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ckKids COVID-19
Seroprevalence Study Translation

病童 COVID-19
血清阳性率研究

为什么这项研究很重要？

我们的中心目标是通过调查儿童和父母

通过病毒抗原和抗体检测青少年接触 COVID-19。 这个信息
将帮助我们监测 COVID-19 接触情况并了解未接种疫苗和接种疫苗的儿童和青少年。

谁可以参加？

邀请所有Medics Camp参加者及其兄弟姐妹参加Medics的星期五营！

参与包括什么

知情同意

完成简短的健康问卷

捐赠鼻拭子（快速抗原检测）

和/或少量血液样本（~1 茶匙，抗体检测）

我将如何受益

及时收到检测结果

通过帮助提高我们对免疫的理解

保护儿童免受 COVID-19 和
提高我们对免疫的理解

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 COVID-19 感染回馈社区

SickKids COVID-19
Seroprevalence Study Packag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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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s Camp 儿童和家庭，
Sick Kids 医院希望与 Medics 的儿童和家庭分享一个绝佳的机会
营。 SickKids 和 CALIPER 计划 (www.caliperproject.ca) 推出了一种儿科 COVID-19
在GTA学习。我们的中心目标是通过调查儿童来支持 GTA 各地的儿童和家长
和青少年通过病毒抗原检测（当前感染，鼻样本）暴露于 COVID-19
和抗体（过去的接触/疫苗接种、血液样本）。
COVID-19 研究：参与 COVID-19 研究将涉及参加 Medics Camp 诊所，并且：
1. 完全知情同意
2. 填写健康问卷
3. 提供鼻拭子（快速检测）和/或少量献血（~1 tsp，抗体检测）
参与是完全自愿的，对所有感兴趣的学生开放，可以选择参与

仅一项或两项测试。测试结果将及时返回给学生的家长/监护人，不
成本。

CALIPER 健康儿童研究：您和您的孩子也可以通过提供
允许使用为 COVID-19 检测收集的血液样本进行额外的健康标志物检测



和疾病。这将帮助 SickKids 改进对有医疗问题的学生的诊断。无需额外
将收集样本。参与只需要填写第二份同意书。作为感谢

参加 CALIPER 研究的学生将收到一件 CALIPER T 恤、10 美元和 2 个社区
服务时间。

如果您有兴趣加入 SickKids 对抗 COVID-19 并参与其中一项研究，
请选择下面的选项并在您预定的时间之前填写并返回附加的表格

医疗营期间的星期五诊所日期。

儿科 COVID-19 血清阳性率研究（见白色印刷的表格）
SickKids CALIPER 计划（请参阅以蓝色打印的表格）

感谢您的考虑和支持！如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给我们。我们期待着

7月15日至8月19日周五见

.还将举办虚拟信息会议

事先 - 留意更多信息！
最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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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联系信息

请注意：如果您的回答需要澄清，我们可能会与您联系。

请尽您所能填写此表格； 但是，您可以跳过任何您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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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参与研究

儿童家长同意书

研究标题：SickKids COVID-19 血清阳性率研究
首席研究员：

Khosrow Adeli 博士，儿科检验医学系，416.813.8682
共同研究者：

儿科检验医学系 Aaron Campigotto 博士
感染控制系 Michelle Science 博士
研究团队/研究联系人：
Mary Kathryn Bohn，儿科检验医学系，416.813.7654 分机。 202673
研究赞助商和/或资助者：
病童医院

默克加拿大公司。

雅培实验室

利益冲突：

没有与本研究相关的利益冲突需要声明。

介绍

您的孩子被邀请参加我们的研究。本同意书描述了研究



学习以及参与的意义。本同意书可能包含您不理解的词语。

请让研究人员解释您不理解的任何内容。请花尽可能多的时间

您需要考虑您的决定是否允许您的孩子参与，并提出您的任何问题

有。如果它对您有帮助，我们鼓励您与家人、朋友、您孩子的

私人医生、其他健康专业人士或您信任的社区成员。全部

参与研究是自愿的，您没有任何义务让您的孩子参与

参加。

为什么我的孩子被要求参加？

您的孩子被邀请参加这项研究，因为他们是居住在南方的孩子

安大略省。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

了解 COVID-19 如何影响儿童是公共卫生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定！这项血清阳性率研究旨在评估多伦多地区儿童的 COVID-19 流行率
通过病毒和抗体测试。

