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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持續釋放製劑之化學製造管制審查考量 

白書睿、陳佳蓓1 

前言 

口服固體製劑有病患接受度高、方便投予、劑量準確、製造成本較低，與成品安定

性較佳等優點[1]。口服固體製劑依藥品釋放型態可分為二大類型：速放 (immediate-

release, 以下簡稱 IR) 製劑及修飾釋放 (modified-release, MR) 製劑。常見的 IR 製劑

在投予後，隨著製劑崩散、溶離釋放及吸收，可以觀察到迅速的藥品血中濃度上升，然

而為了達到臨床上特定藥品遞輸目的，期望藥品在體內適當的位置釋放，達適當的療效

濃度且持續一段適當的時間，因此有修飾釋放製劑的發展。 

修 飾 釋 放 製 劑 可 再 分 為 延 遲 釋 放  (delayed release, DR) 製 劑 及 持 續 釋 放 

(extended release, 以下簡稱 ER) 製劑兩種。延遲釋放係為了在投藥後可以延後藥品

釋出，例如：為了防止胃酸降解藥品的有效成分 (active substance)，設計將製劑延遲

至腸道後才釋放出有效成分；持續釋放係為了使製劑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間隔下，持續地

釋出有效成分，例如：針對治療期間較長的慢性疾病，ER 製劑相較 IR 製劑而言，有減

少藥品血中濃度波動及減少投藥次數的優點，可以增加病患用藥的順從性。口服 IR 製

劑及口服 ER 製劑的體內血中濃度與時間相關性有明顯的不同，如圖一所示[1]。 

 

圖一、口服 IR 製劑及口服 ER 製劑之藥品血中濃度 vs.時間示意圖[1]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藥劑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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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製劑的優勢之一在於減少給藥頻率，因此 ER 製劑目標族群通常鎖定在慢性疾病

的病患。根據我國西藥、醫療器材及化粧品許可證查詢系統[2]，目前我國核准之口服 ER

製劑許可證已達 370 張以上，按藥理機轉進行分類，統整百分比數據如圖二所示，可以

發現已核准的口服 ER 製劑中，約有四分之三的許可證係中樞神經系統 (39%) 及心血

管系統 (37%) 等慢性疾病用藥，其次為呼吸道系統用藥 (11%)，再者為非類固醇類抗

發炎藥 (5%)。 

  

圖二、我國已核准口服 ER 製劑許可證，依藥品作用系統分類之百分比分佈  

(檢索日期 2022 年 1 月 4 日) 

常見的口服ER製劑劑型設計 

根據劑型設計，口服 ER 製劑可概分成基質系統 (matrix systems)、貯槽系統 

(reservoir systems) 及滲透壓系統 (osmotic systems)。不同的劑型設計，有效成分持

續釋放的機制也不盡相同，粗略比較三種劑型設計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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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常見的口服 ER 製劑劑型設計比較[1, 3–6] 

類別 細分類 設計及釋放機制概述 
常見用於控制持續釋放

的高分子聚合物賦形劑 
實例 (我國核准藥品為例) 

基質系統 

親水性基質 

(hydrophilic 

matrix) 

有效成分鑲嵌在親水性聚

合物內，藉由聚合物吸水

膨脹、擴散作用 

(diffusion) 及侵蝕作用 

(erosion) 等機制釋放 

基質：如 

hypromellose、

xanthan gum、

polyethylene oxide

等 

衛署藥輸字第 021698 號

Xanax XR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0.5 mg 

(alprazolam) 

不可溶性基質 

(insoluble 

matrix) 

有效成分鑲嵌在不可溶性

聚合物內，主要藉由擴散

作用釋放 

基質：如 

carnauba wax、

ethylcellulose 等 

衛署藥輸字第 022617 號

Duride CR Tablets 60 

mg (isosorbide 5-

mononitrate) 

貯槽系統 

單一貯槽或多

貯槽 (如持續

釋放微粒) 等 

水不可溶性聚合物膜衣，

將含有有效成分的核心包

覆起來，有效成分藉由擴

散作用穿透膜衣後釋放 

膜衣：如 

ethylcellulose、 

acrylic polymer、

polyvinyl acetate 等 

衛署藥輸字第 023570 號

Effexor XR 150 mg 

Capsules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滲透壓系統 

單一貯槽、多

貯槽或多層核

心製劑等 

類似貯槽系統，配方組成

包括半透膜膜衣及滲透壓

敏感聚合物，藉由聚合物

膨脹及所產生的滲透壓促

進有效成分釋放 

膜衣 (半透膜)：如 

cellulose acetate、

ethylcellulose 等； 

滲透壓敏感聚合物：如 

polyethylene oxide

等 

衛署藥輸字第 023731 號

Concerta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18 mg 

(methylphenidate 

hydrochloride) 

