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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Health Canada 於 2017 年 10 月發表「新藥查驗登記申

請案(NDSs)與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案(ANDSs)之品質(化學與製

造)」指引 

 

發表單位： 加拿大 Health Canada 摘要整理： 白書睿 

發表時間： 2017/10/31 內容歸類： 藥品品質 

類    別： 指引 關 鍵 字： Chemistry and manufacturing 

control (CMC)、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Quality 

(CTD-Q) 

    

資料來源： Guidance Document：Quality (Chemistry and Manufacturing) 

Guidance：New Drug Submissions (NDSs) and Abbreviated New 

Drug Submissions (ANDSs)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適用於經由化學合成或半合成原料藥與成品之新藥查驗登記申

請案 (New Drug Submissions, NDSs)與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案

(Abbreviated New Drug Submissions, ANDSs)。不適用於生物藥

品、放射性藥品。 

2. 原料藥－S.2 製造： 

(1) 起始物：起始物之訂定應依 ICH Q11 一般性原則進行全面性完整

地評估。在大多數情況下，應提供製備起始物之資料(例如：起始

物之製程流程圖、試劑、不純物)以完整地描述起始物不純物的特

性，亦用以評估起始物與原料藥規格(與管控策略)的合理性。 

(2) 未分離中間體(non-isolated intermediates)：若為未分離中間

體，則應執行製程中管制(IPC)，以檢測未分離中間體化學反應是

否完成，或提供未分離中間體未進行製程中管制合理性。檢測反

應是否完成之製程中管制被視為關鍵操作，應於 S.2.4 提供相關

資料。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drug-products/applications-submissions/guidance-documents/chemical-entity-products-quality/guidance-document-quality-chemistry-manufacturing-guidance-new-drug-submissions-ndss-abbreviated-new-drug-submissions.htm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drug-products/applications-submissions/guidance-documents/chemical-entity-products-quality/guidance-document-quality-chemistry-manufacturing-guidance-new-drug-submissions-ndss-abbreviated-new-drug-submissions.htm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drug-products/applications-submissions/guidance-documents/chemical-entity-products-quality/guidance-document-quality-chemistry-manufacturing-guidance-new-drug-submissions-ndss-abbreviated-new-drug-sub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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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料藥－S.3 特徵及結構鑑定： 

(1) 結構解析及其他特徵： 某些原料藥(例如某些抗生素、酵素與胜

肽)結構複雜致使光譜鑑定困難，這類原料藥的評估應強調製程中

純化步驟與 S.4.1 原料藥規格，確保其再現性(reproducible)可製

得品質一致的原料藥。 

(2) 不純物：不純物的研究被視為品質(模組三)中最重要的部分。根據

原料藥本質與製程中化學修飾步驟，ICH Q3A 不純物規格訂定一

般原則亦可延伸至半合成原料藥，例如發酵、植物來源或動物來

源、且下游仍有數個化學修飾步驟之原料藥，惟下游步驟若僅含

形成鹽類/非鹽類之發酵製程，則這類原料藥不純物規格的訂定，

可不遵循 ICH Q3A，例如未知不純物規格可訂定至「NMT 

0.20%」，而非 ICH Q3A 鑑定閾值(identification threshold)之

「NMT 0.10%」，並須要提供適當科學性資料說明其訂定的依

據，始可接受這類原料藥之不純物管控。 

4. 原料藥－S.4 原料藥管制： 

(1) 晶型：原料藥若為擇優晶型(preferred polymorph)，應於送審資

料說明晶型管控策略(例如於原料藥規格增列晶型試驗)。高溶解度

原料藥通常不需要晶型管控，然仍應考量晶型對於製造力

(manufacturability)及安定性的潛在影響。對於低溶解度原料

藥，應提供擬訂的晶型管控方法之合理性說明，或排除晶型管控

策略之支持性資料。 

(2) 不純物分析方法：應使用不純物標準品，定量已知的不純物

(identified impurities)。當不純物相對原料藥之回應因子

(response factor)超過 80%，可接受以原料藥標準品層析峰，定

量檢品中已知不純物之定量結果；若上述回應因子無法支持不純

物定量分析，且已提供不純物層析峰校正因子(correction factor)

或數據，可提報證實高估不純物含量，則可接受以原料藥層析峰

定量已知不純物。 

5. 成品–P.2.1.成品配方組成物–原料藥原位轉化(in-situ conversion)：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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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產過程中原料藥可能轉化成不同的物理或化學型態，例如鹽類/

