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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學名藥(ANDAs)之經皮吸收及

局部外用製劑的黏著力(Adhesion)評估」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黃嘉惠 

發表時間： 2018/10/09 內容歸類： 學名藥 

類    別： 指引草案 關 鍵 字： adhesion、transdermal and 

topical delivery systems (TDS) 

    

資料來源： Assessing Adhesion with Transdermal and Topical Delivery Systems for 

ANDAs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提供經皮吸收及局部外用製劑(Transdermal and topical 

delivery systems, TDS) 學 名 藥 產 品 評 估 黏 著 效 能 (adhesive 

performance)之試驗設計及執行相關建議。TDS 產品之黏著力試驗可單

獨執行，或合併在其他試驗中執行，例如與生體相等性試驗

(bioequivalence study with pharmacokinetic endpoints，BE study)

合併執行。 

2. TDS 產品黏著於患者皮膚上、於產品仿單用法用量所載之黏著期間，預

期會因身體活動產生扭張力、環境溫度與濕度變化(例如沐浴、沖澡)、與

衣物接觸摩擦、或臥床時與其他物品接觸等，造成 TDS 產品無法維持相

同黏著力而部分脫落或完全脫落的情形，導致藥品釋放速度及吸收程度

改變，亦可能有家庭成員(如孩童)接觸到藥品之風險，因此應充分評估

TDS 產品在仿單標示之給藥期間的黏著力特性。 

3. 黏著力評估試驗 

(1) 試驗設計及評估方法 

A. 原則上建議採單劑量、隨機分配、兩治療組(two-treatment)

二期雙向交叉(two-period crossover)，及以原開發廠產品為對

照組之試驗設計。美國 FDA 亦可能會考慮接受經過謹慎適當評

估 之 單 期 (single-period) 、 同 一 位 受 試 者

(two-treatment-per-subject)在不同部位同時平行單劑量給藥

https://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504157.pdf?utm_campaign=SBIA%3A%20FDA%20publishes%20new%20recommendations%20for%20industry%20regarding&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elqTrackId=DBFF9D04A03209ED4B7DFBE2C548AE16&elq=16b2d1838b9d480cb1d58ee5b7a9db6d&elqaid=5419&elqat=1&elqCampaignId=4337
https://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504157.pdf?utm_campaign=SBIA%3A%20FDA%20publishes%20new%20recommendations%20for%20industry%20regarding&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elqTrackId=DBFF9D04A03209ED4B7DFBE2C548AE16&elq=16b2d1838b9d480cb1d58ee5b7a9db6d&elqaid=5419&elqat=1&elqCampaignId=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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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dosing study design)之試驗設計。 

B. 受試者族群之選擇，除非藥品具有特殊考量，原則上應納入健

康成年男性及未懷孕、非哺乳期之女性。 

C. 在二期雙向交叉試驗中，第二期給藥部位應是在與第一期給藥

相同之解剖部位(anatomical site)的身體對稱部位。 

D. 由於 TDS 產品的配方組成、背膜或製程都可能影響產品的黏著

特性，應以未來上市之產品進行測試；TDS 產品之上市後變更

可能需要確認與黏著力有關的成品品質屬性仍與原核准產品一

致。 

E. 應於試驗計畫書中預先規範，不得以任何覆蓋物加於 TDS 產品

之上，以避免該覆蓋物可能影響產品效能。此外，應於計畫書

規定在整個試驗中禁止:為了重覆黏貼於脫落的位置而施加壓力

或加強與皮膚黏著性於 TDS 產品上之刻意行為。 

F. 黏著力特性須採多個時間點進行評估，依 TDS 使用期間設計適

當評估時間，各個時間點之間距應相同，例如：使用期間為 7

天的貼片，採樣設計為 24 hrs, 48 hrs, 72 hrs, 96 hrs, 120 hrs, 

144 hrs, and 168 hrs；使用期間小於 12 小時的貼片則至少每

小時評估一次。時間點設計應涵蓋原開發廠產品仿單用法用量

所載之最大給藥(黏著)期間。 

G. 黏著力評分方法建議採用 5 分制黏著力量表 (five-point 

adhesion scale) 

0 ≥ 90 % 黏著 
TDS 產品之邊緣仍黏著於給藥部位皮

膚。 

1 75 ~ 90 % 黏著 
TDS 產品之某些邊緣與給藥部位皮膚

分離。 

2 50% ~ 75 % 黏著 
低於 50 %的 TDS 產品與給藥部位皮

膚分離。 

3 0 ~ 50 % 黏著 
TDS 產品未脫落但有一半以上與給藥

部位皮膚分離。 

4 0 % 黏著 TDS 產品完全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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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時間點之試驗結果記錄方式須同時呈現分數及黏著力百分

比(例如 2 分、60 %)以及照片作為佐證。試驗結果呈現方式可

參考指引中之範例。 

H. 試驗執行期間，不可限制受試者的活動，應允許受試者從事日

常活動包括每日常規之沐浴、沖澡且不得以防水措施隔絕 TDS

產品與水的接觸，以真實反映病人使用 TDS 產品的實際狀況。 

I. 受試者於試驗前，在 TDS 產品預訂黏貼部位之皮膚不得使用化

妝品、乳液、粉末或其他局部外用產品，且該區域之毛髮應先

修剪(非剃除)，以避免影響 TDS 產品的黏著效能。 

(2) 統計分析上的考量 

A. 應於試驗計畫書事先設定用於黏著力分析之「依據計畫書」

(per-protocol，PP)分析群體。應於試驗報告說明被排除於 PP

分析群體之所有受試者之排除理由並提供個別受試者之個案報

告(case reports)。 

B. 為了證明受試產品具有適當之黏著力，應呈現與對照藥品在統

計學上的不劣性(non-inferiority, NI)並訂定不劣性臨界值(NI 

margin)為 0.15 (δ = 0.15)。此外，須有足夠之受試者人數以

確保統計檢定力(power)在 0.80 以上。 

4. 黏著力試驗合併與 BE 試驗執行的考量 

(1) 有關受試者人數(sample size)，黏著力試驗與 BE試驗合併執行時，

可由黏著力試驗之受試者族群中，依據試驗計畫書事先訂定之隨機

分配碼，選擇足夠執行 BE試驗之受試者次族群(subpopulation)。 

(2) TDS 產品之 BE試驗，須計算參與統計分析之 PK 參數，且應計算百

分之九十信賴區間(90% confidence interval)。 

(3) 所有 TDS 受試產品在試驗結束後皆須保留並進行殘餘藥量之分析。 

5. 申請者應依標準格式檢送試驗資料，此外，應將 SAS 輸出之數據及運用

之統計方法以 XPT 電子檔格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