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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銜接性試驗評估分析探討

許弼凱、陳玲貴

簡介

西元 1983 年 7 月 7 日衛生署發布的「七七公告」開啟我國臨床試驗新

紀元，國際藥廠須在國內進行 40 人例臨床試驗，完成的試驗報告應併入新

藥查驗登記資料送審，核准上市後可取得行政保護與優惠措施，此技術門檻

亦規範第二家廠商在首家行政保護期間須執行試驗的人數和試驗規模。然，

從臨床與統計的觀點，40 人所提供的數據，難以證實該新藥在國人的安全

與療效，且常為重複國外已執行過的臨床試驗。為執行有意義的臨床試驗，

避免新藥研發資源浪費，主管機關引用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ICH E5 (Ethnic 

Factors in the Acceptability of Foreign Clinical Data )指引，評估族群因素對

藥品作用影響，於 2000 年 12 月 12 日發布「雙十二公告」，以銜接性試驗

取代七七公告試驗，隨後頒布「銜接性試驗基準」，規定廠商須檢附藥品完

整的臨床試驗數據 (Complete Clinical Data Package, CCDP)，從中篩選亞

洲人種相關資料，包括藥動學、藥效學、劑量 - 反應、療效及安全性資料並

進行東西方族群比較。法規單位對藥品之族群敏感性因素評估，著重內因性 

(intrinsic：如遺傳、生理及病理…) 和外因性 (extrinsic：文化、環境，醫療行

為… ) 差異對治療效果的影響。倘藥品具族群敏感性，對臨床療效與安全性

有顯著影響，國外執行的臨床試驗數據無法外推我國族群，當銜接性試驗無

法免除時，則必須進行銜接性試驗。

    為避免因執行銜接性試驗而延宕新藥上市時程，跨區域臨床試驗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s，MRCT) 因此興起。2017年 ICH E17 (General 

Principles for Planning and Design of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s) 指引提

倡在藥品的研發策略上，透過跨區域臨床試驗所得到的數據，得以被多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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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單位接受作為支持上市許可之主要證據來源，以增進藥品研發效率，快速

提供全球病人使用。我國為促進國際藥廠將臺灣納入跨區域臨床試驗，提供

精進流程與鼓勵措施，包含多國多中心之臨床試驗審查天數縮短至 15 天、

符合小兒或少數嚴重疾病認定之銜接性試驗評估可合併於查驗登記案內審查

等。最後期盼藥品在全球進行開發，臺灣可同步參與探索性臨床試驗和確認

性跨區域性臨床試驗，成為區域的領頭羊。

銜接性試驗評估審查流程

    廠商於銜接性試驗評估 (Bridging Study Evaluation, BSE)送件前，如

針對送審資料或研發策略上有任何疑問或議題，建議可先向財團法人醫藥品

查驗中心申請銜接性試驗策略諮詢，以釐清潛在資料缺失或修改研發策略；

而正式送件時應依「銜接性試驗基準」及查檢表備齊文件並繳納規費 [1]，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90個日曆天內完成審查 [2]。

    

銜接性試驗評估係探討藥品之療效、安全性及藥動∕藥效是否具族群差異

(含內因性及外因性 )，

以了解國外臨床試驗數

據是否能外推至我國族

群，並作為藥品查驗登

記之依據。倘經評估後

不具族群差異，則可免

除銜接性試驗；反之，

則須執行銜接性試驗。

圖一、銜接性試驗評估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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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性試驗評估免除率分析

自 2001~2021年止，累計完成 BSE審查 928件，其中 638件准予免除，

整體免除率為 69%；其中，國產藥品與輸入藥品分別為 58%和 70%。

2001~2010 年，平均免除率約 60%，2011~2016 年平均免除率約

70%，2017~2021 年平均免除率高達約 90%( 如圖二 )，意謂近年來獲准免

除銜接性試驗的 BSE申請案中，其銜接性數據多具備東亞族群受試者的臨床

或藥動資料，證明族群因素包含內因性與外因性均不具差異，或是經評估後，

認定具有族群差異，惟所提供的資料相當充分，足以決定國人的用法用量，

則亦可免除銜接性試驗。另彙整不准免除銜接性試驗之常見缺失如表一。

圖二、西元 2011-2021年各年度 BSE免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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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無法免除銜接性試驗之常見缺失