一、基質系統 

基質系統可再分為親水性及不可溶性兩類，此分類係根據配方組成中所選用的控制

釋放聚合物的性質進行區分[1]。 

(一) 親水性基質系統 

當親水性基質口服 ER 製劑接觸胃腸液後，製劑中的親水性聚合物可形成凝膠層 

(hydrogel)，藉由凝膠結構延緩有效成分擴散作用 (圖三、上圖) 達到持續釋放目的。另

一方面，當製劑接觸胃腸液後也會發生侵蝕作用 (erosion)，胃腸液一點一點地侵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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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結構，隨著聚合物基質逐漸瓦解，促使有效成分慢慢地釋放出來 (圖三、下圖)[1]。 

 

 

圖三、親水性基質系統釋放示意圖，包括擴散作用 (上圖) 及侵蝕作用 (下圖)[3] 

(二) 不可溶性基質系統 

當投予不可溶性基質系統製劑後，隨著製劑中可溶性組成漸漸溶解，製劑微觀結構

形成如海綿般之多孔特性，溶解的有效成分須穿過孔洞所形成的曲折路徑 (tortuosity) 

進行釋放，由於曲折路徑擴散距離較長，擴散時間也較長，因此達到持續釋放目的[1]，

不可溶性基質系統釋放機制如圖四所示。 

 

圖四、不可溶性基質系統釋放 (擴散作用) 示意圖[3] 

二、貯槽系統 

貯槽系統係將有效成分負載於水庫般的儲存庫，再以聚合物將其包覆起來，外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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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控制水分穿透，並保護有效成分不會瞬間傾洩釋放，當水分進入製劑中溶解有效成

分後，溶解型態的有效成分得以藉由擴散作用釋放出去[1] (圖五)。 

 

圖五、貯槽系統釋放 (擴散作用) 示意圖 

貯槽系統又可以分成單一貯槽或多貯槽等設計[1,3–4]。 

(一) 單一貯槽 

單一貯槽的製劑構造有如常見的膜衣錠，惟包覆錠劑之膜衣有別於常用材料，改使

用具有功能性的控制釋放聚合物 (如 ethylcellulose 等)。單一貯槽口服 ER 製劑控制釋

放的機制依賴於具功能性的膜衣，因此，膜衣的完整性會影響成品安全性，意即，若製

程因素導致控釋膜衣不完整，或是成品接觸有機溶劑導致控釋膜衣破損，均可能使得 ER

製劑內有效成分瞬間釋放，導致有效成分 在短時間內體內暴露量超過治療範圍 

(therapeutic window)，而有發生不良反應之風險。 

(二) 多貯槽 

多貯槽製劑常在製程上先製成含藥微粒半成品，例如將有效成分造粒成微粒 (圖六、

上圖)，或是將起始微粒包覆上含有效成分層 (圖六、下圖)，再將製得的微粒以控制釋放

聚合物藉膜衣技術包覆起來，最後再將此最終微粒充填至膠囊內或壓製成錠劑[1]。由於

多貯槽製劑係藉由多個微粒組合而成，而個別微粒各自具功能性膜衣可控制有效成分持

續釋放，此時若有單一微粒的膜衣破損不致造成顯著的傾洩式釋放，所以此類設計可降

低藥品傾釋風險，亦可允許臨床上投予低於一個單位的劑量，例如取膠囊內微粒的一半，

或是容許錠劑剝半後使用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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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多貯槽微粒膠囊：含有效成分微粒外覆控釋膜衣 (上圖) 及起始微粒外覆有效成 

   分層後再外覆控釋膜衣 (下圖)[1] 

三、滲透壓系統 

滲透壓系統製劑外層包覆聚合物膜衣，形成半透膜 (semi-permeable membrane)，

再藉由製劑吸水膨脹及滲透壓促進有效成分釋放。常見的滲透壓系統如 push-pull 

osmotic pump (PPOP)，PPOP 常製成內層為雙層核心，其中一層為含有效成分的貯槽

層，另一層為含有滲透壓敏感聚合物之推進層 (push layer)，此核心層外層包覆半透膜

聚合物，再於含有效成分的貯槽層外以雷射打洞。製劑中，推進層所含滲透壓敏感聚合

物 (如 polyethylene oxide 等) 可作為藥品釋放「推進」動力，當水分穿透半透膜，使

推進層吸水膨脹並產生滲透壓後，可使有效成分溶液從雷射孔洞釋放出去[1, 6]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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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滲透壓系統雙層核心之 push-pull osmotic pump (PPOP) 釋放示意圖[1, 6] 