这项研究将有多少参与者？

这项研究仅在 SickKids 进行。我们预计将招收多达 2200 名儿童和青少年
在安大略省南部的各个招聘中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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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会发生什么？

您孩子的参与预计需要大约 20 分钟。如果您的孩子表示他们是
有兴趣在联系信息表上多次参与，研究团队将

通过电话与您联系，让您了解即将举行的诊所活动。同意将在每次完成。

您孩子的参与将涉及完成一份健康问卷，这大约需要 5
分钟完成。问卷询问您孩子的健康状况和其他人口统计信息

因素。如果您有问题，问卷可以单独完成，也可以与研究团队一起完成。

您孩子的参与还将涉及捐赠少量血液样本和/或鼻腔和唾液样本
在您附近的诊所，如下所述。

作为本研究的一部分，将收集哪些样本？

您孩子的参与将涉及捐献少量血液样本（7 毫升，1 茶匙）和/或鼻腔和
唾液样本（1-2 毫升）在您附近的诊所。如果您的孩子捐赠鼻腔样本，将进行快速抗原检测
用于识别当前的 COVID-19 感染。如果他们的结果是阳性，您的孩子将在
两个小时的参与。还将收集唾液样本（1-2 mL）以确认 COVID-19 测试结果
在 SickKids 实验室的阳性结果的情况下。如果您的孩子捐献血样，抗体
测试将用于识别过去的 COVID-19 感染以及对感染的免疫反应或
接种疫苗。参与者可以选择只参加一项或所有测试。

为了保护您孩子的身份，您孩子样本上的信息将仅限于

研究 ID 只能由研究团队与您孩子的个人信息相关联。 尽管
保护措施到位后，存在信息无意泄露的风险。 一旦需要测试
由于研究已经完成，任何剩余的样本将被储存 5 年以用于重新测试目的
然后销毁。

研究有哪些风险、危害或不适？

您的孩子可能会因参与本研究而产生副作用。 一些副作用是已知的，并且
下面列出了，但可能还有其他未知或预期的副作用。 你应该告诉
如果您的孩子有任何抱怨、行为改变、健康变化或有其他

研究访问之外的医生访问或住院治疗。 与您讨论这些问题很重要



研究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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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可能会导致疼痛、瘀伤、肿胀或感染。也可能有

采集鼻腔样本时有些不适。这些不适是最小的和短暂的。

有时间上的不便。参与大约需要20分钟。
尽管采取了保护措施，但仍存在无意泄露信息的风险。尽管

从研究数据中识别出您的孩子的风险非常小，永远无法完全消除。

参加研究有什么好处吗？

您的孩子可能不会直接从参与这项研究中受益。然而，我们从中了解到的信息

研究将用于提高我们对 COVID-19 如何影响儿童的理解。您还将收到
您孩子的测试结果及时。

我在这项研究中的职责是什么？

如果您选择参加本研究，您将需要：

告诉研究医生您孩子目前的所有健康状况。

告诉研究医生您孩子的所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例如

作为非处方药和补充剂，包括维生素和草药，

自然疗法。

向您的学习团队询问您或您的孩子担心的任何事情。

如果您对您的孩子参加这项研究改变主意，请告诉研究人员。

要求收集和储存生物样本以供将来研究

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SickKids 的研究人员希望您和您的孩子将
您孩子的剩余样本和/或本研究中去识别化的研究数据，用于未来的研究
学习。这项研究可能包括关于 COVID-19 测试或未知研究的额外研究。
这不包括基因研究。病童医院将决定研究的类型

是在这些样本上完成的，他们将与谁共享这些样本以用于研究目的。

与营利性公司分享您孩子的样本和信息：

与营利性商业分享您孩子的去识别生物样本和健康信息

制药公司等公司是可选的。您将被要求提供您的父母

同意以下。

营利性公司可能是想要制造新药或测试当前药物的制药公司

批准用于另一种疾病或人群的药物。也可能是一家开发生物技术公司

治疗或诊断疾病的新方法。如果您同意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共享，SickKids 可能会收到
钱来换取你的样品和研究信息。我们收到的任何资金都将支持我们的新

和正在进行的关于 COVID-19 的研究。您孩子的样本和健康信息将仅由以下人员识别
分配给您的唯一 ID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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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选择让我的孩子离开研究吗？

