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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性試驗歷史回顧座談會

前衛生署藥政處經與國內外相關公協會協商後，於 2000 年 12 月 12
日發布雙十二公告―以藥品之內因性、外因性決定藥品銜接性試驗評估

(Bridging Study Evaluation，BSE) 取代 1993 年“新藥在臺至少執行 40 人
之臨床試驗＂的七七公告，合併在臺執行臨床試驗奬勵辦法，成為新藥查驗

登記中有關族群差異評估的重要一環。今年，適逢銜接性試驗基準公布第

二十年，二十年來，BSE配套法規的精進，配合國內臨床試驗執行環境的提

升，大幅提升臺灣臨床試驗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自 1998 年醫藥品查驗中
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CDE) 成立後，經過多年實務操作經驗的累

積及成長，展現了我國法規科學與國際接軌的實力，也藉此在國際法規科學

相關平臺，如藥物資訊協會 (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DIA)、亞太經濟
合作會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與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ICH)發聲，甚且成為國際上落

實 ICH E5有關族群差異評估的範例之一。

這個經驗顯示藥品政策將引領國家法規科學與產業發展，並獲得國際重

視，CDE在 2022 年 2月 22日與 24日舉辦兩場座談會，由副執行長徐麗娟

醫師主持，特別邀請當年參與政策規劃與談判的長官們，藉著回顧從 301 貿
易談判、七七公告至雙十二公告這一段歷史，談到我國在臨床試驗、法規科

學以及國際發聲方面的進展及後續發展的建言。出席來賓包括前衛生署副署

長張鴻仁董事長、前衛生署副署長蕭美玲理事長、前衛生署藥政處處長胡幼

圃講座教授、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研究員鄒玫君顧問及 CDE特聘研
究員陳恒德醫師。此外，CDE孫懿真專委、吳彥慧副組長、陳紀勳資深小組

長、林耀正專案經理、楊己任專案經理、許弼凱專案經理、楊詩盈小組長、

王藝琳資深審查員與林純江專案經理也一同與會，藉這個珍貴的機會學習政

府推動政策的遠見與披荊斬棘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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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301貿易談判到七七公告

首先就美國貿易代表署 301 條款談判講起，張董事長回憶起美方與我方

談判的起源：「在 1980年代我國藥品專利僅涵蓋製程，無物質的專利保護，

落後於先進國家專利保護，因此當國內新藥上市不久，就有幾十個繞過製程

專利的學名藥上市，最有名的案例 H2-blocker Zantac (Ranitidine HCl) 就是
如此，這構成所謂的「貿易障礙」，1986年修專利法時，承諾未來藥品上市

需要給物質專利保護。因此在臺美智慧財產權諮商會議的談判主要是針對研

發中未能依新法取得物質專利的藥品，美方希望我方可採行政措施，賦予市

場專屬權，亦即取得 retrospective protection of pipeline products（研發中醫
藥品之專利回溯保護），當時談判分兩部分，一是在國內談判，本人有參與，