我國口服ER製劑審查考量 

一、化學製造管制審查考量 

相較於傳統的口服 IR 製劑，口服 ER 製劑在化學製造管制上常需要較多的考量，以

下表二比較口服 ER 製劑與口服 IR 製劑化學製造管制之異同。 

表二、口服 ER 製劑與口服 IR 製劑之化學製造管制比較 

化學製造管制項目 口服 ER 製劑 口服 IR 製劑 

成品性狀及配方組成 

(通用技術文件 3.2.P.1) 

- 配方組成較複雜，配方組成包含控制

釋放之聚合物。 

- 大多的劑型設計不適合剝半 (如單一

貯槽等)，故較少具功能性刻痕。如欲

包含功能性刻痕，應提供相關試驗確

認剝半不影響製劑品質及藥品釋放。 

- 某些劑型設計 (如滲透壓系統等) 因

考量釋放末期有效成分殘留於製劑

中，故搭配有效成分增量。 

- 配方組成較單純。 

- 可設計具有功能性的刻痕。若製

劑包含功能性刻痕，應提供相關

評估資料確認剝半合理性。 

- 一般有效成分無須增量。 

藥劑開發/起源發現經過 

(通用技術文件 3.2.P.2) 

- 有多種劑型設計，不同設計達到持續

釋放的機制亦不同。 

- 不易選定配方組成，組成成分的物理

化學性質 (如有效成分溶解度、有效

成分粒徑分布、賦形劑等級等) 有影

響成品釋放特性之風險。 

- 有效成分快速釋放而無控制釋放

需求，劑型設計較單純。 

- 配方組成較單純，組成成分之物

理化學性質 (如有效成分溶解度、

有效成分粒徑分布、賦形劑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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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製造管制項目 口服 ER 製劑 口服 IR 製劑 

- 應依製劑的劑型設計及釋放特性選定/

開發合適的溶離試驗，開發溶離試驗

方法門檻較高。 

- 部分劑型設計須說明有效成分增量合

理性。 

- 不同的劑型設計有特定的製程，故製

程開發門檻較高。 

等) 影響釋放特性的風險視個案而

定。 

- 開發溶離試驗方法門檻較低。 

- 一般有效成分無須增量。 

- 製程開發門檻較低。 

製造 

(通用技術文件 3.2.P.3) 

- 除了一般口服固體製劑製程及製程管

制之外，不同的劑型設計常需要額外

的特定製程，因此須有不同的製程管

制。 

- 常使用極性較低的有機溶劑 (例如二

氯甲烷) 作為膜衣製程之溶劑。 

- 一般口服固體製劑之製程及製程

管制。 

- 常使用純淨水或乙醇作為膜衣製

程之溶劑。 

賦形劑管制 

(通用技術文件 3.2.P.4) 

- 須明確訂定具功能性賦形劑之等級，

影響成品釋放特性之賦形劑屬性須有

適當管制 (如控制釋放賦形劑的黏度

及聚合度等)。 

- 應說明具功能性賦形劑之等級。 

成品管制 

(通用技術文件 3.2.P.5) 

- 成品檢驗規格應符合藥典及/或國際法

規、指引等要求。此外，應依製劑的

劑型設計及釋放特性選定/開發合適的

溶離試驗。 

- 成品檢驗規格應符合藥典及/或國

際法規、指引等要求。 

口服 ER 製劑開發階段應評估產品的關鍵品質屬性 (CQA)，例如有效成分含量測定、

劑型單元均一度、溶離度等。其中，由於口服 ER 製劑係將較高的有效成分含量負載於

各式控釋系統之中，若無法控制有效成分的釋出，恐造成有效成分剎那之間傾洩而出，

有效成分高濃度的暴露極有可能造成藥品血中濃度超出治療範圍，導致不良反應。因此，

口服 ER 製劑成品之釋放特性至為重要，以下就口服 ER 製劑之釋放特性進行討論。 

考量釋放特性時，可參考水槽條件  (sink condition) 2  下的 Noyes-Whitney 

equation (公式如下所示)，其中，dM / dt 為有效成分溶離速率 (或指質量傳遞速率)、

D 為擴散常數、A 為總表面積、CS 為有效成分對溶媒的飽和溶解度、h 為擴散層 

                                                      
2 水槽條件 (sink condition) 指溶媒體積為製劑所含有效成分飽和濃度相應的體積三倍或三倍以上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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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 layer) 厚度。 

