 版本：1.3 

國立中正大學 利益迴避切結書  

茲 應  

貴校之聘，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擔任「人類研究

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並同意對於任職期間所悉之資料，予以保密

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如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即迴避：  

一、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二、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 

三、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四、 與受審研究之研究人員於送審時具有碩、博士論文指導關係。 

五、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者。 

六、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應聘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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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CCURECR14.01.3 版本：1.3 

國立中正大學保密聲明書  

 

具保密切結人          同意於貴校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對於

審查相關內容、個案討論、本委員會之倫理政策決定與發言之委員姓

名人別等內容，負有永久保密之義務，不得無故洩漏、自行使用，或

提供他人使用。若違反保密聲明願接受國內相關法令處置。 

 

 

具切結書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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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CCURECR14.01.3 版本：1.3 

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非委員保密協議書 

一、 為保障研究參與者個人隱私、安全與福祉，保護研究者及其相關送

審資訊之權益，並確保本會對於研究計畫之倫理審查得以適切進行，

本會特與相關人員簽訂本保密協議書。 

二、 本保密協議書所稱之相關人員包括諮詢專家、工作人員、訪查員、

參訪員、列席委員會議人員等。 

三、 對於本會之審查相關內容、個案討論、本會之倫理政策決定、審查

運作方式與發言之委員姓名人別等內容，負有永久保密之義務。不

得無故洩漏、自行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 

四、 對於本會所提供之資料知悉或持有之資訊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洩

漏、告知、交付、轉移予他人或對外發表。 

 

     本人已經詳細閱讀並了解上述協議內容，如違反願接受貴委員會處

置，絕無異議，若違反保密聲明願接受國內相關法令處置。 

                       

                     此致 

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立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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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CCURECR14.01.3 版本：1.3 

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利益迴避切結書（審查會議） 
茲 應  

貴校之聘，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擔任「人類研究倫

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出席   年  月  日召開之審查會議，並同意

對於會議期間所悉之資料，予以保密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本次審查會議

之計畫清單如下： 

審查序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1   

2   

3   

如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即迴避： 

一、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二、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 

三、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四、 與受審研究之研究人員於送審時具有碩、博士論文指導關係。 

五、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者。 

六、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應聘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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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CCURECR14.01.3 版本：1.3 

國立中正大學 非委員利益迴避切結書 

茲 應  

貴校之邀，於「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會議列席，同意對於會議

期間所悉之資料，予以保密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如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應即迴避：  

一、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二、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 

三、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四、 與受審研究之研究人員於送審時具有碩、博士論文指導關係。 

五、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者。 

六、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立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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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參考資料 

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