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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修飾釋放劑型的藥物動力學及臨床評估」審查考量 

                                                             官玫仙1
 

前言 

    歐盟於 2015 年 6 月發表修飾釋放劑型 (modified release dosage forms) 的藥

物動力學及臨床評估指引。該指引針對修飾釋放劑型及穿皮劑型的療效、安全、

生物藥劑學及藥物動力學人體試驗，提出更明確的設計、執行及評估的指導原

則。 

    修飾釋放劑型是指在相同投與方式下，其活性成分之釋放速率及/或位置與

立即釋放劑型不相同的製劑。包含口服、肌內及皮下投與、及穿皮的修飾釋放劑

型，茲分別定義如下： 

 延長釋放劑型 (Prolonged release dosage forms)：相較於相同路徑投與的立

即釋放製劑，較為持久釋出的修飾釋放劑型。 

 延遲釋放劑型 (Delayed release dosage form)：投與劑量或使用後，其活性

成分的釋出被延遲一段期間。但後續的釋出則與立即釋放製劑相似。 

 多相釋放劑型 (Multiphasic release dosage forms)： 

    − 雙相式釋放 (Biphasic Release)：為了在服藥後可立刻提供一個具療效的藥 

      品濃度 (therapeutic drug level)，第一相藥品釋出是快速釋出的劑量部   

      分；而第二相為持久釋出相，則是提供可維持有效療效濃度所須的劑量部

分。 

    − 搏動式釋放 (Pulsatile Release)：在一定時間間隔內提供突發式的藥品釋 

      出。 

 多單元 (Multiple-unit) 製劑：含有多數單元的製劑，像是將含有控制釋放

賦形劑的微粒 (pellets or beads) 置入明膠膠囊中，或壓製成錠劑。 

 單一單元 (Single-unit) 製劑：僅含有一個單元，像是滲透壓式的錠劑 

(osmotic tablet)。 

 肌內/皮下長效製劑 (Intramuscular/subcutaneous depot formulations)：長效 

注射劑通常為皮下或肌內投與的產品，且可在一個時間區間 (time interval) 

內持續地釋出其活性成分。皮下長效製劑包含植入錠 (im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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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皮藥物傳輸系統 (Transdermal drug delivery systems (TDDS))：TDDS 或

穿皮貼片是具不同大小且包含一個或多個活性成分的藥物製劑，可經由使

用在完整皮膚上而有全身性的可用率 (systemic availability)。 

 

適用範圍 

    以下就 NCE (new chemical entity) 修飾釋放劑型、與已核准製劑 (例如：立

即釋放製劑) 具不同釋放速率的修飾釋放製劑、以及市售修飾釋放劑型的學名藥 

(包括延長釋放或延遲釋放學名藥) 所須提供的生體相等性試驗提出說明。 

 

一、 NCE 修飾釋放劑型 

 

(一) NCE 口服修飾釋放劑型所需的藥物動力學試驗 

    若一 NCE 以修飾釋放製劑提出新藥申請，則需要提供完整的藥物動力學資

料。而修飾釋放製劑之生物藥劑學表現的影響因子試驗，則可作為額外文件 (參

見本文後續「修飾釋放製劑之功能表現的影響因子」與「其他考量」單元)。於

臨床發展時期，建議應及早執行修飾釋放製劑的藥物動力學試驗，以避免重複的

試驗 (例如：給藥時間與劑量依存性 (time and dose dependency))。在早期的臨床

一期試驗 (例如：首次應用於人體的試驗 (first in human study))，通常使用口服

液劑或立即釋放製劑來執行，以利獲得基礎的藥物動力學特性 (例如：Tmax、Vd、

Cl、排除半衰期、排泄途徑)。交互作用試驗與特殊族群試驗，則建議使用修飾

釋放劑型來執行為佳。除了新劑型的一般藥物動力學研究 (例如：單劑量及多劑

量的藥物動力學參數、相關的食物併服效應與劑量比例性)，也應探討其藥品控

制釋放的機轉。可藉由使用不相同配方組成 (例如：改變控制釋放賦形劑的含量) 

製備之劑型進行生體相等性/相對生體可用率試驗，提供所須資訊，並以所獲取

的體內藥物動力學表現與體外的藥品釋放表現，進行相關性評估。 

 

口服修飾釋放劑型的食物併服效應試驗 

    與食物間的交互作用可能與藥品主成分 (drug substance) 及/或製劑有關，且

後者對於修飾釋放產品更為重要。因此食物併服效應的最佳實驗條件是在服用事

先定義的高脂膳食後立即給藥。 

    建議在藥物發展階段，及早執行食物併服效應試驗，以便在臨床療效及安全

性試驗時納入關於食物攝取的適當建議。而從安全性觀點來看這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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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執行療效及安全性試驗之初，就應評估藥品傾出 (dose dumping) 的風