决定参加这项研究是您和您孩子的选择，参与是自愿的。你

在研究期间，您的孩子可以随时改变主意。未完成完整

参与，请让研究团队知道。

我可以从研究中提取我孩子的样本吗？

如果您不再希望您孩子的样本用于本研究，您可以要求他们

样品被撤回并销毁。请注意，任何已共享的样本都不能

撤销。作为主要研究的一部分收集的生物样本可以通过联系



通过电话研究医生和协调员。

我可以从研究中撤回我孩子的研究数据吗？

如果您不再希望您孩子的学习信息用于本研究，您可以要求您的

孩子的数据将被撤回和销毁。请注意，任何包含在

分析的一部分或已共享的部分不能撤回。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离开研究

并且想要撤回为研究收集的您孩子的去识别信息，让

研究小组的成员都知道。

如果研究人员发现了关于我孩子的一些信息怎么办？

您孩子样本的所有测试结果都将报告给您或您孩子的初级保健医生。

如果通过鼻腔样本确定阳性结果，将通过唾液样本测试确认结果

您的孩子将被转诊至 SickKids 免疫学诊所进行进一步随访。你会被问到
提供您孩子的家庭医生的姓名和联系信息。

参加这项研究会花费我或我的孩子任何费用吗？

参加这项研究不会给您带来额外的费用。

如果我的孩子参加这项研究，他们会得到报酬和/或报销吗？
您和/或您的家人不会因参与本研究而获得报酬。我们预计不会产生任何额外费用
感谢您和/或您的家人参与本研究。为表彰您的参与，您的
孩子将获得参与证书。

作为这项研究的结果，有可能开发出一种商业产品。您和您的孩子将

对本研究或任何未来研究可能产生的任何产品没有权利

使用这项研究数据。您和您的孩子不会从任何可能产生的产品中获得版税

作为本研究或任何未来研究的结果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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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研究的一部分，将收集关于我孩子的哪些个人健康信息？

个人健康信息 (PHI) 是从您的孩子的医疗记录中收集的任何信息
记录。 PHI 还包括在研究期间从/关于您孩子的任何信息。如果你决定
为了让您的孩子参与这项研究，SickKids 研究团队（研究调查员、协调员、
护士和代表）将收集有关您孩子的个人健康信息。这包括东西

从本同意书中描述的研究程序和/或您孩子的信息中学到的
病历。研究小组将只收集他们本研究所需的信息。

为本研究收集的一些数据包括有关您孩子的可识别信息，包括：

部分出生日期（年月）、电话号码、地址和邮政编码。这个信息是

需要知道您孩子的年龄并联系您进行跟进。

涉及人类的研究有时会收集有关种族和民族以及其他

个人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不同事物的反应

干预。提供有关您孩子的种族或民族血统的信息是自愿的。

如何保护我孩子的隐私？

您孩子的隐私权受到需要保障的联邦和省级法律的法律保护

以确保您孩子的隐私受到尊重。我们会尊重您孩子的隐私。病人医院

儿童还承诺尊重您孩子的隐私。不会提供有关您孩子的任何信息

未经您的许可向任何人发布或发布，除非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

收集的关于您孩子的信息将通过将您孩子的姓名替换为唯一

参与者代码。在 SickKids 识别您孩子的记录（包括您孩子身份之间的联系
和您孩子的参与者代码）将被保密，并在适用的允许范围内

除本同意文件中所述的情况外，不会披露或公开提供。

SickKids 学习团队控制着学习密码密钥，这是连接您孩子的
个人健康信息/个人信息给他们。研究编号与您的联系



孩子的身份将由 SickKids 研究人员保护，不会提供给
（赞助商/资助机构/协调中心）。 SickKids 指南包括以下内容：
• 所有可识别您孩子的信息，包括纸质副本和电子信息，都将被
保密并存储并锁定在安全的地方，只有研究人员才能

访问。

• 电子文件将安全地存储在医院或机构网络上，或安全地存储在任何
便携式电子设备。

• 未经您的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在场外提供识别您孩子的信息。
示例包括您孩子的医院或诊所图表、您孩子图表任何部分的副本、

