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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生體可用率試驗是維繫藥品生命週期管理的一項重要工具，不僅

能在早期研發階段，協助進行藥品的篩選，對於藥品在臨床上的療效

與安全性，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本指導原則係參考 USFDA 

Bioavailability Studies Submitted in NDAs or INDs — General 

Considerations 進行編撰。本指導原則除了提供執行生體可用率時所應

注意的法規科學考量之外，同時也針對速放製劑產品與控釋製劑產品

在上市前與上市後階段，執行生體可用率試驗的時機進行介紹。最後，

附錄部分則會進一步針對生體可用率試驗與酒精劑量傾釋試驗的試驗

設計，進行更為詳盡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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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係參考 USFDA Bioavailability Studies Submitted in NDAs or INDs — General 

Considerations (USFDA final version, 2022)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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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本指導原則主要是依據「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37 條之規定，提供藥品新藥臨床

試驗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IND)或新藥查驗登記申請 (new drug application，NDA)案件

中，檢送藥品生體可用率 (bioavailability，BA)資訊的相關建議。這些製劑包含：錠劑、膠

囊、溶液劑 (solution)、懸液劑 (suspension)、速放 (immediate-release，IR)製劑產品與控釋 

(modified-release，MR)製劑產品  (例如：延釋  (extended-release，ER)製劑產品與遲釋 

(delayed-release，DR)製劑產品)。本指導原則同時也適用於，可經由測定全身性暴露量來決

定藥品 BA 的非口服投予藥品 (例如：經皮輸藥系統，或某些經陰道、直腸或鼻腔給藥的藥

品)。本指導原則同時也提供用於支持 NDA 申請之 IND 階段執行的 BA 試驗，以及上市後

階段針對部分變更所進行的 BE 試驗等相關試驗建議。本指導原則可視為國內"藥品生體可

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作業準則"之補充說明，有關於 BA/BE 試驗之執行，可同時參考"藥

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作業準則" 

 

本指導原則並未針對用於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案  (ANDA) 的生體相等性 

(bioequivalence，BE)試驗進行討論。此外，生物相似性藥品  (biosimilars)的可比較性 

(comparability)及生物相似性 (biosimilarity)試驗也並未涵蓋在本指導原則範圍內。 

 

2 背景 

  確認藥品配方 (formulation)的 BA 是確保藥品生命週期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有助於法

規單位能夠在 IND 或 NDA 案件中，對於藥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進行評估。為了確認藥品

所提出之適應症的安全性與療效，法規單位會針對所有檢送的資料進行審查，包括：BA 數

據、暴露量－反應 (exposure－response)評估以及臨床試驗結果。 

 

    BA 指的是藥品有效成分由製劑中吸收進入全身血液循環或作用部位之速率 (rate)與

程度 (extent)之指標。如係不具全身性吸收之藥品，則可透過科學上可行的測定方法，來評

估有效成分到達作用部位之速率與程度 (請見 3 試驗設計考量)。BA 數據除了能估算藥品

的吸收程度之外，還能提供其他藥動學的相關資訊，包括：食物對於藥品吸收的影響、線

性與劑量比例 (dose proportionality)的藥動學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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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可選擇一適當的對照藥品，藉由比較兩者在血漿中藥品的暴露量，來確認其口服

藥品的 BA。藥品在體內的全身性暴露量曲線圖 (systemic exposure profile)，可以藉由測定

活性成分及/或活性部分 (active moiety)在體內經時的血中濃度變化來進一步評估。在適當

情況下，亦可選擇分析活性代謝物 (active metabolites)的濃度 (請見 3.1.8應測量之分析物)。

藥品在體內的全身性暴露量不僅能反映藥品從製劑中釋放的情形，同時也能反映藥品在釋

放後進入到全身血液循環之前 (presystemic) 或進入到全身循環後的修飾的狀況。以靜脈注

射作為對照藥品 (reference product)的 BA 試驗，能夠協助瞭解不同給藥途徑對於 BA 的影

響，以及計算藥品在體內的絕對生體可用率 (absolute BA)。執行不同劑型配方的 BA 試驗，

則能夠協助評估藥品在體內的相對生體可用率 (relative BA)  

 

    在估算相對 BA 時，因為吸收速率或程度的差異，受試藥品可能會呈現與對照藥品不

同的血中濃度－時間曲線圖 (concentration－time profiles)。這樣的差異，可能會影響法規單

位對新配方 (new formulation)或給藥條件的利益與風險 (benefits and risks)評估。例如：若

受試藥品 (test product)的全身性暴露量明顯較高，可能會有安全性的疑慮；若受試藥品的

全身性暴露量明顯較低，可能會有療效不足的疑慮；若受試藥品的變異性大於對照藥品，

則受試藥品的療效與安全性可能都會受到影響。這同時也代表著受試藥品在臨床上的表現

可能不若於對照藥品，且導致該藥品的療效與安全性也產生過大的變異以致無法於臨床上

實際使用。 

 

2.1 BA 的考量要點 

  比較兩種配方或兩種測試條件的 BA 試驗，通常會採取交叉 (crossover)試驗設計。針

對長半衰期的藥品，採取平行試驗 (parallel)設計可能更為適當。 

 

    針對在 IND 或 NDA 申請中的藥品，可以採取生體相等性 (bioequivalence，BE)的原則

來確認其 BA。在新藥開發階段，為了評估藥品的有效性或安全性，可能需要證明兩個製劑

之間具相同或類似的 BA。一般而言，在開發階段時若要比較兩種不同配方，例如：擬上市

產品的配方 (to-be-marketed formulation) vs 臨床試驗所使用的配方，或闡述食物對於藥品

的影響時，可以採取預先定義的 90%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CI)界限。 

 

    如果無法證明 BA 相似，廠商可藉由劑量－反應  (dose－response)或濃度－反應

(concentration－response)數據，證明吸收速率和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會對藥品的安全性和療

效產生具有臨床意義上的影響。若缺乏此證據，廠商應該考慮進行受試藥品的配方再優化、

改變製造方式、或取得更多受試藥品安全性和療效的數據。 

 

    有時在判定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兩者之間是否具有相似的 BA，僅藉由比較最高血中

濃度 (Cmax)和藥品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可能仍不足以確保兩者在安全性和療效

上沒有差異。這樣的情境可能會發生在當兩者的血中濃度－時間曲線圖的波形 (shape)有所

差異時，例如：麻醉藥品達到最高血中濃度的時間 (Tmax)有所差異時，這就暗示受試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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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無法產生與對照藥品相同的臨床反應。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進行額外的數據分析，

例如：部分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partial AUC)、暴露量－反應評估、或是臨床試驗，來進

一步比較兩者的 BA 差異。 

 

2.2 上市前變更 (pre-approval changes) 

  在藥品的開發過程中，可能需要針對不同配方進行 BA 的比較，例如：(1)早期與晚期

臨床試驗所使用的配方；(2)用於安定性試驗和臨床試驗的配方 (如有不同時)；(3)擬上市產

品和臨床試驗的配方 (如有不同時)，(4)不同單位含量 (strength)產品的相等性；(5)新療效

複方、新使用途徑、新劑型、新使用劑量、新單位含量申請案中的兩種不同製劑產品。在

這些 BA 的比較中，新配方、新製造方法所生產的產品、或是新單位含量產品 (new strength)

視為受試藥品，而舊配方、以先前製造方法所生產的產品、或是目前已有的單位含量產品

則視為對照藥品。有關配方賦形劑或製造方法的變更，是否需要進一步執行體外或體內試

驗，請見 2.1 BA 的考量要點、2.3 上市後變更與 3.2.1 體外試驗內容中的相關考量。 

 

2.3 上市後變更 (post-approval changes) 

