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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一）第 19 次會議紀錄                         公告版 

開會時間：100 年 8 月 1 日下午二時正 

開會地點：中正樓 4 樓行政第二會議室 

出席委員-非醫療專業(男)：劉鈞男(院外) 林多倫(院外) 邱文聰(院外) 

出席委員-非醫療專業(女)：江淑瓊(院內) 張淑英(院外) 王怡心(院外) 林明薇(院外) 

出席委員-醫療專業(男)：蘇東平(院內) 陳肇文(院內) 趙  毅(院內) 戚謹文(院內) 

林山陽(院外) 高壽延(院內) 魏拙夫(院內) 黃怡超(院外) 

何明德(院內) 

出席委員-醫療專業(女)：鄭玫枝(院內) 沈弘德(院內) 劉秀枝(院外) 

請假委員：蔡欣玲 

主  席：魏拙夫                          記錄：王寵惠 

壹、主席報告並宣讀利益迴避原則 (略)  

貳、審議案件： 

【新案(*多中心案件)】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 IRB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1* 周嘉揚 2011-08-003MA 
主試驗：通 過。 

藥物動力學：通 過。 

2* 趙毅 
2011-08-006MA 

※ 趙毅委員迴避離席 

主試驗：通 過。 

藥物基因學：通 過。 

3* 趙毅 
2011-08-008MA 

※ 趙毅委員迴避離席 
通 過。 

4* 蘇維鈞 2011-08-007IA 
主試驗：不通過。 

基因研究：不通過。 

5* 許庭榕 2011-08-011MA 

第 1、2 階段：通 過。 

第 3 階段：通 過。 

第 4 階段：通 過。 

第 5 階段：通 過。 

6 劉英杰 2011-08-004GA 通 過（修正後通過）。 

7 李思慧 2011-08-005OA 通 過（修正後通過）。 

8 邱然偉 2011-08-009OA 通 過（修正後通過）。 

9 常敏之 2011-08-010OA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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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一、追蹤各次會議審議案件及決議事項（略） 

二、衛生署審查情形（共 8 案） 

新案新案新案新案(共共共共 1 案案案案) 

No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藥品藥品藥品藥品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1 周昌德 2011-05-009MAJ 

LY2127399

（ LY2127399

） Injection 

90mg/mL 、

120mg/mL 

「 LY2127399 （ LY2127399 ） Injection 

90mg/mL、120mg/mL」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

試驗計畫（計畫編號：H9B-MC-BCDM）之回

覆審查意見本署同意備查 

三、貴公司宣稱將不於國內執行本計畫中任何

DNA 和/或 RNA 之相關基因檢測及研究，本署

原則予以尊重，並請確實通知各試驗相關單位

及試驗主持人依規定辦理。 

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共共共共 3 案案案案) 

No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藥品藥品藥品藥品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1 林楨國 96-06-05 

Sutent

（ Sunitinib 

malate ）

Capsules 

12.5mg, 25mg, 

50mg 

「Sutent（Sunitinib malate）Capsules 12.5mg, 

25mg, 50mg」供學術研究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

（計畫編號：A6181122）之變更試驗目的為學

術研究用乙案，本署同意 

2 白雅美 201009004MA 

Asenapin

（ SCH900274

） Sublingual 

Tablets 5 mg, 10 

mg 

「Asenapin（SCH900274）Sublingual Tablets 5 

mg, 10 mg」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

（計畫編號：P06124）之修正計畫書乙案，本

署同意貴公司新增計畫書附錄版本日期為：

Protocol addendum to Protocol No.P06124. 

Addendum version 2.00 13 Apr 2011 ；

Clarification Letter - Asenapine（SCH900274）

Protocol No. P06124 - Ver. 1.2 11/April/2011。 

3 白雅美 201009005MA 

Asenapin

（ SCH900274

） Sublingual 

Tablets 5 mg、

10 mg 

「Asenapin（SCH900274）Sublingual Tablets 5 

mg、10 mg」供學術研究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

（計畫編號：P06125）之修正計畫書乙案，經

核，本署同意貴公司新增計畫書附錄版本日期

為：Protocol addendum to Protocol No.P06125. 