險。 

    可用兩階段 (例如：空腹下及餐後投與修飾釋放製劑) 交叉設計 (cross over 

design) 來評估食物對新製劑藥品吸收的影響。修飾釋放製劑若有與臨床相關的

食物併服效應，則可考慮執行口服液劑的額外試驗，來釐清該食物併服效應是與

製劑或藥品成分有關。在此情況下，可執行修飾釋放製劑的餐後及空腹，與口服

液劑 (或若是無溶液劑時可選用立即釋放製劑) 的餐後及空腹的單劑量四階段

交叉試驗。 

    若是存在與臨床相關的食物併服效應，則可能需由額外的食物交互作用試驗

來支持藥品投與時的建議，例如：不同卡路里及營養內容的食物併服效應試驗、

給藥前後某段時間內的食物併服效應評估試驗等。 

 

(二) NCE 穿皮藥品輸送系統所需的藥物動力學試驗 

    若一 NCE 係以 TDDS 製劑提出 NDA，提供的文件應包含適當的藥劑學上及

化學上的資料，以及一個完整的非臨床及臨床資料文件。 

    一般而言，TDDS 製劑於體內的傳輸動態是由活性成分、製劑及皮膚之間的

相互作用 (interplay) 來決定。建議應執行用來評估藥品擴散特性以及決定全身

可用率之速率限制步驟的體外及體內研究。藥物動力學研究應包含考量特殊觀點

的單劑量及多劑量研究，例如：使用部位上的吸收 (application site-dependent 

absorption)、藥品濃度波動 (fluctuation) 及延滯時間 (lag-times)。若在有數個不

同劑量 (dose strength) 情況下，則應提出劑量比例性的相關評估。除了傳統的臨

床一期試驗外，也應執行皮膚刺激性、敏感性、光毒性 (另參見 ICH S10)，以及

貼片附著性的相關評估。另外可納入外來因子的影響 (例如：熱、防曬乳) ，以

作為貼片附著性的評估。而 TDDS 常用於老年人，因此應選擇與未來預期使用

的病患，具有相似皮膚狀況的受試者來執行試驗。 

 

(三) NCE 肌內/皮下 (IM/SC) 長效製劑所需的藥物動力學試驗 

    肌內長效製劑的動態是由活性成分、製劑及肌肉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來決定。

建議應執行用來評估 IM/SC 藥品擴散特性，以及決定全身可用率之速率限制步

驟的體外及體內研究。藥物動力學研究應包含考量特殊屬性的單劑量及多劑量研

究，例如：使用部位上的吸收、藥品濃度波動及延滯時間。若存在有數個不同劑

量 (dose strength) 的情況下，則應提出劑量比例性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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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已核准製劑 (例如：立即釋放製劑) 具不同釋放速率的修飾釋放製劑 

 

    修飾釋放劑型的發展理論是基於活性成分/代謝物之藥理/毒理反應，與其全

身性暴露量之間具有相關性。因此大多數修飾釋放製劑的目的，是為了達到與立

即釋放製劑相似的活性成分總暴露量，而不需要投與相同劑量 (例如：修飾釋放

製劑可能具有不相同的吸收或代謝量)。 

    修飾釋放製劑一般與立即釋放劑型是不具生體相等性的。因此，僅有藥物動

力學數據，是不足以評估修飾釋放劑型的效益風險比，是否可與對應劑量之立即

釋放劑型相似。所以一般會另外要求臨床數據以評估其合理性，除非有其他證據

支持其合理性 (參見本文之「療效試驗」單元)。 

    新劑型需用適當的單劑量及多劑量藥物動力學、藥效學及臨床療效/安全性

試驗 (參見本文之「藥物動力學試驗」與「療效試驗」單元) 來描述其特性。但

額外的試驗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例如修飾釋放產品是以新投與路徑給藥，則

需有藥物動力學試驗來描述藥品代謝上的表現。 

    若修飾釋放與立即釋放製劑具有相似活性成分/代謝物的全身性暴露量，則

不需額外要求用來定義其活性成分內生性質的毒理學、藥理學或臨床試驗。 

    應以具相同活性成分的市售立即釋放產品作為對照產品來執行試驗，且藥物

動力學及療效試驗一般應使用最終市售的修飾釋放劑型，除非試驗劑型與最終市

售劑型間的差異，能有合理的評估且此差異不會影響釋放特性及生體可用率。 

 

(一) 藥物動力學試驗 

    此項試驗的目的應包含下列各方面的研究，以描述修飾釋放製劑在體內的特

性： 

1. 吸收的速率及程度與穩定狀態下藥物濃度的波動變化 

    應評估修飾釋放製劑之吸收的速率及程度，與立即釋放製劑在單劑量下(若

有蓄積情形則在多劑量下)的比較。所需的藥物動力學參數在單劑量試驗可包含 

AUC(0-t)、AUC(0-∞)、residual area、Cmax、tmax、t1/2及 tlag，而在多劑量試驗則可包

含 AUC(0-τ)、tmax,ss、Cmax,ss、Cmin,ss及藥品濃度波動。被選用作為主要比較的藥物

動力學參數，即認為較有可能反應療效及安全性的參數，應說明其合理性。 

    應證實修飾釋放製劑具有所宣稱的釋放特性。建議可藉由修飾釋放製劑之濃

度-時間數據的解褶積 (deconvolution)，與對照藥品的立即釋放製劑相關數據比

較，來獲得修飾釋放製劑的累積吸收 (或體內釋放) 與時間趨勢。吸收的累積量

及吸收的速率與時間的關係都可支持其釋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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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另有合理性說明，且修飾釋放產品相較於立即釋放產品有相似或是較少

