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在研究上的應用
之倫理議題
黃漢忠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中區區域性審查委員會委員兼執行秘書

2019.11.20

綱要
引言：
引言：甚麼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在研究中的應用
人工智慧應用的爭議
國內相關法規
送審案例分析

2

引言

甚麼是人工智慧
• 儘管沒有統一的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的定義，但許多AI的使用還是有相似之處。廣義言
是一組統計工具和演算法的組合，
之，AI是一組統計工具和演算法的組合
是一組統計工具和演算法的組合，部分構成
了智能軟件，
了智能軟件，使電腦能夠模擬人類行為的要素，
使電腦能夠模擬人類行為的要素，例
如學習、
如學習、推理和分類
• 機器學習演算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是AI技術
可讓電腦直接從個例
下的一個分支，是指可讓電腦直接
可讓電腦直接從個例、
從個例、數據、
數據、
經驗中學習的一系列技術，
經驗中學習的一系列技術，從中找出程式設計師未
從中找出程式設計師未
明確指定的一些規則或模式。相比於已完全編碼的
明確指定的一些規則或模式
演算法，提供給機器學習演算的唯一指令就是它的
目標，如何完成這些工作就留給它自己學習
目標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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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醫學研究中的應用
• 雙和醫院研究團隊利用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雙
和醫院研究團隊
和醫院及萬芳醫院的巨量資料庫，以電腦深度學習
技術，對腦小血管病的數種影像變化
腦小血管病的數種影像變化做出定量和定
定量和定
腦小血管病的數種影像變化
性的分析，並希望能利用此數據，達成預測病人未
預測病人未
性的分析
來得到各式腦血管病變的可能性
來得到各式腦血管病變的可能性
• 該計畫導入醫療影像與人工智慧分析技術，透過人
工智慧的學習功能，期望能自動化偵測磁振血管造
自動化偵測磁振血管造
影，找出大血管動脈粥狀硬化病人發生狹窄的位置
大血管動脈粥狀硬化病人發生狹窄的位置
以及狹窄程度，以自動排除此類大血管狹窄的病人。
以及狹窄程度
定
該團隊也利用多模式的磁振影像，自動偵測得到定
量化(quantitative)小血管疾病之病灶類型
小血管疾病之病灶類型、
量化
小血管疾病之病灶類型、大小及
發生位置等資訊，取得多模式(multi-model)影像資料
發生位置等資訊
資料來源：陳啟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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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醫學研究中的應用
• 透過以上方式，雙和醫院將透過人工智慧建立多模
多模
性小血管疾病影像自動化標註機器，強化臨床影像
性小血管疾病影像自動化標註機器
判讀效率與精確性。而透過小血管疾病的影像生物
小血管疾病的影像生物
標記(imaging
biomarker)可幫助區分個人化的疾病
個人化的疾病
標記
嚴重度與危險性；同時結合年齡、性別、臨床功能
嚴重度與危險性
影像-臨床
分數、病史、預後及存等臨床資訊，建立影像
影像 臨床
表現預測機器，並進一步建立個人治療計畫
個人治療計畫
表現預測機器
(individual treatment planning)，最終目標是以機器學
習方式分類，以放射科醫師建構文字報告模板，之
人工智慧建議之影像報告，由此協助醫
後自動生成人工智慧建議之影像報告
人工智慧建議之影像報告
師加速臨床治療決策，並應用於藥物試驗之療效追
蹤
資料來源：陳啟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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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心理學研究中的應用
• 運用人工智慧技術了解人類感知與腦訊號的關係
人類感知與腦訊號的關係：
人類感知與腦訊號的關係
當人類看到圖片時，從功能性磁振造影
功能性磁振造影可以看出來
功能性磁振造影
各個腦區的反應，給人工智慧系統看這些大腦反應，
各個腦區的反應
經過訓練後，從大腦反應就能知道人類看到什麼圖
從大腦反應就能知道人類看到什麼圖
對抗式學習等機器
片。不僅僅知道看到什麼，運用對抗式學習等機器
學習技術，還可以把看到的影像完全重建出來
把看到的影像完全重建出來
學習技術
• 運用人工智慧了解人類各種發展機制的可行性
人類各種發展機制的可行性：發
人類各種發展機制的可行性
展心理學是研究小孩如何發展各種能力，例如手眼
如何協調與如何察言觀色。人工智慧提供一個很好
的假說測試平台，心理學家可以透過機器人去模擬，
了解機器人是否真能透過特定的機制來發展出特定
的能力，
的能力，進而確認人類的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黃從仁（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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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生物學研究中的應用
•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沈聖峰團隊，研究
「蛾體色深淺與環境溫度的關係
蛾體色深淺與環境溫度的關係」，從台灣產蝶蛾
蛾體色深淺與環境溫度的關係
圖鑑的網站中選取1200張照片，先用傳統方法分析
• 結果發現在台灣山區高海拔、冷的地方，顏色越淡，
因為吸熱較重要，此部份結果與高緯度歐美的研究
在低海拔、
大致相符。然而，在低海拔
在低海拔、熱的地方，
熱的地方，顏色越深，
顏色越深，
因為散熱較重要，
因為散熱較重要，這部份則是過去沒有研究提到的
• 團隊想要擴大研究範圍，便決定運用機器學習技術
協助分析。他們用了特有生物研究中心三萬多張影
像，但影像的品質參差不齊，不過可以用資料量來
結果只要輸入一張照片，
解決測量上的誤差。結果只要輸入一張照片
結果只要輸入一張照片，人工
智慧系統就能預測其海拔高度
資料來源：沈聖峰（2018）

