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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未來展望

臺灣 ICH E5 銜接性試驗推動二十周年紀念

陳恒德

一、為什麼要以銜接性試驗評估（Bridging Study Evaluation, BSE）來落
實 ICH E5指引

1995 年 12 月，個人有幸以委員身分，代表臺灣衛生署藥品專家審

議委員會參加在日本橫濱舉辦的 ICH3 第三次全球大會，發現 ICH 為全
球新藥研發法規協和之重大國際趨勢，不僅對臺灣如何以國際標準審查

新藥的臨床試驗與查驗登記，臺灣正努力推動的生技醫藥研發，也需要

符合 ICH，才能被先進國家法規單位查驗登記所接受。因此回到臺灣後，

就倡議臺灣應該全面推動「ICH in Taiwan」計畫 (https://tsrap.org.tw/
law-info_article-1.php?id=78)。

1. 1998 年 2 月 ICH E5(R1) 指引 Step 4 公告，討論在接受國外臨床試

驗資料時，如何評估族群因素敏感性的法規科學框架與概念，這立刻

引起我的高度注意，因為這個指引正和亞洲族群 ( 尤以日本 ) 能否接
受以白人為主的國外臨床試驗資料議題最為相關。當時臺灣新藥查驗

登記是以 1993 七月七日公告 ( 七七公告 ) 的至少需有 40 位臺灣人臨
床試驗資料的行政要求，來評估是否具族群差異，但屢屢被各界詬病，

因此行政要求並未針對族群差異設計合適的臨床試驗與統計學樣本數

效力估算。

2. 1998年 4月，同為藥品專家審議委員會委員、專長藥動學 (含藥物代
謝酵素基因多形性 )國防醫學院的胡幼圃教授出任衛生署藥政處處長，

我亦於 1998年 9月離開臺大醫院臨床藥理學科主任一職，加入 1998
年 7 月剛創立的衛生署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CDE) 擔任副執行長，而我在美國博士論文研究正是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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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遺傳學研究致癌感受性的分子流行病學。我們遂匯集各界意見，逐

步落實具國際法規科學共識的 ICH E5指引概念，於 2000年 12月 12
日 (雙十二公告 )起，陸續公告 BSE法規評估要求與流程，在一段雙

軌並行的過渡期後，2004年起，以 BSE完全取代七七公告要求。

3. 當時 ICH E5 剛公布未久，且僅含概念式原則，如何落實與個案解讀

則交各國法規單位自行決定。臺灣快步公告 BSE 具體作法，瞬時引

起跨國藥廠、各國法規單位和學研界的高度重視與討論，臺灣遂以此

為國際發聲策略，將 BSE 的臺灣經驗於美國 DIA (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年會、亞太經濟合作會 APEC 乃至 ICH 大會前的 GCG 
(Global Cooperation Group) 報告伴以大量文獻發表，成為落實 ICH 
E5國際典範之一，引領風潮多年。

二、 落實 ICH E5的挑戰與對策

1. 挑戰：對新興市場剛開始強化其法規科學審查能力時，常會面臨人力

資源與新藥審查經驗不足的困境。何況法規科學觀念與審查能力在新

藥和學名藥是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非一蹴可及。加以臺灣藥品市場不

及全球藥品市場 1%，相對要求廠商配合改變新藥研發納入族群因素

考量的談判能力是弱的。因此跨國藥廠對臺灣 BSE 的推動，一開始

是抱著質疑的態度，除非 BSE 能步步符合國際法規科學精神，並得

到大市場法規單位的認可與支持。

2. ICH E5之優缺點：優點是導入分內因性 (intrinsic)與外因性 (extrinsic)
族群因素 (ethnic factor)概念來評估族群敏感性，定義以 BSE來評估
是否需要執行有限規模的銜接性試驗來補強國外臨床試驗資料，決定

是否可外推適用於新地區，以減少不必要重複的臨床試驗。甚至後續

公告兩份補充說明的「問題與解答」。缺點則是此指引為歐、美、日

歷經 6 年討論與數十版草案的妥協結果，雖有觀念創見，卻未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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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評估指引、流程、個案判定原則，授權各法規單位依該國需要

