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分析執行同意書資訊部分

CENTOGENE 要求獲得患者簽署的同意書，以合法地執行遺傳分析。請
確保樣本隨附已簽署的同意書。

敬啟者：
您的醫師建議對您（或您合法監護之個人）執行遺傳分析，以查明在
下文「同意聲明」部分所述之診斷/症狀。為確保您理解遺傳分析之目
的及意義，請參見下文所載測試過程及潛在結果的相關資訊。
遺傳分析旨在透過分析您的遺傳物質(DNA)是否存在可以解釋您或您的
家庭成員所患疾病的異常變化（變異），確定您或您的家庭成員的疑
似疾病之原因。
在遺傳分析中，依病例而定，您可以測試：
• 導致特定、疑似遺傳疾病的單個基因/變異，或者
• 同時測試多個基因（基因組、全外顯子組或基因體定序）。

假名化和匿名化：
假名化意味著在沒有特定識別碼的情況下，以無法透過個人資料追溯
到您個人的方式處理您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僅由 CENTOGENE 單獨持
有並且進行保護。「匿名化」是指讓您的資料匿名，從而不再能夠透
過匿名資料識別您的身份。
患者和醫師的資料保護資訊：
有關在執行遺傳分析期間及之後對個人資料處理的資訊列於下文。「
個人資料」是指與已識別或可識別的自然人相關的所有資訊。對於所
有此類已收集和已處理的個人資料，適用以下規定：
• 您的個人資料的處理控制方和負責實體為 Centogene GmbH, Am

執行遺傳分析所需的檢查材料列示於測試訂單表中，通常是血液或純
化 DNA，但也可以是組織、唾液或口腔拭子。
遺傳分析的可能結果：
遺傳分析可能有以下幾種結果之一：
• 鑒別出確認診斷的致病 DNA 變異，並且可以由您的醫師進行適當醫學
管理（若可以進行）。
• 鑒別出 DNA 變異，但是目前沒有足夠的科學及醫學資訊來確定其是
否為致病變異。您的醫師將與您討論此類結果，並向您說明可用的
進一步選項。
• 遺傳分析未產生可以解釋症狀的具體發現。這可能是由於當前的科
學或醫學知識及技術的限制。
遺傳分析 - 即使特定分析的結果為陰性 - 並不是詳盡無遺的，因此，它
無法排除您及您的家庭成員（尤其是您的孩子）所有可能遺傳疾病的
風險，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
獲悉測試結果可能會對您及您的家庭造成心理壓力。始終建議與您的
責任醫師討論結果。
意外發現 (incidental findings - IF) :
遺傳分析，尤其是涉及大量基因的遺傳分析，例如全外顯子組或基因體定序，
可能鑒別出與實際測試原因不直接相關的結果（意外發現）。然而，這些發現
可能提供潛在的嚴重、無法避免或無法治療的遺傳疾病風險（您可能尚未知曉
的）的相關資訊，因此對您及您的家庭仍可能具有醫學重要性。
作為下文同意聲明的可選部分，您可以決定是否以及希望在何種情況下被告知
此類意外發現。

家庭關係結果：
若測試多位家庭成員，則結果的正確解讀依賴於準確提供的家庭成員
關係。 若遺傳分析發現所提供的關係可能存在不符之處，CENTOGENE
並不會告知您，除非是在這些資訊對於所要求分析的完成和正確醫學
解讀是絕對必要的特別情況下。
健康資料、樣本和測試結果的使用：
樣本及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健康資料）將被用於所要求的分析，並且
隨測試結果一起依據下文的同意聲明進行儲存和處理。
撤回的權利：
您可以隨時撤回您對在未來執行的分析的全部或部分同意，無須提供
理由。
不知情權：
您有權不被告知測試結果（不知情權）、在被提供結果之前隨時停止
已開始的測試過程以及要求銷毀全部分析結果。