7

人工智慧在研究中的應用

人工智慧在生物學研究中的應用
• 團隊發現人工智慧系統看低海拔的蛾會看蛾的輪廓
看低海拔的蛾會看蛾的輪廓，
看低海拔的蛾會看蛾的輪廓，
可能是在判斷蛾的大小，於是打算進一步設計實驗，
可能是在判斷蛾的大小
讓人工智慧看不出大小後是否還能預測海拔。依此
讓人工智慧看不出大小後是否還能預測海拔
類推，就能夠逐步釐清人工智慧是從影像中哪一個
人工智慧是從影像中哪一個
部份知道海拔，比如大小、頭、翅膀等
部份知道海拔
人
• 傳統的分析方法，總是先有假說，再去查證。而人
工智慧分析則是先輸入影像，
工智慧分析則是先輸入影像，但沒有特別告訴它假
設就讓它去預測，接著再分析系統是如何判斷的，
設就讓它去預測
最後才產生假說

資料來源：沈聖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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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偏見的問題
• 雖然AI的使用有可能提高效率，但也可能造成歧視
歧視
• 例如，美國某些州分使用
使用AI技術進行風險評分
使用 技術進行風險評分，
技術進行風險評分，作
為量刑的依據，結果發現黑人被告被歸類為未來可
為量刑的依據
能會再犯罪的比例，是白人被告的兩倍，而這種偏
見早已存在於訓練AI技術的數據當中
• AI技術愈複雜，它的演算過程中就有更多的階段可
能出錯，因而增加造成偏見的風險。如果當初輸入
如果當初輸入
的數據帶有歧視性，
的數據帶有歧視性，則後續的使用可能更會加深歧
視所造成的影響
• 歧視可通過多種途徑進入AI的決策過程，包括：使
使
用不當的訓練數據、數據不足
用不當的訓練數據 數據不足、將相關性誤判為具
數據不足 將相關性誤判為具
有因果性、研發
有因果性 研發團隊代表性
研發團隊代表性不足
團隊代表性不足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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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數據的
訓練數據的問題
數據的問題
• AI技術的開發人員選擇訓練數據 (training data) 的方
式可能會受不自覺的文化偏見所影響
受不自覺的文化偏見所影響，特別是當訓
當訓
受不自覺的文化偏見所影響
練數據未能反映人口的多元性時
• 例如，當一家公司將過去招聘數據輸入AI系統中時，
這些數據可能已假定了男性的應徵者表現較好
男性的應徵者表現較好，導
男性的應徵者表現較好
致這家公司繼續基於此假定招聘未來的員工，因而
造成偏見
• 麻省理工學院一位黑人研究者發現，許多廣泛使用
的臉部辨識系統
臉部辨識系統都無法辨識她的面孔，這是由於這
臉部辨識系統
些系統主要都是利用白人的面孔來訓練的
利用白人的面孔來訓練的
• 開發人員可能從第三者取得訓練數據
從第三者取得訓練數據，但無從得知
從第三者取得訓練數據
數據蒐集的來源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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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不足的問題
• 由於AI系統預測的精準度是取決於它所取得的訓練
應用到一些在訓練數據中
數據之數量，因此當系統應用到一些在訓練數據中
沒有被充分代表的人士時，便會造成對這些人士的
沒有被充分代表的人士
不當評估
• 例如，銀行可能會因為某些人與大部分客戶群的特
某些人與大部分客戶群的特
徵不吻合，
徵不吻合，因而不批准這些人的信貸，這是因為這
因而不批准這些人的信貸
些人可能來自於數據不足的人口群
數據不足的人口群，而當銀行利用
數據不足的人口群
AI系統去評估他們的還款能力時，則無法作出精準
這些人可能有很好的還款能力，
的判定。這些人可能有很好的還款能力
這些人可能有很好的還款能力，卻只是因
為數據不足而無法評估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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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因果關係的相關性
• 即使AI系統正確找到了預測結果的個人屬性，但可
但可
能在某些情況下使用這類屬性仍是不適當的，
能在某些情況下使用這類屬性仍是不適當的，因而
可能造成偏見或不公平
• 例如，佛羅里達州布勞沃德縣 (Broward County) 的
法院所使用的AI系統，即以被告的父母是否曾入獄
被告的父母是否曾入獄，
被告的父母是否曾入獄，
作為被告本身量刑的依據
• 即使把這些有爭議性的屬性
有爭議性的屬性（
有爭議性的屬性（例如種族）
例如種族）從輸入的
這些已去除
數據中去除，但機器學習系統仍會尋找這些已去除
的屬性之替代物，例如過去犯罪的模式
過去犯罪的模式或郵遞區號
的屬性之替代物
過去犯罪的模式 郵遞區號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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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因果關係的相關性
• 另一方面，由於機器學習系統「
「黑箱」
黑箱」的不透明性，
的不透明性
使得將之運用到某些領域上會產生爭議，有些學者
違反正當
即批評美國將機器學習系統用在量刑上即違反正當
程序或造成明顯的歧視
程序 造成明顯的歧視
• 使用傳統的工具，例如DNA、照片、攝錄機的影像
或目擊者的證供，總有可能進行交叉質詢
交叉質詢，但若是
交叉質詢 但若是
透過機器學習系統，
透過機器學習系統，則這樣的方法便被排除
• 造成偏見的核心在於，機器學習系統是根據輸入的
但如果它所發現的
數據所呈現的各種模式作判定，但如果它所發現的
模式之間的關聯事實上沒有任何因果關係，
模式之間的關聯事實上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則便有
可能造成偏見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13