Addendum version 2.00 13 Apr 2011 ；

Clarification Letter - Asenapine（SCH900274）

Protocol No. P06125 - Ver. 1.2 11/April/2011。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終止終止終止終止/結案結案結案結案(共共共共 1 案案案案) 

No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藥品藥品藥品藥品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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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育民 97-10-10 

BIBF 1120 Soft 

Gelatine 

Capsules 

100mg、150mg 

「BIBF 1120 Soft Gelatine Capsules 100mg、

150mg」供臺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計

畫編號：1199.14）之暫停收案通知函乙案，本

署業已知悉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共共共共 3 案案案案) 

No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藥品藥品藥品藥品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1 蘇維鈞 201009009MA 

蘋果酸奈諾沙

星

（Nemonoxacin

） capsule 

250mg 

「蘋果酸奈諾沙星（Nemonoxacin） capsule 

250mg」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計

畫編號：TG-873870-C-4）之檢送試驗計畫執

行說明信函乙案，復如說明段 

三、請貴公司將檢送之 Protocol TG-873870-C-4 

MEMO, 28 Mar 2011 與 Protocol TG-873870-C-4 

MEMO, 01 Apr 2011 視為計畫書一部分，並確

實依據內容執行。 

2 彭瑞鵬 06-073-AJ 

TG-873870

（TG-875649）

Capsules 250mg 

「TG-873870（TG-875649）Capsules 250mg」

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計畫編號：

TG-873870-02）之報告備查乙案，經核，本署

同意備查 

3 蔡俊明 06-083-AJ 

Tarceva

（ Erlotinib ）

Tablets 150mg 

「Tarceva（Erlotinib）Tablets 150mg」供查驗

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計畫編號：OSI-

774-302）之變更試驗委者及藥品製造商名稱乙

案，經核所檢附資料，本署同意案內臨床試驗

之試驗委託者由 OSI Pharmacrutical Inc 更名為

OSI Pharmacrutical LLC ； 藥 品 製 造 商 由

Schwarz Pharma 更 名 為 Kremers Urban 

Pharmacrutica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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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離案報告（共 1 案） 

No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一一一一：：：： 

受試者 3001589 未依試驗

計畫書中“在雙盲治療期

開始前 48 小時(第 2 次回

診前 1 天)以及雙盲治療期

開始後 48 小時(第 2 次回

診後 3 天 )，不可服用

bisacodyl 或使用灌腸。”

之規定，而於第二次回診

(99/11/10)隔日(99/11/11)即

因三日未排便而使用緊急

藥物 Bisacodyl，雖然受試

者相關權利與安全未受到

影響，但此將影響本試驗

所設計之藥效評估，雖係

病患基於緩和自身症狀所

為之自主行為，但仍屬一

嚴重試驗偏差。 

相關處置相關處置相關處置相關處置：：：： 

試驗主持人已告

知試驗團隊，若

下次有新隨機分

配之受試者，請

特別注意藥物相

關使用的提醒。

<此項試驗偏差

通 報 已 於

2011/03 的試驗

展延申請中載明

> 

同意備查 

1 張扶陽 201004021MA 

一項雙盲、

安慰劑對照

試驗，評估

Prucalopride 

(Resolor®)

錠劑對慢性

便秘受試者

的療效和安

全性 

事件二事件二事件二事件二：：：： 

受試者 3001587 未依照試

驗計畫書中“受試者可使

用通便劑作為急救藥物，

但僅限在連續 3 天以上未

有排便時使用。”之規

定，而於完全自發性排便 

(99/12/2 20:00；  99/12/5 

16:00) 後之 72 小時內 

(99/12/5 10:00；  99/12/7 

10:00) 服用 bisacodyl。雖

然受試者相關權利與安全

未受到影響，但此將影響

本試驗所設計之藥效評

估，雖係病患基於緩和自

身症狀所為之自主行為，

但仍屬一嚴重試驗偏差。 

相關處置相關處置相關處置相關處置：：：： 

試驗主持人已告

知試驗團隊，對

於每位受試者在

每次返診時，均

須再次強調緩解

(緊急 )藥物的使

用方式。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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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案追認（共 18 案） 

No 申請編號申請編號申請編號申請編號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修正項目修正項目修正項目修正項目 審查情形審查情形審查情形審查情形 

1 06-086-AJ#4 顏厥全 略 增加送審內容 同意修正 

2 07-008-AJ#6 陳育民 略 個案報告表 同意修正 

3 07-022-AJ#4 邱宗傑 略 主持人手冊 同意修正 

4 09-002AJ#2 邱宗傑 略 主持人手冊 同意修正 

5 09-027-AJ#3 蔡俊明 略 受試者同意書、主持人手冊 同意修正 

6 97-12-02#4 林孝義 略 主持人手冊、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 同意修正 