Strande 7, 18055 Rostock（由執行委員會成員代表，可在我們的網
站 https://www.centogene.com/company/executive-board.html上找
到）。您可以透過同一個地址聯絡我們的資料保護官，在地址前加
上「Attn: Data Protection Officer」（收件人：資料保護官），或者透
過電郵 dataprivacy@centogene.com 聯絡我們。
• 患者：依據本同意書，我們透過您的醫師收集關於您的以下資訊（
在每個案例所提供的範圍內）：個人詳情（包括姓名及地址）、家
庭關係、年齡/生日、性別、種族、國籍、保險資訊、症狀及其他醫
學資訊、疾病、檢查材料/具有可識別基因資料的樣本、遺傳分析結
果以及發現。收集的所有資料將被按照同意聲明中規定的期限進行
儲存。為執行所要求的遺傳分析以及將這些分析的結果告知您的醫
師，將對這些資料進行處理，部分資料會在我們控制和指示之下的
服務提供商經營的資料中心進行處理，無論哪種情況，均依據所提
供之同意書行事。如您已同意，此等資料亦會根據同意聲明中指明
的進一步目的進行儲存及處理。
• 醫師：在我們保持關於您患者的可識別資料期間，您收集的所有
資料將被處理以便與您進行關於測試及結果的溝通，以及用於開具
發票。這些活動基於旨在履行合同和出於客戶關係管理原因而允許
處理個人資料的法律規定，因為我們有相應的合法權益。我們使用
的資料處理方經過謹慎選擇，且遵照我們的指示和在我們的定期監
督下行事。對資料處理方的披露可能導致此等資料在歐盟以外的國
家/地區（第三國/地區）進行處理。對於每次向第三國/地區的資料
傳輸，均有充分的保護級別或合理的保證進行保護；例如，透過達
成含有歐盟標準資料保護條款的資料處理協議（可透過以下網址獲
得：https://ec.europa.eu/info/law/law-topic/data-protection_en）。
• 您（患者及醫師）擁有關於與您相關的個人資料的以下權利
（您可以隨時行使這些權利，例如，透過發電郵到
dataprivacy@centogene.com）：
-

獲得和存取關於您所存儲的個人資料的資訊的權利；
要求對您的已儲存個人資料進行調整或清除的權利；
獲得您的個人資料處理限制的權利；
根據您的特殊情況進行反對的權利；
對資料可攜性的權利（即，接收您向我們提供的個人資料，這些
資料以結構化、常用和機器可讀格式提供）；以及
- 隨時撤回您對在未來有效的同意的權利；
• 您有權向監督主管機關提出關於您的個人資料處理的投訴。
• 您可能擁有適用的國內法律規定的進一步權利或修正的權利，這些

權利不受影響。
• 有關我們如何處理個人資料的更多詳細資訊和定期更新的資訊，

請造訪我們的資料保護聲明，網址：www.centogene.com/data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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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聲明

疾病的遺傳分析：

（由醫師填寫）

透過簽署本聲明，我承認我已收到、閱讀並理解關於遺傳分析的上述書面解釋。
我還（從我的醫師）收到關於計劃進行的遺傳分析及可獲得的結果、可能疾病的預防/治療可能性的遺傳基礎、目的、範圍、類型及意義的適當解釋，以及與收集遺
傳分析所需之樣本和獲悉遺傳分析結果相關風險的適當解釋。我的所有問題均已得到解答，並且我擁有作出關於遺傳分析的知情決定的所需時間。

透過我的以下簽名，我同意或代表我作為其法定監護人的患者同意：

(1) 由 Centogene GmbH, Am Strande 7, 18055 Rostock, 德國, (CENTOGENE) 進行上述疾病的遺傳分析，(2) 由我的醫師和 CENTOGENE 收集和處理（包括在醫師和
CENTOGENE
之間進行我的個人（健康）資料的必要跨國傳輸）為執行遺傳分析而需要的我的「個人（健康）資料」（在每個案例所提供的範圍內，具體為：
個人詳情（包括姓名及地址）、家庭關係、年齡/生日、性別、種族、國籍、保險資訊、症狀及其他醫學資訊、疾病、檢查材料/具有可識別基因資料的樣本、
遺傳分析結果以及發現），(3) 分析所獲得的樣本，並且將其隨我的患者檔案一起儲存在 CENTOGENE，儲存期限為 10 年，以便在必要時可以核實分析結果，
(4) 出於上述目的 - 若適用 - 將我或我家庭成員（在其同意範圍內）的個人（健康）資料加入我的檔案或家庭成員的檔案中，(5) 將遺傳分析結果告知我或我的醫師或
實驗室（若 CENTOGENE 收到代表我的醫師的實驗室指示）；以及 (6) 在收到要求時向我、我的醫師或（根據具體案例）提出要求的實驗室提供遺傳分析的原始資料。

