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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疗机构、大学、学术期刊和卫生行政机构建立医学伦理委员会 ,是国际医学界的常规做法。

为了与国际接轨 ,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目前 ,存在其建制行政化、建设无章程、功能发挥

不够甚至流于形式等问题 ,需要对其成立背景、主要功能进行研究 ,并加强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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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Ethics Committee founded in medical orgnizations ,universities ,academic periodicals and hygiene
institutes is an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filed of medicine. Although we have done a large amount of work to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no systemic roles ,function deficiencies etc. There2
fore ,we should study its establishing background and main function and strengthen it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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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已经成为国际医学界的常规做法。
根据国际有关医学伦理规范文件和国内有关法律文件的规
定 ,我国的许多医疗机构、大学、学术期刊和卫生行政机构等
也纷纷成立了医学伦理委员会 ,但就目前来看 ,其作用发挥
的程度有限、甚至流于形式。研究我国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理
论和实践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1 　什么是医学伦理委员会

医学伦理委员会 ,即 MEC(Medical Ethics Committee) 主要
有三类 ,分别是建立在医院等医疗保健机构中 ,即 HEC ( Hos2
pital Ethics Committee) ;建立在高等院校、学术期刊和科研机
构中 ,即 IRB (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建立在政府或国际、
国内医学组织中 ,即 MEC(Medical Ethics Committee ) 。
1. 1 　HEC (Hospital Ethics Committee)

是在医院等卫生保健机构中设立的医学伦理委员会 ,又
称医院伦理委员会 ,一般定义为 :“是建立在医院等基层卫生
单位中 ,由多学科人员组成、为发生在医疗实践和医学科研
中的医德问题和伦理难题提供教育、咨询等的组织。”
1. 2 　IRB (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是在医学高等院校、学术期刊和科研机构中设立的医学
伦理委员会 ,又称机构审查委员会 ,一般定义为 :“是建立在
医学院校、学术期刊和医学科研机构中 ,由多学科人员组成、
对医学科研选题、开展、结题、成果的发表等是否符合人类伦
理和法律规定进行审查的组织。”
1. 3 　MEC(Medical Ethics Committee )

是在国家政府或医学组织中设立的医学伦理委员会 ,一
般定义为 :“是某一国家的政府或国际、国内医学组织建立
的 ,对某些重大医学科研、卫生政策、医学法律法规 ,从伦理
上加以决策、论证、辩护的组织。”
2 　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背景
2. 1 　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国际社会和医学界的常规

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带来了
大量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 ,引起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
关注 ,为了保证医学科学的健康发展和医学技术的正确运

用 ,从 20 世纪后期开始 ,许多国家的政府、医学组织、医疗机
构和科研机构纷纷建立了医学伦理委员会。

1976 年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一桩判决中指出“对于
患者生命维持装置是否取下应该听取医院内伦理委员会的
意见”。[1 ]1983 年美国医院协会 (AMA) 颁布了《关于生物医学
伦理的医院委员会的准则》,1985 年颁布了《美国医疗保健机
构道德委员会准则》,到八十年代末 ,美国已有 60 %以上的医
院建立了医院伦理委员会。[2 ]国际人类基因组织 ( HUGO) 设
有专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委员会 ( ELSI) ,后改名为伦理委
员会 ,发布了“关于遗传研究正当行为”等一系列声明。[3 ]

1982 年 12 月 ,日本德岛大学以审议有关不孕症治疗为目的
的体外受精为契机 ,在日本的医科大学中率先成立了伦理委
员会。[4 ]1983 年 2 月 23 日 ,法国建立“国家生命和健康科学
伦理学顾问委员会”[5 ] 。2001 年 7 月 5 日 , 瑞士联邦政府正
式任命一个由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法学界专家组成的国家
医学伦理委员会 ,就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
法律和伦理等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现任美国总统布
什也组建了一个由知名科学家、生物医学伦理学家和律师等
组成的总统委员会 ,专门监督干细胞研究 ,制定管理细节 ,研
究各种生物医学技术对社会和伦理带来的影响。[6 ]

2. 2 　我国卫生部门和各级、各类医学机构纷纷成立“医学伦
理委员会”