非鹽類、立體化學、晶型等變化。此種轉化可能影響成品的安全、有

效與品質。經評估判定原料藥具潛在原位轉化，應於 S.1.1 說明最終

成品之原料藥真實的物理化學型態，於 S.3.1 提供轉化後型態的支持

性資料，例如各型態溶解度與晶型特徵。且應討論原料藥已知或潛在

的不相容性(例如乳糖與含一級胺官能基之原料藥)，說明避免此不相容

現象之方法，例如經由製造技術分開不相容成分。 

6. 成品－P.2.2 成品－刻痕錠劑(scored tablets)： 

應提供關於刻痕設計(例如錠劑幾何形狀與刻痕線)、製程選擇(例如說

明錠劑利於剝半之硬度)等資料。刻痕的設計應具有相關測試及試驗結

果之支持性資料，例如隨機抽樣完整錠劑樣本數至少 15 錠，剝半後

30 個半顆錠劑樣本之均一度試驗(重量差異或含量均一度)，另應說明

錠劑剝半損失重量(不超過 3.0%)與完整錠劑硬度範圍。若成品為具有

刻痕之修飾釋放錠劑(modified release tablet)，除均一度含量試驗，

另應證明剝半後與完整錠劑具有相等的釋放速率。 

7. 成品－P.2.3 製程開發： 

(1) 半製品：半製品係指原料藥產製過程中添加其他物料，並進行至

少一個製程步驟之中間產品，須再執行後續製程以製得最終成

品。半製品若未立即進行下游製程，則須擬定半製品末效期

(expiry date)或再驗期(retest date)，並用以支持最終成品末效期

之安定性試驗資料，其內容應包括衍自「接近末效期半製品」之

最終成品安定性試驗檢測結果。有關原料藥半製品之安全性(例如

nitroglycerin)或安定性(例如 cholecalciferol)議題考量，應與有

關單位討論個案的合理性。 

(2) 製程放大：應說明成品製程之選擇、優化與放大等科學性依據，

且應強調與成品關鍵品質屬性 (CQA)相關之關鍵操作參數

(CPP)，例如顆粒法之黏合液添加速率、成塊時間 (massing 

time)、造粒終點、乾燥終點、乾燥減重製程中管制等；列舉對象

應為商業化規模批次，支持製程放大之較高風險成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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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料藥之療效劑量範圍狹窄(critical dose drug)，且非液劑

形態之成品； 

B. 低劑量效價(strength)之成品，例如成品效價為 5 毫克或以

下，或原料藥佔成品總量 2% w/w 或以下； 

C. 較易變異製程所得之成品，例如直壓法製得之低劑量成品； 

D. 較為複雜製程所得之成品，例如以包衣技術添加原料藥、及

以凍晶乾燥或微包囊(microencapsulation)製得之成品。 

8. 成品－P.3.4 關鍵步驟及半製品管制： 

(1) 顆粒法：水含量、混合均一度、粗密度與拍擊密度(bulk and 

tapped density)、顆粒的粒徑大小散佈、造粒終點(granulation 

end point)； 

(2) 固體口服成品： 平均重量、重量差異、硬度、厚度、脆度、崩散

度、包衣增重等； 

(3) 半固體製劑：黏度、均質性(homogeneity)、pH 值、相分離之評

估； 

(4) 經皮貼片：藥品-黏合劑混合物含量、塗佈之單位面積重量(不包

括基材)、裁切尺寸之黏著力(adhesive strength)； 

(5) 定量吸入器(MDI)： 充填重量/體積、洩漏測試(leak testing)、定

量閥遞輸量(valve delivery)； 

(6) 乾粉吸入器(DPI)：藥品-賦形劑混合物含量、水含量、單顆包裝

膠囊或泡形包裝(blisters)之重量差異； 

(7) 液體成品：pH 值、比重、溶液澄清度、負荷菌量(bioburden)； 

(8) 注射成品：滅菌前負荷菌量、外觀與澄清度、pH 值、充填重量/

體積、過濾前後濾膜完整性試驗(例如起泡點、前進性流動等)、微

粒物質、容器封蓋系統完整性試驗等。 

9. 成品－P.5 成品管制： 

(1) 成品規格：含量放行規格應訂定較嚴格允收標準，以確保架儲期

規格仍可符合標誌含量範圍，例如放行規格訂定為 93.0－108.0%

標誌含量，如考量儲存期間生成降解產物不超過 2.0%，則成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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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期規格可符合 90.0－110.0%標誌含量。 

(2) 降解產物分析方法：廠內成品降解產物 HPLC/UPLC 系統適用性

應最少包括分離度(resolution)，或是其他可適當指標層析管柱性

能之參數。 

10. 成品－P.8 安定性： 

(1) 苛酷試驗：應提供原料藥降解 10%－20%之代表性層析圖。某些

製劑應進行額外的試驗，例如液體成品之循環凍結-融化試驗

(cycle freeze-thaw studies)、半固體製劑或經皮貼片之倒置試

驗。 

(2) 安定性試驗儲存條件：檢品儲存條件不應使用開端式描述(open 

ended)，例如「儲存於 30°C 以下」。若成品具沉澱傾向或低溫易

變質，例如溶液劑、懸浮劑、或固體分散系統，應提供儲存溫度

低於 15°C 之安定性試驗資料。 

(3) 批數及批量：NDSs 與 ANDSs 應提供至少三批安定性試驗批次

(primary batch)之成品加速與長期安定性試驗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