  若已上市藥品進行配方組成、製造廠、或製造方法的改變，且改變程度涉及主要改變 

(major changes)時，廠商應提出體內 (in vivo)試驗以證明變更前、變更後藥品間具有 BE。

前述涉及需執行 BE 試驗的上市後變更，須要向法規單位申請核准後，才得以上市。 

 

    有關速放製劑產品 (immediate-release，IR)與控釋 (modified-release，MR)製劑產品申

請上市後變更的類別與試驗要求的建議 (體外溶離試驗或體內試驗)，請進一步參閱 109 年

7 月 23 日衛授食字第 1091406292 號公告。 

 

3 試驗設計考量 

    在評估藥品的 BA 或 BE 時，廠商須使用最準確、靈敏、且具再現性的試驗方法。目前

已有許多可用於決定藥品 BA 或 BE 的體內或體外試驗方法。依照優先順序，這些試驗方

法包含但不限於：藥動學 (PK)試驗、可預測人體內 BA 的體外試驗 (具體內-體外相關性 

(in vitro-in vivo correlation，IVIVC)、藥效學 (PD)試驗、良好控制的臨床試驗 (well-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以及法規單位認為適當的體外試驗。本指導原則主要是著重於體內試驗為主。 

 

3.1 體內試驗 

3.1.1  一般考量要點 

  就體內試驗而言， 得以使用 PK 測定方式，針對可採集的生物基質 (biological matrix)，

例如：血液、血漿或血清，以 PK 測定藥品從製劑中釋放後被吸收進入到全身血液循環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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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有關於本指導原則中所稱之生物基質，亦即血液、血漿和血清，彼此間可互換使用。如

果實務上無法針對血液、血漿和血清進行連續性採樣，也可考慮針對尿液進行測定。 

 

    BA 通常會依據 PK 的測量結果來作為評估基礎，例如：AUC 可用來評估藥品的吸收程

度，而 Cmax與 Tmax則可用於評估藥品的吸收速率。以 PK 作為比較基礎的前提必須是，無法

在作用位置 (site of action)直接測定活性成分的濃度，但血中濃度與療效及安全性仍具有一定

程度的關聯性。交叉 (crossover)試驗是最常用以評估藥品 BA 的試驗設計。交叉試驗設計可

以降低因個體特異因素 (subject-specific factors)所造成 PK 測量上的變異，因此更能區辨 

(discern)不同配方所造成 PK 上的差異。 

 

3.1.2  預試驗 (pilot study) 

  如果廠商選擇在執行主試驗前，先以少數受試者執行預試驗。預試驗的結果通常得以協

助： 

⚫ 估算 PK 測量上的變異性。 

⚫ 在執行主試驗時，決定一個能夠達到適當檢定力所需之樣本數。 

⚫ 優化檢體採樣的時間點。 

⚫ 決定洗除期間 (washout period)所需之時間。 

 

  對於傳統的 IR 製劑產品而言，第一個採樣點的設計必須要小心謹慎，且必須要確保第一

個採樣點是在達到 Cmax之前採集，如此方能在執行主試驗時，優化整體的採樣時間點。某些

情況下，如果預試驗經過適當的設計與執行，且完成試驗的受試者人數與可評估的 PK 測量

值又已足夠，那麼單憑此預試驗的結果亦可用於決定該藥品的 BA。 

 

3.1.3  主試驗 (full-scale study) 

  對於以 PK 測量作為評估方式的 BA 或 BE 試驗，其相關建議請見附錄一。對於 IR 製劑

產品與 MR 製劑產品而言，建議採取非重複 (non-replicate)的交叉試驗設計。廠商可選擇採取

重複 (replicate)設計的 BA 或 BE 試驗，此時對照藥品需要重複給予，或是受試藥品與對照藥

品都是以重複給予的方式進行試驗。重複性交叉設計可用來估計：(1)對照藥品及/或受試藥品

的個體內變異  (within-subject variance)， (2)受試者與配方之間的交互作用  (subject-by-

formulation interaction)的變異分量 (variance component)。與非重複的交叉試驗相比，這類的

試驗設計可說明干擾 BE 試驗解讀之周期間變異 (interoccasion variability)。 

    

    除了採取除了以傳統方式(即：非重複、交叉)及以重複試驗設計取得平均 BE (average BE 

with replicate designs)的方式之外，也可考慮採取依對照藥品調整 (reference-scaled)的重複試

驗設計。在此一試驗設計中，BE 的接受範圍會隨著對照藥品的變異程度而有所調整。依對照

藥品調整的試驗設計通常適用於個體內變異性高(30%)或治療指數狹窄 (narrow therapeutic 

index)的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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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同位素標定 (isotopic labeling)且採單一期別 (single-period)的試驗方式來評估藥品的

絕對生體可用率，是一個科學上可行的替代方案。 

3.1.4  試驗族群 

  一般而言，BA 試驗應以達法定成年年齡並且能簽屬受試者同意書 (informed consent)的

健康受試者為試驗族群。當有安全性的考量而無法納入健康受試者時，此時可考慮以欲研究

的疾病或條件的病患來進行試驗。若在這樣的情況下，廠商應招募在試驗期間病情能夠維持

穩定的病患。BA 試驗原則上應納入男性與女性受試者，除非有特殊原因須排除單一性別 (例

如： 適應症僅針對單一性別族群，或在某一性別族群中有較大的機會出現不良反應)。懷孕與

哺乳的女性受試者不應納入於試驗之中，若試驗過程中發生懷孕也應排除。 

 

3.1.5  單一劑量及多劑量(穩定狀態)試驗 

    在研究藥品自製劑中釋放並進入全身血液循環的速率和程度的 BA 試驗，建議採取單一

劑量 (single dose)的試驗設計，因為其較穩定狀態 (steady-state)的試驗設計來得更為靈敏。有

關於如何評估 MR 製劑產品的 BA，應進一步參考 4.3 MR 製劑產品。 

 

若執行多劑量 (multiple dose)試驗時，應持續給藥至藥品達到穩定狀態 (steady state)，且

廠商應提供已達穩定狀態濃度的資料佐證之。 

 

3.1.6 生物檢體分析方法 

  用於 BA 試驗的生物檢體分析方法應具備精密度、準確性、專一性、靈敏度及再現性的

特性。相關生物檢體分析的法規考量建議可進一步參考 ICH M10 之建議。 

 

3.1.7  空腹或進食狀態下給藥 

  建議應在空腹 (fasted)狀態下執行試驗，因為較能靈敏地反映出不同配方製劑間的差異。

食物對於藥品 BA 的影響也需要進行評估 (請見醫藥品查驗中心發佈的「食物影響試驗指導

原則」)。如果採用已核准藥品作為對照藥品，則應以仿單中的用法來給藥。如果預期空腹狀

態下會有耐受性問題或發生不良反應 (不論是受試藥品或對照藥品)，則建議以進食 (fed)狀態

進行試驗 (請見附錄二)。 

 

3.1.8  應測量之分析物 

  應針對於試驗內採集到的生物基質，分析從製劑中所釋放出的活性成分、活性部分 

(active moiety)、或活性代謝物 (如適當時)進行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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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活性成分和活性部分的血中濃度分析結果，較能靈敏的偵測出配方之間的差異。相

對的，代謝物則較容易受到代謝物生成 (metabolite formation)、分佈、排除等的影響，較不易

偵測出配方之間的差異。但在以下狀況下，應針對活性代謝物 (active metabolite)進行測量，

並進行信賴區間分析 (confidence interval analyses)： 

⚫ 如果該代謝物是在進入全身血液循環前代謝 (pre-systemic metabolism，如腸胃代謝和

首渡效應 (first-pass effect))所形成，且對藥品的療效與安全性具有貢獻時：在這個情況

之下，活性成分 (或活性部分)與活性代謝物都應進行測量。 

⚫ 當活性成分或活性部分在體內的濃度太低，以至於無法在適當的生物基質中進行分析時：

此時可以選擇測量代謝物來取代活性成分或活性部分。 

 