人工智慧應用的爭議

研發團隊的代表性不足
• 演算軟體業員工無法代表廣大的人口群，也可能會
演算軟體業員工無法代表廣大的人口群
造成偏見。若演算研發團隊的成員更多元，則可能
有助於避免少數群體的觀點被忽略
少數群體的觀點被忽略的問題
少數群體的觀點被忽略
• 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and
將
Technology Council) 在2016年的報告中即指出，將
不同背景、
不同背景、經驗、
經驗、身份的人士納入業界，是電腦科
身份的人士納入業界
學和AI其中一項最重要且具有高度優先性的挑戰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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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歸屬問題
• 當演算工具的結果造成傷害，誰應為此負責可能是不
確定的。如歐盟在2017年的報告書中指出，演算工具
演算工具
的開發人員可能不知道工具在未來的確切用途，
的開發人員可能不知道工具在未來的確切用途，但應
用演算工具的人也可能無法完全瞭解工具是如何操作
• 若將全部的責任都歸給演算工具的使用者
演算工具的使用者，可能會使
演算工具的使用者
在法律原則的正常運用下不須承擔責任的無辜使用者，
面臨必須對損失負責的風險
• 我們應將AI視為可證明為符合高安全標準的一個工程
系統，其中設計師
設計師、製造商
的所有者和操作者
設計師 製造商、AI的所有者
製造商
的所有者 操作者都
操作者
應承擔責任，如同當汽車故障時我們會把責任歸給他
們一樣。如果事實證明是汽車本身有嚴重問題，一般
而言責任是在製造商身上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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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的問題
• 在機器學習環境中，此類演算工具的問題在於，人
可能不再能夠控制所作出的決定
不再能夠控制所作出的決定，甚至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再能夠控制所作出的決定
為什麼作出錯誤的決定
為什麼作出錯誤的決定，因為我們從過程的開始到
作出錯誤的決定
結束，都沒有意識到其透明度的問題。甚至演算工
演算工
具的創造者，
具的創造者，也可能無法瞭解機器學習所推動的演
算背後所依據的邏輯
• 由於這些進行決策的演算工具的複雜性，即使向終
即使向終
端的使用者公布完整的結構、
端的使用者公布完整的結構、權重和訓練數據，
權重和訓練數據，他
們也不太可能理解和挑戰演算工具所輸出的結果
• 完全公開演算法的內容也會有另一問題，因為許多
演算工具是藉由個人資料進行訓練的，因此如果公
因此如果公
布演算的模型，
布演算的模型，這些私人資料便有可能會被發現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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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的問題
• 對抗性機器學習的問題：當有人知道機器學習演算
對抗性機器學習的問題 當有人知道機器學習演算
如何運作時，
如何運作時，即可能試圖欺騙它，讓它相信某些東
即可能試圖欺騙它
西並得出一組特定的結論。例如，當Google在20年
前公開網頁排名
網頁排名 (PageRank) 的演算法時，垃圾郵件
的發送者便干擾該搜索演算工具以破壞它的有效性
• 商業秘密和版權問題：立法要求演算技術本身需要
商業秘密和版權問題