的波動，否則藥品濃度的波動應以重複給藥進行試驗。 

    多數情況修飾釋放製劑皆使用於已使用立即釋放劑型的病患，為了維持穩定

狀態的藥物濃度，在轉換期間需有特別的給藥說明。 

    如果活性物質與修飾釋放製劑都具有線性藥物動力學特性 (參見本文後續

「劑量比例性」單元) ，可以單劑量及多劑量 (有藥物蓄積情況) 比較修飾釋放

製劑與立即釋放製劑的藥動參數。如果活性物質或修飾釋放製劑具有非線性藥物

動力學特性 (參見本文後續「劑量比例性」)，則需在最高劑量及最低劑量下比

較修飾釋放製劑與立即釋放製劑的藥動參數。如果立即釋放與修飾釋放製劑顯示

程度不同的非線性，則需比較額外的劑量。 

 

2. 藥物劑型所產生之藥物動力學上個體的變異 

    藥物動力學參數的個體間變異，應在前述所提的單劑量或多劑量試驗中加以

確認，並應對修飾釋放與立即釋放製劑進行比較。且修飾釋放製劑的變異最好不

要超過立即釋放製劑，除非臨床結果可說明其合理性。 

 

劑量比例性 (dose proportionality) 

    每當同時被投與數個劑量或有數個單一劑量以達所需劑量時，則應適當地提

出修飾釋放製劑在不同劑量的劑量比例性。評估劑量比例性應藉由單劑量及多劑

量 (有藥物蓄積情況) 試驗，來比較劑量調整後所有劑量的藥物動力學參數。關

於在歐盟「生體相等性研究指引」中所描述對於劑量比例性之條件，由於僅以血

中濃度曲線下面積為基礎，其 25%可接受範圍並不適用在這類情況，因而該條件

僅適用在生體相等性試驗的劑量強度 (strength) 選擇。 

 

3. 修飾釋放製劑之功能表現的影響因子與未預期之釋放特性的風險 (例如：藥

品傾出) 

 

食物 

    有關食物對於口服修飾釋放製劑之生體可用率的影響，應於單一劑量試驗研

究探討。研究食物併服效應的最佳實驗狀況，包括給予經事先定義的高脂 (大約

占 50%的總卡路里含量) 高卡路里 (大約 800~1000 卡) 膳食後立即投藥。且建

議受試者應在藥品投與前的 30 分鐘開始進食，並在 30 分鐘內完成。且應分別含

有 150、250 及 500~600 卡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及脂肪來源。並應詳細說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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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質、碳水化合物及脂肪的含量 (例如：以公克、卡數及相對卡路里含量 (%) 表

示)。 

    食物併服效應試驗的設計應取決於那些先前已執行的試驗，例如比較新口服

修飾釋放製劑與已核准的立即釋放製劑、立即釋放製劑是否有顯著的臨床食物併

服效應等。當立即釋放製劑沒有臨床相關的食物併服效應時，執行一個兩階段交

叉試驗，比較空腹下及餐後狀態的修飾釋放製劑，應足以提供所須資訊。若立即

釋放製劑有已知臨床相關的食物併服效應，須執行一個四階段交叉試驗，比較在

空腹下及餐後狀態的修飾釋放製劑與在空腹下及餐後狀態的立即釋放製劑，以有

效量化各製劑的食物併服效應。 

    當有數個劑量時，若產品在組成上成比例 (例如：多微粒劑型或配方成比例

的錠劑)、有相同製造流程、具線性藥物動力學，且在一定溶離溶媒範圍下其溶

離表現是相似的，則可僅用其中一個劑量來研究食物併服效應。除非另有合理說

明，通常應以最高劑量進行試驗。若無法符合上述情形，則需研究最高及最低劑

量下的食物併服效應，或是以涵括法 (bracketing approach) 選擇極端狀況進行試

驗。除了以 AUC 及 Cmax來評估食物併服效應，也可藉由比較濃度與時間趨勢曲

線來進一步證實。 

    食物併服效應的臨床相關性，應分別就其療效及安全兩方面來討論。必要時

應提供相對於膳食之藥品投與劑量的建議。執行使用不同種類的膳食或在進食前

後的某段時間間隔投與藥品的額外試驗可能是需要的，有利於支持所提出的劑量

建議。 

    如果於藥物發展時期，以改變配方或製造流程的方式，影響釋放特性，則可

能需要以最終製劑執行食物併服效應評估。 

    關於不同的投與方式，像是某些多單元製劑的仿單會建議該藥品是可被打開

的，而藥品微粒可灑在軟性食物 (soft foods) 中或分散在非碳酸性的水中，在未

經咀嚼下直接吞服或透過胃管來給予。當仿單中建議某些額外的投與方式，雖可

透過執行額外的安定性及體外溶離試驗，來顯示原製劑與打開後的製劑具相等性。

但由於缺乏模擬該投與方式的生體相等性試驗，建議仍應提出其合理性說明。 

 

胃腸道的功能 

    如果口服修飾製劑通常與影響胃腸道生理機能  的活性成分一起服用，則需

在此種狀況下，對口服修飾釋放製劑的表現進行研究。如果口服修飾釋放製劑會

使用於胃腸道功能顯著改變的病患，則修飾釋放製劑也需在此種病患中進行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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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預期的釋放特性 