自行解讀設定，評估原則視個案而定。若各自解讀差異大，則可能失

去減少不必要重複臨床試驗的初衷。

3. 策略 : CDE 剛成立時，FDA 同意讓其資深臨床 Team Leader 陳紹琛

醫師任 CDE 首席顧問指導，另有多位任職 FDA 各種專業審查員的臺

灣人，組成非正式的顧問團，輪流回臺指導或即時遠距討論。因此，

CDE 自成立開始即掌握正確的 FDA 法規科學精神，策略上也將此精

神落實於 BSE 的規劃與個案審查。知道國際法規單位所謂的 "Good 

Review Practice" 定義，應指「訓練合格的法規科學審查員遵守事先

公告的審查內容標準與流程進行審查」。「審查內容標準」可含審查指

引 (guidance) 、審查要點與格式 (template)，合於法規科學精神、實

證依據、風險利益評估、前後審查一致性，並有救濟申訴與審查品質

管控機制。而「流程」則應透明、可預期與具時效性。而新法規規劃

與公告初期，則要與各利害關係群體廣泛意見溝通或教育宣導，建言

作成會議紀錄，公告標準作業流程，甚至有一導入公告的緩衝過渡期。

三、 落實 BSE具體作法

1. 提出藥品法規查驗登記中族群 (ethnic group) 之工作性定義 (working 

definition): 依 ICH E5 可知評估族群敏感性 (Ethnic sensitivity) 時，

應考慮和人個體相關的內因性因素與和環境相關的外因性因素。因此

(1). 族群不等同於種族 (race)，因種族只是諸多內因性要素之一，即

便屬同一種族，亦含不同比例的遺傳多形性 (genetic polymorphism)

次族群，有種族內之各別基因差異。(2). 族群不能單以屬於某一國家

人民 (citizenship) 來界定，因每一國家境內可能含多種種族，例如

美國公民除白人外，有 6% 是亞洲人種與 14% 是黑人。(3). 族群亦

不能以地理區域或行政聯盟來界定，因為例外太多，如歐盟含 27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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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種族，各國又各有外因性因素差異。就 BSE 的個案評估，其族

群的工作性定義就是申請使用此個案藥品 (Drug) 來治療某ㄧ特定適

應症 (Indication)，以內、外因性族群因素系統性的評估所提國外臨

床資料是否可外推至新地區，考量安全性、療效、未滿足醫療需求

(unmet medical need) 和上市後各種風險管控策略 (post marketing 

risk management plan)後，所做臨床衝擊 (Clinical impact) 導向的綜

合性風險利益評估 (risk-benefit assessment)。我將此族群工作性定義

摘要為一公式 " DxI=C "，並將其精神落實於 BSE 廠商送件需填的自

我評估表 (Self Assessment Aid)。2000 年 11 月，我受邀於在聖地牙

哥舉行的 ICH5會前 Global Cooperation Group (GCG)論壇中，對多

國與會代表演講臺灣如何藉著 BSE落實 ICH E5。

2. 原則上，臺灣視東亞地區 (如中國、日本、韓國等 )為臺灣類似族群，

可接受其藥動學、藥效學與臨床試驗資料，免除在臺灣重作類似試驗

才接受的行政要求，除非臺灣法規單位可主動提出法規科學實證，顯

示此特別申請個案合理

推測具高度族群差異

疑慮。此重要法規決

策之主要依據是臺灣

林媽利醫師在 2001 年

發表的研究 (Lin M, et 

al., Tissue Antigens. 

2001;57(3):192-9.)，

以 HLA 遺 傳 多 形 性

分型，畫出東亞各族

群遺傳距離 (genetic 

distance) 樹形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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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東亞各族群遺傳上相近，頂多勉強可以長江為界分北亞洲人 ( 如