3.1.9  全身性暴露量的測量 

  當可行時，廠商應選擇與臨床具有相關性的全身性暴露量測量值來決定 BA。暴露量的測

量可以血中濃度－時間曲線圖中所呈現的尖峰暴露量  (peak exposure)、總暴露量  (total 

exposure)以及部分暴露量 (partial exposure)來決定。 

 

3.1.9.1 尖峰暴露量 

  應自血中濃度－時間曲線圖直接觀測 (而非內插方式)到的 Cmax，來決定藥品的尖峰暴露

量。Tmax 可提供吸收速率的重要資訊。若最高的血中濃度出現在採樣的第一個時間點，此可

能代表第一個採樣時間點太晚，以致未能準確的評估 Cmax與 Tmax。執行預試驗有助於避免發

生前述問題。例如： IR 製劑產品在給藥後的 5 至 15 分鐘即進行第一次採樣，並在給藥後第

一個小時內再進行額外的 (例如：2 到 5 次)的採樣，如此應足以評估尖峰暴露量。 

 

3.1.9.2 總暴露量 (吸收程度) 

 對於單一劑量試驗，廠商應計算下列參數以評估完整暴露量： 

⚫ 時間零至時間 t 之濃度－時間曲線下總面積 (area under the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from 

time zero to time t，AUC0-t)，其中 t 代表最後可測得血中濃度的時間點。 

⚫ 時間零至無限大之濃度－時間曲線下總面積 (area under the concentration time curve from 

time zero to time infinity，AUC0-)，計算方式如下 AUC0- = AUC0-t + Ct/λz，其中 Ct代表最

終可測得的藥品濃度，λz代表排除速率常數。 

⚫ 對半衰期長且分佈及清除率呈現個體內變異性低 (小於 30%)之藥品，得採用截平曲線下

總面積 (truncated AUC) (請見 6.3 長半衰期的藥品)。 

 

對於穩定狀態的試驗，廠商應計算穩定狀態下之服藥間隔 (tau; )曲線下總面積 (area 

under the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from time zero to time ，AUC0-)來決定藥品在體內的總暴露

量，其中代表兩次服藥的間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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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 部分暴露量 

    除了尖峰暴露量與總暴露量之外，某些類型藥品 (例如：麻醉藥品)可能需要進一步估算

部份暴露量，藉以支持建立該藥品的相對 BA。建議可使用部分 AUC 數值 (partial AUC)來

評估藥品在體內的部份暴露量。有關於切點的選擇，原則上應與臨床反應相關。廠商應收集

足夠可被定量 (quantifiable)的檢體，以便能適當的估算部分 AUC 數值。 

 

3.1.10 BA 試驗中不同藥品暴露量的比較 

  建議應採用信賴區間分析來進行 BA 的比較。建議在進行統計分析前，應將暴露量數值

先進行對數轉換 (log-transformation)。對於 IR 與 MR 製劑產品，建議在重複 (replicate)和非

重複 BE 試驗中，採用 BE 標準來進行全身性暴露量的比較。有關於數據分析的進一步資訊請

見附錄一。 

 

3.2 其他決定藥品 BA 的方式 

  在特定情況下，可採用其他的方式決定藥品的 BA，以下為這些方式的一般性考量重

點。 

 

3.2.1  體外試驗 

  在上市前和上市後階段的特定情況下，可以採用體外試驗的方式來決定 BA (例如：溶離

試驗與藥品釋放試驗)。以下提供有關於可以採取溶離試驗的相關公告： 

⚫ 口服固體製劑上市後變更 (衛授食字第 1091406292 號公告) 

⚫ 口服製劑查驗登記可以溶離率曲線比對報告取代生體可用率或生體相等性試驗報告辦

理原則 (衛署藥字第 0980364804 號) 

⚫ ICH M9：依據生物藥劑學分類系統之生體相等性試驗免除指引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d Biowaivers) (衛授食字第 1101409133 號) 

 

3.2.2  可預測體內 BA 的體外試驗 

  IVIVC 是一種建立劑型之體外特性 (例如：藥品釋放的速率或程度)和其相關的體內測量 

(例如：藥品血漿濃度或藥品吸收量)相關性的方法。建立此一相關性，有助於延釋製劑產品 

(extended release dosage forms)的開發與評估，少數情況下也可適用於其他劑型。這樣的 IVIVC

關係一旦經驗證 (validated)後，體外的試驗結果便可作為體內 BA 試驗的替代指標 (surrogate 

for BA testing)，以及可作為配方篩選，和設定溶離規格及藥品釋放的產品放行規格之工具。 

 

    具體而言，針對所有的延釋製劑產品 (包含原型配方 (prototype formulations))，都應瞭解

該產品的體外溶離和藥品釋放特性，尤其是用於確認不同製劑配方的體內吸收特性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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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助於 IVIVC 關係的建立。一旦 IVIVC 或體外體內關聯性 (in vitro-in vivo relationship，

IVIVR)能夠被建立，此時體外試驗不僅可作為製造過程中的一個品管規格，也可作為了解該

產品於體內表現的一個指標。 

3.2.3  PD 試驗 

    以 PK 為評估指標 (PK endpoints)的試驗，一般而言認為是最為準確、靈敏、與具再現性

的方法，因此建議應優先採用。然而，當無法執行以 PK 為評估指標的試驗時，可使用合理的

PD 評估指標 (PD endpoints)來測定 BA 或證明 BE。 

 

3.2.4  比較性臨床試驗 

  在一些少數的案例中可採用以臨床評估指標(clinical endpoints)的試驗，例如：無法測定活

性成分或活性部分在體內的濃度 (亦即 PK 方式)，或當 PD 方式也不可行時。由於臨床試驗

的變異性大，因此相較於 PK 與 PD 試驗，需要納入較多的受試者人數。因這種情況不常發

生，故此方法也鮮少使用 (請見 6.4 局部作用的口服藥品)。 

 

4 不同劑型的 BA 與 BE 評估 

  本節將總結評估各種劑型 BA 與 BE 的建議，以及執行 BA 或 BE 試驗的時機 (包含上

市前與上市後)。 

 

4.1 溶液劑及其他溶解型態劑型 

  針對口服溶液劑 (solution)、酏劑 (elixirs)、糖漿劑 (syrups)、酊劑 (tinctures)、或其他

溶解型態劑型，因為體內 BA 可不證自明 (self-evident)，因此可以透過其他的數據來免除

體內 BA 試驗的要求。 

 

    雖然不需要進行比較性試驗，但仍須瞭解藥品的 PK 特性。此外，免除不同溶液處方的

體內 BA 比較性試驗，須基於下列前提：(1)藥品從製劑的釋放可不證自明；(2)溶液中不含

任何會顯著影響藥品吸收的賦形劑。然而，有些賦形劑在一般口服液體劑型所使用的濃度，

有可能會造成藥品 BA 的改變，例如：山梨糖醇 (sorbitol)會降低藥品的 BA，而維生素 E 會

增加藥品的 BA。在這些情況下，可能就會需要執行 BA 試驗。溶液劑中含有共溶劑 (co-

solvents)或以緩衝系統維持藥品溶解度，當溶液在進入到胃部時可能會產生沉澱 

(precipitation)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由於此類產品的配方改變可能會導致藥品產生沉澱

現象，因此體內 BA 試驗無法被免除。 

 