    若修飾釋放製劑之全量或顯著部分的活性成分出現非預期性、快速的藥品釋

出，一般稱為「藥品傾出」。「藥品傾出」是否對病人產生重大風險，是取決於治

療的適應症與活性成分的治療指數，其發生時的相關風險包括增加安全上的疑

慮。 

    修飾釋放試劑應排除因未預期的風險而導致意外暴露升高。因此若有「藥品

傾出」情形 (例如：因不適當的修飾釋放表現而有較高的尖峰暴露量)，或懷疑

有藥品傾出情形 (例如：在酸性條件下不安定之活性成分所製成的耐胃酸製劑，

投與到某些受試者後偵測不到藥物濃度)，則該產品應被重新配方 (reformulated)，

以避免不良的品質。 

    若延長釋放產品觀察到較高尖峰暴露量，可能是在胃中停留期間延長使得活

性成分釋出 (例如：延遲胃排空)，而一旦胃排空，隨後就會有釋出劑量的吸收。

如果非預期的暴露增加，與某一特定產品設計失敗所造成的不受控制性釋出是不

相關的，則應提供相關給藥建議如伴隨食物服用以避免在胃中停留延長。 

    若某些修飾釋放的口服劑型所含的活性成分及/或賦形劑，在酒精性溶液中

較水溶液中具有較高的溶解度，則伴隨酒精性飲料服用，這類產品可能造成藥品

傾出。對於這類製劑可執行在酒精溶液中的體外釋放試驗。若產品於短期間無論

高或低酒精濃度，或是於較長期間的低酒精濃度中可觀察到活性成分加速釋出，

則應將該產品重新配方。並且唯有提出體外酒精交互作用無法以重新配方加以避

免的合理說明，才可執行體內試驗來證明此交互作用不可能在體內發生。該體內

研究應比較空腹下修飾釋放產品併用合理酒精量時的全身性暴露量，試驗應以各

組平均暴露量改變的臨床關聯性，以及所觀察的個體暴露量改變的比例，所導致

的臨床結果，進行評估。若體內顯著的酒精傾出效應是可能的，且無法以重新配

方加以避免，則需小心考量產品的風險效益。將酒精列為禁忌是為唯一可用措施，

但通常不被認為是處理製劑與酒精交互作用的適當方法。 

 

4. 其他考量 

 

特殊族群 

    當設計口服一天一次的修飾釋放製劑時，應特別將素食者、兒童、老年病患

或長期使用製酸劑之病患的不同生理機能狀況納入考慮。 

 

使用部位對於血漿藥品濃度的影響 (皮下/肌內長效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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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部位並不限於身體某一區域，則應對皮下/肌內長效製劑或 TDDS

在不同部位的活性成分吸收情形進行研究，且應評估對於使用部位的安全性及其

耐受性。針對皮下/肌內長效製劑，不僅應研究血漿藥品濃度在給藥間隔內是否

保持治療有效濃度，也應研究在移除長效製劑或 TDDS 後，其血漿藥品濃度的

減少情形。 

 

多相修飾釋放製劑 

    若修飾釋放製劑是為模擬立即釋放製劑的給藥間隔 (dosage schedule)，在這

類情況下，則修飾釋放製劑的血中濃度與時間趨勢，應與相同給藥間隔的立即釋

放製劑相等 (除非有額外臨床數據支持具相當的療效及/或安全性)。 

 

胃中停留時間延長 

    若屬非在胃中崩解的單一單元劑型，可能發生胃排空延長而使藥品釋出呈現

高度不規律。若胃排空延長是發生在腸溶衣的延緩釋放製劑，其結果是無法預測

的。若是酸中不安定之活性成分的釋出在胃排空之前發生，則會導致活性成分降

解，以及體內未能有足夠藥品濃度分佈。此外，在胃中停留延長會使得活性成分

的釋出延遲。因此，試驗的採樣時間間隔應加以設計以便獲取可測量的濃度，且

不僅是活性物質的半衰期，也須將前述效應納入考量，以確保延遲胃排空的影響

可被適當地偵測。 

    前述研究可在健康受試者或因安全性考量而在病患執行。當選擇多劑量試驗

時，應證明是已達到穩定狀態的。而穩定狀態是否達成可透過比較每一製劑的至

少三個給藥前濃度來確認，或是另有合理評估。若屬所定義的無蓄積情形，則多

劑量試驗是不需要的。 

    在食物併服方面，多劑量生體可用率試驗應在仿單建議的給藥條件之穩定狀

態期間下執行。如果仿單指出藥品與食物之間須有一段間隔，則該間隔需被應用

在試驗期間及進行藥物動力學採樣當日。如果仿單建議藥品在空腹下投與 (未指

明時間) 或服用與食物不相關，則選用空腹狀態 (例如：給藥前晚禁食及給藥後

禁食四小時)。如果仿單建議在餐後投與，則在試驗期間包含藥物動力學採樣當

日，可選用正常卡路里的膳食，除非仿單要求不同的膳食條件。 

 