1998 年 11 月 ,我国卫生部宣告成立了“卫生部涉及人体
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简称为“卫生部医学研究
伦理委员会”) 。2000 年 3 月 6 日卫生部又成立“卫生部医学
伦理专家委员会”。卫生部认为 :“在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
时代 ,医学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医学
科学研究对社会、文化和伦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为规范医
学科技行为 ,保护受试者和研究者的合法权益 ,强化法制观
念 ,特成立‘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责是
负责行业科技发展中有关伦理问题的咨询和审查。”

由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特别设立了一个子计划 ,规定
必须进行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研究。我国的人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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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北方和南方研究中心 ,为了与国际接轨 ,也分别成立医
学伦理委员会 ,开展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7 ]

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国内各医科大学纷纷效仿
国际做法 ,相继设置伦理委员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也设立
医院伦理委员会 ,如天津市卫生局把建立医院伦理委员会列
为医院分级评审的条件之一 ,天津市的二、三级医院普遍建
立了伦理委员会[8 ]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同
仁医院等 ,也都建立了伦理委员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第
二医院 ,济南铁路局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也已经建立了医学
伦理委员会。
2. 3 　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是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有关医疗机构应该成立“医学伦理委
员会”。

2003 年 6 月 4 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议通过
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九条规定 :“为确保临床
试验中受试者的权益 ,须成立独立的伦理委员会 ,并向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伦理委员会应有从事医药相关
专业人员、非医药专业人员、法律专家及来自其他单位的人
员 ,至少五人组成 ,并有不同性别的委员。伦理委员会的组
成和工作不应受任何参与试验者的影响。”第十、十一、十二
条分别规定了伦理委员会对“临床试验方案”、“试验过程”进
行审查的意义、方式和其他事项。

卫生部制定并于 2001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的《人类精子库
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 ,申请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应
当“设有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样 ,卫生部制定并于 2001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
申请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设有医学伦理
委员会”。《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第六条规
定 :“医学伦理委员会应由医学伦理、社会学、法学和医学等
有关专家和群众代表组成 ,并依据上述原则开展工作。”

总之 ,当今的医学科技已经高度专业化 ,进行医学科研、
运用医学技术为病人服务、发表医学科研成果以及如何对待
这些新兴的医学科技等一系列问题 ,其涉及伦理疑问的医学
问题过于专业化、这些医学科技引起的伦理问题也过于专业
化 ,对此进行伦理审查、评价和判断 ,就需要一个专业的委员
会 ———医学伦理委员会。
3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功能
3. 1 　开展有关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

对以人为对象的医学研究和医疗行为 ,按照《赫尔辛基
宣言》的要求进行伦理学审查 ,以维护相关者的权益。医学
伦理委员会审查的事项主要包括 :

医学研究计划的伦理审查、论证 ———对研究者的资格、
经验 ,试验方案的适当性 ,知情同意履行情况、试验潜在的风
险进行审议、评估 ,并出具“同意”、“暂缓”或“不准”等伦理审
查意见书。

医学研究项目的监督、指导 ———对医学研究过程中 ,知
情同意与保密、公正与公益、有利与不伤害以及尊重生命、维
护病人权利和受试者权益等诸伦理学原则的执行情况进行
监督 ,并适时给予必要的指导。对违背医学伦理的行为及时
指出 ,并向项目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医学研究成果的伦
理评审 ———对医学研究成果进行伦理评审 ,提出指导性意
见 ;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符合人类伦理 ,其研究成果
才予以发表。
3. 2 　指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工作

开展人类生殖技术服务 ,根据卫生部颁布实施的《人类
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实施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等法律规定 ,必须成立医学伦
理委员会 ,并开展有关工作 ,比如对医务人员伦理、法律知识
的培训、知情同意书的制定、医疗保密问题、对病人提出的棘
手伦理问题的答复等。
3. 3 　指导临床药理基地工作

根据《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开展在药物临床试
验的过程中 ,必须对受试者的权益给予充分的保障 ,并确保

试验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伦理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审查、监
督与评价 ,而这些工作既涉及复杂的医学知识 ,又是涉及伦
理学、法学等专业知识。
3. 4 　医学伦理教育培训、咨询服务

医学伦理委员会可以对医学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
进行医学伦理学系统培训 ,并且适时地对病人与公众进行医
学伦理学基本知识的宣传 ;回答病人、受试者和研究人员的
咨询 ,并提出适当的伦理学意见 ,必要时还应提供一个医学
伦理方面的行动指南。
3. 5 　协调、指导对医学生的医学伦理教育工作

