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膚外用製劑的生體相等性試驗迷思與歐美管理現況之調查

徐立峰1 黃嘉惠2

前言
皮膚外用製劑是將藥物傳送至皮膚表面，進而產生局部或全身性的治療作用，屬於
一個無論是在配方 (formulation)或投與途徑 (route of delivery)皆複雜的劑型[1]。任何的
學名藥產品在上市前，都應有充份的科學性證據 (例如：生體相等性試驗)來支持，與原
開發廠藥品具有相同的品質、療效與安全性。國內目前對於該如何執行口服固體製劑產
品的生體相等性試驗 (bioequivalence, BE)，早已行之有年且都有明確之要求。然而，對
於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該如何執行 BE 試驗，則是付之闕如，導致國內廠商在
研發此類產品時，經常會陷入不知該如何執行 BE 試驗的困境，甚至於可能產生誤解，
認為凡只要屬於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就得以免除 BE 試驗。
因此本文將嘗試從廠商對於 BE 試驗要求的常見誤解進行說明，並進一步從科學觀
點加以闡述，皮膚外用製劑為何需要執行 BE 試驗，以及其重要性為何，最後介紹美國
及歐盟對於皮膚外用製劑的審查考量重點，以期做為我國法規單位管理及製藥界研發此
類產品的參考。

廠商迷思一：因為皮膚外用製劑給藥後的全身性吸收低，所以學名藥無須
執行生體相等性試驗
BE 係指二個藥劑相等品或藥劑替代品，於適當研究設計下，以相同條件、相同莫
耳劑量 (molar dose)給與人體時，具有相同之生體可用率[2]。學名藥在上市前原則上都
必需要執行 BE 試驗，藉此連結原開發廠產品的療效與安全性證據。依據作者過去的審
查經驗，藥廠在申請皮膚外用製劑學名藥產品的查驗登記時，往往會主張認為，因為皮
膚外用製劑在局部塗抹後的藥物全身性吸收很低，並據以認為無需執行 BE 試驗，而提
出免除試驗之要求。然而，藥物在局部給藥後是否具全身性吸收，與學名藥是否需要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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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BE 試驗，藉此證明與原開發廠產品具有同等的療效與安全性，兩者並無關連性。
國內廠商多年來會有此一誤解的主要原因，在於認為執行 BE 試驗的方式只有一種，
也就是以血液中的藥物濃度，作為評估指標的藥物動力學試驗 (pharmacokinetic, PK)。
然而，就如同一般的口服固體製劑產品，可採用體內 (in vivo)的藥物動力學試驗或藥效
(pharmacodynamic, PD) 學試驗、體外 (in vitro)溶離比對試驗等不同的試驗方式，證明
與原開發廠產品之間是否具有 BE 之關係，皮膚外用製劑亦然。如果屬於不具全身性吸
收之藥品，原則上仍得以透過藥物到達作用部位之速率與程度，作為 BE 試驗之評估指
標[2]，目前至少有 5 種不同的試驗方式得以採用與進行評估，因此在執行面上仍有其可
行性。有關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方式，將於下節「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類型」
進行介紹。

廠商迷思二：凡只要屬於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就得以免除 BE 試驗
之要求
依據「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準則」第 8 條對於得免除 BE 試驗之要求：
「皮膚外用製劑之學名藥。但不含需皮下及皮內吸收之製劑。」，部分國內廠商會將其
解讀為，由於自身的產品屬於「皮膚外用製劑之學名藥」
，因此就得以免除 BE 試驗之要
求，而忽略「不含需皮下及皮內吸收之製劑」之要求;或解讀為，自身的產品不僅屬於「皮
膚外用製劑之學名藥」，且原廠產品仿單亦揭露，局部給藥後的全身性吸收很低，因此
亦符合「不含需皮下及皮內吸收之製劑」之規定。
然，無論如何，上述的兩種情況，皆不足以作為免除 BE 試驗之依據。因為是否會
有皮下及皮內吸收的情況，事實上是會受到賦形劑種類與濃度的影響 (見下節「為何皮
膚外用製劑需要執行 BE 試驗？」)，即便原廠產品在局部給藥後的全身性吸收很低，在
缺乏學名藥產品本身的數據與資料的情況下，是難以瞭解與評估學名藥產品是否會有皮
下及皮內吸收的可能。

