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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付費諮詢服務相關更新措施及成果 

楊雅淇1 

前言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以下簡稱查驗中心)為促進產業發展、增加國際競爭優勢

及建立透明及具一致性的高品質諮詢服務，於 2018 年 1 月起推行「藥品付費諮詢」方

案，在各界支持下，自 2018 年起迄今已完成上百例之付費諮詢案。因應近年實施經驗

及業界需求，查驗中心於本(2021)年度陸續針對付費諮詢服務內容進行調整及擴增，本

篇將說明付費諮詢相關措施之沿革及近年來之實施成效。 

藥品付費諮詢簡介及相關更新措施 

一、 藥品付費諮詢簡介 

查驗中心憑藉著豐富的國內外法規科學知識及多年審查經驗，提供業者及研發單位

在新藥於研發至上市各階段法規諮詢服務(圖一)，申請者可於研發階段、送件前及審查

階段(收到補件或不准函文)，藉由適當的諮詢途徑與查驗中心進行溝通及討論。 

 

圖一、CDE之新藥相關諮詢服務總覽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諮詢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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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查驗中心開始推行收費諮詢機制，首先推出「藥品查驗登記諮詢」，協助業

者於正式送件前，事先評估查驗登記送件資料是否符合法規要求，其服務內容包含：模

組批次審查(Module-Based Rolling Review)、新藥查驗登記送件前諮詢會議 (Pre-

NDA Meeting)、及學名藥查驗登記送件前諮詢會議 (Pre-ANDA Meeting)三大項目。

其後，因應業界希望能及早於研發階段即與查驗中心進行諮詢之需求，2018 年 1 月推

行「藥品付費諮詢」方案，其服務內容包含：臨床試驗申請案預審(IND Prior Assessment)、

臨床試驗諮詢(Clinical Trial Consultation)、及研發策略諮詢(Regulatory consultation 

service)三大項目。以下針對此三大諮詢項目之諮詢流程及提升諮詢效率的方法進一步

說明。 

(一) 諮詢流程 

為確認諮詢議題，提升諮詢品質，藥品付費諮詢採兩階段流程(圖二)，在正式進入

諮詢前，查驗中心將會與申請者進行第一階段「事前面談」，此階段不收取費用，重點並

非回復議題，而是在於釐清諮詢議題、確認是否提供足以評估之技術性資料以及了解申

請方之期待，並說明查驗中心可提供之服務方向。案件經事前面談評估可受理，待申請

方完成費用繳納及補齊技術性資料後，即進入第二階段「技術評估及諮詢會議」，此階段

查驗中心將針對技術性資料進行詳細評估，並依約定時程提供書面意見，申請方於收到

書面意見後，若對內容有疑義，可於諮詢會議中與查驗中心進一步溝通；會後由查驗中

心提供書面會議紀錄。若有新增之議題或臨時提供之新資料，將請申請方另案申請諮詢。 

 

圖二、付費諮詢流程 

各類付費諮詢服務辦理天數、建議檢附資料內容及收費，可參考查驗中心官網「藥

品付費諮詢」網頁註 1及當代醫藥法規月刊 Vol. 100 之「藥品付費諮詢新制之推動」[1]。 

                                                      
註 1 CDE 藥品付費諮詢說明網頁：

https://www.cde.org.tw/consultation_services/assistance_explain?id=41 

https://www.cde.org.tw/consultation_services/assistance_explain?id=41
https://www.cde.org.tw/consultation_services/assistance_explain?id=41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585771a0-6d3b-463f-b141-65d1ffa75a17.pdf
https://www.cde.org.tw/consultation_services/assistance_explain?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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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撰寫及資料準備注意事項 

有效率的諮詢建立在雙方皆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為利查驗中心了解申請方之疑問並

提供適切的回覆，建議申請諮詢時： 

1. 提供明確諮詢議題及詳細論述： 

諮詢議題請盡量依各審查領域(CMC/PT/PK/臨床/統計)分別列出。議題應明確，

避免開放性寫法。除議題外，申請方也必須以獨立段落說明提出該議題的理由、

擬採取的解決方案、以及相關的技術性資料背景資訊等。藉由上述資訊，查驗

中心方可理解申請方的想法，並提供完整且適切的回覆。申請時若議題不明確

及未填寫論述，將不予受理。 

2. 依據所提出的議題，提供詳實且精確整理的技術性資料： 

論述應有相關技術性資料為本，建議提供經整理過的摘要說明文件 (Briefing 

document)，以利查驗中心完整瞭解案件背景，該文件須為敘述性文件，不建

議以簡報形式提供。若需提供試驗結果，請提供試驗結果摘要，勿僅提供原始

數據或完整試驗報告。若提供文獻，亦須有充足論述與整理(例如引用文獻之理

由為何)，請勿僅提供文獻。 

二、 更新措施 

(一)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停止人類細胞治療製劑送件前諮詢服務 

為增進國內細胞治療製劑研發者之臨床試驗送件品質，查驗中心自 2014 年起，因

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 TFDA)之政策，提供人類細胞治療製劑送件前

諮詢服務。 

鑒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衛授食字第 1051413931 號公告[2]，「人類細胞治療製劑送