 

根據 Noyes-Whitney equation，可以推論以下可能影響口服 ER 製劑釋放之因素： 

(一) 有效成分的釋放速率與其對溶媒的飽和溶解度呈正相關，也就是說，若有效成

分對水溶解度極佳，則本身溶離速率較快，須要加強控制釋放賦形劑的作用才

能達到持續釋放目的，反之，若有效成分對水溶解度不佳，則要考量是否發生

有效成分不易釋放甚至殘留於製劑中之現象。 

(二) 有效成分的釋放速率與總表面積呈正相關，總表面積常取決於有效成分物理特

徵、劑型設計等因素，舉例而言，有效成分粒徑越小，則總表面積越大、擴散

速率越快；有效成分粒徑越大，則總表面積越小、擴散速率越慢。 

(三) 有效成分的釋放速率與擴散層厚度呈負相關，擴散層厚度則與賦形劑的特性、

等 級 、 含 量 及 製 劑 的 劑 型 設 計 等 相 關 。 舉 例 而 言 ， 控 制 釋 放 賦 形 劑

hypromellose 含量較低，則形成的凝膠層 (擴散層) 較薄、擴散速率較快[1]；

賦形劑 polyethylene oxide 分子量 (聚合度) 較低，凝膠層較薄、擴散速率較

快；賦形劑 ethylcellulose 所形成之控制釋放膜衣越厚，則擴散速率越慢[1]。 

由上述內容，歸納口服 ER 製劑與釋放相關之關鍵物料屬性有 (但不限於)：有效成

分對水溶解度、有效成分粒徑分布、控制釋放賦形劑含量、控制釋放賦形劑等級等；口

服 ER 製劑與釋放有關之關鍵步驟及關鍵製程參數有 (但不限於)：膜衣製程之溫度、噴

灑速率等。以下以模擬案例說明之 (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一) 案例一、配方組成 

某用於良性前列腺肥大之 A 成分口服 ER 製劑，藉由親水性聚合物形成凝膠層結構

達到持續釋放目的，製劑中的有效成分性質安定，不易氧化降解，然而配方組成中卻包

括口服固體製劑較少使用之抗氧化劑 (butylhydroxytoluene)，配方組成如下表三所示。 

 



 
  

 

RegMed 2022 Vol. 139  10 

表三、A 成分口服 ER 製劑配方組成表 

組成 功能 

A 成分 有效成分 

Cellulose, microcrystalline 稀釋劑 

Lactose monohydrate 稀釋劑 

Hydroxypropylcellulose (300 cps) 黏合劑 

Hydroxypropylcellulose (4000 cps) 形成凝膠層之聚合物 

Polyethylene oxide 形成凝膠層之聚合物 

Butylhydroxytoluene 抗氧化劑 

Magnesium stearate 潤滑劑 

Silica, colloidal anhydrous 滑動劑 

Hypromellose 2910 (Pharmacoat 606) 膜衣 

Macrogol (type 400) 塑化劑 

Titanium dioxide 色素 

Talc 滑動劑 

審查要求提供配方組成添加抗氧化劑之合理性，廠商提供文獻指出控制釋放賦形劑

polyethylene oxide 會發生自我氧化反應 (auto-oxidation reaction)，反應化學式如

圖八所示，由於自我氧化反應形成過氧化物，恐導致 polyethylene oxide 鍵斷裂而分

子量下降，使得所形成凝膠結構 (擴散層) 變薄，最終影響製劑的釋放特性，因此於配

方組成額外添加抗氧化劑，以防止 polyethylene oxide 自我氧化反應。此回覆內容評

估具有合理性。 

 

圖八、聚合物 polyethylene oxide 之自我氧化反應化學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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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二、原料管制 

承案例一，A 成分 (有效成分) 及關鍵賦形劑的物理化學特性恐影響成品釋放特性，

例如：A 成分的粒徑大小影響總表面積；關鍵賦形劑 hydroxypropylcellulose (4000 cps) 