有清晰的透明度，可能會對使用此技術的私人機構
可能會對使用此技術的私人機構
在商業中的生存造成負面的影響
• 要求解釋的權利
要求解釋的權利 (the right to explanation)：自動化
決策迅速擴散到生活中的敏感領域，例如健康保險，
信貸評分或招聘，這要求我們做得更好，以使人們
了解演算如何
了解演算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
演算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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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的爭議

「自動」
自動」決定
• 依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Protection Regulation) 第22條，資料主體有權在對他產
生法律效力、或類似地對他產生重大影響的情況下，
不受單純只是基於自動化處理的決定所影響
不受單純只是基於自動化處理的決定所影響
• 除非對於資料主體與資料操控者之間進行契約為必要
對於資料主體與資料操控者之間進行契約為必要，
對於資料主體與資料操控者之間進行契約為必要
或是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法律已授權資料的操控者用合
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法律已授權資料的操控者用合
適的方法保護資料主體的權利、
適的方法保護資料主體的權利、自由及合法利益，否
自由及合法利益
則單純只是基於自動化處理，例如利用演算工具所作
的決定，必須事先取得資料主體的明確
必須事先取得資料主體的明確同意
必須事先取得資料主體的明確同意
• 但有學者批評，許多演算工具所產生的決定，原則上
但由於使用它們的
可能只是建議性而不是自動化的，但由於使用它們的
人可能只是附和其建議，
人可能只是附和其建議，因此在實際上便具有決定性
資源來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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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的爭議

同意問題
• 一家政治資料分析公司劍橋分析
劍橋分析
在未經同
(Cambridge Analytica)，在未經同
意下從Facebook帳戶中收集個人
帳戶中收集個人
意下從
資料
• 該公司在2014年透過劍橋大學心
理系教授科根
科根 (Alesksandr Kogan)
的研究公司Global Science Research
(GSR)，開發一款叫「這是你的數
這是你的數
位生活 (thisisyourdigitalife)」的性
格測試App，來收集用戶個人資訊。
共有27萬個Facebook用戶下載這款
App，並同意使用其個人資料
19

資源來源：高敬原（2018）

人工智慧應用的爭議

同意問題
• 它會透過網路小測驗，讓用戶在不知不覺下交出居
讓用戶在不知不覺下交出居
住位置、
住位置、朋友名單、
朋友名單、按了哪些東西讚等資料，科根
按了哪些東西讚等資料
再將這些資料交給劍橋分析
• 由於在2015年以前，除非用戶設定為不公開，否則
這些第三方App可以取得用戶的朋友清單
可以取得用戶的朋友清單，因此讓
這些第三方
可以取得用戶的朋友清單
GSR公司進一步擴張到用戶的朋友網路，從下載App
千7百萬人的個
百萬人的個資
的27萬人到取得8千
百萬人的個資
• 與劍橋分析有關聯的公司使用這些資料來定位競選
定位競選
信息，試圖影響
年英國脫歐公及美國大選的選
信息 試圖影響2016年英國脫歐公及美國大選的選
試圖影響
情

