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與歐盟之藥品滅菌介紹與比較
黃文譽、白書睿1

前言
藥品管理的考量包含療效、安全及品質等層面。其中，無菌藥品的無菌性與其安全
及品質關聯密切，無菌性普遍視為無菌藥品的關鍵品質屬性 (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
由於微生物無所不在，僅在藥品放行時執行無菌試驗並不能保證該批次所有藥品的無菌
狀態，仍應藉由適當的設計、確效及製程管制來確保藥品的無菌性。
我國衛生主管機關曾於民國 84 年 11 月編訂「滅菌過程確效指導手冊」[1]，隨著製
藥技術及水準不斷提升，對無菌製劑產品之品質要求也漸趨嚴謹，遂於民國 96 年 2 月
分別公布「無菌操作作業指導手冊」[2]及「最終滅菌作業指導手冊」[3]。其中「無菌操
作作業指導手冊」主要參考美國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sterile drug products
produced by aseptic processing — 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September, 2004) [4] 之內容，並參酌 PIC/S GMP guide 及國內相關資料制訂；
「最終
滅菌作業指導手冊」主要參考美國 FDA 與 PIC/S GMP guide 等相關國際規範，並參酌
國內相關資料制訂。
歐盟 EMA 曾於 2016 年 4 月發表「藥品、原料藥、賦形劑及直接包裝材料之滅菌」
指引草案 (draft guideline on the sterilisation of the medicinal product, active
substance, excipient and primary container)，並於 2019 年 3 月發表正式指引
guideline on the sterilisation of the medicinal product, active substance,
excipient and primary container[5] (以下簡述為歐盟 EMA 滅菌指引)。本文主要探討
我國與歐盟在藥典所載滅菌條件之比較、滅菌方法之選擇、蒸氣滅菌及乾熱滅菌等較常
使用最終滅菌方法、無菌過濾及無菌操作等內容，並以該歐盟 EMA 滅菌指引比較與我
國現行滅菌規定之異同，供業者及法規單位參考。

藥典所載滅菌條件之比較
我國中華藥典第 8 版及歐洲藥典第 10.0 版的通則均有滅菌法之收載，分別為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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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典 第 8 版通則 (4027)滅菌法 [6] 及歐洲藥典第 10.0 版通則 5.1.1. methods of
preparation of sterile products[7]。比較兩篇通則所載之滅菌條件，如表一所示。
表一、中華藥典與歐洲藥典所列滅菌條件之比較
方法
蒸氣滅菌

中華藥典第 8 版通則(4027)
滅菌法 I－高壓蒸氣滅菌法：

歐洲藥典第 10.0 版通則 5.1.1.
≥ 121°C、≥ 15 分鐘；

115°C～116°C、30 分鐘；

其他經確效之溫度及加熱時限：

其他適當之溫度及加熱時限：

溫度不得低於 110°C 且 F0 值不得低

121°C、20 分鐘，或

於 8 分鐘

126°C、15 分鐘
滅菌法 IV－容器之滅菌 (2)：
115°C～116°C、≥ 30 分鐘
乾熱滅菌
(加熱滅菌)

滅菌法 III－油液或油質懸液滅菌法：≥ 160°C、≥ 2 小時；
內容物體積 ≤ 30 mL 者：

≥ 220°C 可用於玻璃器皿去熱原， 然

150°C、1 小時

應由確效資料支持滅菌時間

內容物體積 > 30 mL 者：
150°C、≥ 1 小時
滅菌法 IV－容器之滅菌 (1)：
≥ 160°C、≥ 1 小時
放射線滅菌 未指明註 1

放射線參考劑量為 25 kGy

氣體滅菌

應由確效資料支持滅菌條件

滅菌法 IV－容器之滅菌 (3)：
予以適當控制

無菌過濾

滅菌法 II－過濾滅菌法：
以適當之濾菌器過濾註 2

過濾器孔徑 ≤ 0.22 μm 且應由確效
資料支持過濾條件

[3]