或根据您孩子的图表做的笔记。

以下人员可能会查看您孩子的原始（可识别）医疗/学习记录以检查
为研究收集的信息是正确的，并确保研究符合规定的法律

和指导方针：

• SickKids 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代表和其他负责监督研究的 SickKids 工作人员
在 SickKids 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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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您孩子的个人健康信息将在研究的监督下进行

医生。您和您的孩子有权访问、查看和请求更改您孩子的个人信息

健康信息。研究人员和上面列出的其他人将保留他们看到的信息或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接收有关您孩子的机密信息。即使有风险

从研究数据中识别出你的孩子是很小的，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

研究人员会将有关您孩子的任何个人健康信息安全保密

位置 5 年，然后根据 SickKids 政策将其销毁。当这项研究的结果是
公开，您孩子的身份将不会被披露。您和您的孩子有权被告知

整个研究完成后，本研究的结果。您也有权要求您的

孩子的学习信息将发送给您和/或其他人，例如您的主治医生、会员
您的医疗团队或家庭成员。您可以选择获取此信息的方式

要求。例如，您可以将信息发送给您或您希望收到的任何人

以纸质或电子格式发送的信息。

去识别化的研究数据将被转移到西奈山医院。正在共享研究数据，以便

研究医生可以完成专门的测试。

在某些情况下，您对孩子信息的权利可能会受到现行规则和法律的限制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收集的信息的使用和存储。这将向您解释为

需要。

如果您对孩子信息的保密方式有任何疑虑，您可以联系

SickKids 研究伦理委员会或 SickKids 隐私办公室。
关于这项研究的信息会在网上提供吗？

有关这项研究的说明，请访问 www.caliperproject.ca。本网站将不包括
可以识别您孩子的信息。您和您的孩子可以搜索这个网站。

如果我的孩子在这项研究期间/期间受伤怎么办？
如果您的孩子因参与本研究而受伤，将为您的孩子提供医疗护理

以他们通常会获得任何其他医疗的相同方式。绝不签字

此同意书放弃您孩子的合法权利或释放研究医生、赞助商或相关人员

机构的法律和专业责任。如果您的孩子需要任何治疗

与您的孩子参与研究有关的伤害或疾病，您应该联系研究医生



立即地。

我的孩子将如何获知新信息？

我们可能会在研究期间了解您和您的孩子可能需要了解的新信息。我们也可能

了解可能使您的孩子想停止参与研究的事情。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

任何新信息都会及时通知您的孩子。您和您的孩子可能

如果您决定继续研究，还需要签署一份描述这些新发现的新同意书

研究。

我的孩子会收到学习结果吗？

您孩子样本的所有测试结果都将报告给您或您孩子的初级保健医生。

如果通过鼻腔样本确定阳性结果，将通过唾液样本测试确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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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孩子将被转诊至 SickKids 免疫学诊所进行进一步随访。你会被问到
提供您孩子的家庭医生的姓名和联系信息。

研究成果将通过期刊出版物和学术会议分享。当结果

这项研究是共享的，您的身份将不会被披露。您有权获知结果

整个研究完成后。如果您想了解此结果

研究，请让研究医生知道。

参加研究性研究时，我的孩子有哪些权利？

您和您的孩子有权获得所有可以帮助您做出决定的信息

参与这项研究。您和您的孩子也有权随时就本研究提出问题

时间并让他们回答您的满意。您孩子的隐私权受到法律保护

联邦和省法律要求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您孩子的隐私得到尊重。

通过签署此表格，您不会放弃您孩子对研究医生、赞助商的任何合法权利

或涉及的机构进行赔偿，本表格也不减轻研究医生、赞助商或其

代理人的法律和职业责任。

在您的孩子参与本计划之前，您将获得一份签署并注明日期的同意书

学习。如果您的孩子能够阅读，他们将以不同的形式获得有关该研究的信息，称为

同意书。如果您同意让您的孩子参加这项研究，并且您的孩子同意参加

学习，您的孩子将被要求提供他们的同意，以表明他们了解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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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参与研究

研究标题：SickKids COVID-19 血清阳性率研究
通过签署本研究同意书，我理解并确认：

1.我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回答了，
2. 我了解本知情同意书内的信息，
3. 我允许访问我孩子的医疗记录和/或生物样本，如本文所述
同意书，