(二) 療效試驗 

    一般而言，在立即釋放製劑之後發展的修飾釋放製劑，除了藥物動力學數據

外，除非有適當合理性說明，否則應有相當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數據。由於立即

釋放製劑的療效及安全性是已知的，但對於新修飾釋放製劑是否與既有製劑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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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有效，則是主要應被證實的議題。若有宣稱新製劑的額外益處，亦應提出

合理說明。 

    然而，在特殊情況下，如果濃度-效應關係的評估結果指出，活性成分/活性

代謝產物的血中濃度與臨床反應之間已具有明確關係，則臨床試驗可以不必要。

惟必須從 PK / PD 試驗歸納出具有相同或更好的療效及安全性的結論。 

當評估修飾釋放製劑的 PK / PD 關係時，則應確認因吸收速率及藥品濃度波動的

差異，所導致的療效及安全性差異效應。因為不僅建立濃度-效應關係是很重要

的，且須確認修飾釋放產品療法相較於已核可的立即釋放產品療法，二者在穩定

狀態之濃度與時間分佈趨勢是否具明顯的差異，且應對療效耐受性以及與藥品暴

露、濃度、吸收速率及藥品濃度波動有關的毒性作用進行研究。 

 

療效試驗的免除條件 

    基本上，療效試驗是必需的。然而，若可符合下列至少一種的情況，則療效

試驗可能可以免除： 

1. 若新修飾釋放產品是用於模擬不同釋放機轉產品及給藥方式 (例如：具不同

延滯時間之藥品微粒的搏動式多相釋放劑型)的功能表現，而對照藥品與試驗

藥品間在 Cmax,ss、Cmin,ss及 AUC(0-τ)ss皆顯示具生體相等性。 

2. 若對照藥品與試驗藥品間在Cmax,ss、Cmin,ss及AUC(0-τ)ss皆顯示具生體相等性，

即使在血漿濃度對時間的趨勢曲線上有所差異，如能合理說明該形狀上的差

異，基於暴露量-反應及趨勢曲線-反應的關係，對療效及安全性並無影響。 

3. 安全性及療效具有明確的療效範圍區間，若投入 (input) 的速率是已知並不

影響安全性、療效、或耐受性相關的風險，且(1) 對照藥品與試驗藥品之間

之 AUC(0-τ)ss顯示具生體相等性；(2) 新修飾釋放製劑之 Cmax,ss低於或等於已

核准製劑之 Cmax,ss，而修飾釋放製劑之 Cmin,ss 高於或等於已核准製劑之

Cmin,ss。 

 

關於如何設計臨床試驗 

    建議應適當地設計並執行與已核准立即釋放製劑間的比較性試驗來評估修

飾釋放製劑的療效及不良反應的強度及持續時間。若新製劑宣稱較具臨床效益，

則該試驗應確立新製劑相對於已核准立即釋放製劑的臨床效益。除了特定指引外，

可將下述各點納入考量： 

1. 當進行某些治療分類 (例如：突發性疼痛 (breakthrough pain)) 的療效及安全

性研究時，建議評估給藥後 24 小時內，以及下次給藥之前的藥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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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藥品在不同劑量閾值的不同作用，可藉由對照藥效學及臨床的作用來定

量治療活性，且通常可採用作為相關治療分類的療效評估標準。若具有適當

合理性的說明，且適應症的機轉相同時，則可將試驗所研究的適應症外推至

其它適應症。在延長治療活性可能改變慢性給藥期間藥品安全性的情況下，

則需進行安全性試驗。 

3. 在相等暴露量下比較修飾釋放製劑與立即釋放製劑的臨床試驗，可執行非劣

性或相等性療效的評估。惟試驗設計與分析皆應將 ICH E9 納入考量。 

4. 這些藥效學/臨床試驗與標準製劑比較時，採用相等性或是非劣性設計，關鍵

在於療效與安全性的關聯性。假使療效與安全性具有緊密的關聯性，建議藉

由相等性試驗來證實可能差異在生體相等性的臨界值 (margins) 範圍內。若

預期不同製劑並不會有不同的安全性表現，則僅在療效部分進行研究是可接

受的，且僅以非劣試驗設計來證實亦可能足夠。 

5. 所採用的試驗設計須視是否有適當可定義的療效指標；是否藥物動態指標 

(pharmacodynamic markers) 與臨床療效之間有已知的相關性、是否可保證對

照藥品與試驗藥品的分析敏感度 (assay sensitivity)、以及是否有可定義的非

劣性的或相等性的臨界值。 

6. 這類相等性或非劣於試驗，可在立即與修飾釋放製劑的治療組別外，再納入

安慰劑組。且當無法保證對照藥品與試驗藥品的分析敏感度時，則安慰劑組

或其他具較低劑量的活性治療組 (active arm) 將會是必要的。 

7. 此外，無論試驗觀察指標為藥效學或臨床指標，相等性或非劣性的臨界值須

是事先定義，並須說明其合理性。 

8. 當修飾釋放製劑所宣稱的適應症與立即釋放製劑不同時，則應根據現有該宣

稱適應症的相關準則來提供臨床開發計劃。若是修飾釋放製劑為貼片或長效

製劑，建議應針對局部安全性進行研究。且考量可能濫用或對環境的風險，

因此貼片移除後的活性成分剩餘量也應評估。 

9. 當修飾釋放製劑宣稱有較優的療效，則應以臨床試驗來證明。若修飾釋放製

劑宣稱具較少的全身性副作用，也必需加以證實。 

 