件前諮詢」已非正式向 TFDA 提出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申請前之必要程序，且人類細

胞治療製劑之研發者經查驗中心多年輔導及正式送件經驗，送件文件品質及資料齊備性

皆大幅提升。故自 2021 年 7 月 1 日查驗中心停止人類細胞治療製劑送件前諮詢服務，

針對有計畫書預審或技術性議題諮詢需求之申請者，可選擇臨床試驗預審或臨床試驗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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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增學名藥諮詢 

因應廠商諮詢需求新增「學名藥查驗登記策略諮詢」，提供申請者於學名藥研發階

段與查驗中心進行諮詢的途徑。本機制著重討論學名藥查驗登記之技術性資料要求，可

依據學名藥之屬性，分為「一般 ANDA 策略諮詢」及「複雜 ANDA 策略諮詢」不同服

務內容(圖三)。 

 

 

圖三、一般及複雜 ANDA 策略諮詢詳細服務內容 

「學名藥查驗登記策略諮詢」之申請時機為學名藥研發階段，諮詢流程及議題撰寫

注意事項，可參考上方藥品付費諮詢簡介段落。若已向 TFDA 提出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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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諮詢需求時，可依「學名藥查驗登記案付費諮詢註 2」或「審查案件函文釋疑」辦理。

學名藥於研發至上市各階段法規諮詢服務可參考圖四。 

 

圖四、CDE之學名藥相關諮詢服務總覽 

(三) 新增客製化付費諮詢方案 

若現有諮詢方案無法滿足申請者之特殊諮詢需求，查驗中心另有客製化付費諮詢方

案，申請者可於諮詢申請表中註明有客製化之需求，中心將個別與申請者進行諮詢服務

規劃及報價。 

藥品付費諮詢案件之態樣分析與實施成果 

自 2018 年 1 月推行「藥品付費諮詢」方案至今，查驗中心於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期間，正式受理之付費諮詢案件共 121 件，可歸納出以下事項： 

一、 2018 年至 2020 年間，每年受理之藥品付費諮詢案件為 27、29、25 件，2021 年

截至 11 月中已受理 40 件付費諮詢案(圖五)，包含 2 件本年度新增之學名藥查驗登

記策略諮詢案件。顯見業界對於藥品付費諮詢之需求穩定且有增加之跡象。 

                                                      
註 2 學名藥查驗登記案付費諮詢 

https://www.cde.org.tw/consultation_services/assistance_explain?id=44  

https://www.cde.org.tw/consultation_services/assistance_explain?i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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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藥品付費諮詢歷年受理案件數 

二、 申請者以國產廠商與生技業者為大宗，其次為外資藥廠。由於學研機構早期研發階

段(Phase II以前)諮詢皆有計畫支應，因此申請藥品付費諮詢之案件數較少，自2018

年至今，僅有一件臨床試驗申請案預審的案例(圖六)。 

 

圖六、藥品付費諮詢申請者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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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付費諮詢之產品屬性以化學藥為主，生物藥品次之(圖七)。 

 

圖七、藥品付費諮詢之產品屬性 

四、 付費諮詢案件中，最多為 NDA 策略評估相關議題，其次為臨床試驗諮詢(圖八)，臨

床試驗諮詢中，又以 Phase I 臨床試驗諮詢為大宗(圖九)。 

 

圖八、藥品付費諮詢之案件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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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臨床試驗諮詢之期別 

若進一步分析外資藥廠及國產廠商之諮詢類別，外資藥廠以 NDA 策略諮詢為主(圖

十)；國產廠商則以臨床試驗諮詢為大宗，尤其是 Phase I 臨床試驗，但 NDA 策略諮詢

亦佔有不少之比例(圖十一)。 

 

圖十、外資藥廠申請之諮詢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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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國產廠商/生技業者申請之諮詢類別 

五、 透過付費諮詢機制，申請者可於研發階段或正式送件前與查驗中心溝通案件缺失，

預期可縮短研發時程及減少正式送件審查時的補件要求，並提高案件核准之機率。

截至目前，完成付費諮詢並正式向 TFDA 提出審查案申請者共 66 件，多數案件皆

順利取得核准。其中更有 NDA 審查案，申請者依據查驗中心 NDA 策略諮詢之建

議準備 NDA 正式送審資料，於 NDA 審查過程中不需補件，成功取得查驗登記核

准函。 

結語 

查驗中心自 2018 年 1 月施行藥品付費諮詢服務至今，承蒙業界支持，已累計完成

上百例付費諮詢案例。經由申請者的反饋及後續案件核准情況可知，透過付費諮詢機制

兩階段諮詢流程，使申請者及法規單位雙方能進行深度且有效的溝通，減少研發上的試

誤過程、了解正式送件資料準備方向，因而加速研發及審查時程，縮短藥品上市時間。 

因應業界之需求，於今年新增學名藥相關諮詢項目，期能滿足國內學名藥廠及代理

商研發及輸入學名藥之法規需求。針對有特殊諮詢需求之案例，亦推出客製化諮詢方案。

未來查驗中心將持續視業界需求研擬適合國內的諮詢項目，並適度調整及整合現有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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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建立更好的諮詢機制供業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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