一是在國外談判，當時曾擔任藥政處處長黃文鴻教授受張博雅署長派到華盛

頓特區談判。」那年是 1992 年。張董事長繼續說：「談判過程中，當新聞

公開後，製藥工會發動抗議，國內的反彈聲音固然可以當作我們的籌碼，這

一面給美國壓力須給國內廠商交代。當然美國也有自己的壓力，美國當時不

僅將這個壓力給臺灣，也給了大陸及韓國。」

蕭理事長回顧時提到：「談判過程中，美國向我們施壓提到大陸已經接

受回溯保護，Anyway，之後韓國也同意，因此我們的壓力很大。那時赴美

負責談判的中標局同意賦予藥品物質專利。隨後，衛生署被要求在六個月後

與美方就此議題展開談判。當時遇到的問題是中標局是否可以修專利法賦予

pipeline products' market exclusivity（市場專屬權）？這是美商想要的，中

標局認為不可行，因為與專利的精神不符合，但…衛生署也沒有法律依據可

以賦予 market exclusivity，我們僅能思考如何提高查驗登記受理標準，以減

少學名藥上市的品項數目。因此，當時黃前處長想的辦法是要求臨床試驗資

料，也就是學名藥廠在新藥安全監視期 5 年內申請查驗登記時，需要提供至

少 40例國內臨床試驗 (registration trial)資料，臨床試驗規模則參照原開發廠

之執行人數。臨床試驗規模可大可小，原開發廠做的人數多，第二家就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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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開發廠做的人數少，第二家就跟得快，所以當時是這樣說：“It's up 
to you.＂。」黃教授構想的這套在國內推動的專利回溯保護制度，張董事長

事長表示，那次和美國貿易代表署的談判，至少在臺執行 40人以上之臨床試
驗，可說是雙贏，這也是談判最好的結果。

當時希望藉此機會，由各大醫院進行此上市前的臨床試驗，取代原有之

進藥試驗 (listing trial) ！張董事長提到：「國內核准上市的藥品進入醫院處方

集之前，各醫院要求執行「listing trial」，進藥試驗只是一個簡單的門檻，在

科學上沒有什麼意義，純粹只是一個行政障礙。」為此，當時特別由張博雅

署長出面主持會議，邀請各大醫學中心出席，讓大家了解國內推動的臨床試

驗及臺美談判的重要性。在詹啟賢署長主政時，也曾發公文給各醫院：醫院

內重覆執行 listing trial，會影響衛生署對該院內研究經費之補助，藉此來推

動臨床試驗。

有關七七公告的相關內容，係藉由透過提高查驗登記的門檻，以降低後

續學名藥與新藥共同競爭市場，有關七七公告人數的規定，蕭理事長談到：

「七七公告要求國內臨床試驗受試者數目原則上至少需 40人之緣由時，參考

臺灣肝炎之父 - 宋瑞樓教授所執行 B 肝臨床試驗人數做為下限人數。所以，

當七七公告發布時，國衛院很多統計學專家們，對於這 40 人的要求感到驚
訝，因為以統計學角度看，可能需要幾萬人。」經蕭理事長分享當年制訂

七七公告人數的規定，感佩前輩基於國內執行上的資源考量，綜合考量下所

做的決策。

胡教授回憶當年：「還記得談判時，當時我正在 John Hopkins 當
visiting professor，某天接到黃前處長來電，討論有關與美方談判的相關內

容，提到要求廠商執行國內臨床試驗，我說：這是化危機為轉機，藉由藥品

智慧財產權衝擊到國內藥廠，將這份力量化作提升國內臨床試驗環境的能量，

換個角度想，對臺灣其實是個大利多，黃前處長的想法我舉雙手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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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顧問也回應：「大致來說，七七公告當時是在臺灣建立新藥的臨床試