7 97-12-02#5 林孝義 略 受試者同意書及新增協同主持人 同意修正 

8 98-07-08#4 邱宗傑 略 主持人手冊 同意修正 

9 98-11-06#5 白雅美 略 個案報告表 同意修正 

10 201003010MA#4 趙毅 略 新增全球安全性資訊 同意修正 

11 201009010MA#2 蔡俊明 略 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 同意修正 

12 201011007MA#1 周元華 略 
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主持人手

冊；新增共同主持人劉英杰醫師 
同意修正 

13 201011009MA#3 張延驊 略 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 同意修正 

14 201012008IA#1 趙毅 略 受試者同意書 同意修正 

15 2011-04-017MA#1 趙毅 略 
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個案報告

表、中英文摘要 
同意修正 

16 2011-05-004MA#1 林登龍 略 受試者同意書 同意修正 

17 2011-05-003IA#1 吳育德 略 變更試驗主持人 同意修正 

18 2011-05-002MA#1 吳肇卿 略 

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個案報告

表、中英文摘要、新增患者試驗參與

卡、更新受試者保險證明 

同意修正 

 

 

 

五、期中報告（共 2 案） 

No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審查情形審查情形審查情形審查情形 

1 2011-03-001IA 李偉強 略 通過存查 

2 2011-01-008MA 張延驊 略 通過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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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展延報告（共 10 案） 

No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審查情形審查情形審查情形審查情形 

1 顏厥全 08-024AJ 略 同意繼續進行 

2 林幸榮 08-100-AJ 略 同意繼續進行 

3 傅中玲 09-019-AJ 略 同意繼續進行 

4 石宜銘 97-04-15 略 同意繼續進行 

5 李光申 97-05-01 略 同意繼續進行 

6 邱怡友 97-05-04 略 同意繼續進行 

7 蘇東平 97-05-09 略 同意繼續進行 

8 黃怡翔 98-01-08 略 同意繼續進行 

9 顏厥全 98-04-10 略 同意繼續進行 

10 邱宗傑 98-06-08 略 同意繼續進行 

 

 

 

七、結案報告（共 17 案） 

No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審查情形審查情形審查情形審查情形 

1 李鳳利 07-021-AJ 略 同意結案 

2 潘如濱 08-060-AJ 略 同意結案 

3 趙毅 91-07-04J 略 同意結案 

4 楊慕華 94-05-05 略 同意結案 

5 楊慕華 95-02-06 略 同意結案 

6 謝仁俊 95-02-08 略 同意結案 

7 陳育民 95-06-04 略 同意結案 

8 顏厥全 95-12-03 略 同意結案 

9 林佩玉 96-01-06 略 同意結案 

10 陳進陽 96-08-05 略 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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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培寧 96-12-04 略 同意結案 

12 黃文成 97-01-03 略 同意結案 

13 陳育民 97-02-12 略 同意結案 

14 蘇正熙 97-03-03 略 同意結案 

15 曾令民 97-03-04 略 同意結案 

16 李偉強 2011-03-001IA 略 同意結案 

17 江晨恩 201006011MAJ 略 同意結案 

 

 

 

八、專案進口藥物申請報告（共 9 案） 

No 藥品名藥品名藥品名藥品名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申請者申請者申請者申請者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Glivec(100mg/tab) 

(off label use)(非人體

試驗範圍)(第 1 案) 

內科部 

血液腫瘤科 
邱宗傑 2920顆 女 

轉移性腺樣囊

狀癌 
建議通過 

2 

Diazoxide(proglycem

) Oral Suspension 

50mg/ml, 30ml/btl 

血液腫瘤科 劉俊煌 90瓶 男 

罕病： 

成人型胰島母

細胞增生 

建議通過 

3 
Lysodren 

(Mitotane 500mg/tab) 
新陳代謝科 翁錦興 2000粒 女 

罕病： 

腎上腺皮質癌 
建議通過 

4 
Lysodren 

(Mitotane 500mg/tab) 
新陳代謝科 翁錦興 2000粒 女 

罕病： 

腎上腺皮質癌 
建議通過 

5 
Lysodren 

(Mitotane 500mg/tab) 
新陳代謝科 翁錦興 2000粒 女 

罕病： 

腎上腺皮質癌 
建議通過 

6 

Proglycem  Oral 

Suspension 50mg/ml, 

30ml/btl 

兒童醫學部 牛道明 20瓶 無 罕病藥物儲備 建議通過 

7 
BH4(Tetrahydrobiopt

erin 10mg/Tab) 
兒童醫學部 牛道明 22萬顆 男&女 

罕病： 

BH4 缺乏型苯

酮尿症 

建議通過 

8 

Carmustine(BICNU) 