註1

依最終滅菌作業指導手冊附錄四之決策樹，建議最低γ放射線劑量為 25 kGy，或經確效之放射線劑量 。

註2

依「西藥藥品優良製造規範」附則一 及無菌操作作業指導手冊，過濾器之孔徑通常為 0.22 μm 或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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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藥典第 8 版通則（4027）共收載 4 個滅菌法，分別為滅菌法 I－高壓蒸氣滅菌
法、滅菌法 II－過濾滅菌法、滅菌法 III－油液或油質懸液滅菌法、滅菌法 IV－容器之滅
菌。此分類原則與歐洲藥典通則 5.1.1 以滅菌原理及滅菌方法之分類不同，中華藥典通
則（4027）較偏向以待滅菌物為導向之分類，如滅菌法 I 及 II 之待滅菌物為水溶液、滅
菌法 III 為油液、滅菌法 IV 則為容器等。雖然分類方式有所差異，中華藥典與歐洲藥典
建議之蒸氣滅菌方法均以滅菌條件 F0 值 ≥ 8 分鐘為標準。
此外，歐洲藥典第 10.0 版另有兩篇通則：有關生物指示劑之 5.1.2. biological
indicators and related microbial preparation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sterile
products[9]，及有關滅菌條件 F0 值之 5.1.5. application of the F0 concept to steam
sterilization of aqueous preparations[10]。我國有關生物指示劑及滅菌條件 F0 值等內
容則係載於「滅菌過程確效指導手冊」
、
「無菌操作作業指導手冊」及「最終滅菌作業指
導手冊」等文件。

我國與歐盟之滅菌方法選擇建議
無菌藥品之無菌性可藉由兩種製程操作達成，分別為「最終滅菌」及「無菌操作 (或
配合無菌過濾)」 (如下圖一所示)。最終滅菌係於適當環境下進行產品之充填及容器密
封，盛裝於最終容器之產品再經過加熱等滅菌過程予以滅菌；而無菌操作則係先將待分
裝產品 (藥液)、容器、封蓋等分別以適當滅菌方法滅菌後，再於環境管制區予以組合[2]。
綜觀我國與歐盟對於無菌藥品製造法之選擇，均建議應優先選用「最終滅菌」製程[2, 3, 5]，
以達到較佳的無菌保證程度 (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 以下簡稱 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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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最終滅菌(左)及無菌操作(配合無菌過濾) (右)之流程示意圖
有關「最終滅菌」選用之滅菌法，可參考我國「最終滅菌作業指導手冊」附錄四所
收載供液劑及乾燥製劑無菌製造法之選擇決策樹，上述兩個決策樹均援引自歐盟 CPMP
(committee for proprietary medicinal products) 公布之 decision trees for the
selection of sterilization methods (CPMP/QWP/054/98 Corr)[11]。另一方面，歐盟也
將該決策樹整併於 2019 年發佈之歐盟 EMA 滅菌指引中。若進一步檢視我國「最終滅
菌作業指導手冊」附錄四之決策樹及歐盟 EMA 滅菌指引之決策樹，可以發現內容幾近
一致(如圖二及圖三所示)；此外，該歐盟 EMA 滅菌指引之決策樹(圖三)除可適用於乾燥
製劑外，亦可用於非水溶液或半固體製劑。
除液劑及乾燥製劑無菌製造法之選擇決策樹外，歐盟 EMA 滅菌指引亦有無菌藥品
所用容器之滅菌法選擇決策樹，該指引說明選擇容器之滅菌法時，若熱傳導與放射線等
方法可達到相同 SAL，因熱傳導方法較易管制且影響品質之風險較低，故仍應優先考量
熱傳導之滅菌法。
我國無菌藥品容器滅菌方法選擇之建議，於中華藥典第 8 版通則（4027）
「滅菌法
IV－容器之滅菌」則有以下說明：「容器須先經洗淨除去油脂，再以下列方法之一予以
滅菌：1) 加熱滅菌；2) 以飽和蒸汽滅菌；3) 以環氧乙烯滅菌，與；4) 以其他適當之
方法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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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液劑無菌製造法之我國「最終滅菌作業指導手冊」附錄四(上)及歐盟 EMA 滅菌
指引選擇決策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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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乾燥製劑無菌製造法之我國「最終滅菌作業指導手冊」附錄四(上)及歐盟 EMA
滅菌指引選擇決策樹(下)

我國與歐盟於藥品查驗登記須提供滅菌相關資料之比較
以下選擇蒸氣滅菌與乾熱滅菌等較常使用之最終滅菌方法，以及無菌過濾及無菌操
作，比較我國與歐盟於藥品查驗登記時所須提供之滅菌相關品質文件。
一、蒸氣滅菌 (steam sterilization)
歐盟 EMA 滅菌指引規定蒸氣滅菌 F0 需≥ 8 分鐘，且維持溫度不低於 110°C；有關
所須提供之滅菌相關品質文件乃依滅菌條件區分不同程度，大致整理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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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歐盟 EMA 滅菌指引依滅菌條件不同所須提供之品質文件
滅菌條件

須提供之品質文件

歐洲藥典通則 5.1.1 之滅菌 1. 描 述 滅 菌 時 間 及 滅 菌 溫 度 概 況 (temperature
條件 (≥ 121°C、≥ 15 分鐘)

profile)
2. 不須提供滅菌確效資料 (僅須確認已完成確效作業)