驗，成為查驗登記的必要條件之一，這是當時很大的政策面改變，從此就開

始臨床試驗的基礎環境的建立。」

前輩們談到當年臺美智慧財產權談判與七七公告的背後，原來隱藏一段

歷史由來及故事，更涉及我國、美國甚至其它國家間製藥產業的競爭與消

長，一紙公告包含了無數協商、溝通及對話的成果，不僅在法規上，也對臺

灣臨床試驗環境帶來重要改變，對我國帶來許多實質影響。後進與會者深刻

感受到當年臺灣化危機為轉機的力量，以及前輩們令人景仰的前瞻眼光與談

判能力！

臨床試驗體系的基礎建設

談到臨床試驗的環境結構，可分為法規體系與臨床試驗環境的建置來討

論。接著胡教授和鄒顧問分享當年做了哪些重要奠基的事情…

七七公告之後，一夕間求要執行 40人例的臨床試驗，引起了一些爭議。

當時國內對臨床試驗瞭解及執行的經驗，尚處萌芽階段，許多藥廠對於如何

進行試驗有如霧裡看花。於是，胡教授申請了五件中程計畫，行政院准了總

金額兩億元的優先經費，建構臨床試驗的基礎建設是其中一項。在硬體部分，

醫院是臨床試驗硬體重要的一環，在此五年計畫中，建立了臨床試驗研究病

房 (Gener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GCRC)。醫院為了爭取此項經費，將

醫院寶貴空間挪出來改成試驗病房，如臺大的臨床試驗病房，可遠眺總統府，

榮總將腎臟 ICU 改成臨床試驗病房，都因當年規定：醫院必須符合 GCRC
專門病房的要求，才能參與投標。蕭理事長此時補充說：「我要幫胡教授講

一下，胡教授來了之後，因這些計畫建立了基礎建設，從醫院投資，立下很

重要的根基。」

衛生署參考世界衛生組織 (WHO)、日本與美國相關規範於 1996 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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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而歐盟則是 1997年
公告。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可確保國內執行符合規範的臨床試驗！胡教

授帶來當年的簡報，分享除了臨床試驗專門病房的規劃，每家醫院如各自為

政制定 SOP（標準作業程序），將造成標準不一，因此請當時在榮總的彭汪

嘉康院士擔任協調中心負責人，協和 SOP。藥政處當時花了很多精神和時間
討論制定各種相關規範，一點一滴建立了符合國際要求的我國臨床試驗體系。

此外，為了讓臨床試驗倫理審查有一致的標準及流程，當時陳恒德醫師

在臺大醫院任職向蕭理事長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藥政計畫，後續敦請臺大醫

院侯副院長勝茂出面籌備做成；即在 1997 年成立了 JIRB (Joint IRB)，與現
今 CIRB運作模式類似。那時胡教授也想了一個主意，安排大多數 JIRB聘請
的審查委員，亦為衛生署新藥審查委員，這些委員在衛生署審議會中亦負責

審查臨床試驗計劃書，因兩審查會有相當代表相同，JIRB通過的案，到衛生

署審議委員會進行報告案即可，不得再重審，因此臨床試驗計劃倫理審查效

率也大幅提升，至 2002年平均 34天就通過了。

先前胡教授提到申請的兩億元計畫，其中一件計畫是「建立新藥臨床試

驗體系與運作機制」，依計畫內容，藥政處在 1999 年 3 月 4 日進行第一件
GCP 查核，至 2000 年 1 月 31 日止，針對臺大、林口長庚、三總、高醫、

臺北榮總、馬偕、成大、北醫等八家醫院共執行 12次正式查核。另外，配合

國內製藥產業的發展，建立我國執行早期 (Phase I/II)臨床試驗所需的環境，

1999年下半年，經嚴格詳審後，補助臺大、三總與成大三家醫學中心，設立

GCRC及相關藥動學實驗室。

當時藥政處處長和同仁們經常利用中午便當會議討論國際基準，在 1999
年陸陸續續公告了各項藥品臨床試驗基準，包含藥品臨床試驗一般基準、核

醫放射性藥品臨床試驗基準、心血管疾病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核醫放射

性藥品審查基準、感染症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準、癌症治療藥品臨床試驗基

準，1999 年最後一項公布的是 12 月 21 日內分泌及新陳代謝治療藥品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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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基準。藥政處同時公告：我國已有的公告依照國內公告辦理，我國尚未

公告者，而十大先進國家已有者，就依先進國的法規行各項藥品進行查驗登

記，使我國新藥審查快速國際化。

在此，胡教授也呼應蕭理事長所說的：把基礎做好。在臨床試驗以外的

層面也需要相關配套措施，例如 1998 年公告委託製造和委託檢驗要點、藥

品非臨床試驗優良操作規範與藥品非臨床試驗安全性規範、及 1999 年修訂
現行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cGMP)。cGMP 為美國的標準，藥政處分三階段完