(100mg/vial) 

(第 31 案) 

血液腫瘤科 劉俊煌 5支 女 惡性淋巴癌 建議通過 

9 

Carmustine(BICNU) 

(100mg/vial 

)(第 33 案) 

血液腫瘤科 劉俊煌 5支 女 惡性淋巴癌 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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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簡易審查案件範圍表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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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研究簡易審查範圍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研究簡易審查範圍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研究簡易審查範圍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研究簡易審查範圍檢核檢核檢核檢核表表表表 (A) 

案件未高於生理案件未高於生理案件未高於生理案件未高於生理、、、、心理心理心理心理、、、、社會最低風險且符合下列之一者社會最低風險且符合下列之一者社會最低風險且符合下列之一者社會最低風險且符合下列之一者，，，，得以簡易審查為之得以簡易審查為之得以簡易審查為之得以簡易審查為之：：：： 

□ （（（（一一一一））））自自自自體重體重體重體重 50 公斤公斤公斤公斤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之之之之成年人成年人成年人成年人，，，，採集採集採集採集手指手指手指手指、、、、腳跟腳跟腳跟腳跟、、、、耳朵或靜脈耳朵或靜脈耳朵或靜脈耳朵或靜脈血液血液血液血液，，，，應應應應

考慮健康情形考慮健康情形考慮健康情形考慮健康情形、、、、採血步驟採血步驟採血步驟採血步驟、、、、採血量採血量採血量採血量及及及及採血頻率採血頻率採血頻率採血頻率；；；；採血採血採血採血總量八週內不超總量八週內不超總量八週內不超總量八週內不超

過過過過 320 毫升毫升毫升毫升，，，，每週採血不超過二次每週採血不超過二次每週採血不超過二次每週採血不超過二次，，，，且每次採血不得超過且每次採血不得超過且每次採血不得超過且每次採血不得超過 20 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二二二二））））以以以以下列下列下列下列非侵入性方法非侵入性方法非侵入性方法非侵入性方法採採採採集集集集研究用人體研究用人體研究用人體研究用人體檢體檢體檢體檢體：：：：    

□ 1. 以不損傷外形的方式收集頭髮或指甲。 

□ 2. 收集因例行照護需要而拔除之恆齒。 

□ 3. 收集排泄物和體外分泌物，包括汗液。 

□ 4. 非以套管取得唾液，但使用非刺激方式、咀嚼口香糖、蠟或施用檸檬酸刺

激舌頭取得唾液。 

□ 5. 以一般洗牙程序或低於其侵犯性範圍之程序採集牙齦上或牙齦內之牙菌斑

及牙結石。 

□ 6. 以刮取或漱口方式，自口腔或皮膚採集黏膜或皮膚細胞。 

□ 7. 以蒸氣吸入後收集之痰液。 

□ 8. 其他非以穿刺、皮膚切開或使用器械置入人體方式採集檢體。 

（（（（三三三三））））以下列以下列以下列以下列臨床常規使用之非侵入性方法收集資料臨床常規使用之非侵入性方法收集資料臨床常規使用之非侵入性方法收集資料臨床常規使用之非侵入性方法收集資料。。。。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醫療器材醫療器材醫療器材醫療器材（（（（含適應含適應含適應含適應

症症症症））））者者者者，，，，須須須須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上市核准上市核准上市核准上市。。。。前開方法不包括使用游離輻前開方法不包括使用游離輻前開方法不包括使用游離輻前開方法不包括使用游離輻

射射射射、、、、微波微波微波微波、、、、全身麻醉或全身麻醉或全身麻醉或全身麻醉或鎮靜鎮靜鎮靜鎮靜劑劑劑劑。。。。 

□ 1. 使用於受試者體表或一段距離之感應器，不涉及相當能量的輸入或侵犯受

試者隱私。 

□ 2. 測量體重、感覺測試。 

□ 3. 核磁共振造影。 

□ 4. 心電圖、腦波圖、體溫、自然背景輻射偵測、視網膜電圖、超音波、診斷

性紅外線造影、杜卜勒血流檢查及心臟超音波。 

□ 5. 依受試者年齡、體重和健康情形之適度運動、肌力測試、身體組織成分評

估與柔軟度測試。 

□ 6. 其他符合本款規定之非侵入性方法。 

□ （（（（四四四四））））使用使用使用使用臨床臨床臨床臨床常規常規常規常規治療或診治療或診治療或診治療或診斷之資料斷之資料斷之資料斷之資料、、、、文件文件文件文件、、、、記錄記錄記錄記錄、、、、病理標本病理標本病理標本病理標本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前前前前