4.2 IR 製劑產品 

  以下係針對：膠囊、錠劑 (包括：一般錠劑、口頰錠、咀嚼錠、口崩錠與舌下劑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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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液劑 (suspension)的討論。 

 

4.2.1  上市前：BA 試驗 

  建議應執行單一劑量的空腹試驗。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要執行多劑量的 BA 試驗 (請見

3.1.5 單一劑量及多劑量(穩定狀態)試驗)。若非屬一般傳統的口服劑型產品，例如：口頰錠、

咀嚼錠、口崩錠或舌下劑型，則應依照草擬仿單 (proposed labeling)的指示進行給藥。此外，

廠商也應評估這些劑型產品完整吞服時的 BA，藉以評估產品被意外吞服時的風險。採樣時間

應適當且足以評估 Tmax、Cmax以及完整的全身性暴露量。 

 

    廠商應針對所有的口服固體製劑或懸液劑，評估其體外溶離曲線。 

 

4.2.2  上市後：BA 試驗 

  有關速放 (immediate-release，IR)製劑產品申請上市後變更的樣態及應檢送的試驗(即：

體外溶離率曲線比對試驗或生體相等性試驗)及資料的要求，請進一步參閱 109 年 7 月 23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406292 號公告。針對藥品的上市後變更，應採用變更前產品及變更後產品，

進行前述的體外或體內試驗比對。 

 

4.3 MR 製劑產品 

  控釋 (MR)製劑產品包括延釋 (extended-release，ER)製劑產品與遲釋 (delayed-release，

DR)製劑產品。 

 

    ER 製劑產品的設計，目的是為了延長活性成分或活性部分從製劑中的釋放時間。與 IR

製劑產品相比，ER 製劑產品可減少給藥頻率，並可以降低血中藥品濃度的波動 (fluctuation)。

ER 製劑產品可以是膠囊劑、錠劑、顆粒劑 (granules)、微粒劑 (pellets)、微珠劑 (beads)或

懸液劑型。 

     

    DR 製劑產品是指其所含的活性成分或活性部分，在給藥後不會立即從製劑中釋放 (也

就是在給藥後會延遲一段時間後，才可檢測到血中藥品濃度)。通常是以膜衣包覆的方式(例

如：腸溶膜衣 (enteric coating))延遲藥品主成分自製劑中的釋出，待製劑通過胃部的酸性媒

液後才開始釋出。 

     

    本章節主要會著重於 ER 製劑產品的建議。 

 

4.3.1 上市前：BA 試驗 

  有關於 ER 製劑產品於 BA 試驗中所選用的對照藥品，應選擇一個足以評估藥品控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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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對照藥品。合適的對照藥品可包括如下： 

⚫ 具有相同主成分或療效成分 (therapeutic moiety)的溶液劑或懸液劑。 

⚫ 具有相同主成分或療效成分的已上市非控釋製劑(nonextended-release drug product)的

產品，並且是依照該產品的已核准仿單用法給藥。 

⚫ 具有相同主成分或療效成分的已上市 ER 製劑產品，並且是依照該 ER產品所核准的仿

單指示給藥。 

  除此之外，若 BA 試驗的目的是為了評估該藥品所欲宣稱的控釋特性，必須要滿足下列

所有條件： 

⚫ 該產品能夠符合廠商所欲宣稱的控釋特性。 

⚫ 排除發生劑量傾釋 (dose dumping)的可能。 

⚫ 該產品的血中濃度在穩定狀態的表現 (steady-state performance)與目前已核准的非 ER

或 ER 製劑產品相同，其中非 ER 及 ER 製劑產品是以完整 NDA (full NDA，亦即在申

請案中包含療效/安全性的完整試驗報告)方式所核准。 

⚫ 在不同的劑型單位 (individual dosage units)產品之間都具有一致的 PK 表現。 

  因此，應依據上述之條件，考量個別受試者的血中濃度－時間曲線圖。上述考量同時也

適用於具有複雜釋放特性的產品。 

 

    對於適用於以下 NDA 送件情境的 ER 製劑產品，建議應執行 BA 及食物影響試驗。在某

些情況下，是可以在 ER 與 IR 製劑產品單位含量不相同 (nonequivalent doses)的情況下進行

評估。 

 

4.3.1.1 與已核准 IR 製劑產品相比的 ER 劑型 

⚫ 對於在治療劑量範圍內呈現線性 PK 特性的藥品，應以空腹狀態試驗進行 IR 與 ER 製

劑的比較。ER 製劑給予單一劑量的最高單位含量產品 (highest strength)，IR 製劑產品

則必須在相同給藥間隔下，給予和 ER 製劑產品相同的總給藥劑量。如果因為安全性

考量而無法使用最高單位含量產品，可接受以較低單位含量的產品執行試驗。 

 

例如：有一個 150 mg ER 製劑產品打算開發每日給藥一次 (QD)的給藥方式，假定目

前有一個已上市的 50 mg IR 製劑產品，給藥方式為每日三次 (TID) (或 75 mg IR 製劑

產品，給藥方式為每日給藥二次 (BID))。在執行相對 BA 試驗時，可採取單一劑量給

予 150 mg ER 製劑產品，與 50 mg IR 製劑 TID (或 75 mg IR 製劑 BID)的給藥方式相

比。 

⚫ 對於在治療劑量範圍內呈現非線性 PK 特性的藥品，至少需分別針對 ER 製劑的最高

和最低單位含量產品 (lowest strength)執行單一劑量試驗，並且在相同的給藥間隔下與

IR 製劑產品相比。如果中間單位含量的產品 (intermediate strength(s))的相對 BA 無法

從上述試驗中進一步推論，則應針對該單位含量產品執行單劑量空腹試驗，並且在相

同的給藥間隔下與 IR 製劑產品相比。 

⚫ 如果 ER 製劑同時開發多種單位含量，而這些不同的 ER 單位含量產品非屬配方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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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組成相似 (not proportionally similar in composition)，則應對此些 ER 製劑進行單劑

量空腹的劑量相等性評估試驗  (single-dose fasting dosage strength equivalence 

assessment study)或是劑量比例性試驗 (dosage strength proportionality study)。 

◆ 如果要開發三種不同劑量 (例如： 10、25 與 50 mg)的 ER 製劑產品，在執行單劑

量空腹的劑量相等性評估試驗時，試驗的給藥方式應採取給予 5 錠 10 mg (5×10 

mg)、2 錠 25 mg (2×25 mg)與 1 錠 50 mg (1×50 mg)，藉以達到相同劑量。 

◆ 如果要開發三種不同劑量 (例如：10、25 與 50 mg)的 ER 製劑產品，在執行劑量

比例性試驗時，試驗的給藥方式應採取給予 1 錠 10 mg (1×10 mg)、1 錠 25 mg 

(1×25 mg)與 1 錠 50 mg 給予  (1×50 mg)。 

⚫ 若這些不同單位劑量的 ER 產品屬配方賦形劑組成相似  (proportionally similar in 

composition)，且體外釋放試驗顯示不同的釋放速率，則應針對該 ER 製劑進行單劑量

空腹的劑量相等性評估試驗，或是劑量比例性試驗。 

⚫ 應以新的 ER 製劑 (ERnew)的最高單位含量產品，執行單一劑量、高脂食物影響試驗。

試驗設計考量請見醫藥品查驗中心所發佈「食物影響試驗指導原則」。 

⚫ 應以 ER 製劑的最高單位含量產品與 IR 製劑產品，執行穩定狀態試驗。IR 製劑產品

必須在相同給藥間隔下，給予和 ER 製劑產品相同的總給藥劑量。 

 

