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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EDQM 於 2018 年 4 月公告「如何解讀歐洲藥典適用性證書

CEP 內容」指引 

 

發表單位： EDQM 摘要整理： 雲文沂 

發表時間： 2018/04 內容歸類： 化學製造管制 

類    別： 指引，公告 關 鍵 字： Certification of suitability to 

the Monographs of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CEP  

    

資料來源： Certification of suitability to the Monographs of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How to read a CEP (PA/PH/CEP(15) 31) 

  

重點內容： 1. 本公告詳述歐洲藥典適用性證書(以下簡稱 CEP 證書)之獨有索引編號

(unique reference)、宣稱函、聲明，同時對適用範圍、類型、修訂

(revision)、更新(renewal)、撤銷(withdrawal)等事項進行說明。 

2. CEP 證書不等同於放行檢驗成績書，也不可取代 GMP 證書。另外，

生物藥品(biologicals)並不在申請範圍內。 

3. CEP 證書申請類別包含化學純度與微生物品質證書(Chemical CEP)、

植物藥與植物藥製備證書(Herbal CEP)、傳播性海綿樣腦症安全證書

(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TSE CEP)及下列複

合式證書(Combined CEPs)： 

(1) Certificate for chemical purity/microbiological quality and 

sterility 

(2) Double certificate (Chemical + TSE) 

(3) Double certificate (Chemical + TSE) also covering sterility  

4. TSE CEP 證書僅能說明物質符合現行歐洲藥典通則 1483「具有 TSE

風險之產品」管控標準，並不證明其品質能以歐洲藥典個論管控，惟

前述複合式證書 Double certificate (double CEP)除外。 

5. CEP 索引編號： 

https://www.edqm.eu/sites/default/files/guideline-cep-how-to-read-a-cep-may2018.pdf
https://www.edqm.eu/sites/default/files/guideline-cep-how-to-read-a-cep-may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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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編號由 22 項字元組成，包括中間 12 項固定字元；前面 3 項字元

將會於 CEP 證書核發 5 年後，申請更新而增加；最後 7 項修訂字元隨

著 CEP 內容修正而數字變動。 

6. CEP 宣稱函(declaration of access/box of access)： 

持有者可授權客戶使用 CEP 證書支持產品上市許可申請(marketing 

authorization application，MAA)。持有者須於 CEP 證書影本填寫

藥商名、藥品品名等訊息。藉由簽署宣稱函，聲明最新 CEP 申請核准

索引編號版次無任何變動。 

7. Chemical CEP 包含下列重要聲明，這些聲明無法完全反應申請時所檢

附檢驗成績書上的原料藥規格，與藥典適用性無關的訊息將不列於其

上；故 CEP 證書所包含試驗項目與限量標準經常少於 EDQM 採認接

受的規格。 

(1) 副標題(subtitle)： 

A. 若滿足 PA/PH/CEP(04)1 條件，CEP 申請者可要求於證書加

註：粒徑、晶型、無菌性等副標題。如 CEP 證書未包含副標

題，意指申請之規格等級未被 EDQM 採認接受，或申請者未

提出相關要求。 

B. CEP 證書可能同時包含不同規格等級副標題，若不同等級需要

個別不純物限量標準或管控方式，則必須分開申請。 

(2) 場所(sites)： 

CEP 證書會列出持有者與製造廠資訊。2013 年 7 月前核准的 CEP

證書，並不一定列載全部中間體製造廠。 

(3) 不純物： 

A. 未 列 於 歐 洲 藥 典 個 論 的 不 純 物 (additional related 

substances)，若含量超過歐洲藥典通則 2034 設定之應報告

量，且可使用個論不純物分析方法檢測，則此廠內不純物之限

量標準將列載於證書；若無法使用個論不純物分析方法檢測，

除限量標準外，經確效之廠內分析方法亦附錄於後。 

B. 未知不純物(unspecified impurities)限量標準未訂於歐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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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個論中，應依歐洲藥典通則 2034 與每日最大劑量建立限量

標準。 

(4) 殘餘溶劑： 

A. 歐洲藥典通則 5.4 原則適用於此項申請；使用於製程最後一個

步驟(無關殘留量)的有機溶劑，或使用於製程早期階段，但無

法使用確效步驟穩定移除且最終殘留量高於 ICH Q3C 限量標

準 10%之有機溶劑(Option 1)，其名稱與限量標準將註明於證

書，分析方法附錄於後。 

B. 持有者可決定對於製程所有使用之溶劑進行檢測(包含經證實

不殘留於原料藥之溶劑)；在此情況下，CEP 證書列載之溶劑

會少於實際申請規格。 

(5) 元素不純物： 

A. 若申請者已提供風險管理摘要，此報告將會註明於附錄，以供

成品製造廠依據 ICH Q3D 執行元素不純物評估；若未提供風

險管理摘要，則 CEP 會聲明製程中是否使用元素不純物，以

及使用之元素不純物名稱，必要時，申請者所訂定之元素不純

物限量標準與分析方法亦會註明與附錄於 CEP。 

B. EDQM 不作元素不純物評估是否符合 ICH Q3D 之最終決定，

該決定應由 CEP 使用者於成品上市許可申請時進行評估。 

(6) 免除試驗(omitted tests)： 

若製造過程未使用歐洲藥典個論所述化合物(例如：金屬催化劑、

試劑與溶劑等)，則相關檢測項目可從規格移除，此聲明會註明於

CEP 證書內容。 

(7) 再驗期(retest period)： 

並非所有 CEP 證書皆聲明再驗期，若申請者有要求再驗期，則

EDQM 會進行評估，並註明於證書。 

(8) 人或動物來源製程物料： 

A. 申請者必須宣稱製程使用起始物、試劑、添加物、發酵使用培

養基物料等是否源自於人體或動物。此聲明是為了提醒監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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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必須評估任何有關病毒安全性(viral safety)議題；EDQM 並

不會對申請者提供的相關病毒安全性資料進行評估。 

B. 申請物質涉及 TSE-risk 風險，EDQM 將會執行相關評估，並

聲明於 CEP 證書內容(如前述之 double CEP)。 

(9) 生產製造(production section)： 

包含物料來源、製程確效、製程中管制等生產要求，若該要求超

出 EDQM 認證範圍(例如：病毒安全性)，則 CEP 證書上會清楚註

明上市許可申請階段時須評估生產要求。 

8. 原料藥與賦形劑混合物(API-mix)： 

收載於歐洲藥典個論 API-mix 品項才能申請 CEP 證書，該證書包含訊

息取決於藥典個論，內容包含賦形劑名稱與添加量範圍、使用目的(例

如：抗氧化劑)與管控方式等。 

9. Sterility CEP 無法單獨存在，通常會與化學純度進行評估，其聲明包

含滅菌用水品質、滅菌過程環氧乙烷 (ethylene oxide)，或輻射

(ionising radiation)使用限量、無菌過濾之溶劑殘留量、滅菌方法、

滅菌步驟與細菌內毒素管控(如適用)等項目。 

10. Herbal CEP 聲明包含藥物提取率(Drug Extract Ratio，DER)、殘餘溶

劑管控、萃取用溶劑與賦形劑使用等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