臨　　床

1. 東亞族群人數不足，或東亞族

群療效及安全性資料不足，無

法評估族群差異

2.CCDP無法支持宣稱之適應症

3. 致病機轉或流行病學資料東西

方人不同

4. 高頻率不良事件發生比例東西

方人不同

5. 長期使用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資

料不足 

藥　　動

1.亞洲藥動 /藥效資料不足

2.無法評估東西方族群藥動差異

3. 藥動資料顯示東西方族群具種

族差異性

4. 呈現非線性藥動學或療效劑量

範圍狹窄

5.低生體可用率及高個體差異

6.藥品交互作用不明

7.藥品代謝與排除方式不明

銜接性試驗評估結果與有含臺灣人數據之關聯性

依 2021 年 9 月修訂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22-1 條，廠商申請銜接

性試驗評估，須檢附藥品完整的臨床試驗數據，且宜含「東亞」人種資料，

並進行比較。剖析 2018至 2021年 BSE案件共 136件，送審之 CCDP資料

含臺灣人數據為 69件，免除率為 97%；不含臺灣人數據為 67件，免除率為

87%(如表二 )。

追蹤 69 件新藥查驗登記審查結果，完成審查 56 件中 ( 如圖三 )，皆成

功取得藥證；另有 2 件撤案，1 件為藥品具心血管安全性風險；另 1 件藥品

在東西方族群之安全性及療效具有差異。顯示有臺灣受試者的臨床試驗數據，

對於後續銜接性試驗評估及新藥查驗登記核准均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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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CCDP含臺灣人數據之 BSE免除率 (西元 2018~2021年 )

族群類別 總件數 免除件數 免除率

亞洲人族群 (不含臺灣人 ) 67 58 87%

亞洲人族群 (臺灣人 ) 69 67 97%

圖三、BSE含臺灣人數據之 NDA審查結果 (統計截至 2022年 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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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我國臨床試驗逆勢成長

上述表二廠商提交 CCDP之亞洲族群資料，其中含有臺灣人數據約 5成

(69/136)，顯示國際藥廠逐漸將臺灣納入藥品早期開發計劃。同期間國內臨

床試驗數量 (如圖四 )，不論是臨床試驗總件數及多國多中心臨床試驗 (CTN)

件數皆逐年增加。甚至在 2019 年末全球面臨 COVID-19 疫情爆發，臺灣

在 2020 與 2021 年之臨床試驗總件數及 CTN 件數皆能逆勢成長，年增率約

大於 10%，累計成長率約 25~27%；另分析近 10 年 Phase I/II/III/IV 各試驗

期程的數量，呈現遞增趨勢 ( 如圖五 )。顯見臺灣能吸引國際藥廠來臺執行

MRCT，具臨床試驗競爭力與優勢。

圖四、2017至 2021年臨床試驗總件數及 CTN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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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12至 2021年臨床試驗期別件數

未來展望

政府為建構與國際協和之藥品臨床試驗法規環境，不斷致力於強化藥政

管理與藥品審查效率提升，並隨著國際法規潮流變遷革新相關法規制度，大

幅提升我國臨床試驗的軟硬體實力，如 CTN簡審機制實施、新藥查驗登記審

查精進措施、聯合倫理審查機制 CIRB設立、臨床試驗中心 GCP國際認證、

臺灣臨床試驗資訊平臺建置、卓越臨床試驗中心成立、臺灣特定疾病臨床試

驗合作聯盟（TCTC）等，皆有助於臺灣成為亞洲地區具競爭力之臨床試驗

中心。

2017 年 ICH E17 指引的公告，鼓勵國際藥廠執行跨區域臨床試驗，並

將種族因素納入新藥研發重要策略考量。觀察近年上市之 Imfinzi、Rinv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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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yraf、Calquence、Rybrevant、Enhertu、Shingrix、Rukobia、Rybelsus

等新藥，皆於藥品研發階段納入臺灣，而所獲得的國人臨床試驗數據，將有

利於銜接性試驗評估，同時也為新藥申請藥品上市許可奠定基礎。

    臺灣已有新藥如 Giotrif、

Onivyde 領先歐美先進國家上

市，以及國產新藥如 Taigexyn、

Nephoxil、Besremi、Axumin於

全球首發核准上市案例，在審查

標準與品質和歐美先進國家不分

軒輊，且具備獨立法規專業審查

能力，累積豐富審查能量。期許

業界與法規單位共同努力，持

續精進藥品臨床試驗法規環境，

源源不絕吸引跨國性大藥廠來

臺執行臨床試驗，使臺灣成為全

球藥品研發重鎮與藥品審查同

業標竿。

 

◆參考資料：

1.西藥查驗登記審查費收費標準。

2.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期限表。

2022年 5月 6日
藥品銜接性試驗評估 20周年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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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弼凱

　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專案經理
■ 經歷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法規專員

　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專案經理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組研發替代役

陳玲貴

　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組長
■ 經歷

　醫藥品查驗中心諮詢輔導中心小組長

　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資深專案經理

　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專案經理

楊己任

　財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專案經理
■ 經歷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