資源來源：高敬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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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的爭議

去識別的資料再被識別的問題
• 不同資料庫之間的整合，個人資訊便在
在當事人不知
情的情況下落入他人手中，因為民眾當初將個人資
情的情況下落入他人手中
訊提供給不同機構時，通常都只是為了特定用途而
向個別機構釋出這些資料，但如果可以將不同機構
如果可以將不同機構
的資料庫串聯使用的話，
的資料庫串聯使用的話，則已遠離當事人釋出這些
資料的目的，
資料的目的，而且更難預估可能產生的後果
• 即使不同資料庫在釋出其資料時，已去掉可識別個
已去掉可識別個
卻
人身份的資訊，但當整合這些資料庫的資料後，卻
人身份的資訊
可能可以重新辨識到這些資料所屬的特定個人或群
體，使個人的隱私受到侵害或產生歧視的問題
資源來源： Metcalf, Jacob & Crawford, K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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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的爭議

去識別的資料再被識別的問題
• 紐約市計程車和出租車委員會公布計程車駕駛紀錄
計程車駕駛紀錄
紐約市計程車和出租車委員會
的資料庫，其中包含上下客的次數、地點、收費及
的資料庫
小費等資料，因而可揭露司機的年收入
司機的年收入，並推斷出
推斷出
司機的年收入
他們的住址
• 將此資料庫與其他公開資訊例如名人部落格串聯
名人部落格串聯，
名人部落格串聯
可追尋名星的行蹤
名星的行蹤和推測經常光顧脫衣舞俱樂部的
經常光顧脫衣舞俱樂部的
名星的行蹤
人之可能住址
• 透過此資料庫可觀察到哪些司機在伊斯蘭教祈禱的
哪些司機在伊斯蘭教祈禱的
時間停車，從而辨識哪些司機是教徒
時間停車

資源來源： Metcalf, Jacob & Crawford, K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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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的爭議

去識別的資料再被識別的問題
• 另一批學者將一家巴西的財務機構之資料庫
巴西的財務機構之資料庫與
巴西的財務機構之資料庫
Twitter中的資料串聯，比對出具有相同信貸層級的
人之社會關係和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發現此研究可
供財務機構使用，以根據不同的人的社會關係
根據不同的人的社會關係，
根據不同的人的社會關係，調
整他們的信貸額度
• 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利用蒐尋連環性侵
蒐尋連環性侵
或殺人嫌犯的技術，揭露一位外界稱之為Banksy但
但
或殺人嫌犯的技術
其本人不願意公開其真實姓名的英國藝術家的身份
其本人不願意公開其真實姓名的英國藝術家的身份

資源來源： Metcalf, Jacob & Crawford, K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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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相關法規

人體研究法
第4條
條
三.去連結
三.去連結：指將研究對象之人體檢體、自然人資料及
去連結
其他有關之資料、資訊編碼或以其他方式處理後，
使其與可供辨識
使其與可供辨識研究對象之個人資料
辨識研究對象之個人資料、
研究對象之個人資料、資訊，
資訊，永久
不能以任何方式連結、
不能以任何方式連結、比對之作業
比對之作業
第19條
條
未去連結之研究材料，逾越原應以書面同意使
• 使用未去連結之研究材料
未去連結之研究材料 逾越原應以書面同意使
用範圍時，應再依第五條、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規
用範圍
定，辦理審查及完成告知
辦理審查及完成告知、
辦理審查及完成告知、取得同意之程序
取得同意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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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相關法規

科技部對人類研究之認定
「既存資料」
既存資料」或「次級資料庫」
次級資料庫」
仍具有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可能，
• 所儲存之資料
所儲存之資料仍具有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可能
仍具有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可能
，
而研究者也直接使用該等
而研究者也直接使用該等「
直接使用該等「既存資料」
既存資料」，或其自「
或其自「
次級資料庫」
次級資料庫」中所取得者仍屬可識別個人之資料
中所取得者仍屬可識別個人之資料，
仍屬可識別個人之資料，
則其研究當然屬於「
則其研究當然屬於「人類研究」
人類研究」
• 所儲存之資料雖仍具有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可能
所儲存之資料雖仍具有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可能
，但研究者僅取得不帶有個人識別連結之資料
但研究者僅取得不帶有個人識別連結之資料進行
僅取得不帶有個人識別連結之資料進行
研究，
研究，仍屬於「
仍屬於「人類研究」，
人類研究」，惟該等
」，惟該等「
惟該等「人類研究」
人類研究」
倘若經審查組織「
倘若經審查組織「認定」
認定」符合研究倫理，
符合研究倫理，得免除後
續倫理審查
資料來源：科技部「有關人類研究計畫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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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相關法規

