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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Declaration of Taipei 

 on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Health 

Database and Biobanks 

常見大數據臨床研究類型、審查常見問題
與受試者保護常見缺失 



Declaration of Taipei 

on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Health Database and Biobanks 

 



From Health Databases to 

Health Databases & Biobanks 

 Adopted by the 53  WMA General Assembly, 

Washington, DC, USA, October 2002 

 健康資料庫之倫理考量宣言 

 Declaration on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Health 

Database  

 Revised by the 67 WMA General Assembly, Taipei, 

Taiwan, October  

 臺北宣言：健康資料庫與生物資料庫之倫理考量 

 Declaration of Taipei on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Health Database and Bio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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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宣言 

城市為名一般具特別重要性 

前言(Preamble/7) 

可辨識身份之人類健康資料與生物檢體，其蒐集
、儲存與使用 

配合DoH提供extra倫理指導 

健康研究代表共同利益(common good)，符合 

病患個人利益 

群體和社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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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宣言 

倫理原則(Ethical Principles/12) 

 應有助社會利益，特別為公共衛生目的(#8) 

 強調對個人尊嚴、自主、隱私與保密之維護 

WMA=>規範醫師 

醫師負特別倫理法律雙重義務，需保護病患提供資訊獲得研究參
與者之自由且知情之同意 

#12需充分告知重點 

偶然發現與其他結果告知程序 

隱私權如何保護 

商業使用、利益分享與智慧財產權 

去連結後無法退出 

收集/分享前考量合約議定所有權、權利和特權之保護/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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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宣言 

管理(Governance/5) 

 促進可信度之四原則，透過內外部管理落實 

個人保護(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設計管理方式，使個人權利優於其他利益相關者之利益與科學利益 

透明度(transparency) 

必需使大眾能取得任何有關健康/生物資料庫之資訊 

參與與納入(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健康/生物資料庫監管人需顧及個人及其群體，並與其互動 

可課責性(accountability) 

健康/生物資料庫監管人需讓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可與之聯繫，亦必需
回應所有利益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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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健保署所建置的全民健保資料庫係運用現代資訊科技蒐集、處理、利用健康個資 

 西元1998年起，健保署為從事醫藥衛生研究，增進國人健康福祉，乃將全國民眾之納
保與就醫資料交付國衛院，委託國衛院建置「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並自西元2000

年起正式對外提供各界申請學術研究使用 

 衛福部依行政院通過之「國家健康資訊建設計畫」，為推動健康資料加值應用，以加
強統計支援決策功能，並增進學術研究能量，於2009年3月1日成立「健康資料加值應
用協作中心」（現隸屬衛福部統計處），並於西元2011年2月1日開始對外營運 

 建置目標主要係為將所蒐集之健康資料，於去識別化後，提供平台予政府機關及學術
單位加值利用，以產生具應用價值之集體資訊，用以促進公共衛生決策品質及相關學
術研究統計應用，進而增進公共利益與全民福祉等 

 在保障個人健康隱私，促進健康資訊共享，減少資源重複投入的核心價值下，健保署
乃將健保資料交付協作中心處理，以供各界申請使用，期能達到健康資訊共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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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個資挪公用 民眾告官扳回一城 
摘自2014年11月19日工商時報與取材台灣人權促進會網站、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座談會議程  

 國民的醫療病歷等敏感個資，政府研究機構可以未經同意逕自蒐集作為研究？台灣人權協
會秘書長蔡OO等8人，拒絕自己健保個資被拿去研究…；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審
適用法條有錯誤，將原審判決廢棄發回重審；蔡等人暫時扳回一城。 

 蔡OO等8人於2012年6月26日存證信函對衛福部、健保署及國衛院等單位表示，拒絕將其
所蒐集有關他們8人的個人健保資料釋出給第三者，用於健保相關業務以外的用途健保署
於同年6月及7月間，分別回覆拒絕將其請求。 

 衛福部等復函表示，因辦理全民健保擁有國民納保與就醫資料，為促進全民健保相關研究
，提升醫療衛生發展，對外提供時均依行為時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舊個資法)規定，
並嚴格管理資料，保障研究資料合法合理使用。 