黏度影響擴散層厚度等。技術資料另指出兩原料規格訂定依據均為歐洲藥典，上述與釋

放特性相關之原料管制項目、合格標準及藥典要求等如表四所示。 

表四、A 成分口服 ER 製劑中與釋放特性相關之原料管制項目合格標準訂定評估 

合格標準 A 成分 (有效成分) 粒徑分布 關鍵賦形劑 hydroxypropylcellulose (4000 cps) 黏度 

成品製造廠 未管制粒徑分布 3500–7000 cps 

供應製造廠 d(90) ≤ 25 μm 3000–5600 cps (標誌黏度 4000 cps) 

歐洲藥典個論 未列入 標誌黏度的 75–140% 

因為考量到 A 成分及 hydroxypropylcellulose (4000 cps) 管制標準可能影響成品

釋放特性，故審查要求於 A 成分規格增列粒徑分布，及要求 hydroxypropylcellulose 

(4000 cps) 黏度合格標準修訂成歐洲藥典個論之標誌黏度的 75–140% (即 3000–5600 

cps) 。 隨 後 成 品 製 造 廠 依 審 查 要 求 進 行 相 關 修 訂 ， 並 更 新 A 成 分 及

hydroxypropylcellulose (4000 cps) 之檢驗規格。 

(三) 案例三、製程管制 

某用於高血壓之 B 成分口服 ER 製劑，藉由在錠劑外覆半透膜之膜衣達到控制釋放

功能，因此，成品製程膜衣步驟被視為關鍵步驟，其關鍵操作參數如下表五所示。 

表五、B 成分口服 ER 製劑膜衣步驟之關鍵操作參數 

製程關鍵參數 設定條件 

包衣機型式 (coating pan type) 直徑 80 公分、具 3 支噴槍 

包衣機轉速 (pan speed) 15 rpm ± 2 rpm 

噴槍距離 (gun distance) 噴槍至錠劑床距離 10 公分至 14 公分 

膜衣液噴灑速率 (spray rate) 3 支噴槍每分鐘共噴灑 260 g 至 340 g 

進風溫度 (inlet air temperature) 32°C ± 5°C 

錠劑床溫度 (tablet bed temperature) 20°C 至 24°C 

霧化壓力 (atomized pressure) 1.5 bar ± 0.5 bar 

膜衣重量百分比 (%mass gain) 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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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膜衣重量百分比 (%mass gain) 設定為 7% ± 3%較寬鬆，審查要求提供此關

鍵製程參數訂定範圍的合理性。廠商分別提供膜衣重量百分比 0%、4%、10%及 15%

最終成品批次之溶離曲線及數據，溶離試驗結果顯示膜衣重量百分比 4%及 10%具有相

似的體外釋放特性、膜衣重量百分比 15%釋出緩慢、0%則快速釋放，且膜衣重量百分

比 4%及 10%溶離曲線與生體相等性試驗批次 bio-batch (膜衣重量百分比 7%) 的溶離

曲線相似 (如圖九所示)，故關鍵製程參數合格標準 7% ± 3%評估具有合理性。 

 

圖九、B 成分口服 ER 製劑不同膜衣重量百分比批次之溶離曲線圖 

二、口服 ER 製劑藥劑開發資料與溶離試驗 

以下就學名藥作為切入點討論我國口服 ER 製劑的藥政管理現況。根據藥品查驗登

記審查準則[8]附件四，我國學名藥查驗登記案目前未要求檢送研發資料。然而，參考本

文前段模擬案例內容，可以發現許多影響成品釋放特性之化學製造管制審查要求，常與

口服 ER 製劑的研發資料相關。因此，若送審時研發資料已完整檢附於通用技術文件

3.2.P.2 章節，即可從藥劑開發資料確認管制策略的適當性，可減少與法規單位之補件往

來並提升審查效率。 

另一方面，通用技術文件 3.2.P.2 章節常揭露口服 ER 製劑的劑型設計及溶離條件研

發過程，目前我國學名藥未要求劑型設計原理及處方選擇必須與原廠產品相同，所以可

能產生原廠產品和學名藥雖然都是口服 ER 製劑，但劑型設計及/或處方設計並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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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例如原廠產品為滲透壓系統、學名藥為基質系統等。然而不同的劑型設計，其釋