日、韓，蒙古、北方華人 ) 和南亞洲人 ( 如南方華人、臺灣閩南與客

家人、泰華人、越南、新加坡華人等 )，而白人和黑人族群則明顯遺

傳差異相對差異較大。1949 前後數年，有 16% 臺灣人口自中國大陸

移入 ( 含大量北方華人 ) 加入於數百年前來臺的南方華人，在臺灣多

年的臨床研究與經驗，共識是臨床用藥上，未見南方或北方華人有族

群明顯差異。因此臺灣 BSE評估中，認為可將東亞族群視為一整體，

但非東亞族群則需視個案而定，審慎評估種族的內因性因素差異。此

宣示廣受跨國藥廠歡迎與重視，因直到今日，中國、日本、韓國仍未

公開宣示接受東亞族群為一整體，仍明示或以潛規則暗示要求本國臨

床資料，造成藥品研發與查驗登記法規要求的非科學性干擾或准入門

檻，未能完全達成 ICH E5設立目的。跨國藥廠對臺灣 BSE由起初不

了解與不放心的質疑，隨著臺灣的法規科學合理說明和被肯定的實施

成 果 ( 前 3 年 62

案 BSE 中，49 案

站 79% 獲准免除

銜接性試驗，包含

全無亞洲人臨床資

料的 23案 )，遂使

臺灣轉而成為跨國

藥廠支持的國際典

範，受邀在各國際

平臺演講發聲。

3. 循序漸進的引入 BSE 法規：2000 年 12 月 12 日 ( 雙十二公告 ) 先原

則性公告 BSE 引入，並容許和原來至少 40 例臺灣臨床試驗受試者的

七七公告可有ㄧ雙軌並行的過渡期到 2004 年，陸續五次公告族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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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顧慮小、可逕行免除BSE的藥品類別，公告申請要件、自我評估表、

審查標準作業程序、時程等。

4. BSE 自我評估表 (Self Assessment Aid)：2003 整合 ICH E5 族群

因素為一清楚分項數據要求內容、可系統自我評估之工具，此法規

科學創舉類似於 2019 美國 FDA 癌症卓越中心 (Onc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 OCE) 在 Project Orbis 審查中始提出之 Assessment Aid

供廠商送 NDA/BLA 查驗登記前之自我評估表概念。系統性評估分 12

項，各有內容說明，前八項由CDE基礎醫學組 (今藥劑科技組 )審查，

後四項由臨床組 ( 今新藥科技組 ) 審查，最後由臨床組依所有族群因

素，做出利害風險評估。

 

May Hyperlink 
with Dataset 
now

Drug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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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on

Clinical 
Risk Benefi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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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演講、壁報、文獻發表：累計至今，臺灣已發表 BSE 相關文章中文

八篇、英文七篇 ( 含 BSE 統計模式研究 )、書中專章兩篇，國際研討

會壁報英文三篇，並在各種國際場合多次演講，如美國 DIA、APEC 

LSIF RHSC和 ICH5等。

四、 BSE帶來影響

1. 臺灣新藥臨床試驗質、量倶增：當 2000 年 BSE 公告，將逐漸免除

原來七七公告至少 40 例臺灣人臨床試驗要求且接受東亞族群臨床資
料時，有些人擔心臺灣臨床試驗數目是否會因而減少，但統計結果卻

反而質、量倶增。由下圖逐年統計可知，不僅臨床試驗數量逐年增加

(2006 年以前，數目領先日、韓與與中國 )，2021 年總數達 381 件，

而且其中與全世界同步做一到三期臨床試驗的數目，由原來 50% 快

速提升到 90%，似乎所有跨國藥廠因為 2000年 BSE的公告，將臺灣

參與新藥研發中的地位，往前提升到與國際同步執行臨床試驗，此趨

勢一直延續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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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法規科學臺灣國際發聲：非 ICH 國家一般是 ICH 法規的跟隨

者，也因市場小，聲音不易受重視。臺灣卻藉由 BSE 的詮釋與落
實，1999-2007 年在亞太經濟合作會生命科學論壇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Forum, LSIF) 法 規 協 和 執 行 委 員 會 (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RHSC) 中 提 案， 獲 得 通

過 主 導 計 畫 " APEC Network on Pharmaceutical Regulatory 
Science - APEC Joint Research Project on Bridging Study " 。

APEC 國家約佔全球 65% 藥品市場，且有法規單位和國際藥廠

協會參加，8 次年會中，在臺灣舉辦 5 次 (2000、2001、2003、 
2005 與 2007 年 )、日本 2 次 (2002 與 2006 年 )、韓國 1 次 (2004
年 )，臺灣並倡議透過 BSE 推動 " Partnership in Harmonization  
with ICH "。因個人多次代表臺灣演講 BSE，曾被泰國藥政主管

Vichai Chokervivian暱稱我為 " Mr. Bridging Study "。

 
此 BSE國際發聲，意外引起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修習 " History 

and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 博士學位的臺灣郭文華醫師 （今陽明

交大教授）注意，回臺訪問我近百小時，蒐集大量資料寫成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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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2009 年發表 " The voice on the bridge- Taiwan's regulatory 

engagement with global pharmaceuticals " 文章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9;3:51-72)，探