過度滅菌條件 (≥ 121°C、F0 1. 描 述 滅 菌 時 間 及 滅 菌 溫 度 概 況 (temperature
> 12 分鐘)

profile)
2. 描述滅菌方法 (如飽和蒸汽循環、加壓循環、真空
階段循環等) 及 SAL
3. 提供滅菌確效資料 (所使用之生物指示劑 D121 ≥ 1.5
分鐘)

其他滅菌條件 (如 > 115°C 1. 描 述 滅 菌 時 間 及 滅 菌 溫 度 概 況 (temperature
或 > 110°C、F0 > 8 分鐘)

profile)
2. 描述滅菌方法 (如飽和蒸汽循環、加壓循環、真空
階段循環等) 及 SAL
3. 提供滅菌確效資料
4. 如滅菌確效使用之生物指示劑 D121 < 1.5 分鐘者，
須提供額外支持性確效資料

我國未視不同滅菌條件區分所須提供之滅菌相關品質文件，原則上皆須描述滅菌條
件(如滅菌溫度及滅菌時間)、滅菌方法及提供滅菌確效資料[1, 3]；此外，雖未明確規定滅
菌確效須使用之生物指示劑 D121 值需為何，然「滅菌過程確效指導手冊」規定滅菌確
效所使用的生物指示劑，應提供其鑑別耐受性(Ｄ值及Ｚ值)及安定性的資料，如果生物
指示劑為市售品，必要時應該證實其荷菌數和耐受性，及實際操作的規格；另也應提供
資料說明所使用之生物指示劑的適用性(如生物指示劑的耐受性與生物負荷菌之關係)。
有關歐盟與我國須提供之蒸氣滅菌確效資料及額外支持性確效資料，比較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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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歐盟與我國須提供之蒸氣滅菌確效資料及額外支持性確效資料

滅菌確效資料

歐盟[5]

我國[1, 3, 12]

O

O

至少各三次物理效能 (熱滲透) 及微生物 O

O

滅菌器空載及產品裝載之熱分佈總結報告

效能 (生物指示劑) 確效總結報告，並證明
SAL ≤ 10-6
額外支持性確效 滅菌行程之 F0 值開始計算及結束計算的合 O
資料

∆

理性說明
證明生物指示劑之適用性

O

O

註：O 須提供資料
∆未明確規定，視個案考量

此外，無菌藥品之 SAL，與滅菌前之生物負荷菌數息息相關。有關滅菌前之生物負
荷菌控管，歐盟 EMA 滅菌指引規定如依據歐洲藥典通則 5.1.1 之滅菌條件(≥ 121°C、≥
15 分鐘) 或過度滅菌條件(≥ 121°C、F0 > 12 分鐘)，則滅菌前之生物負荷菌不需常規管
控，其餘滅菌條件需常規管控。另，滅菌前之生物負荷菌合格標準上限為 100 CFU/100
mL，如有別於該生物負荷菌限量標準，須有合理性說明。
我國要求與歐盟大致相同，依「西藥藥品優良製造規範」附則一規定，過度滅菌前
之生物負荷菌可於適當時間間隔檢測，不需常規(逐批)檢測，非過度滅菌則需常規(逐批)
檢測；另，依我國「最終滅菌作業指導手冊」，滅菌前之生物負荷菌建議的合格標準與
歐盟 EMA 滅菌指引相同，上限均為 100 CFU/100 mL[3, 5]。
二、乾熱滅菌 (dry heat sterilization)
針對乾熱滅菌，歐盟 EMA 滅菌指引規定須描述乾熱滅菌時間、滅菌溫度及生物負
荷菌限量標準；另，注射劑產品之滅菌前生物負荷菌限量規格超過 100 CFU/100 g 或
100 CFU/100 mL 者，或非注射劑產品之滅菌前生物負荷菌限量規格超過 10 CFU/g 或
10 CFU/mL 者，須有合理性說明；此外，乾熱滅菌條件如依據歐洲藥典通則 5.1.1 (≥ 160
°C、≥ 2 小時)，則可不須提供滅菌確效資料，然滅菌溫度及(或)時間低於前述滅菌條件，
則須提供滅菌確效資料。
我國要求與歐盟大致相同，亦須描述乾熱滅菌時間、滅菌溫度及生物負荷菌限量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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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且針對各種乾熱滅菌條件(包括 ≥ 160°C、≥ 2 小時)皆須提供滅菌確效資料[3, 8, 12]。
有關歐盟與我國須提供之乾熱滅菌確效資料如表四所示。
表四、歐盟與我國須提供之乾熱滅菌確效資料

滅菌確效資料

滅菌器空載及產品裝載之熱分佈總結報告

歐盟[5]

我國[3, 12]