廠商迷思三：台灣對於藥品上市前的審查要求，永遠是採取全世界最嚴格
的標準？
作者參考國際學名藥法規主管機關先導計畫 (International generic drug regulators
pilot (IGDRP), 現已更名為 IPRP 之 Bioequivalence working group for generics)在 201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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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3]，與 Shargel 等作者[4]所著有關各國學名藥法規的專書，整理以下 13 個國家/
國際組織，包括：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歐盟、日本、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南非、南韓、土耳其、瑞士、美國、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學名藥產品的試驗要求。其中僅有南韓與土耳其兩國，可同意完全免
除皮膚外用製劑學名藥產品的 BE 試驗，其餘的國家/國際組織皆有明確的試驗要求。顯
示我國若進一步要求，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在上市前執行相關的 BE 試驗，是
符合國際間的潮流與絕大多數國家的管理要求。

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類型
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一般而言可區分為以下 5 大類圖一，包括：皮膚藥物
動力學 (dermatopharmacokinetics)、藥物動力學試驗、血管收縮試驗 (vasoconstriction
study)、臨床相等性試驗、體外釋放/穿皮試驗 (in vitro release/permeation test, IVRT/IVPT)
等[5]，現階段，又以血管收縮試驗與臨床相等性試驗為最常使用的方法。有關各試驗方
法的原理、及優缺點，摘錄如下表表一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國家/國際組織對於可接受作為 BE 試驗的試驗方式則略有不
同圖一。例如：歐盟可接受以皮膚藥物動力學試驗作為 BE 的評估方式，但美國則否；
巴西可接受以體外釋放試驗作為 BE 試驗的評估方式，但日本、南非則將此試驗結果認
定作為支持性數據。

圖一、不同法規單位對於可接受作為 BE 試驗之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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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類型與其優缺點：
試驗類型
皮膚藥物動力學試驗

藥物動力學試驗

試驗簡述

經由膠帶撕貼法tape stripping method)，評估藥物  能同時評估藥物的吸收速率與程
在皮膚角質層上的動態變化

度的關係

以血液中的藥物濃度作為評估指標的相等性試驗  執行試驗的原則與方法已標準化
藉由色差分析儀，評估類固醇類藥物

血管收縮試驗

優點

(corticosteroid)所引起的血管收縮的蒼白反應
(blanching response)

缺點
 不同實驗室的再現性
 試驗方法較為複雜
 與臨床療效的相關性

 健康受試者身上執行、非侵入性  試驗劑量與時間不容易決定
 目前絕大部分的法規單位都接受  僅限於類固醇類藥物(corticosteroid)
此一方法

的皮膚外用製劑
 耗時、花費高

臨床相等性試驗

以臨床試驗終點 (clinical endpoint)作為評估指標
的相等性試驗

 目前絕大部分的法規單位都接受
此一方法

 臨床評估指標變異大/敏感度低，無法
有效的鑑別產品之間的差異
 試驗所需的人數有時甚至會超過原
廠藥品的 phase III 人數[6]

體外釋放/穿皮試驗
(IVRT/IV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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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垂直擴散槽 (Franz Cell)，評估藥物在人工膜/
或人類皮膚的釋放/或穿透的速率

 相對簡單的試驗

4

 試驗的變異性大
 可能無法反映體內的真實情況

為何皮膚外用製劑需要執行 BE 試驗？
藥物經皮吸收的過程，主要可區分為以下三個過程：藥品由基劑 (vehicle)中釋出分
1 )、藥品在皮膚層中穿透及擴散(圖二，標示○
2 )與藥品離開
配至皮膚表面(圖二，標示○
3 )，並且會依循菲克氏擴散定律 (Fick’s law of diffusion)的
皮膚進入微血管(圖二，標示○

原則：

𝑱 = 𝑪𝒗𝒆𝒉 × 𝑲𝒎 × 𝑫/𝒙
J：穿皮速率 (flux); Cveh：藥品濃度梯度; Km：分配係數 (partition coefficient)；D：擴散
常數； x：角質層厚度
而在藥物經皮吸收的過程中，極易受到賦形劑的類型與性質所影響[7]，包括：
(1) 賦形劑-藥物之交互作用：各種物理與化學作用，包含賦形劑物理狀態 (solution,
suspension, ionized or nonionized)及對藥品濃度梯度強弱的影響；
(2) 賦形劑-皮膚之交互作用：藉由改變藥品在角質層的溶解度與擴散速率以促進其
穿透角質層障蔽，輔助活性成份的輸送。
從科學上的觀點來看，因為學名藥與原開發廠藥品所使用的賦形劑種類與含量不一
定完全相同，對於藥物釋放的影響可能也有所不同。因此；即便兩者是具有藥劑相等性
(同成分、同劑量、同劑型、相同給藥途徑)，事實上仍難以確保是否具有治療相等性
(therapeutic equivalence)，因此；藉由 BE 試驗作進一步確認至為重要。