透過勾選以下相應的「是」方塊，我同意或代表我作為其法定監護人的患者同意：
意外發現的報告
全外顯子組定序 (WES) 和全基因體定序 (WGS) 測試同時分析眾多不同基因。因此，在遺傳分析中，可能發現與測試訂單原因可能不相關的
基因變異。這些發現（稱為意外發現）可提供與您報告的臨床症狀不相關的資訊，但是對您未來的治療可能具有醫學價值。我理解這些意
外發現的意義，並同意 CENTOGENE 依據 ACMG Recommendations for Reporting of Incidental Findings（ACMG 意外發現報告建議）報告特定基
因中指定類別或類型的 DNA 變異。我理解，CENTOGENE 可自行酌情決定限制報告所建議的意外發現或在每個案例中由於 CENTOGENE 資料庫中
可用的額外科學及醫學資訊而額外地報告（其他）非 ACMG 建議的意外發現。

是

我的個人（健康）資料及樣本的進一步儲存及使用
我理解，我的個人（健康）資料及（剩餘）樣本可能為診斷方法甚至治療解決方案的進一步研究、開發和改進提供幫助。這些措施在未來
也可能為我及我的家庭成員提供和支援醫學建議和指引，例如與診斷潛在遺傳疾病的診斷和治療相關的建議和指引。
• 我同意 CENTOGENE 儲存 (1) 我提供的個人（健康）資料和（受影響）家庭成員的相關資訊 - 若其同意 - 及遺傳分析結果，以及 (2) 我的樣本
（包括原始和處理過的樣本），儲存期限為 20 年，以及將此資料和剩餘樣本用於分析程序的內部研究、改進、開發及驗證，以及相關產品
和服務開發。
• 我同意，在 20 年期限後，我的個人（健康）資料與（剩餘）樣本被匿名化，然後樣本之所有權被轉移給 CENTOGENE。然後，這兩者均保
留在 CENTOGENE 的檔案中，供 CENTOGENE 無限制使用。
• 我同意，CENTOGENE 可隨時處理我的匿名化或假名化個人（健康）資料，例如輸入其遺傳疾病資料庫及資料集中，用於科學及商業研究
用途，以及協助其他患者的基因變化及遺傳疾病的診斷。可以允許外部醫師、科學家和（製藥）公司存取這些假名化或匿名化資料，以
進行研究和開發。
• 我理解，我不會由於 CENTOGENE 對我的個人（健康）資料或樣本的使用而得到任何補償。
• 我理解，CENTOGENE 資料庫中的資料 - 一旦匿名化 - 無法按要求銷毀，因為此等資料是無法辨別和不可追蹤的。

是

我知道，我可以隨時全部或部分撤回我對於在未來有效的同意，並且我對於在上述書面解釋中描述的遺傳分析結果有不知情權。

若下方簽名是患者的法定監護人，則其在此確認提供上述同意聲明是代表相應患者而不是其本人。
日期

患者
姓名

患者/法定監護人
簽名

茲此確認，患者或（根據案例）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聲明上述同意，並且我已將其簽名存檔（若簽名未在上文顯示）。我確認，患者有能力提供其同意（或
者患者的法定監護人同意），患者的所有問題均已得到解答，患者擁有考慮其決定的所需時間，並且迄今為止患者尚未行使其對遺傳分析結果的不知情權。我
理解，患者可隨時要求將其遺傳分析結果消除，並且我應該將此類要求提交給 CENTOGENE，不得有不當延誤。我同意，我的個人資料被儲存在 CENTOGENE 的
資料庫中，用於組織和開具發票之目的。
日期

醫師
姓名

CENTOGENE GmbH

聯絡詳情

Am Strande 7
18055 Rostock, Germany

電話：+49 (0) 381 80 113 - 416
傳真：+49 (0) 381 80 113 - 401

醫師
簽名

customer.support@centogene.com
www.centoge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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