 原告等不服，提起訴願，均遭駁回，遂以健保署為被告，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36號判決(103年5月14日)駁回，判決認為衛福部等單位
將蔡OO等人個人健保資料，提供國衛院建置全民健保研究資料庫等用途，符合舊個資法
第8條第7款所訂「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的重大利益者」要件，也與新個資
法第16條第5款、第6條第1項第4款規範意旨沒有違悖，而得為特定目的外的利用，因此認
定衛福部不同意蔡OO等8人的拒絕作法合乎法律規定。=>蔡OO等人不服，立即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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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個資挪公用 民眾告官扳回一城 
摘自2014年11月19日工商時報與取材台灣人權促進會網站、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座談會議程  

 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103年度判字第600號判決，103年11月13日)，發回北高行更審
，廢棄理由主要為新、舊版個資法適用選擇違法問題，不涉原審判決實體理由審查。本件
爭訟適用法條應是新個資法第15條公務機關蒐集、處理個資應有特殊目的，及第16條公務
機關利用個資應限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並與蒐集的特定目的相符的規定。 

 最高行政法院指出，原審法院既引用法條有誤，即應予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法院重審。
至於，在正確法條下，本件爭訟到底原告或被告對，當由原審法院調查清楚後加以審判。 

 北高行於105年5月19日做成更一審判決(北高行103年度訴更一字第120號判決)，仍維持駁
回原告之訴決定。原告繼續上訴至最高行。最高行做成駁回上訴判決(最高行106年度判字
第54號判決，106年1月25日)，至此敗訴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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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大數據臨床研究類型、法規、審查
常見問題與受試者保護常見缺失 

 



回溯病歷與檢體研究 

某計畫主持人欲利用某蛋白質轉譯後修飾分
析與某特定疾病之生物標記研究，回溯病歷
確認臨床與生物標記關係 

試驗過程 
自剩餘檢體庫/生物資料庫取得對照組與實驗組
檢體 

回溯病歷 

獲得檢體後保存於主持人實驗室及分析 

發表論文 



回溯病歷與檢體研究 

剩餘檢體庫與生物資料庫差異 
是否授權保留 
是否授權使用 
知情同意或概括同意 

能否連結 



回溯病歷與檢體研究 

研究後檢體之使用 
銷毀或後續使用 

• 可連結=可辨識 

• 匿名=主持人不可辨識≠去連結 

• 去連結=永久無法以任何方式辨識及取得連結 

國內傳輸隱私 
國外擔保(非去連結材料) 



常見受試者保護問題 
 延長回溯期間合理性 

 以回溯之名行前瞻之實 

 無端聯絡所致個資及隱私問題 
 就醫資料為何被提供為研究 

 非受試者主治醫師為何有受試者資料 

 收集資料為何，是否需知情同意 

 若需知情同意，事後退出權如何註明 



常見受試者保護問題 
 應檢附原授權同意書，依原授權範圍使用 

 若非原授權範圍，且原同意書未載明將銷毀，可連結
性資料需要受試(檢)者再次同意 

 應註明檢體保存年限、保存地點(機構名稱、地址及
電話)保管者、使用者與銷毀方式 

 若有國內傳輸需注意其隱私確保 

 人體研究且不適用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計畫，未
去連結研究材料提供國外特定研究使用時，除應告知
及取得書面同意外，應由國外研究執行機構檢具可確
保遵行我國相關規定及研究材料使用範圍之擔保書，
本會審查通過後，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資料研究審查常見問題 



資料研究有哪些 

既有資料 
健保資料、病歷資料、登錄資料等 

自建資料 
特定目的所為之資料收集與建立 

問卷資料 

特定疾病資料 

文本資料 

流病資料 

組合 
科學中心串檔 



資料研究主要Concern 
 需要哪些資料 

 可辨識性 

 敏感性 

 如何取得 

 前瞻 

 回溯 

 是否授權 

 是否串接與如何串接 (影響privacy/confidentiality需通報
NC/UAP) 

 串接什麼 

 鑰匙 

 保密 

 資料攜出(科學中心/機構機制、資料型態) 



資料研究主要Concern 
 是否需同意書 

 撤回同意 
 退出時資料型態 

 保存管理 
 由誰保存 

 保存於何處、雲端(自有、App、廠商) 

 保存多久 

 何時及如何銷毀 

 是否確實於科學中心或依機構隱私機制進行 



大數據研究之利益與衝突管理 

非無COI，需依規定揭露 

穿戴式器材、AI、服務可由數據產出效益 

研究本身之著作權、智慧財產權 

 AI出錯時之揭露與COI 

專利權 

妥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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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mail：michael@tmu.edu.tw 

phone：02-66382736 ext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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