圖二、藥物經皮吸收過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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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審查管理現況
美國 FDA 並未針對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並未發表一般性的審查原則指引
(general guidance)，相關的審查要求基本上是散見於個別產品的 BE 試驗指導原則
(product-specific BE guidance) [9]。截至 2019 年 12 月為止，針對皮膚外用製劑產品，美
國 FDA 共發布了 205 項產品 (81 種不同成分)的 BE 試驗指導原則，劑型則涵蓋： 凝膠
(gel)、乳膏 (cream)、軟膏 (ointment)、洗劑 (lotion)、溶液劑 (solution)、氣化噴霧劑 (foam
aerosol)等常見皮膚外用劑型。不同於口服的固體製劑產品的 BE 試驗絕大部分都是屬於
一般的藥物動力學試驗試驗。美國 FDA 針對皮膚外用製劑學名藥的 BE 試驗要求，相對
而言是較為複雜，基本上可區分為以下 9 種不同的類型 (表二)。其試驗要求的原則，可
大致總結為以下幾點：
(1) 若屬於洗劑或溶液劑，若能符合 Q1/Q2 相同之原則，亦即學名藥與原開發廠藥
品配方的賦形劑相同 (簡稱 Q1 相同)，且含量差異未超過5% (簡稱 Q2 相同)，
原則上就可免除 BE 試驗之要求;若否，則會依藥品之特性與類型，進一步要求
執行臨床相等性試驗、血管收縮試驗或藥物動力學試驗 (類型 A、B、C)。
(2) 若屬於 1962 年以前即已上市的 DESI (drug efficacy study implementation) 藥物[10]，
僅需執行物化性質的比對，並證明具有相似性 (簡稱 Q3 相似) (類型 D)
(3) 若屬於配方相對單純的藥品 (例如：acyclovir ointment 配方中僅有 polyethylene
glycol 此一賦形劑)，若能符合 Q1/Q2 相同且 Q3 相似的情形下，原則上僅需執
行體外釋放/穿皮試驗[11]；若否，則會依藥品之特性與類型，進一步要求執行臨
床相等性試驗、血管收縮試驗或藥物動力學試驗 (類型 E)。
(4) 若藥品在局部給藥後，可在體內測得完整的藥物動力學趨勢圖 (PK profile)、或
基於安全性的原因 (例如：藥物屬於治療安全範圍狹窄的藥物)，就需要執行體
內的藥物動力學試驗(類型 F)。
(5) 若藥品屬於類固醇類藥物，執行血管收縮試驗(類型 G)。
(6) 若非屬上述的任何情況，執行臨床相等性試驗(類型 H)。
(7) 若屬於複方藥品，原則上會需要依照個別成分進行考量，有時甚至會要求兩個以
上的試驗。例如：若複方藥品包含類固醇與抗菌成分，則可能會同時要求執行血
管收縮試驗(針對類固醇)與臨床相等性試驗(針對抗菌成分) (類型 I)
上述之原則，茲整理如下圖 (圖三)所示。若就目前美國 FDA 所發布，有關皮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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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劑的 BE 試驗指導原則(N=205)，約有 20%的皮膚外用製劑可能無需執行 BE 試驗 (類
型 A、B、C)、10%的皮膚外用製劑僅需要執行體外試驗 (類型 D、E)、70%的皮膚外
用製劑需要執行體內試驗 (類型 F、G、H)，其中又以血管收縮試驗與臨床相等性試驗
為最大宗。
為何屬於溶液劑型的皮膚外用製劑產品 (類型 A、B、C)，在符合 Q1/Q2 相同之原
則，就得以完全免除 BE 試驗之要求。原因在於，不同於乳膏與軟膏等半固體 (semisolid)
劑型，由於溶液劑型產品其主成份與賦形劑皆已完全溶解，因此學名藥與原開發廠產品
之間配方的差異 (formulation differences)不至於影響藥物的釋放。此外，更值得注意的
是，對於絕大部分非屬溶液劑型，而必須執行 BE 試驗的半固體劑型而言，考量執行體
內試驗花費高且耗時久，美國 FDA 近年來的法規要求，已開始逐步朝向以執行體外釋
放/穿皮試驗取代體內試驗 (類型 E)，雖然目前僅有 5 個產品的 BE 試驗指導原則列出
可採取此一方式，包括：silver sulfadiazine cream、acyclovir ointment、acyclovir cream、
benzyl alcohol lotion、docosanol cream 等，但預期未來會有更多品項被同意採此方式。
表二、美國 FDA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 BE 試驗要求之類型(作者自行整理)。
類型 a

