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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指引提供執行生體相等性試驗之相關建議。亦代表醫藥品查驗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CDE) 對此議題的當前想法。 

 

 

 

 

 

 

【撰寫團隊】 

張雅雯小組長、李逸琦資深審查員、黃嘉惠資深審查員、張貽婷審查

員、楊孟璇審查員、王藝琳資深審查員、洪惠淳資深審查員、周筱樺

資深審查員、杜建龍資深審查員、鍾綺芸審查員、黃責殷審查員、徐

立峰資深審查員、蘇郁法專案經理、葉嘉新組長、賴怡君主任、陳可

欣主秘、徐麗娟副執行長、林時宜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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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提供執行生體相等性試驗之相關建議。亦代表醫藥品查驗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CDE) 對此議題的當前想法。如果未來有相關的科學證

據，則會進一步修訂此指導原則。本指導原則非審查基準，若有不同的研發方

式，可透過諮詢管道與查驗中心討論。凡涉及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與適用，仍

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為準。 

 

若對此指導原則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至 feedbackbox@cde.org.tw 

 

⚫ 劑型/投與途徑:速放錠劑/口服 

⚫ 建議試驗數目: 2 

 

(1)   

 類型:  空腹禁食 

 試驗設計:  單一劑量、隨機、雙向交叉 

 單位含量:  10 mg 

 受試者:  健康男性與女性受試者 

 其它建議事項:  為了避免出血的副作用，於投藥前，每位受試者建議執

行 prothrombin time (PT)、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與 creatinine clearance (CrCl )的檢測，以預

防或避免可能的出血副作用；其中，PT與 aPTT的檢

測數值應在正常範圍之內，CrCl的檢測數值應大於 50 

mL/min 

  

 

 

 

 

(2)   

 類型:  進食試驗 (fed study) 

 試驗設計:  單一劑量、隨機、雙向交叉 

 單位含量:  20 mg 

 受試者:  健康男性與女性受試者 

 其它建議事項: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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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標的物 

◼ 分析基質: 血漿 

◼ 分析物: 原型藥品(rivaroxaban) 

 

 

⚫ 生體相等性評估 

◼ 藥物動力學參數: Cmax、AUC0-t、AUC0- 

◼ 生體相等性的 90%信賴區間範圍: 80.00-125.00%,  

◼ 須計算 90%信賴區間範圍結果之分析物: 原型藥品(rivaroxaban) 

◼ 其它建議事項: 無 

 

 

⚫ 免除生體相等性試驗要求: 15 mg 

◼ 20 mg產品的生體相等性試驗已獲通過; 

◼ 配方賦形劑相似; 

◼ 體外溶離比對曲線相似。須於模擬胃腸道 pH 值條件下執行，至少應包

含 0.1N HCl、pH 4.5 buffer、pH 6.8 buffer 以及 QC溶媒等 (各至少十二

個劑型單位)。 

 

⚫ 剝半與未剝半產品的溶離曲線比對試驗: 不適用 

 

⚫ 酒精誘導的體外溶離曲線傾釋試驗: 不適用 

 

⚫ 胃管體外相容性試驗:  

1. 試驗藥品各取 12顆，將其磨碎後懸浮於 50 mL開水中，評估懸浮液體於

0分鐘(輕微搖晃 30秒後靜置)與 15分鐘的沉降體積(volume of sediment) 

a. 每顆藥錠磨碎後懸浮於 50 mL開水中，準備管灌針筒，移出活塞，將

懸浮液體倒入針筒，放回活塞，輕微搖晃針筒。磨碎藥錠時請小心，

勿吸入藥粉。 

b. 以針頭朝上垂直放置於桌上，紀錄 0分鐘的沉降體積(volume of 

sediment)。 

c. 以另一組 12顆試驗藥品，重複步驟 a配製懸浮液，靜置 15分鐘後記

錄沉降體積(volume of sediment)。 

請於針筒上做記號以確認沉降體積(volume of sediment)，並描述其性狀 

(例如: 顆粒聚集、顆粒吸附於管壁中)，請提供照片紀錄佐證。 

2. 試驗藥品各取 12顆，配製成懸浮液置於管灌針筒中，搭配 16 French鼻

胃管進行投藥，收集藥液測定其粒徑分布。 

a. 依市售產品的使用說明準備管灌器具，重複第 1 (a)步驟配製管灌懸浮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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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針筒接上鼻胃管，擠壓活塞將懸浮溶液移出，收集從鼻胃管路流出的