開資料不含人類後天性免疫不全病毒開資料不含人類後天性免疫不全病毒開資料不含人類後天性免疫不全病毒開資料不含人類後天性免疫不全病毒（（（（HIV））））陽性患者之病歷陽性患者之病歷陽性患者之病歷陽性患者之病歷。。。。 

□ （（（（五五五五））））以以以以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為為為為目的目的目的目的蒐集之蒐集之蒐集之蒐集之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錄影錄影錄影錄影、、、、數位或影像資料數位或影像資料數位或影像資料數位或影像資料。。。。前開資料不含可前開資料不含可前開資料不含可前開資料不含可

辨識及可能影響受試者工作辨識及可能影響受試者工作辨識及可能影響受試者工作辨識及可能影響受試者工作、、、、保險保險保險保險、、、、財務及社會關係之資料財務及社會關係之資料財務及社會關係之資料財務及社會關係之資料。。。。 

□ （（（（六六六六））））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個個個個人人人人或群體特質或群體特質或群體特質或群體特質或或或或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包括但不限於包括但不限於包括但不限於包括但不限於感感感感覺覺覺覺、、、、認知認知認知認知、、、、動機動機動機動機、、、、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溝通溝通溝通溝通、、、、文化信仰或習慣和社會行為文化信仰或習慣和社會行為文化信仰或習慣和社會行為文化信仰或習慣和社會行為)，，，，或涉及調查或涉及調查或涉及調查或涉及調查、、、、訪訪訪訪談談談談、、、、口述口述口述口述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特定族群特定族群特定族群特定族群、、、、計計計計畫畫畫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人為因素人為因素人為因素人為因素評估或品質保證方法評估或品質保證方法評估或品質保證方法評估或品質保證方法等等等等。。。。前開前開前開前開

研究不含造成個人或族群歧視之潛在可能者研究不含造成個人或族群歧視之潛在可能者研究不含造成個人或族群歧視之潛在可能者研究不含造成個人或族群歧視之潛在可能者。。。。 

註：「高於最低風險」係指身體或心理不適的程度高於一般在日常生活中、身體或

心理的例行檢查或測試所遇到的危險性。包括個人隱私揭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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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研究簡易審查範圍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研究簡易審查範圍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研究簡易審查範圍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研究簡易審查範圍檢核檢核檢核檢核表表表表 (B) 

下列案件範圍不得以簡易審查為之： 

1. 醫療法第八條所稱人體試驗。 

（係指醫療機構依醫學理論於人體施行新醫療技術、新藥品、新醫療器材

及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試驗研究） 

□是 □否 

2.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所稱生物醫學研究。但不含去連結檢體之生物醫

學研究。 

(生物醫學研究：指與基因等生物基本特徵有關之醫學研究。) 

□是 □否 

3. 以未成年人、受刑人、原住民、孕婦、身心障礙、精神病患及其他受不當

脅迫或無法以自由意願做決定者為研究對象。 
□是 □否 

4. 使用人類後天性免疫不全病毒（HIV）陽性患者病歷進行之研究 □是 □否 

5. 使用可辨識及可能影響受試者工作、保險、財務及社會關係之資料進行之

研究 
□是 □否 

6. 具有造成個人或族群歧視之潛在可能之研究 □是 □否 

7. 涉及使用游離輻射、微波、全身麻醉或鎮靜劑 □是 □否 

8. 本試驗涉及給予受試者身體上的刺激、誘發疼痛或侵入性處置。 □是 □否 

9. 本試驗屬於前瞻性治療介入性方案之效果評估。 □是 □否 

10. 本試驗之研究設計組別為隨機分配 □是 □否 

11. 本試驗之研究設計組別為平行研究，且對照組之權益較未參與研究者有受

損之虞或風險較高 
□是 □否 

12. 本試驗涉及重新運用過去以侵入性方法取得之研究標本 

（非由常規或例行之檢查治療取得者） 
□是 □否 

13. 本試驗涉及生殖醫學，例如：胚胎、不孕症、妊娠終止等。 □是 □否 

14. 本試驗可能危害受試者，例如：暴露於不安全的環境等。 □是 □否 

1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得以簡易審查為之者。 □是 □否 

請核對以上情形： 

若以上選項均為「否」，則符合送簡易審查，否則請改送一般審查。 

計畫主持人：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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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十七時零六分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