成藥品 cGMP。這些看似沒有直接關連性的規範，事實上與臨床試驗環環

相扣。

除了上述這些配套法規，臨床試驗執行期間受試者的保護也是很重要的

事情。因此，大約經 18個月的時間，胡教授說服財政部保險司並協調國內的

保險公司願意承擔臨床試驗保險，使我國臨床試驗第一次有了合法的保險保

障，這些都是當年相當重要的機制。

另外，有關不良反應申報，胡教授提到：「萬一受試者發生了嚴重不

良事件情形，又該怎麼辦呢？是否有申報的單位來保障受試者的權益？我

們現在說的不僅是臨床上治療用藥的副作用申報，而是規定臨床試驗發生

嚴重不良事件就應通報。我手邊有一份當年的統計資料，第一年剛開始執

行時，僅有 600 筆，在 1998 年 9 月到 1999 年 12 月，短短一年三個月的

期間內，接到 1254 筆包含臨床試驗嚴重不良事件的通報，這也是很重要的

里程碑。2000 年我帶藥政處同仁及各醫院臨床試驗同仁到英國及瑞典參訪
時，拜訪在瑞典的 WHO 的副作用申報中心，當時世界衛生組織的負責人是

Ralph Edward教授，爭取簡報有關我國的臨床試驗嚴重不良事件通報情形，

Edward教授聽完後非常有興趣，並且連續二年多時間聘我擔任WHO的正式

顧問，我離開藥政處時，也把這件事交給下任處長，接續這難得 WHO 顧問

的機會。」



銜接性試驗二十周年專刊16

蕭理事長讚賞胡教授在國際打拚做事的精神和方法：第一要拼命的去跑，

隨時有機會就要立即掌握，尤其對臺灣來講非常需要，值得大家學習！

這些臨床試驗環境的建設，鄒顧問補充這些最大的貢獻是引進之後的早

期臨床試驗和跨區域臨床試驗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 MRCT)，藥商願意
選擇臺灣進行臨床試驗，或進行與國際同步的試驗，使國內臨床試驗與國際

接軌，這個影響是相當大的。前輩們談到有關七七公告後因應各項軟硬體設

施的建立，帶動臺灣臨床試驗環境的萌芽，從前輩們的談話中，一言一句中

猶能感受得到當年建立起我國臨床試驗環境的熱誠，猶如期盼自己孩子一般，

能夠茁壯成長，並期待未來能夠發光發熱，與國際接軌。

雙十二公告、銜接性試驗評估與國際發聲 

說到 2000 年的雙十二公告，時任藥政處處長的胡教授言簡意賅地講到

雙十二公告的重點：「雙十二公告內容大部份是依七七公告的精神，改了兩

個重要的地方，第一是不規定僅 40人，完全依藥品的藥動、藥效特性，決定

臨床試驗，第二是給藥廠獎勵：後面第二家（學名）藥商要複製第一家藥廠

做相同規模的臨床試驗，才能來登記。」胡教授繼續接著說：「雙十二是個

好名稱，是我選的日子，配合七七公告，互相輝映。」原來雙十二名稱的來由，

也是有典故的。

分享過程中胡教授提到我國 1999 年成功爭取在 APEC 加入我國藥政議
題後，建立 APEC 藥政管理聯繫網會議，那時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事是有關
“Harmonization of Bridging Study＂，以銜接性試驗為主題，每年在 APEC
正式會議中，討論如何落實 ICH E5指引。

有關銜接性試驗，鄒顧問提到：「銜接性試驗是一個很好的法規科學，

因為牽涉到我們訂的技術基準、法律科學的建置，這方面當時臺灣扮演一個

領導的角色。當年我是藥政處科長，在座的陳醫師、CDE及藥政處很多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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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立了銜接性試驗基準，其中有一張圖是我國獨有的―銜接性試驗評估