液體。 

c. 檢測液體中的粒徑分布。 

d. 以全新的 12組器具及藥品重複上述試驗步驟，惟將懸浮溶液從鼻胃管

路移出之前另外靜置 15分鐘。 

提供所有粒徑分布(D10、D50、D90)的數據，檢視管路或針筒是否有任何

顆粒聚集、吸附、結塊…等狀況發生，報告中請描述相關觀察結果並以

照片佐證。測定粒徑分布的方法(雷射分析儀或其他方法)需有足夠的再現

性及敏感度。 

3. 請以市售胃管產品進行回收率測試 

a. 依市售產品的使用說明準備管灌器具，試驗藥品至少各取 12顆，重複

第 1 (a)步驟配製管灌懸浮液。 

b. 針筒接上胃管，擠壓活塞將懸浮溶液移出，收集從管路流出的液體，

檢測藥物回收量，計算藥物回收率。 

c. 以全新的器具及藥品重複上述試驗步驟，惟將懸浮溶液從鼻胃管路移

出之前另外靜置 15分鐘。 

計算受試藥與對照藥回收率比率(T/R recovery ratio)，及其 90%信賴區

間。 

請提供上述三項試驗(沉降體積、粒徑分布、回收率)的試驗操作步驟 SOP，

包含試驗過程的詳細細節，例如：使用的針筒及管路(材質、商品名稱、規

格…等)，管路保持位置、搖晃方式、分析地點、測試日期…等。檢送三項

試驗的每一個測定數值、平均值、標準差及 CV%之 excel檔，提供照片佐證

你的觀察描述及結果。請提供試驗前及試驗期間的方法確效報告。所有試驗

應以非過期之藥品進行測試。 

 
 

若欲申請放寬 Cmax的 90%信賴區間範圍至 75.00-133.00%，藥品必須具個體內高變異性(high 

intra-subject variability)且非屬療效濃度範圍狹窄。若欲證明藥品具個體內高變異性，須經由
生體相等性的主試驗 (pivotal study)結果來進一步證實，且試驗必須為對照藥品重複交叉試驗
設計 (reference replicated crossover design)，文獻結果僅能作為支持性證據。若試驗測得對照
藥品的個體內變異性超過 30%時，Cmax的 90%信賴區間範圍可放寬至 75.00-133.00%，但當個
體內變異性未超過 30%時，其 Cmax 90%信賴區間仍應以 80.00-125.00%。上述統計方式應在試
驗前詳細載明於計畫書中。 
 Rivaroxaban屬療效濃度範圍狹窄之藥品，因此不適用於放寬 Cmax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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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發布日期 備註 

第一版 2021/12/01  

第二版 2022/12/26 新增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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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序號 議題 回覆意見 

1 

請問在 Rivaroxaban Tablets的 BE試

驗中，是否得使用 eGFR取代 24小

時 creatinine clearance (CrCl)以評估

腎功能。 

可採取以分析血清中肌酸酐 

(creatinine)的濃度，來估算肌酸酐清

除率 (creatinine clearance)。有關於

詳細的計算公式，建議可參閱中心

外網所公告「腎功能不全病患的藥

動學試驗指導原則」的相關內容 (p 

7)。此外，可接受以估算的腎絲球

過 濾 率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來評估腎功能。 

2 

CDE 於 2021/12/01 之 Rivaroxaban 

Tablets −學名藥生體相等性試驗指

導原則中，建議以 20 mg執行進食試

驗 (fed study)，以 15 mg執行溶離曲

線比對試驗。 

就市場面考量，原廠藥之 15 mg有最

大的使用比例，其次是 10 mg，最低

為 20 mg。 

因此是否可以 15 mg 執行進食試驗 

(fed study)，以 20 mg執行溶離曲線

比對試驗? 

考量以高劑量產品執行生體相等性

試驗、低劑量產品執行溶離比對試

驗的方式，是一個風險較低的作

法，也是國際間包括 :USFDA 與

EMA 法規單位一般所建議採取的

方式。過去在美國即曾發生，廠商

執行 bupropion 控釋劑型低劑量 

(150 mg)產品的生體相等性試驗，

而高劑量產品 (300 mg)以溶離比

對試驗進行取代，在上市後發現高

劑量產品有療效不等的情況發生。

因此，就科學層面而言，建議仍應

採取高劑量產品 (20 mg)執行生體

相等性試驗、低劑量產品 (15 mg)

執行溶離比對試驗的方式進行查驗

登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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