4. 我签署本同意书并没有放弃我孩子的任何合法权利，
5. 我明白我孩子的家庭医生/医疗保健提供者将/可能会被告知我的
参与本研究

6. 我被告知我将收到一份签名并注明日期的同意书副本。

我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参加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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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CALIPER 是一项全国性倡议，旨在创建一个更新的“儿科参考区间”数据库 - 一系列化学
和从一组健康儿童获得的血液学检查结果，以确定当儿童患有医学疾病时什么是正常的

对疾病进行筛查。您孩子的血液样本将有助于填补儿科参考文献中的关键空白

当前存在的关于年龄、性别和种族的区间。这将有助于改善评估和治疗

SickKids 和加拿大各地的儿童人数。
研究描述

第 1 步：问卷调查和同意书
您将完成一份简短的问卷（随附）并签署此同意书，这大约需要 10 分钟。为了
有关我们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aliperproject.ca。您可以打印并填写问卷
和同意书在家中或在您孩子的约会中，SickKids CALIPER 团队成员将提供给
协助你。同意书的副本将提供或发送给您。如果您的孩子将参加学校诊所

如果您不会陪伴您的孩子，请务必填写问卷并签署此同意书

在您的孩子预约之前。

第 2 步：安排您孩子的预约
如果您的孩子将参加学校诊所，您孩子的学校将安排您孩子的预约。如果你的孩子

将参加 SickKids 或附近的 CALIPER 站点，请致电 416.813.7654 分机联系项目协调员。
202673 或 caliper.project@sickkids.ca 为您的孩子安排预约。孩子没必要禁食
对于这项研究。但是，如果您决定禁食，禁食时间将取决于您孩子的年龄（下次喂食前

2岁以下的儿童； 2-12 岁儿童在下一顿饭前 4-6 小时；至少 8 小时
13-18 岁儿童早餐前）。
第 3 步：您孩子的预约日
抵达后，CALIPER 团队成员将迎接您，他将与您一起审查项目的详细信息，并可以
还可以帮助您填写问卷和同意书。根据您孩子的年龄，您和/或 CALIPER 团队
会员将向您的孩子解释献血程序。 CALIPER 团队成员会问您/您的孩子一个
几个问题（例如您孩子最近的饮食和锻炼情况）并进行一些测量（例如您孩子的身高、腰围和

重量）。如果您的孩子在 8 至 15 岁之间，他/她可能会被要求填写一份 Tanner 表格，该表格是
衡量

青春期发育。一位在儿科采血方面经验丰富的 SickKids 抽血医生将采取一次性小
从您孩子的手臂采集血液样本，大约需要 3 分钟。样本采集将在安全的地方进行
和所有必要材料的安全环境。根据年龄，采血量如下： 0-
12 个月，1-2 毫升； 1-10 年，3-6 毫升； 11-18 岁，6-11 毫升。无需其他访问或额外测试。
第 4 步：跟进您孩子的医生
我们将与您孩子的医生分享您孩子可能关心的测试结果。然后，您孩子的医生可以分享

这些结果与你。经您同意，如果您的孩子在 8-15 岁之间，我们会请您孩子的医生
与我们分享您孩子的 Tanner 结果（即如果您的孩子在预约时没有填写她/他的 Tanner 表格）。
参与

参与本研究是自愿的。如果您选择让您的孩子参加这项研究，您可以将您的孩子带出

在参与期间的任何时间进行研究。如果您选择让您孩子的样本在之后退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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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我们可以从生物库中取出生物样本，前提是它未经测试并用作我们的一部分

发现。事实上，如果您孩子的样本已经过测试并用于我们的研究，则提取样本和/或其他
当时无法提供信息。如果您的孩子需要在 SickKids 照顾，这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取决于您的孩子是否参加这项研究。如果对研究进行任何更改，您将收到通知