我国临床医学专业现已普遍开设了医学伦理学专业基
础课程。承担医学伦理教学和医德教育的主要力量是医学
伦理学教师、主渠道是医学伦理学课程。但同时还需要各专
业研究所 (室)广大教师们的共同努力 ,需要专业教师在专业
教学中进行医德教育的渗透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医学伦理委
员会可以在其中进行协调和指导。
4 　对我国医学伦理委员会建设的建议
4. 1 　充分认识建立医学伦理学委员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应该认识到为了与国际接轨 ,我国有关机构、组织和医
学专业杂志社等应该建立医学伦理委员会。现在通行的做
法 :有关国际课题的申报、开展和结题以及成果的发表 ,都必
须有医学伦理委员会签署意见。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应建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市场
经济条件下 ,医患纠纷日益突出 ,政府、医疗卫生单位承担着
重要的医学伦理建设任务 ,医学伦理委员会在医德建设中的
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4. 2 　加强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组织建设

为了推动我国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建设 ,中华医学会医学
伦理学委员会于 1990 拟定、1991 年公布 ,1995 年 5 月修订了
《医院伦理委员会组成规则》,这个文件对该委员会建设提出
一些建议。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 ,医学伦理委员会应该由道
德高尚的医生、护士、医院管理工作者、伦理学工作者、律师、
社区及病人代表等组成 ,人数在 10 人到 15 人之间 ,委员会的
委员可由基层科室选举或推荐产生 ,委员会主席由委员选举
产生。[9 ]

4. 3 　职能和作用的真正发挥
首先 ,正确认识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作用。美国在建

立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初期 ,人们也怀疑其作用 ,认为与其说
它能够解决问题 ,倒不如说会增加问题 ,怀疑它的决定是否
有约束性和权威性 ,但实践证明 ,其作用是其他任何机构所
不能替代的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公
正性。

我国在已有的伦理委员会建设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职
能发挥不够、甚至流于形式。例如 ,国际性的医学科研课题
已经完毕 ,按照国际规范为了结题而不得不进行“补审”,而
流于形式。

其次 ,必须制定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章程。目前医学伦理
委员会建设中 ,“行政”色彩过于浓厚 ,往往通过行政文件决
定伦理委员会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展 ,应该严格“章程”的规
定 ,建立并开展工作。

再次 ,目前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成员的
培训。美国丹佛的”应用生物医学伦理学中心”主任 Fredrick
R. Abrams博士针对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教育活动 ,指出 :“如果
缺乏生命伦理学知识背景 ,那么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就会
仅仅表达出那些他们原有的偏见。”[10 ]

培训的内容至少包括国内有关医学法律 ;医学伦理学和
生命伦理学常识 ,例如 ,后果论 (consequentiality theory) 和义务
论 (deontologist theory)等基本理论 ,不伤害 (non - maleficence) 、
有利 (beneficence) 、尊重 (respect) 、公正 (justice) 等基本原则以
及医学伦理决策、评价、辩护、审查、教育等方法和技巧 ;国
际、国内公认的医学伦理学文件 ,例如《日内瓦宣言》《赫尔辛
基宣言》《世界医学会国际医学道德守则》《世界卫生组织关
于评审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委员会工作指 (下转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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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定期检查评比。通过各项措施的制定执行 ,有效规范了
学生的日常行为 ,上课、实习状况明显改善 ,公寓内生活、学
习秩序也明显好转。学生管理要取得实效 ,制度是其重要保
证。制度的建立既要符合学校对学生管理的精神和原则 ,同
时还要切合学生的实际 ,这样才能切实可行 ,大学生自我管
理就做到了有章可依 ,违章必究。这不但对学生起到了约束
作用 ,而且规范了学生的行为 ,会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
4 　发挥班、团学生干部在日常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是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大学生自我管理活动不等于学生个体的分散活动。相
反 ,在多数情况下应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所不
同的是 ,其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应是各级学生组织和优
秀学生干部。而能否充分有效地发挥各级学生组织的作用
和学生干部的桥梁、纽带与示范作用 ,是自我管理成功与否
的关键。