三、 市售修飾釋放劑型的學名藥 

 

(一) 一般考量 

    針對口服投與產品，修飾釋放製劑的生體相等性試驗，建議應執行相同兩劑

型藥物的比較。修飾釋放製劑學名藥應與修飾釋放製劑之原廠藥品或延伸可具生

體相等性的原廠立即釋放製劑來進行比較。如果具相同藥物劑型的兩個產品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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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釋放的賦形劑或機轉上不同，只要在空腹及餐後狀態之單劑量或多劑量下具體

內相等性，則可被認定為學名藥。 

在符合額外劑量可免除條件下，生體相等性的證實僅須一個劑量，其相關建

議如下： 

1. 如果原廠修飾釋放產品的藥物動力學為線性，則應選用最高劑量來執行單劑

量及多劑量試驗。如果原廠修飾釋放產品的藥物動力學為非線性，則應選用

最具敏感性的劑量來執行試驗。選用較低的劑量須基於安全性考量。 

2. 試驗一般建議於健康受試者身上執行。然而，如果因安全性理由而無法由健

康受試者，在任一既有的劑量下執行試驗，則可選擇於病患身上執行。如果

執行於病患的單劑量試驗不可行，則可用多劑量試驗取代。 

 

    在符合「涵括法」的情況下，生體相等性的證實會要求選用兩個劑量以代表

極端的情況，其建議如下： 

1. 在病患執行高劑量的試驗，以及在健康受試者執行低劑量的試驗是可允許

的。 

2. 關於溶離表現評估、線性藥物動力學及偵測最具敏感性之劑量可另參照歐盟

「生體相等性研究指引」。 

3. 若製劑相關的食物交互作用有所不同，導致產品具差異性，因而不符學名藥

要求。若產品在仿單建議的情況下可顯示具生體相等性，但在非建議的情況

下因較低食物效應而未具有生體相等性，該產品雖未符合學名藥產品的要求，

仍可依歐盟第十之三條款 (Article 10 (3)) 辦理。 

 

(二) 口服投與的延長釋放製劑 

    建議納入下述建議作為試驗設計的基礎，以評估兩延長釋放製劑的生體相等

性： 

 試驗藥品具有對照藥品的延緩釋放特性； 

 活性物質不會有劑量傾出的情況； 

 試驗藥品及對照藥品的表現在穩定狀態及單劑量下是相等的； 

 當執行單劑量試驗時，食物對於兩者在體內的影響是相當的。 

 

證實生體相等性一般所需的試驗 

 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在空腹狀態下的單劑量試驗； 

 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在搭配高脂飲食之餐後狀態下的單劑量試驗； 

 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的多劑量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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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劑量試驗 

    當在空腹單劑量及餐後單劑量 (搭配高脂飲食) 下來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

藥品時，建議試驗設計可選擇四階段交叉試驗 (four-period cross-over trial) 或兩

個交叉試驗 (two cross-over trials)。 

 

多劑量試驗 

    由於多劑量試驗通常是需要的，除非已在最高劑量下執行單劑量試驗，且證

實第一次給藥後的平均 AUC(0-τ)可涵蓋試驗藥品及對照藥品的平均 AUC(0-∞)之百

分之九十，且預期是屬低程度的蓄積。如果是前述的情況，可在單劑量試驗時用

額外的參數代表血漿濃度與時間曲線的圖形來證實生體相等性，像是利用預先定

義之限定時間點 (例如：服藥間隔的一半) 分割下的早期 partialAUC (0 – cut-off t)及後

期 partialAUC (cut-off t - tlast)，若採用其他參數，則須有科學合理性的說明。 

    但若有蓄積情形，則須進行多劑量試驗。一般而言，穩定狀態試驗應在原廠

仿單建議的狀態下執行。若仿單建議僅可在餐後服用，則試驗應在餐後狀態 (例

如：標準膳食) 下進行研究。若仿單建議在空腹狀態下服用或服用不受食物影響，

則試驗應在空腹狀態下進行研究。不同服藥時間的空腹狀態試驗需適用於實際情

況，例如在早上服藥則需有 10 小時的空腹時間間隔，而其他時間服藥則有 4 小

時的空腹時間間隔已足夠。每次服藥後的禁食應被定義為最少 2 小時。 

    在穩定狀態試驗中，前一階段給藥的廓清期間可與第二階段給藥的起始階段

重疊 (例如：直接交換 (direct switching) )，且該起始階段應具有足夠長的時間 

(例如：至少五倍排除半衰期)。而是否達穩定狀態則可藉由比較每一製劑至少三

次的給藥前濃度來評估。且須將半衰期納入考量。 

 