的決策樹。我們實際的運用在審查案例上，在法規科學，CDE、藥政處走在
世界的前端，我曾和毛蓓領醫師（前 CDE 臨床組組長）到日本參加銜接性試

驗研討會並演講，之後將演講內容發表在 DIA。CDE可以由這裡出發建立信
心，或有其他法規科學議題可以繼續延續。」談到銜接性試驗的成效，鄒顧

問也講到其實最重要的核心宗旨就是避免重複試驗，並且增加可預測性，對

業界來講願意在臺灣早期參與是相當重要的，可以提高藥品上市時效。

針對雙十二公告導入銜接性試驗評估，陳醫師發表感想：「我覺得有三

點是比較重要的，第一，以前很多藥品是國外上市後，才依據七七公告規定

在臺灣進行臨床試驗，但雙十二公告後，國內臨床試驗提升到另一個量級，

與國外同步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在這當中，培養很多臨床試驗的國際級領

導人。第二，廠商擔心雙十二公告的審查會不會從嚴，在這過程中，我們不

斷地與藥廠、CRO及試驗中心溝通，了解我們如何逐一評估族群敏感性的因

素，表現出 CDE在法規科學審查邏輯，很多總公司派專家訪問發現我們很有

方法，也沒有過度要求，甚至以臺灣為範例，我們顯然能掌握 E5 的科學精
神，建議其他亞洲國家可以參考我們的做法，這也是為何多數藥廠可以接受

我們要求的原因，我們也不斷地在國際期刊發表文章，例如在 DIA Journal。

第三，讓臺灣在 ICH有一個國際發聲的主題。銜接性試驗評估也在 APEC成
為一個多年的計畫，讓臺灣得以於國際發聲及討論。在 2000 年 ICH 在比利
時的會前會，張董事長在副署長任內帶隊與各國互動，也因 E5，我們在國際
上有發聲的機會。另外，那年 CDE成立第三年，每年經費需要相當的成長，

張董事長以銜接性試驗的主題提供 CDE一項大計畫，滿足當年人員成長期的

需求。」

臺灣藉著雙十二公告自萌芽期突破，進入茁壯期，站上了國際舞臺，參

與國際組織，大方無私地將自身經驗向全世界分享。我們的經驗成功吸引不

少國際的目光，對於國際舞臺長期被打壓的臺灣而言，無疑是一次華麗登場，

令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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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E5演進與 E17策略

專家們分享了當年雙十二公告與國際上所扮演的角色後，蕭理事長提出

了討論議題，有關 ICH 目前對 E5 的立場為何？經過 20 年的演進，2017 年
ICH公告 E17―針對 MRCT規劃與設計的一般原則，ICH是否重視 E5 ？

陳醫師首先提到各國的要求：「美國對查驗登記案所送審的臨床試驗必

須代表美國族群，結果呢，大陸也說要代表中國大陸的族群，改革前的默契

是300對，改革後的默契是20%，也有人猜日本需要多少比例看出族群差異？

因此，我覺得 E5 與 E17 都需要存在，E5 能解決大國分不平、小國在 E17
分不到臨床試驗的情況下，仍能評估。而臺灣做的試驗大陸是否能接受 ? 臨
床試驗有 GCP 查核議題，目前因政治關係無法派人來臺查核數據，也就形