科技部對人類研究之認定
「既存資料」
既存資料」或「次級資料庫」
次級資料庫」
• 所儲存之資料雖已去除識別連結
所儲存之資料雖已去除識別連結，
雖已去除識別連結，但原始資料係
原始資料係非法蒐集取
非法蒐集取
得，或其留存與利用目的之轉換
或其留存與利用目的之轉換違背當事人授權
留存與利用目的之轉換違背當事人授權亦
違背當事人授權亦未為法律
所許，
所許，或去除其識別連結係
去除其識別連結係未經原始資料當事人同意時
未經原始資料當事人同意時，該
等去除識別連結之資料仍屬「
等去除識別連結之資料仍屬「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必須透過
」，必須透過研究倫
必須透過研究倫
理審查確保
理審查確保當事人之自主權
確保當事人之自主權獲得保障
當事人之自主權獲得保障
• 先前研究執行完畢後（
先前研究執行完畢後（蒐集處理分析完畢），
蒐集處理分析完畢），原研究者欲再
），原研究者欲再
以不同理論或方法，
以不同理論或方法，重新分析先前研究所蒐集之初級資料
重新分析先前研究所蒐集之初級資料
（訪談、
訪談、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人類學田野筆記等），
人類學田野筆記等），或
），或整理出版先前
整理出版先前
研究所蒐集資料之逐字稿，
研究所蒐集資料之逐字稿，只要該等資料尚未經研究參與者
只要該等資料尚未經研究參與者
同意去除其識別連結，
同意去除其識別連結，或事實上無從去除識別連結時，
或事實上無從去除識別連結時，此一
新研究計畫仍屬「
新研究計畫仍屬「人類研究」
人類研究」
資料來源：科技部「有關人類研究計畫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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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案例分析

病人社群媒體使用的研究
病人社群媒體使用的研究

•

•

•
•

步驟一：在
中加入為病人的朋友，
步驟一 在Facebook中加入為病人的朋友
中加入為病人的朋友，從中觀察
病人與其他朋友之間的互動
問題：病人的其他朋友在沒有取得其同意的情況下也
問題 病人的其他朋友在沒有取得其同意的情況下也
同時被研究者觀察
同時被研究者觀察，
研究者觀察，但如果研究者除了參與的病人也
事先取得病人朋友的同意，
事先取得病人朋友的同意，則病人的身分便會被揭露
給他的朋友知道
建議：不加入為病人的朋友，只觀察病人在Facebook
建議
中公開的活動
步驟二：病人配
步驟二 病人配帶由研究者統一註冊
病人配帶由研究者統一註冊的生理
帶由研究者統一註冊的生理訊號錶
的生理訊號錶，
訊號錶，
記錄其生理資訊
問題：研究結束後研究者仍可蒐集參與者的資訊
問題 研究結束後研究者仍可蒐集參與者的資訊，
研究結束後研究者仍可蒐集參與者的資訊，已
超出他們授權使用其資訊的權限
建議：改以不須註冊可直接讀取資料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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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案例分析

自動化診斷系統的研究
• 審查意見：計畫書中提到，在診間醫師可透過電腦
在診間醫師可透過電腦
審查意見
取得自動化的診斷報告，
取得自動化的診斷報告，可見此自動化診斷系統己
應用在臨床上，
應用在臨床上，作為醫師診斷的依據，因此應向衛
作為醫師診斷的依據
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新醫療
新醫療器材審查
新醫療器材審查
• 主持人回覆：醫師在看診時沒有使用自動化診斷系
主持人回覆
統，而是等到病人看診
等到病人看診完畢後
等到病人看診完畢後，
完畢後，始由醫師比較自動
化系統所產生的報告，
化系統所產生的報告，與自己臨床判斷有何差異
自己臨床判斷有何差異，
判斷有何差異
作為自動化系統的可靠性評估，因此仍只是學術性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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