4.3.1.2  新的 ER 製劑 (ERnew)與已核准(舊的)ER 製劑 (ERold)給藥間隔

不同 

⚫ 試驗建議請參考 4.3.1.1 與已核准 IR 製劑產品相比的 ER 劑型。唯一的差別在於對照

藥品的選擇，此時可以舊的 ER 製劑 (ERold)或 IR 製劑產品作為對照藥品。 

 

4.3.1.3  新的 ER 製劑 (ERnew)與已核准(舊的)ER 製劑 (ERold)給藥間隔

相同 

⚫ 廠商應以 ERnew製劑的最高單位含量產品與 ERold製劑，執行單一劑量、空腹的 BE 試

驗。如果 ERnew製劑和 ERold製劑的單位含量不同，則應以兩者的最高單位含量產品及

於相同的莫耳劑量(molar dose)執行試驗。  

⚫ 應以 ERnew製劑的最高單位含量產品，執行單一劑量、高脂食物影響試驗。 

⚫ 若 ERnew製劑的不同單位含量產品非屬配方賦形劑組成相似 (not proportionally similar 

in composition)，則應對 ERnew製劑進行單劑量空腹的劑量相等性評估試驗，或是劑量

比例性試驗。 

⚫ 如果兩種 ER 製劑的 PK 波型有差異 (例如：血中濃度-時間曲線圖的波形不同)，僅證

明兩者間的 BE 可能不足確保療效和安全性方面沒有差異。可能需要進一步的臨床試

驗，以確保兩者具有療效和安全性上的相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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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上市後變更 

    有關控釋(MR)製劑產品申請上市後變更的樣態及應檢送的試驗 (即：體外溶離率曲線比

對試驗或生體相等性試驗)及資料的要求，請進一步參閱 109 年 7 月 23 日衛授食字第

1091406292 號公告。針對藥品的上市後變更，應採用變更前產品及變更後產品，進行前述的

體外或體內試驗比對 

 

5 對於體外試驗方式的進一步資訊 

5.1 考量要點 

    在某些情況下，廠商可以申請免除某製劑所需要的 BA 或 BE 試驗數據。例如：基於製

劑的某些特性，其體內 BA 或 BE 可不證自明 (self-evident)，因此不需進一步提供體內試驗

數據。而在另外的情況下，可以接受以體外數據作為替代，免除體內 BA 或 BE 數據之要

求。例如：在同時滿足下列三個條件下，可能得以免除 IR 製劑不同單位含量產品的體內數

據要求：(1)這些產品屬於相同劑型且僅有在單位含量上不同；(2)此一不同單位含量產品，

與另一個相同製造廠所生產之產品 (已核准上市)，在主成分及賦形劑的組成上具有比例相

似 (proportionally similar)，(3)此一不同單位含量產品的配方，符合法規中所述可採取體外

試驗。 

    本指導原則中所稱之比例相似 (proportionally similar)其定義如下： 

⚫ 配方中所有成分 (包括：主成分與賦形劑)比例均相同。例如：50 mg 產品的主成分與賦

形劑含量，會完全是 100 mg 產品含量的一半，以及 25 mg 產品含量的兩倍。 

⚫ 對於高效能成分 (drug substance with high potency)，意指主成分含量於整個製劑配方中

所佔比率很低 (也就是活性成分只佔錠劑核心重量(tablet core weight)或膠囊內容物組成

(the capsule content)的 5%以下)，且(1)不同單位含量產品，其總重量幾乎維持不變 (相較

於使用於 BA 試驗產品總重量的正負 10%以內)，(2)所有的單位含量產品都是使用相同

的賦形劑種類，以及(3)不同單位含量產品之間的差異，會是透過改變主成分與一種或多

種賦形劑的含量來達成。 

⚫ 雙層錠 (bilayer tablets)視為單一配方 (single formulation)組成，雖然在雙層錠中個別單

層的配方組成並不相同。在評估雙層錠中不同單位含量產品的比例相似性時，每一層內

的所有組成都應該要是比例相似。如果只有其中一層具有比例相似，而另一層則無時，

該製劑 (整顆錠劑)則會視為不具有比例相似。 

⚫ 不同單位含量產品之間，雖然主成分與賦形劑的比例並非完全相同，但賦形劑的比例改

變，符合上市後變更公告中 (衛授食字第 1091406292 號)所定義的次要變更 (minor 

change)範圍。 

 

  廠商可以尋求其他的方式說明比例相似，但需提供合理性解釋，而且獲得法規單位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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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用以支持 BA 的體外試驗 

    法規單位可能會指定某種最準確、靈敏、且具再現性的體外試驗方法，來決定產品的

BA。執行這類試驗的進一步建議如下： 

 

5.2.1  IR 劑型 (膠囊、錠劑與懸液劑) 

    某些情況下，體外數據可用來比較不同產品之間的配方。如果廠商打算使用體外試驗數

據，藉此決定膠囊、錠劑、或懸液劑等 IR 劑型的 BA，建議應使用適當的溶離試驗方法，取

得所有單位含量產品的體外溶離曲線 (更多關於 IVIVC 的資訊請見 3.2.2 可預測體內 BA 的

體外試驗)。假如試驗結果顯示，其溶離特性不會受到 pH 值或產品劑量所影響，單一媒液中

所取得的溶離試驗數據，原則上就足以免除體內 BA 試驗的要求。如果無法滿足這些標準，

廠商就需要在至少三種不同媒液中 (pH 1.2、4.5、以及 6.8)執行溶離試驗。在比較不同單位含

量產品之間的溶離曲線時，應採取相似性測試 (similarity test)來進行比較。若溶離相似性因子 

(f2 值)大於或等於 50，代表溶離曲線有足夠的相似性，足以決定藥品的 BA。若 f2 值小於 50

時，廠商可就是否需要執行體內試驗，與法規單位進行討論。f2值的評估方式不適用於具有非

常快速溶離特性的產品 (也就是藥品在 15 分鐘內就已溶出超過 85%以上)。若 f2值的評估方

式不適用時，應考慮其他替代的統計方法。 

 

5.2.1.1 臨床試驗劑型的過度封裝 (over-encapsulation) 

    為了能夠遮盲  (blinding)使用於臨床試驗中的產品，可以利用過度封裝  (over-

encapsulation)的方式來達成。廠商應評估過度封裝對藥品從製劑中釋放的影響。在符合以下

前提下，可以採用溶離試驗來評估過度封裝的影響： (1)添加於膠囊中的賦形劑種類，與原本

劑型所使用的賦形劑種類相同; (2)過度封裝與無過度封裝 (non-over-encapsulated)的產品在

pH 1.2、4.5 以及 6.8 三種溶媒中，都具有相似的溶離曲線。 

     

    不過，如果有添加未使用與原處方內的賦形劑，則需要進行體內試驗，除非廠商可提出

合理的解釋，所添加的賦形劑，不會影響過度封裝產品的 BA。這些建議適用於申請臨床試驗

之產品，以及在同一臨床試驗中，任何作為比較或用於對照的產品。為了進一步瞭解過度封

裝對於藥品釋放的影響，可接受在媒液中加入酵素。 

 

5.2.1.2 批量放大與上市後變更 

    藥品在上市後可能會因為許多不同的因素而進行配方與製程變更。配方改變可能發生在

成分或組成的變更，而製程變更可能發生在批量放大、製造廠、製程、或製造設備的變更。

某些 IR 製劑的製程改變，可以僅憑變更前、後產品的溶離曲線比對結果就得以核准，但仍須

視製程改變對於活性成分從製劑中釋放，以及對活性成分 BA 的可能影響而定。有關 IR 製劑

產品申請上市後變更的類別與試驗要求的建議 (體外溶離試驗或體內試驗)，請進一步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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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7 月 23 日衛授食字第 1091406292 號公告。上述之原則，同樣可適用於擬上市產品的