O

O

O

O

至少各三次物理效能 (熱滲透) 及微生物效
能 (生物指示劑) 確效總結報告，並證明 SAL
≤ 10-6
註：O 須提供資料

三、無菌過濾 (sterile filtration)
無菌過濾為液體藥品滅菌之常用方法，使用孔徑在 0.22 μm 或更小[2, 5, 8, 12]的過濾
器可除去製程中之微生物，使流經過濾器之液體無菌。
歐盟 EMA 滅菌指引規定與產品接觸之無菌過濾器須提供品質文件如表五所示。
表五、歐盟 EMA 滅菌指引規定與產品接觸之無菌過濾器須提供之品質文件
描述過濾器材質、孔徑、數量、面積
過濾器一般資訊

描述過濾器完整性測試(包括敘述測試原理、執行時間點、測試
使用之溶液及允收標準)
過濾器對產品成分之吸附性
與溶液之相容性(solution
compatibility)

過濾器確效文件

使用產品溶液執行
使用產品溶液執行，且應考量
以最差條件執行(如過濾時
間、壓力及過濾體積等)
使用產品溶液執行；如產品溶
液會抑制擬評估之微生物，則

過濾效能(capacity)

須加入中和劑；評估應使用合
適的微生物，以每平方公分濾
膜不低於 107 CFU 細菌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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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驗證
允收標準之建立應使用與常
過濾器完整性測試之允收標準

規過濾器完整性測試相同之
溶液

過 濾 器 可 萃 出 物 (extractable)
及可滲出物(leachable)

原則上以產品溶液執行，可使
用替代溶液，惟須有合理性說
明

我國針對無菌過濾之品質文件要求，也同樣須描述過濾器材質、孔徑、數量、面
積(可提供過濾器之檢驗成績書等相關文件)，及過濾器完整性測試[2, 8, 12]；另，過濾器之
過濾效能等確效評估，依我國「無菌操作作業指導手冊」可由過濾器製造商執行，而使
用者應審核確效的數據；此外，依「西藥藥品優良製造規範」附則一之規定，過濾器之
纖維脫落應為最少，且過濾器不得因移除產品之成分或將其組成物釋入產品而影響產品；
再者，「滅菌過程確效指導手冊」也規定須「摘要說明濾膜除菌的效果及成品與濾膜配
合性的確效資料。說明濾膜對成品處方的影響，如防腐劑或主成分是否會被濾膜吸附或
濾膜釋出物對成品的影響」。
無菌過濾前藥液(bulk solution)的生物負荷菌常規檢測也是很重要的一環，歐盟
EMA 滅菌指引敘述無菌過濾前之藥液的生物負荷菌合格標準為 ≤ 10 CFU/100 mL
(TAMC)，且試驗量應為 100 mL；我國「西藥藥品優良製造規範」附則一也規定應常規
(逐批) 檢測無菌過濾前藥液的生物負荷菌。
四、無菌操作 (aseptic processing)
無菌操作不被認為是滅菌工程，著重於處理無菌元件(如：原料藥、賦形劑、直接
包材、半成品)在製備過程中，不致受外來微生物汙染[5]。無菌操作應描述待充填半成品
(bulk)的待作業時間(holding time)及充填時間界限，且該時間界限應有培養基模擬充
填結果支持其合理性[1, 2, 5, 8]；歐盟 EMA 滅菌指引說明培養基模擬充填屬於 GMP 範疇，
會視情況請申請者提供培養基模擬充填資料；我國原則上須提供培養基模擬充填[1, 2, 8, 12]
資料送審，且須建立待作業時間及充填時間界限[1, 2, 8]。
另，如使用成型/充填/密封技術(blow-fill-seal technology)生產無菌藥品，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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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 滅菌指引規定應提供確效數據以確認所生產的容器是無菌的；該確效應使用適當
生物指示劑證明容器表面的 SAL ≤ 10-6。另容器製造之原料(如塑膠粒)，應管控生物負
荷菌。

結語
歐盟 EMA 滅菌指引係針對不同滅菌方法及條件所須提供的品質文件有一系統性且
明確之規定，且針對滅菌方法之選擇也有完整的決策樹，使業者易於依據自身產品之滅
菌方法及條件，連結至須準備之品質文件；相較於 EMA，我國滅菌須提供之品質文件
分散於不同指引或法規[1, 2, 3, 6, 8, 12]，且未如歐盟 EMA 滅菌指引將個別滅菌法細分為各
種滅菌條件、視不同滅菌條件明確規定須提供之品質文件。本文比較歐盟 EMA 滅菌指
引與我國現行滅菌要求之異同，雖我國與歐盟在無菌藥品之滅菌要求大致相同，然我國
相關法規較分散無統整性，且部分品質文件須視情況請業者提供，以釐清是否符合相關
規定，未如歐盟 EMA 滅菌指引明確要求須檢附之品質文件。期以本文將我國對無菌藥
品之滅菌法及送審品質文件要求作統整，使國內業者了解我國與國際之法規異同，增進
廠商對無菌藥品品質要求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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