学生进入大学学习 ,由不适应到适应 ,他们在学习、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与自身利益密不可分。学生学习中 ,教师教学
水平的高低、教学态度的好坏及课程设置的合理性直接影响
着教学质量、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的生活环境对学
生也有较大影响 ,其中以住宿条件和伙食问题最为突出。在
面对这些问题中 ,我们充分发挥学生会、班、团干部的职能 ,
培养他们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鼓励并支持他们独立开展
工作 ,发挥他们在处理、解决问题中的主导作用。实行校、
院、班级三级学生管理制度 ,一级对一级负责。实行学生干
部按期换届制度 ,建立学生管理机制 ,实行有效管理、目标管
理、科学管理。大胆放权让学生干部参与学生工作管理的全
过程 ,如早操、寝室、晚自习、上课考勤、教室、班级等管理 ,大
型文体活动的组织排练到演出等 ,都由学生自己去完成 ,在
实践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学习部对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学校的教学安排、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等充分
听取同学意见 ,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向学校教学部门反映 ,
及时解决问题 ,这些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提高了教学质
量 ,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不断提高 ;生活部对学生的住宿安全、
用电安全等问题 ,组织生活班长、舍长定期检查 ,防止了不安
全事件的发生 ;针对学生的伙食问题成立了伙监会 ,定期对
学校的饭菜质量、品种及价格进行监督 ,对同学们反映的问
题向饮食集团及学校主管部门反映 ,协商解决办法 ,维护了
学生的切身利益 ,深受学生欢迎。
5 　调动学生的积板性 ,鼓励其主动参与 ,自我管理才能取得
实效

高校学生管理应更新观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思
想 ,在学生管理中要有识才之眼、爱才之心、用才之法、育才
之能 ,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各尽其能 ,充分发挥学生在自我管
理中的作用。我们在对学生的管理中不仅要当好指挥者 ,更
要当好服务者 ,做学生成才的促进者 ,当学生的知心朋友 ,让

学校成为师生情感交流的港湾。学校要坚持管理主客体互
换 ,让人人都是管理者 ,全员参与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共谋
育人之计 ,共商成才之路。使学生在管理中接受教育 ,在教
育中学会自律 ,从而取得自我管理的实效。

2003 年 ,在抗击“非典”的攻坚战中 ,我们充分发挥了大
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由学生干部负责 ,组织同学成立了“防
典”工作小组 ,自发地为学生发药、测体温、消毒、对疫区回归
人员隔离观察、义务制作“防治非典手册”向同学宣传预防知
识 ⋯⋯[1 ]学生们分工明确、汇报及时、工作透明、措施得力 ,
有效的控制了“非典”疫情的局部蔓延 ,为实现“零非典”校园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学风建设工作中 ,我们依然要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重视其学习态度 ,把整顿学习纪律作
为学风教育的突破口 ,由学生干部负责对迟到、早退、旷课等
影响学习的行为按学校规定进行处理 ,在学生中树立正气 ,
形成积极上进、刻苦学习的良好风气。同时开展学习经验交
流和评教评学活动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满足学生的学习
需求 ,从而促进学风的根本好转。[2 ]在教育管理中 ,我们坚持
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教育 ,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积极开展创建
文明校园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 ,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通过主
动参与和亲身感受接受教育 ,充分调动起了同学们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达到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目的。我们结合学
生的特点对学生中的热点问题 ,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现在
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 ,欠缺独立生活的能力。为
此 ,我们开展了床铺设计大赛。学生人人参与、自我设计、精
心布置。在检查评比中我们惊喜地发现 ,昔日的宿舍大变
样 ,宿舍床铺干净整洁 ,环境优美温馨 ,学生们对自己的劳动
成果也感到非常满意 ,此次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针对大
学生恋爱问题 ,我们组织了学生辩论会“大学生应不应该谈
恋爱”。正反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通过辩论 ,使学生从
中悟出了一个道理 :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正确处理
恋爱问题。另外 ,我们还开展了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一系
列教育活动 ,通过学生的全员参与 ,使自我管理收到实效。

总之 ,学生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 ,只有充
分发挥学生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中的作用才能使学生管理
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作为学生工作者 ,只有不断研究新情
况 ,解决新问题 ,运用新方法 ,不断完善学生自我管理的方
式、方法 ,才能适应新世纪学生管理的新要求 ,才能培养出适
应 21 世纪需要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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