配方與臨床試驗所使用配方不同時的上市前變更情況。 

 

5.2.2  MR 劑型 

    對於 MR 製劑產品某些特定的上市後變更，可接受以使用體外試驗數據來支持其改變。

有關 MR 製劑產品申請上市後變更的類別與試驗要求的建議 (體外溶離試驗或體內試驗)，請

進一步參閱 109 年 7 月 23 日衛授食字第 1091406292 號公告。上述之原則，同樣可適用於上

市前變更情況。有關於使用體外數據來決定藥品 BA 的其他相關考量，茲陳述如下： 

5.2.2.1 微珠膠囊 (beaded capsules) 

    高單位含量產品的微珠膠囊 (例如：先以低劑量單位含量產品執行初期的 BA 試驗後，

爾後才開發高單位含量產品)是否需要執行體內 BA 試驗，取決於：(1)所申請的劑量其臨床安

全性或療效數據，以及對高單位含量產品的需求，(2)治療劑量範圍內是否具有線性 PK 特性，

(3)是否所有的單位含量產品都有相同的溶離過程，而且具有相似的溶離曲線結果。可採用 f2

值的評估方式，來比較不同單位含量產品之間溶離曲線的相似性。廠商可以選擇僅針對最高

單位含量產品執行體內 BA 試驗 (除非因為安全性因素，而無法在受試者給予最高單位含量

產品)，另外針對其他低單位含量產品，則進行溶離曲線的比較。每個單位含量產品都應執行

其體外溶離試驗。如果尚未有合適的溶離試驗方法，則須建立至少三種媒液條件下 (如 pH 1.2、

4.5 以及 6.8)的體外溶離曲線。 

 

5.2.2.2 其他 MR 劑型 

對於其他 MR 劑型產品，廠商應針對最高單位含量產品，執行體內 BA 試驗。如果同劑

型的低單位含量產品，當(1)該藥品具有線性 PK 特性，(2)不同單位含量產品的配方組成具有

比例相似，(3)藥品釋放機轉相同的情況下，廠商可藉由 f2相似性的評估方式，執行體外溶離

曲線的比較，藉此決定低單位含量產品的 BA。當不同單位含量產品間的配方組成並不具有比

例相似時，在以下的數據可接受的情況下，中間單位含量產品 (middle strength(s))可採取體外

試驗：(1)最高及最低單位含量產品的 BA 或 BE 數據 (視何者較為適當)，(2)以 f2評估多種溶

媒的體外溶離曲線。若低單位含量產品與高單位含量產品並不具有比例相似，但若過去曾利

用 IVIVC 或 IVIVR 結合虛擬 BE (virtual BE)的方式建立該產品的溶離安全空間 (dissolution 

safe space)，此時就可能得以免除低單位含量產品的體內試驗要求。 

 

    每個單位含量產品都應執行其體外溶離試驗。如果尚未有合適的溶離試驗方法，則須建

立至少三種媒液條件下 (如 pH 1.2、4.5、以及 6.8)的體外溶離曲線。此外，應在相同的溶離

試驗條件下，針對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的所有單位含量產品，執行溶離曲線比對試驗。 

 

6 特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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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鏡像異構物 (enantiomer)與消旋混合物 (racemate) 

  在開發消旋混合物的藥品時，其 BA 試驗應採取非掌性分析方法 (achiral assay)來測量

藥品在體內的濃度。可能有必要針對個別鏡像異構物進行分析，以確定它們在體內的 PK 特

性。如果是針對其中一個特定的鏡像異構物進行開發，則須評估掌性反轉 (chiral inversion)

的情形。 

 

    只有在下列條件都同時滿足的情況下，才會建議於 BA 和 BE 試驗中，對個別的鏡像

異構物進行分析： 

⚫ 不同的鏡像異構物呈現出不同 PD 特性。 

⚫ 不同的鏡像異構物呈現出不同 PK 特性。 

⚫ 主要的療效與安全性取決於次要鏡像異構物 (minor enantiomer)。 

⚫ 其中至少有一種鏡像異構物，呈現出非線性的吸收特性 (此點可由藥品給藥速率改變時，

鏡像異構物濃度比例的改變情況來進行判斷)。 

 

此時，廠商應分別針對不同的鏡像異構物，進行 BE 統計分析。 

 

6.2 以複雜混合物作為活性成分的藥品 

  某些藥品含有複雜的藥品組成 (亦即其活性成分或活性部分，是由多種合成或天然來

源所構成)。在這些複雜的組成當中，可能有部分 (或全部)的組成，其化學結構或生物活性

都尚未被確認。要在 BA 試驗中，針對全部的活性 (或具有潛在活性)成分都進行血中濃度

定量，可能是有困難的。此時，廠商應在 BA 試驗中，選擇數個成分進行血中濃度分析。

通常要以該成分在劑型中所佔的含量、在血中的含量與其生物活性來做為選擇的依據。當

不適合以 PK 試驗方式來評估藥品的吸收速率與程度時，可考慮改採 PD 試驗方式、臨床試

驗或體外試驗方式。在此情況下，廠商應先諮詢法規單位，就其在 BA 試驗所欲採用的評

估方式與分析物的選擇，進行討論。 

 

6.3 長半衰期的藥品 

  對於長半衰期 (大於或等於 24 小時)的口服 IR 製劑產品而言，進行 BA 或 PK 試驗時，

應於適當的時間內採集血液檢體，藉以確定其半衰期。執行具長半衰期藥品的 BA 試驗時，

若有適當的洗除期間 (washout period)，可採取單一劑量的交叉試驗。如果執行交叉試驗有

困難，則可採取平行試驗設計。不論是採取交叉或是平行試驗設計，都必須確保在採集時

間內，藥品已經完全通過腸胃道。若藥品不具有翻轉 (flip-flop)動力學特性以及高個體內變

異性 (intra-subject variability)的情況下，此時Cmax與適當的截平曲線下面積 (truncated AUC)

就得以用來評估尖峰暴露量及總暴露量。在此情況下，廠商應先諮詢法規單位，就其採樣

時間的合適性與 PK 參數的選擇，進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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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局部作用的口服藥品 

  對於作用於腸胃道的局部作用藥品，可藉由 PK 試驗、可接受的 PD 試驗指標、臨床療

效與安全性試驗或經適當確效的體外試驗等方式 (視何者較為適當)，來決定藥品的 BA。

在此情況下，廠商應先諮詢法規單位，就其所欲採用的試驗方法，進行討論。 

 

6.5 複方與共同給藥 

  若一藥品含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活性成分，稱之為固定劑量複方藥品(fixed-dose 

combination product，FDC)。一般而言，針對 FDC 所執行的 BA 試驗，其目的在於比較，

以複方藥品給予或同時給予兩種單方藥品時，個別活性成分或活性部分在吸收速率和程度

上的差異。 

 

    建議採取雙臂 (two-arm)、單一劑量、交叉、空腹的試驗設計，來比較 FDC 與同時給

予各單方藥品 (或含有相同活性成分的已上市複方藥品)的 BA。試驗應使用 FDC 的最高單

位含量產品，與相同劑量的個別單方藥品。在特定情況下，可接受某些替代的試驗設計方

案。例如：若含有兩個成分的 FDC，其成分之間沒有藥品相互作用時，可以採取三臂的試

驗設計，來比較 FDC 與兩種單方藥品分別給予時的 BA。 

 

    除此之外，應針對 FDC 產品執行單一劑量、高脂的食物影響試驗。 

 

    在 FDC 的 BA 試驗中，應測量個別活性成分的血中濃度。應採取信賴區間分析方式評

估 FDC 與對照藥品的 BA (包含每一個測量的分析物)。 

 