BE 試驗之要求

範例

2 種選項：
A

選項 1：Q1/Q2 相同則可免除 BE 試驗

Calcipotriene solution

選項 2：臨床相等性試驗
2 種選項：
B

選項 1：Q1/Q2 相同則可免除 BE 試驗
選項 2：血管收縮試驗

Mometasone furoate
lotion

2 種選項：
C

選項 1：Q1/Q2 相同則可免除 BE 試驗

Diclofenac sodium solution

選項 2：藥物動力學試驗與臨床相等性試驗
D

Q3 相似

Erythromycin gel

2 種選項：
E

選項 1：Q1/Q2 相同且 Q3 相似與體外釋放/穿皮試驗 Acyclovir ointment
選項 2：臨床相等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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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動力學試驗

G

血管收縮試驗

H

臨床相等性試驗

I

血管收縮試驗及臨床相等性試驗

Lidocaine patch
Betamethasone
dipropionate cream
Adapalene gel
Betamethasone
dipropionate/clotrimazole
cream

類型 A-I 之說明請詳見內文

a


F

Q1/Q2 相同係指，學名藥採用與原開發廠藥品相同的賦形劑，且含量差異未超過5%



Q3 相似係指，學名藥與原開發廠藥品的物化性質相似，例如：pH 值、黏度、粒徑尺寸 (particle size)等

圖三、參照美國 FDA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 BE 試驗要求所整理之試驗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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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審查管理現況
不同於美國 FDA 之作法，歐盟 EMA 針對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則是採取發布一
般性的審查原則指引(Draft guideline on quality and equivalence of topical products)[12]。在
該指引中，除了對於相等性試驗的建議之外，亦包含了化學製造管制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的要求與建議。歐盟 EMA 對於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要求分類
如表三。其試驗要求的原則，茲整理如圖四所示，可大致總結為以下幾點：
(1) 相似於 US FDA 之原則，若為療效範圍狹窄產品、或具劑量相關全身性毒性之藥
品等，應執行臨床相等性試驗或藥物動力學試驗。
(2) 非屬第(1)項所述產品，若配方單純且屬單相基劑 (simple formulation with a
single-phase base)如溶液劑、懸浮液劑等，在符合 Q1/Q2/Q3 包含 IVRT 試驗結
果皆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下，可免除執行相等性試驗；若否，則依藥品之特性與
類型，進一步要求滲透動力學試驗 (表三，類別 II)、藥效學試驗 (表三，類別
III)或臨床相等性試驗等。
(3) 相異於 US FDA 之原則，體外釋放試驗 (IVRT)是作為成品品質管控項目而非作
為證明相等性之試驗項目。
(4) 歐盟 EMA 之指引，對於作為成品品質管控項目之體外釋放試驗 (IVRT)及對於
可作為證明相等性之體外穿皮試驗 (IVPT)、皮膚藥物動力學試驗 (膠帶撕貼法,
Stratum Corneum Sampling, Tape Stripping)的試驗要求，有較為詳盡之描述，包括
受試藥品之代表性、試驗檢品數、試驗劑量 (dosing amount)、試驗材料之選擇、
受試者之選擇及人數、試驗執行時間 (如給藥期及吸收期時間長度訂定之依據)
及採樣時間、盲性及隨機分配之要求、除了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外須增加一組負
對照組 (negative control)之要求、分析方法、各項目須計算與評估之參數以及證
明相等性之可接受標準 (acceptance criteria：90% confidence interval)等，可作為
我國法規單位管理及製藥界研發此類產品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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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歐盟 EMA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 BE 試驗之類型分類。
試驗類型
I

II

試驗項目

臨床相等性試驗

滲透動力學試驗
(Permeation Kinetics 
Studies)


III 藥效學試驗

體外穿皮試驗 (IVPT)
皮膚藥物動力學試驗
藥物動力學試驗



血管收縮試驗



抗菌/抑菌試驗 (Antiseptic and anti-infective studies)

圖四、參照歐盟 EMA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 BE 試驗要求所整理之試驗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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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相較於口服固體製劑產品，其 BE 試驗的法規要求已趨成熟，國內目前對於皮膚外
用製劑的 BE 試驗要求，仍有許多未臻完備之處。歐美等國家近年來也開始逐步提出與
修正有關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要求，值得我國未來在修正相關法規時的借鏡與參考。
但如何揉合出一個兼具實務可行，且符合科學性原則的法規要求，未來也有賴各界的集
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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