討 BSE能突破國際現勢發聲的原因。

3. 2008年臺灣成功申請加入 Expanded ICH Global Cooperation Group, 

2018 年由 ICH 觀察員轉成 ICH 正式會員，部分歸功於臺灣藉由 BSE

展現的法規科學軟實力與國際發聲，並獲多國產業與法規單位的支

持，終能排除萬難，成功加入。

五、 未來展望

1. 族群差異敏感性今日仍為全球熱門議題：(1). 2022 年 3 月美國 FDA

拒絕核准禮來公司用於肺癌第一線合併化學治療的 PD-1 抑制劑

Sintilimab 的申請案，此藥為中國自行研發且已於中國上市。理由

是所依據只在中國進行的三期臨床試驗設計執行前未和 FDA 討論，

FDA 認為其療效指標和安慰劑設計，未能代表美國肺癌病人的種族

與多族群組成 (racial and ethnic diversity of lung cancer in the US)。

此判例引起產業界極大震撼，因另有僅在中國臨床試驗之 25 案進行

中。2022 年 5 月，FDA 又以類似理由拒絕香港藥廠申請胰臟癌的

Surufatinib 和中國藥廠申請喉癌的 Toripalimab。(2). FDA 於 2022 年

4 月公告新指引草案，要求新藥研發臨床試驗設計要加強收納代表美

國的各主要種族 ( 含亞洲人和黑人 ) 和族群。(3). 中、日、韓雖皆為

ICH會員也宣稱落實 ICH E5，但在各自不同解讀下，至今仍各自要求

原則上必須有該國藥動學資料，在多國多中心試驗或該國單中心試驗

中，需有一定比例或數量該國受試者，缺少如臺灣具法規科學與合乎

Good Review Practice的 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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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CH E5 和 ICH E17 ( 指引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 MRCT) 的互補

角色：(1). 在藥品早期研發階段或規劃含亞洲族群的 MRCT 時，BSE

自我評估表可成為和各國法規單位諮詢的工具。(2).將 BSE相關主要

族群因素納入 MRCT 設計中，並依據所要收集和 BSE 相關的療效指

標，前瞻性的規劃未來統計分析計畫，並合理估算具統計效力之樣本

數和受試者收錄條件、參與醫院與時程等。前瞻性試驗設計與各族群

同一計畫書同步資料收集，最能客觀評估族群差異敏感性。(2). 在少

數情況下，如同一試驗設計不足以回答 BSE 問題，如某一族群當地

有特殊外因性因素 ( 例如 medical practice)、試驗藥品不同劑量、不

同療效指標、受試者不同收納或排除標準等，則可針對某一族群另設

計一部分調整之試驗計畫，但仍同步進行。(3). 由上述 MRCT 規劃，

BSE 評估後仍須執行的銜接性試驗必大幅減少，進而達成 ICH E5 避

免各國重複要求執行不必要的臨床試驗。

3. 目前只有臺灣有 BSE 自我評估表為諮詢與審查工具和具體法規評估

流程，要擴大 BSE影響力，宜推動各主要法規單位建立 ICH E5落實

共識，有類似作法。

4. BSE應在法規審查報告中獨立成一章節，最好能公開 BSE詳細報告，

累積判例通則與共識，避免如近日 FDA 和產業界認知差距，造成 3

案申請被拒的產業重挫。

5. 法規單位在同步 BSE審查時，最好能彼此對話，凝聚相近審查概念，

例如目前已有的 5 國 ACCESS 法規共同審查聯盟 , 或 FDA 主導七國

參與交流但同步各自審查的 Project Orbis，皆有助於 BSE 交流，統

一廠商送件與補件格式與內容。

6. BSE如有重要族群敏感性實證，應於仿單中清楚標明，如有上市後銜

接性試驗研究或真實世界數據研究實證，亦應適時更新仿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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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臺灣 BSE二十年一路走來，成為受國際認可之法規科學範例，創造

法規單位、產業、公共衛生三贏初步成果。此BSE二十周年紀念研討會，

亦是臺灣首次舉辦為 ICH認可並於 ICH官網宣傳之訓練研討會。疫情期

間，當日仍有 485位線上，85位實體參與，依登入帳號區域進行分析，

共計 2,256「人次」觀看，依序包括臺灣 1,689、香港 243、美國 100、

新加坡 59、日本 44、印度 30、中國 23、加拿大 22、澳洲 19、印尼

15、馬來西亞 12。期待臺灣藉 BSE 範例，繼續寫法規科學歷史，貢獻

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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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德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

　常務理事兼法規政策委員會召集人
■ 經歷

　台灣生技整合育中心醫務長

　中央研究院育成中心代理執行長

　醫藥品查驗中心副執行長、執行長、特聘研究員

　臺大醫學院藥學研究所及醫學系兼任副教授

　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臨床藥理學科主任、主治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