成障礙！」此時，胡教授補充 2014 年海峽兩岸藥物臨床試驗暨審查合作協
議將臺灣四家醫院（臺大、榮總、長庚、三總）及大陸四家醫院（北京協和

醫院、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上海交通大學醫學

院附屬瑞金醫院）納為雙邊臨床試驗機構互認據點，即所謂 4+4，大陸發布
公告，並據以審查臺灣在四家醫院所進行之臨床試驗。 

接下來紀勳醫師分享對E5與E17的觀察：「印象中E5是日本提出來的，

MRCT是 E5 Q&A的概念，認為跨區域臨床試驗次族群分析可視為銜接性試

驗的資料，之後演變為 ICH E17。」另外，紀勳醫師分享一次到新加坡參加

研討會的經驗：「那次日本 PMDA派代表參加並分享日本的銜接性試驗，提

到三個「銜接性試驗」的案例，才了解日本的銜接性試驗必須在日本執行，

試驗設計可能是樞紐試驗的簡化，例如原設計分兩組，銜接性試驗簡化為單

臂設計，執行時間縮短，試驗人數減少，沒有統計分析計畫，也無統計意義，

它的目的是「銜接」一個樞紐試驗。然而，在中心的審查經驗中，幾乎沒有

看過這個資料，因我們參考 E5加上藥動資料，大部分銜接性試驗都免除了，

所以當日本銜接性試驗執行完成時，國內早已領到藥證。後來與 PMDA審查
員討論，他們接受外國人資料方式有兩種：第一種就是 stand alone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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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商從 CMC、Phase I 臨床試驗開始就在日本做，即最傳統的做法。第二種

是銜接性試驗，前面提到銜接性試驗是樞紐試驗的簡化版，並非參考 E5 的
方式，E5僅提供一選項。但日本很多藥品，尤其是精神科用藥從 Phase I開
始做，甚至在日本國內做兩個樞紐試驗。」

胡教授贊同紀勳醫師所說的，在 E5 之前，日本不僅要求試驗從 Phase I
開始，安定性試驗亦需進行，業者承受壓力，故提出這樣的想法。胡教授接

著提到日本的用藥劑量：「日本過去已有數百個藥品的核准劑量和西方人不

同，舉個例子，大家記得Rosuvastatin，日本人所需要劑量是西方人的一半，

新加坡做了四種人，馬來人、新加坡人、亞洲人與華人，發現華人只需白種

人一半的劑量，我們在臺灣做的時候比較晚，因此我們只准 10 mg，不准 20 
mg。這是典型的例子，以 Pharmacokinetic 來說，劑量一半就可以，日本上

市藥品的劑量和西方人不同，是這樣來的。」延續胡教授的議題，紀勳醫師

分享曾經整理過 ACEI（血管張力素轉換酶抑制劑），這些 ACEI 在雙十二公
告前核准的，尚未進行銜接性試驗評估，比較臺灣和日本核准劑量，大多數

ACEI 在日本的核准劑量是我國核准的半量，甚至只有四分之一的。胡教授

緊接著說：「我注意到這個現象，所以我們才要做銜接性試驗評估，現在實

際在審查的時候，日本有改變的時候，我們須謹慎，核准劑量不一定要依西

方人。」

回到蕭理事長的議題，吳副組長分享對 E5和 E17的看法：「我認為 E5
和 E17 針對的對象不同，E5 主要是如何引用外國資料到我國，換句話說，

是當我國資料不足的情境。E17比較跳出框架，參與多國多中心的臨床試驗，

不會完全無資料，主要差異在各國參與比重。」

此時，胡教授以另一角度推測：「大家應該都知道日本是 E17 的主要起
草國之一，日本其實達到兩個大目的，第一個大目的就是，按照 E5 的話，

假設一個試驗在香港做了、中國做了、韓國做了、臺灣做了，日本就變成不

能做了，那現在呢，日本要求試驗人數要多、試驗品質要求高，如果以 E17 



銜接性試驗二十周年專刊20

MRCT 概念，因為日本藥品市場最大，而相對較小的國家可能無法參與到臨

床試驗。」

對於 E5 與 E17 的議題經過熱烈的討論，徐副執行長表示：「大家可以

參考日本的操作，早年聽過他們的演講，日本人自認是 unique 的種族，不

認為與東亞族群相近，甚至呈現數據顯示出可能和西方人較接近，有些又

和亞洲人接近，這是為什麼日本在 E5 推到新的地區需要相關族群 (relevant 
population) 的資料。但，我們的觀點在實務運作上和日本不同，我們會考量