    在特定的情況下，藥品會以組合 (combination)的方式來進行投藥 (亦即同時給予兩種

藥品但並非以複合物形式)，目的在於增強主要藥品 (subject drug)在體內的全身性暴露量，

而其中的加強藥品 (booster drug)，僅是用來增加主要藥品的全身性暴露量但本身不具有直

接的療效作用。當主要藥品與加強藥品都是新成分 (new molecular entity)時，此時兩個藥品

需在併用的狀況下測定各自的 BA。若需要 BA 試驗來支持主要藥品的配方變更時，此時主

要藥品的變更前與變更後產品，在執行 BA 試驗時都必須要同時給予加強藥品，但不需要

測量加強藥品的血中濃度。主要藥品的 PK 參數包含信賴區間結果，都必須要進行計算且

在報告中呈現。 

    加強藥品的 BA 試驗，僅須單獨給予加強藥品即可，而不需合併給予主要藥品。當以

組合的方式來進行投藥時 (非複合物形式)，其中包含一個新成分與一個已被核准的加強藥

品時，假設已知加強藥品 BA 的情況下，此時只須針對新成分進行 BA 的評估。 

 

6.6 內生性物質 

  某些藥品含有人體的內生性物質 (endogenous substances)，例如：睪固酮 (testoste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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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給予的藥品就是內生性物質時，此時要測量藥品從製劑中釋放後被吸收的含量，可能

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測量體內的內生性物質在生物基質中的基線

濃度 (baseline concentrations)，並且在測得受試者服藥後所測得的濃度後 (亦即總濃度)，進

一步扣除基線濃度，如此才能估算藥品真正的 BA。內生性物質可能透過體內動態平衡 

(homeostatic processes)的機制，而進一步影響全身性的血中濃度。為了減少此一影響與避免

可能的基線濃度校正，另外一個替代方案則是，納入體內內生性物質濃度較低的受試者 (而

非健康受試者)。 

 

    在給予藥品之前，應測量一段時間內的內生性物質的基線濃度。依所申請的適應症而

定，。可以採取以時間平均基線 (time-averaged baseline)，或是時間對應基線 (time-matched 

baseline)的方式，自每位受試者服藥後的濃度中扣除之如果內生物質濃度會受飲食影響，也

可於試驗開始前以及試驗期間，限制受試者的飲食攝取。為維持基線值的穩定，受試者應

於試驗開始前，就先安置於試驗地點一段時間，並給予標準餐點 (standardized meals)，且此

一餐點需與執行 PK 採樣當天所提供的餐點內容相似。 

 

    每一個給藥期別 (dosing period)的基線濃度都必須測定，且必須依據不同給藥期別的基

線濃度分別進行校正。需同時以校正 (corrected)及未校正 (uncorrected)數據進行 PK 與統計

分析。因為內生性物質的複雜性，廠商應針對採樣時間與內生性物質濃度在體內的晝夜變

化 (diurnal variations)等議題，與法規單位進行討論。 

 

6.7 治療指數狹窄藥品 

  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測量藥品在體內的暴露量 (AUC 或 Cmax)對於安全與有效的使用

藥品是非常關鍵的，或是藥品給藥時必須仰賴藥品血中濃度監測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此時 BE 的接受標準可能需要進行限縮 (narrowed)。因為治療指數狹窄

藥品的複雜性，廠商應諮詢法規單位，以取得進一步資訊。 

 

6.8 評估含酒精飲料對 MR 製劑產品的影響 

  飲用含酒精飲料會影響藥品主成分從 MR 製劑產品中的釋放，導致藥品更快速地釋放

且改變其在體內的全身性暴露量。對於開發口服 MR 製劑產品的廠商，建議應執行體外試

驗去評估酒精在體內造成藥品劑量傾釋的可能性。可先以體外試驗的方式，評估藥品在含

不同酒精濃度的溶離媒液條件下從製劑中釋放的情形。爾後再依據體外試驗的結果，評估

是否需要執行同時給予酒精的體內 BA 試驗。有關於評估酒精對於 MR 製劑產品影響的體

外試驗設計，請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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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試驗設計與數據處理要點 

    以下係針對試驗方法所提出的一般性建議，部分的內容可能需要因應不同的藥品製劑或

主成分而進行調整。 

 

1. 試驗執行 

⚫ 一般而言，BA 或 BE 試驗應在空腹狀態下執行 (亦即隔夜空腹至少 10 小時)。 

⚫ 給予受試藥品或對照藥品時，應讓受試者同時飲用 8 盎司 (240 毫升)的水。 

⚫ 一般而言，應給予一個劑量單位 (single unit)的最高單位含量產品。如果此一劑量對於健

康受試者而言有安全性的疑慮，則可考慮在病患身上執行，或是給予健康受試者較低的

劑量。如果受限於分析方法的靈敏度不足，可採取給予多個劑量單位 (multiple units)的最

高單位含量產品，但總劑量仍須在仿單標示的劑量範圍內，且不會對受試者產生安全性

的疑慮。 

⚫ 不同的給藥期別，應以適當的藥品洗除期間進行區隔 (例如：等於或大於活性成分排除

半衰期的五倍，或是持續直到所有的受試者，其藥品濃度都小於或等於 Cmax 5%的時間)。 

⚫ 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的批號，以及對照藥品的有效日期都應載明。廠商應提供受試藥品

的配方組成，若可行，也應提供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配方組成的比較。受試藥品及對照

藥品應留樣至報告核准後至少五年，並配合衛生主管機關覆驗、查核。試驗報告未獲核

准者，亦同 

⚫ 於每個試驗階段開始之前與試驗期間，建議(1)除了給藥前、後的一小時內，應讓受試者

自由飲水，(2) 提供標準餐點給受試者的時間不可小於給藥後的四小時，(3)於每個試驗

階段開始前的 24 小時直到取得該階段最後一個檢體的期間內，受試者都不得飲酒。 

 

2. 檢體採集與採樣時間 

一般而言，廠商應優先選擇採集血液檢體而非尿液或組織檢體。大部分情況下，應於血

清或血漿中測量藥品主成分或其代謝物。然而，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例如：無法以血漿建立

足夠靈敏的分析方法時，此時可改用全血來分析藥品的濃度。建議廠商應於足夠且適當的時

間內採血，藉以可完整描述藥品在體內的吸收、分佈及排除相。對於絕大部分的藥品而言，

應採集 12 至 18 個檢體(包含給藥前 (predose)的檢體)。採樣時間至少應持續至三倍以上的末

端排除半衰期 (terminal elimination half-lives)時間。至於多劑量試驗，必須要在藥品達到穩定

狀態後進行採樣，且應包含給藥間隔 (dose interval)的開始與結束的時間點。採樣的確切時間

點，會與藥品本身的特性以及給藥速率有關。因此應妥善安排檢體採集的時間，藉以確保 Cmax

和排除速率常數 (λz)得以被準確估算。廠商應於對數-線性 (log-linear)圖中的末端相 (terminal 

log-linear phase)，採集 3 個以上的檢體，才能以線性回歸 (linear regression)的方式準確估算

λz。建議在採集檢體時，應紀錄當時的實際時間，以及給藥後所經過時間。 

 

3. 出現投藥前濃度 (pre-dose concentration)的受試者 



22 
 

如果投藥前的藥品濃度小於或等於該位受試者 Cmax 的 5%，則該位受試者的數據無須調

整，且可以用於所有 PK 參數的計算。但若投藥前的藥品濃度大於該位受試者 Cmax的 5%，則

應排除該位受試者的 PK 數據於所有 PK 參數的計算。不過該位受試者的 PK 數據仍需加以標

記並載明，並且仍應將該位受試者納入於安全性評估項目中。 

 