放機制也有所不同，現階段我國主要是靠生體相等性試驗支持其口服 ER 製劑學名藥的

療效相等性。若學名藥申請案的劑型設計及/或處方設計與原廠產品不同時，會產生相對

應的化學製造管制審查考量，舉例如下：若成品未收載於十大醫藥先進國藥典，且學名

藥之劑型設計及/或處方設計等有別於原廠產品，無法逕以原廠產品的溶離曲線資料訂

定學名藥的溶離試驗條件及合格標準，應參考廠內溶離試驗方法開發科學資料、藥典通

則及相關指引研發出具品質區辨力的溶離試驗條件，並以 bio-batch 的溶離曲線，訂定

適合學名藥產品特性的溶離試驗條件及合格標準，以下以模擬案例作說明 (如有雷同純

屬巧合)： 

某用於糖尿病之 C 成分口服 ER 製劑擬申請學名藥查驗登記，並於案內檢附學名藥

之生體相等性試驗核備函 (即學名藥與原廠產品具有生體相等性)，其學名藥溶離試驗條

件直接引用 US FDA 的 Dissolution Database[9]而無其他相關說明，且技術資料中亦未

提供學名藥與原廠產品的溶離曲線圖。因其處方設計與原廠產品不同，故審查要求學名

藥檢附所選擇溶離試驗及合格標準的適用性資料。 

而後，學名藥製造廠研究發現使用 US FDA 的 Dissolution Database 溶離試驗條

件，原廠產品與學名藥呈現不相似溶離曲線 (如圖十所示)，且不利評估有效成分能否完

全釋放，因此 US FDA 的 Dissolution Database 溶離試驗條件不適用於此學名藥。 

 

圖十、使用 US FDA Dissolution Database 溶離試驗條件，C 成分口服 ER 製劑 

   bio-batch 及原廠產品之溶離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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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學名藥製造廠根據 bio-batch 自行開發適合自己產品特性的溶離試驗條件並

訂定合格標準，如下表六所示，並檢附原廠產品、bio-batch，及調整控釋賦形劑組成比

例之試製批次三者之溶離曲線圖 (如圖十一所示)，以支持開發的溶離試驗條件及合格標

準，適當呈現產品溶出特性且具有品質區辨力，審查後評估廠商自行開發的溶離試驗條

件及合格標準具有合理性。 

表六、C 成分口服 ER 製劑自行開發之溶離試驗條件及合格標準 

溶離試驗條件 合格標準 

裝置：攪拌槳裝置 (apparatus II) 

轉速：75 rpm 

媒液體積：1000 mL 

媒液：0.01 M phosphate buffer, pH 7.4 

2
nd

 hour：between 10% and 30% 

6
th

 hour：between 40% and 60% 

14
th

 hour：NLT 80% 

 

 

圖十一、使用自行開發溶離試驗條件，C 成分口服 ER 製劑 bio-batch、原廠產品及 

    試製批次之溶離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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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服 ER 製劑藥劑開發資料與生命週期管理 

口服 ER 製劑較為複雜，不同劑型設計其製程、配方組成等均不同，影響成品品質

的關鍵因素也不盡相同，因此，在查驗登記階段檢齊口服 ER 製劑的 3.2.P.2 藥劑開發資

料，有助於評估整體的品質概況，亦有利於產品的生命週期管理。讀者可參考 US FDA

撰寫範例[10]了解口服 ER 製劑 3.2.P.2 的檢附資料內容。 

曾發生已核准的口服 ER 製劑在查驗登記時並未檢附 3.2.P.2 藥劑開發資料，當產品

後續申請上市後變更時，因缺少產品的劑型設計、目標產品品質 (QTPP)、產品之關鍵

品質屬性 (CQA) 及釋放機制…等資訊，難以評估擬變更的項目對成品品質之影響，以

致於後續要補充更多的研究資料進行佐證，若此口服 ER 製劑查驗登記階段即已檢齊

3.2.P.2 藥劑開發資料，法規單位即早掌握整體的產品品質概況，可更快速地判斷擬變更

項目的影響，並提升案件審查效率。 

結語 

口服 ER 製劑研發門檻較高，然而，完整的藥劑開發過程可幫助開發者釐清產品的

關鍵物料屬性、關鍵步驟與關鍵製程參數，以及產品的關鍵品質屬性等，且更能將心力

專注於可能影響產品品質、安全性及有效性的關鍵項目，減少額外成本花費，更有效率

地管控成品品質，且能更適當地管理藥品生命週期。若口服 ER 製劑學名藥查驗登記階

段即於通用技術文件 3.2.P.2 章節檢附詳細資料，亦有助於法規單位了解產品之全貌，

減少補件要求，提升上市許可申請之核准率。 

綜上，積極鼓勵成品製造廠在藥品查驗登記申請時，檢送口服 ER 製劑的 3.2.P.2 藥

劑開發資料，俾使藥品查驗登記/上市後變更的審查過程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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