外因性，採用 E5 是這樣進行評估。我個人觀點認為 E5 是進展到 E17 的一
個階段，就臺灣而言，CDE 早年就以 MRCT 的次族群看東亞族群和臺灣人
的數據，當 MRCT有臺灣族群時，請廠商把臺灣的資料挑出來評估，我認為

E5 與 E17 確實可以相輔相成，就評估而言，CDE 是相對非常有經驗的。另

外，我們也需要優化自己的環境，爭取更多的臨床試驗，這永遠都是我們的

目標。我也同意胡教授的觀點，日本人推動 E17的背後有它的政策目標和國
家目的，我們的確應該要留意。在這當下，我們如何展現我們臨床試驗的實

力，是需要一直進步的。」

未來展望

張董事長提到當主管機關面對一個外來經貿談判壓力時，能否檢討內部

制度的缺點，將缺點轉化為進步的能量，這件事可以給現在的主管機關有些

想法。此外，張董事長提醒：「法規科學是一個相對的科學，不是一個絕對

的科學，這在二十年前大陸尚未崛起前提及過。當年跨國藥廠來臺灣做人體

試驗，需要我們 naïve patients，也因臺灣全民健保剛開辦，藥廠做臨床試驗

能較快取得藥品上市，因此，It's about market access。到了 2000年後，臺

灣成為不太吸引的市場，因健保藥價太低。據我所知，當時韓國給的藥價相

當好，因此有一段時間，韓國是國際藥廠的最愛。後來，中國有最大的市場，

naïve patients也多，大家競爭不過，所以，並非自認在科學上領先，國際藥

廠就來做人體試驗。」另外，張董事長舉例證說明這門相對的科學：「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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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EUA（緊急授權）可以在任何一個開發階段核准藥品，而且依目前現有

治療而定，在沒有更佳的治療下，授權 EUA。CDE 最近以免疫橋接試驗取
代 Phase 3的決定，我認為在歷史上，CDE身為法規單位做了最重要的決定
之一。雖然有負面的聲音，我們在做一件對歷史上可以交代的事情，這段急

性期過後，大家回過頭來看，才會認可這個決定的重要。另外一個案例是藥

華的 Besremi (Ropeginterferon alfa-2b)，詹青柳博士分享在美國的核准是以
單臂試驗設計，不是用 Phase 3 資料，簡單的說，美國 FDA 會因病人的需
求而以 the best effort核准藥品。法規單位最終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是今天最

重要的意見。」

蕭理事長語重心長地期許同仁說：「藉由 BSE 二十周年的議題看臨床
試驗的變化，也許藉這機會看政策該如何改變。ICH 是由產業發動，可以知

道產業的力量是大的，我們當年參加 ICH 的緣由是陳醫師的建議，陳醫師非

常積極的態度參加，也很巧 1998 年 7 月成立了 CDE，我常講沒有 CDE，

ICH 的參與只有兩個字―免談！因為 ICH 有 CDE 的同仁參與，當大陸要對

我們有一些牽制的時候，各國才會幫我們講話！我們一直要 put in mind，怎
麼能夠在國際上有平臺可以發聲，讓臺灣有能見度，這是從政策面的學習，

我覺得非常重要！而今天的對照組是醫材的國際組織 IMDRF (International 
Medical Device Regulators Forum)的參與，可說我們失去參加機會。雖然我

們已經加入 ICH，不是僅僅參加，一定要化被動為主動。當年我們參加 ICH
的時候，BSE這個切入點讓當時看到臺灣，從還沒有開始做的議題切進去，

非常自豪的採用 E5，當時策略上這樣做沒有錯，甚至實際上搭配臨床試驗制

度的建立，我覺得相當好，但經過這些年，要怎麼重新思考定位這個議題？

我真的是相當關心的！我們把政策目標弄清楚，除了達到政策目標，在科學

議題層面上，如何在 ICH 發聲！今天的討論不是僅出版一篇文章，在研討會

時，也能提出一些看法，甚至將結論變成提案到 ICH 報告！我們不能停留在

過去，要看現在，甚至看到未來！」關於臨床試驗方面，蕭理事長道出內心

沉重看法：「說到臨床試驗，我們的目的是什麼？保護我們的國民，這是基

本的政策。我們給廠商獎勵：減免採用證明、健保價加價等等，還是非常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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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廠商在臺灣做臨床試驗，不是嗎？末了結論還是提到如何改善臺灣的臨床