4. 離群值 (outlier)的處裡 

不得僅因為在統計方面之原因 (透過統計檢定方式將某些數據歸類為離群值)，就將該數

據排除在 BA 試驗外。只有在同時有文件顯示當時發生試驗偏離 (protocol violation)的情況下 

(例如：檢體處理失誤時的即時文件記載 (real-time documentation)，而非事後依分析結果進行

的回溯性調查)，才可將此數據排除在 BA 試驗外。重新給藥 (re-dosing)試驗的數據，不得作

為支持該數據屬於離群值的證據，並且據此排除於統計分析之外。所有受試者的數據都應檢

送，且應在送件的資料中標示可能的離群值。計劃書中應明確指出是如何定義離群值以及相

關的數據處理。 

 

5. 數據因嘔吐而剔除 

⚫ 在 IR 藥品的試驗中，若有受試者出現嘔吐現象，且是出現在 Tmax (中位值)兩倍時間或之

前的時間點，建議將此受試者從統計分析中剔除。 

⚫ 在 MR 藥品的試驗中，若有受試者出現嘔吐現象，且是出現在給藥間隔內的任何一個時

間點，建議將此受試者從統計分析中剔除。 

⚫ 即使受試者因發生嘔吐現象而從統計分析中剔除，該位受試者的血漿濃度數據，也應標

記後一併在報告中呈現。 

 

6. 數據提交與分析 

  廠商應提交下列 PK 資料： 

⚫ 血漿或其他可接受基質中的藥品濃度以及相對應的採樣時間點。 

⚫ 試驗設計：受試者、期別 (period)、給藥時間順序 (sequence)以及給藥組別 (treatment)。 

⚫ 變異性測量：個體間 (intersubject)、個體內 (intrasubject)、以及總變異 (total variability)

的測量值。 

⚫ 單一劑量試驗的 PK 參數：AUC0-t、AUC0-、truncated AUC 或 partial AUC、Cmax、Tmax、

tlag、λz、t1/2、擬似清除率 (apparent clearance)以及分佈體積。 

⚫ 多劑量穩定狀態試驗的 PK 參數：AUC0-、Cmax、Tmax、在一個給藥間隔中的最低濃度 

(Cmin)、給藥間隔終點的濃度 (Ctrough)、給藥間隔的平均濃度 (Cavg)、波動程度 (degree of 

fluctuation) [(Cmax-Cmin)/Cavg]、以及波動幅度 (swing) [(Cmax-Cmin)/Cmin]。至少應測量兩個

給藥間隔下的 Ctrough，藉以確定是否達到穩定狀態。藥品的清除率以及分佈體積也須在報

告中載明。 

⚫ AUC0-t、AUC0-、以及 Cmax 的統計資訊：幾何平均數 (geometric means)、算術平均數 

(arithmetic means)、幾何平均數比值 (geometric mean ratios)的 90%信賴區間。 

 

7. 對於未放寬的平均 BE 分析的信賴區間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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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賴區間數值應以四捨五入 (round off)的方式，計算到小數點以下的第二位。對於未放

寬的平均 BE 分析，若要通過 80%至 125%的信賴區間標準，信賴區間結果必須要在 80.00%

與 125.00%範圍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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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執行進食與空腹狀態試驗的指引 

    對於開發一新成分新藥的 IR 製劑產品，而其 BA 試驗是以溶液劑、靜脈注射或先前已開

發的配方作為對照藥品，此時 BA 試驗應在空腹狀態下執行，除非預期在空腹狀態下會有無

法耐受 (tolerability)的問題。除此之外，食物對於新藥 BA 的影響，應以高脂、高熱量食物進

行評估。如果試驗目的是要評估其他類型食物的影響，則除了高脂、高熱量的食物之外，其

他具不同組成的食物也應進行評估。進一步訊息請見醫藥品查驗中心所發佈「食物影響試驗

指導原則」。 

 

    對於一新的 IR 製劑產品，而其 BA 試驗是以已核准產品作為對照藥品： 

⚫ 如果對照藥品的仿單是建議要在空腹狀態下給藥，則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應於空腹狀態

下進行比較。此外，評估高脂食物對於新的 IR 製劑產品的影響，也有助於支持仿單中的

描述。建議可採取三向交叉 (three-way crossover)的試驗設計，因為可進行直接的比較 (例

如：受試藥品空腹給藥 vs 對照藥品空腹給藥 vs 受試藥品的食物影響評估)。 

⚫ 如果對照藥品的仿單是建議可在空腹或進食狀態下給藥，則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應於空

腹狀態下進行比較。此外，也應評估高脂食物對於新的 IR 製劑產品的影響。另外一個替

代方案則是，可以透過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在進食狀態下的比較，來進一步獲得新的 IR

製劑產品(於進食狀態下)的 BA。 

⚫ 如果對照藥品的仿單是建議要在進食狀態下給藥，則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應於進食狀態

下進行比較。飲食的條件則必須要與對照藥品仿單所描述的相同。然而，若在對照藥品

的仿單並未特別指出何種食物類型，此時則應採用高脂食物進行評估。此外，評估高脂

食物對於新的 IR 製劑產品的影響 (例如：受試藥品空腹給藥 vs 受試藥品進食給藥)，也

有助於支持仿單中的描述。建議可採取三向交叉的試驗設計，因為可進行直接的比較 (例

如：受試藥品進食給藥 vs 對照藥品進食給藥 vs 受試藥品的食物影響評估)。 

⚫ 如果對照藥品的仿單是建議要在進食狀態下給藥 (因為在空腹狀態下有耐受性的問題

時)，則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應於進食狀態下進行比較，給藥方式則應比照對照藥品仿單

的建議。 

 

    針對於申請上市後的配方變更，同樣可採取上述的原則，藉此決定應採取何種適當的試

驗，評估新產品的 BA 以及食物對於 BA 的影響等相關議題。有鑑於上市後變更的許多情況，

配方改變的程度並不明顯，因此可能不需要進行食物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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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執行酒精劑量傾釋的體外試驗指引 

    應針對 MR 製劑的最低與最高單位含量產品，執行不同酒精濃度媒液的體外試驗。以體

外試驗方式，評估酒精誘導 MR 製劑的劑量傾釋時，有以下幾點須加以考量： 

⚫ 溶離試驗的測試應在最佳的條件下執行 (包含裝置與轉速)。應在多個時間點取得 12 個

劑型單位 (n=12)的溶離試驗數據，藉此得到完整的溶離試驗曲線。 

⚫ 執行體外溶離試驗時，建議應測試以下酒精濃度：0%、5%、20%與 40%。 

⚫ 選擇媒液的考慮要點如下： 

◼ 如果最佳的溶離媒液為 0.1N HCl：建議應在包含上述酒精濃度的 0.1 N HCl (pH 1.2)

條件下執行溶離試驗。 

◼ 如果最佳的溶離媒液不是 0.1N HCl：建議應在包含上述酒精濃度的 0.1 N HCl (pH 

1.2)與法規單位所建議的溶離媒液條件下執行溶離試驗。 

⚫ 應針對溶離曲線的波形進行比較，藉以確認 MR 製劑的控制釋放特性是否被破壞 (尤其

是在前兩個小時)。 

⚫ 可以採用 f2值來評估兩個溶離曲線之間是否具有相似性 (或缺乏相似性)。應以未加入酒

精(0%)的媒液作為對照組。 

⚫ 報告中應包含完整的試驗數據 (例如：個別數值、平均值、標準差、比較圖表、f2值等)。 

 

    是否需要執行與酒精併服的體內 BA 試驗，將會視體外試驗的結果而定。廠商應針對是

否需要執行體內試驗或適當的仿單標示，與法規單位進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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