所評估的劑量 

    若為具多劑量之單一單元劑型的單劑量試驗，而仿單建議在空腹下服用或服

用可不受食物影響，則須在所有劑量下執行空腹狀態下的單劑量試驗。然而，如

有合理性說明，可接受以「涵括法」來選用劑量。若健康受試者有安全上疑慮時，

受試者的選擇可為病患並在穩定狀態下進行試驗。並在最高/最具敏感性的劑量

下執行餐後狀態下的單劑量生體相等性試驗。然而，如果試驗藥品的劑量不符合

可免除的條件 (另參見歐盟「生體相等性研究指引」)，或是不同劑量有不同的

形狀，則應選用兩個劑量來代表極端之差異。 

    若為具多劑量之單一單元劑型的單劑量試驗，而仿單建議在餐後狀態下服用，

則在所有劑量下執行餐後狀態下的單劑量試驗。然而，如有合理說明，可接受以

「涵括法」來選用劑量。並在最高/最具敏感性的劑量下執行空腹狀態下的單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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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生體相等性試驗。然而，如果試驗藥品的劑量不符合可免除的條件  (另參見

歐盟「生體相等性研究指引」) 或是不同劑量有不同的形狀，則應選用兩個劑量

來代表極端之差異。 

    若為多劑量試驗則應選用最高劑量來執行試驗 (除非已顯示無蓄積情形)。

而在有安全性疑慮的情況下，受試者的選擇可為病患。 

    若藥品為具數個劑量的多單元製劑，且各劑量的組成成比例，製劑中所含之

微粒完全相同，以及溶離表現相似，則僅選用在最高/最具敏感性的劑量下執行

前述試驗。 

 

(三) 延遲釋放製劑 

    建議納入下述要件作為試驗設計的基礎，以評估兩延遲釋放製劑的生體相等

性： 

 試驗藥品具有對照藥品的延遲釋放特性； 

 活性物質不會有劑量傾出的情況； 

 試驗藥品及對照藥品的表現在單劑量下是相等的； 

 當執行單劑量試驗時，食物對於兩製劑在體內的影響是相當的。 

 

證實生體相等性一般所需的試驗 

 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在空腹狀態下的單劑量試驗 

 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在搭配高脂飲食餐後狀態下的單劑量試驗 

 

關於單劑量試驗的試驗設計同前述延長釋放製劑的方法。 

 

所評估的劑量 

    若為具多劑量之單一單元劑型的單劑量試驗，而仿單建議在空腹下服用或服

用不受食物影響，則應在所有劑量下執行空腹狀態下的單劑量試驗。然而，如有

合理性說明，可接受以「涵括法」來選用劑量，以及在最高/最具敏感性的劑量

下執行餐後狀態下的單劑量生體相等性試驗。然而，如果試驗藥品的劑量不符合

可免除的條件 (另參見歐盟「生體相等性研究指引」)，或是不同劑量有不同的

形狀，則應選用兩個劑量來代表極端之差異並在餐後狀態下進行試驗。 

    若為具多劑量之單一單元劑型的單劑量試驗，而仿單建議僅可在餐後狀態下

服用，則應在所有劑量下執行餐後狀態下的單劑量生體相等性試驗。然而，如有

合理性說明，可接受以「涵括法」來選用劑量，並在最高劑量下執行空腹狀態單

劑量生體相等性試驗。然而，如果試驗藥品的劑量不符合可免除之條件 (另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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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生體相等性研究指引」) 或是不同劑量有不同形狀，則應選用兩個劑量來

代表極端之差異並在空腹狀態下進行試驗。而當評估配方組成的比例性時，應考

慮耐酸包衣表面積 (非裸錠重量) 的相似性，如是否具相同的耐酸力 (以包衣層

的每 mg/cm
2表面積來算)。 

    而多劑量試驗一般是不需要的，除非單劑量試驗因安全上的考量而無法執

行。 

    若藥品為具數個劑量的多單元製劑，且各劑量的組成成比例，製劑中所含之

微粒完全相同以及溶離表現相似，則僅選用在最高/最具敏感性的劑量下執行如

前述之試驗。 

 

延長的胃停留時間 (residence time) 

    對於設計不在胃中崩解的修飾釋放劑型，可能會因胃排空被延長而有高度不

規律的情形，並且無法預測對於延遲釋放製劑之腸溶包衣的影響，可能導致異常

的濃度分佈。如果發生率在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上是相當的 (例如：受試藥品在

數字上並無較高案件數)，且只要是已事先定義在試驗計畫書中，則可將異常的

濃度分佈期間內的數據排除在統計分析外。若為兩階段試驗設計，則前述受試者

將從分析中被排除。若試驗受試者被移除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二十，則該試驗的可

信度是需要再討論的。 

    此外，由於在胃中停留時間延長，會使得活性物質的釋出被延遲。因此，在

設計採樣時間間隔時，除了活性物質的半衰期，也應將可能發生的這種效應納入

考量。 

 

(四) 多相的修飾釋放產品 

    前述法規標準也適用於包含立即與修飾特性之接繼式釋放的修飾釋放產品

的生體相等性評估。只要釋放相之一被改變，則所須的試驗種類及數量應與該修

飾釋放產品相同。 

 

(五) 肌內/皮下長效製劑 

    證實生體相等性一般所需的試驗包括 1) 在單劑量試驗中比較試驗藥品與對

照藥品；及 2) 在多劑量試驗中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多劑量試驗是需要的，

除非可在最高劑量的單劑量試驗中證實第一次給藥後的平均 AUC(0-τ)可涵蓋試驗

藥品及對照藥品之平均 AUC(0-∞)的百分之九十，且預期是屬低程度的蓄積。 

    如果不同劑量之組成是成比例的，且具相似的體外溶離表現，則僅須在一個

劑量下進行研究。劑量應根據線性藥物動力學及安全性來選擇。如果有數個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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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劑量，則依「涵括法」來選擇是可接受的，但應將對照藥品的製劑策略納