試驗環境，這兩年講到口沫橫飛、喉嚨都沙啞了，有好的改善嗎？我們永遠

要注意國際上、周邊的變化消長，這幾年大陸的崛起，還有近幾年在藥政方

面的改革，我們必須知己知彼！」

胡教授提到：「懂得歷史，記得歷史的事情，自己才真的曉得怎麼樣能

夠向前！現在是個 turning point，快利用這個機會趕快做，我們的目的就是

國際化，把我國的水準拉高！」

陳醫師也對臨床試驗環境方面提出建言：「美國商會最近刊出了一篇專

訪我和孫懿真專委的文章，內容提到 2020及 2021年間，臺灣的臨床試驗數

量分別增加了 10% 跟 13%，我們分析原因，因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封閉

影響，臺灣的疫情控制相對比較好，但其實是有隱憂，建議把握機會對臨床

試驗環境做一個全面放大的檢討和改善，否則這個領先是暫時的！」

座談會末了，徐副執行長感謝各位專家的參與，對於銜接性試驗至今的

進展由來，有了清楚的脈絡，對臺灣臨床環境試驗的期許，及對中心的許多

建議和提醒，給予我們寶貴的建議，再次感謝！

藉著這次座談會，回顧了前輩們當年歷經臺美智慧財產的談判、七七公

告、雙十二公告的原委，以及為我國臨床試驗環境親手種下種苗，經過草創

初期的考驗破土萌芽，前輩們有如汪洋中的燈塔般，領航進入雙十二公告成

長茁壯期，進而於國際組織發聲。言談中更是充滿著對於後輩的期盼，未來

期待我們也能傳承前輩們的做事的態度和方法，將危機變為轉機，為我國法

規科學盡一份心力，在國際上繼續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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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專家名單及相關經歷

張鴻仁  董事長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2004年 6月 ~2004年 11月）

中央健康保險局總經理（2001~2004）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2000~2001）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兼疾病管制局局長（1999~2000） 
中央健康保險局副總經理（1998~1999） 
行政院衛生署防疫處處長（1995~1998） 
行政院衛生署技監兼資訊中心主任（1994~1995）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副處長（1989~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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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幼圃  特聘講座教授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中華藥典名譽顧問（2018~2021）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罕藥審議小組主任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福利部藥品諮議小組委員、主任委員

考試院考試委員（2008~2014）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2006~2009）

行政院衛生署顧問（2002 ～ 2007）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處長（1998 ～ 2002）

蕭美玲  理事長
 
衛生福利部顧問（2012~2014）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2009~2012）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2006~2009）

行政院衛生署參事（2005~2006）

行政院衛生署技監（1998~2004）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處長（1989~1998）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副處長（1985~1989）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科長（198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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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玫君  顧問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研究員（2014~2017）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組長（2013~2014）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長（2010~2013）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組長（2008~2009）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組長兼主任（2003~2007）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簡任專門委員（2001~2003）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科長（199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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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編輯

陳可欣

　醫藥品查驗中心執行長室主任秘書 
■ 經歷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科長、簡任技正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技正、科長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科員、技正

孫懿真

　醫藥品查驗中心執行長室專門委員
■ 經歷

　嘉南藥理大學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兼任助理教授、副教授

　醫藥品查驗中心藥劑組副組長、組長

林耀正

　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專案經理
■ 經歷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研究檢驗組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