影响您让孩子参与研究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仍然需要，我们将再次征求您的同意

想在书房。如果您的孩子因参与学习而生病或受到伤害，我们将为您的孩子提供治疗。您的



签署本同意书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涉您的合法权利。研究的工作人员和任何人

为研究捐款，或者医院仍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负有法律和专业责任。

赞助

该项目的资金由 SickKids 儿科检验医学部 (DPLM) 和加拿大
健康研究所。

对参与者的潜在好处

除了知道一个帮助了加拿大各地有医疗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之外，参与者自己

（和/或家人或朋友）可能是 SickKids 或其他儿科健康中心的患者并受益
直接来自本研究的结果。

对社会的潜在好处

该项目的主要好处将是准确可靠地确定什么是健康和正常的孩子

对有医疗问题的人进行疾病筛查。这反过来将有助于更好地评估和治疗儿童

在 SickKids 和加拿大各地。
潜在危害

我们将使用针头（例如蝴蝶针）从您孩子的手臂上采集少量血液样本。可能会有轻微

不适、瘀伤或发红，通常会在几天内消失。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施加压力

献血后立即使用棉球有助于缓解任何瘀伤或发红。献血通常很快

过程（约 3 分钟）。根据孩子的舒适程度，有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潜在的不适或不便

您孩子的预约将安排在您方便的时间和地点（例如在 SickKids 或附近
CALIPER 网站，例如学校）。总参与时间，不包括往返您孩子的预约时间，将为
大约 15 分钟。
保密

我们会尊重您的隐私。所有数据均严格保密，仅用于本研究项目和我们的

合作研究。不会向任何人提供或公布有关您是谁或您的孩子是谁的信息

未经您的许可，除非法律要求。所有发布的信息都是完全匿名的。也就是说，我们

法律要求如果认为儿童受到虐待，如果有人生病，应向有关当局报告

如果有人谈论伤害自己或他人，或者如果法院命令我们向他们提供

研究论文。

SickKids 研究伦理委员会和研究质量和风险管理团队，以及其他合作的 CALIPER
网站或研究的监管机构可能会查看您的问卷回复或您孩子的测试结果以检查研究。

签署此同意书，即表示您同意让这些人查看此信息。

登记入住时，您孩子在问卷和生物样本上的个人信息将被编码为

卡尺 ID。这用于保护您孩子信息的机密性。所有已识别的信息（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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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信息）将单独保存在安全的位置。与其他网站共享的所有信息和

合作组织将只能访问经过编码以保护您孩子身份的信息。

本研究产生的数据将存储在安全、锁定的位置。只有研究团队的成员（和

也许上面描述的那些人）将有权访问数据。这可能包括外部研究团队

成员。您孩子的样本将一直保存到完成所有 CALIPER 研究，然后作为
SickKids 政策要求的。在此期间，您孩子的样本将储存在 SickKids 的生物库中
医院，双重锁定，身份不明。公布的研究结果不会透露您或您孩子的身份。

去识别的样本可能会被送到其他地点进行分析和测试，例如其他 CALIPER 站点或
合作组织。签署此同意书，即表示您同意将您孩子的样本储存在生物库中

并送出现场进行分析。

报销



每位参与者将收到以下捐款：

• 10 美元献血
• 两个志愿时间
• 选择 T 恤或泰迪熊
上述报销是我们对您和您孩子的补偿，以表彰您的时间和

努力。我们将应您的要求报销您参与本研究的任何其他合理的自付费用。

利益冲突

参与本研究的所有人都没有利益冲突。这意味着他们不会从中受益

或从这项研究中获得经济利益。

同意

通过签署此表格，我同意：

1) 你已经向我解释了这项研究。你已经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2) 您已经解释了本研究可能带来的危害和益处（如果有的话）。
3) 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而不是让我的孩子参加这项研究。我明白我有权拒绝让我的
孩子参加研究。我也有权随时让我的孩子退出学习。我对孩子服用的决定

参与研究不会影响我孩子在 Sick Kids 的医疗保健。
4) 我现在和将来都有空就研究提出问题。
5) 我被告知，我孩子的学习记录将被保密，除非向我描述。
6) 我明白，未经我的许可，我不会向任何人提供或发布有关我孩子的任何信息。
7) 我已阅读并理解本同意书的第 1 至第 3 页。我同意或同意我的孩子可以参加这项研究。

我们将保留一份已签署的本同意书副本以供记录，并且还将向您提供或发送一份副本。如果

你

对本研究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主要研究者 Adeli 博士，电话：416.813.8682 或
khosrow.adeli@sickkids.ca 或项目协调员，电话：416.813.7654 分机。 202673 或
caliper.project@sickkids.ca。如果
您对参与本研究有任何伦理问题，请致电 416.813.5718 联系研究伦理。到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加拿大 CALIPER 的信息，请访问 CALIPER 网站 www.caliperproject.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