入考慮。 

    如果市售原廠產品只有一個藥品濃度，而不同的劑量是依據所注射的總量，

且在對照藥品的劑量比例性已經證明的情況下，生體相等性試驗可選用任一劑量

來執行。若因安全性考量而有治療劑量無法投與在健康受試者的情況，選擇非治

療劑量來進行試驗仍是可能接受的。由於安全或倫理的原因而無法在健康受試者

中執行肌內/皮下長效製劑的單劑量試驗，則可選擇在病患執行多劑量的生體相

等性試驗。 

 

(六) 穿皮藥物輸送系統 (TDDS) 

    TDDS學名藥的定義為相較於TDDS對照藥品在單位時間內可釋出相同量的

活性物質。 

    TDDS 的相等性測試須證實具有相當或更佳的附著性 (adhesion) 以及生體

相等性，且建議在生體相等性研究之前就在受試者中確認具有相當或更佳的附著

性。因為較差的附著性可能使藥物動力學特性失效，而對產品的可接受性產生疑

慮。且相等性測試受試者的皮膚應類似於將來須使用該藥物族群的皮膚，此意味

著附著性測試及生體相等性試驗，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來自不同的試驗。 

 

    證實生體相等性一般所需的試驗包括 1) 以單劑量試驗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

藥品；及 2) 以多劑量試驗比較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 

    TDDS 的生體相等性試驗一般會在單劑量及多劑量下進行評估。多劑量試驗

通常是需要的，除非已選用最高劑量執行一個單劑量試驗且證實在第一次給藥後

的平均 AUC(0-τ)可涵蓋試驗藥品及對照藥品之平均 AUC(0-∞)的百分之九十，而預

期是屬低程度的蓄積。為了能夠敏銳的偵測製劑上的差異，試驗設計包括投與部

位應有合理性的說明。試驗藥品及對照藥品的使用部位應相同且應標準化。通常

交叉試驗的貼片是輪流用在數個部位，可以在相同區域的不同部位，應避免貼片

的附著性改變，例如：over-taping。生體相等性試驗應比照延長釋放製劑，使用

相同的藥動參數及統計方法來評估。 

    試驗藥品應證實相較於對照藥品，具有相似或較低程度的局部刺激性、光毒

性、致敏性及相似或較好的皮膚附著性。除非另有合理性評估 (例如：在質與量

的組成上非常相似)，為了確認在安全性方面的相等性，在比較性試驗中建議納

入 1) 皮膚耐受性、刺激性及致敏性；2) 潛在的光毒性作用；及 3) 附著特性等

以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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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進行多個劑量的上市申請時，倘若所有劑量的配方組成相同、貼片有效表

面積的劑量成比例且最低劑量可被視作最高劑量的部分面積，並且可具相似的溶

離/釋出表現，則生體相等性試驗可在最高/最具敏感性的劑量下執行。若在最高

劑量下有安全性/耐受性疑慮，對於貼片尺寸可成比例的製劑則可選用較低的劑

量。 

 

分析參數 

    在單劑量生體相等性試驗中，所須分析的參數有 AUC(0-t)、AUC(0-∞)、residual 

area、Cmax、tmax，若 partialAUC 具相關性時亦可納入。但 truncated AUC(0-72h)參數

不適用於修飾釋放產品。 

    而多相修飾釋放產品的單劑量試驗，額外還須分析每一釋放相的 partialAUC、

Cmax及 tmax。其 partialAUC 所截取的時間點須以立即釋放及修飾釋放個別的藥物動

力學分佈為基礎，且應有合理的說明並事先定義於試驗計劃書。 

     

    在多劑量生體相等性試驗中，所須分析的參數有 AUC(0-τ)、tmax,ss、Cmax,ss、Cτ,ss

及藥品濃度波動。相較於新修飾釋放劑型所須分析的 Cmin,ss特性，提供較易評估

的 Cτ,ss參數之比較也許是足夠，若能針對 Cτ,ss參數評估其曲線的形狀，是可替代

所須評估的 Cmin,ss參數。 

結語 

歐盟於 2015 年 6 月所發表的修飾釋放劑型的藥物動力學及臨床評估指引，

其中特別針對各別修飾釋放劑型 (例如 NCE 修飾釋放劑型、與已核准製劑具不

同釋放速率的修飾釋放製劑，以及市售修飾釋放劑型的學名藥) 提出試驗設計、

執行及評估的指導原則。考量國內目前僅依循衛署藥字第 0980364804 號公告與

其附件，以及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準則的部分條文作為評估修飾釋

放劑型的評估要求，惟該等公告及準則僅針對一般製劑，未能依各類型修飾釋放

製劑逐一闡述所需的藥物動力學試驗以及生體相等性試驗。有鑑於此，為能與國

際法規接軌，並減少因試驗要求不一，可能造成重覆試驗的情形，未來修飾釋放

製劑所需的相關試驗，應可參考該指引內容來進行評估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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