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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藥品第一期臨床試驗設計與分析
林資荃1

前言
新藥的發展過程中，第一期臨床試驗主要目的是評估試驗藥品的安全性、藥理及在
人體的耐受性，然第一期臨床試驗通常假設藥品劑量越高、療效越好；但相對劑量越高、
毒性也越強；因此，我們希望在可以接受的耐受性前提下，找出最高劑量，此劑量即稱
為最大耐受劑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此劑量也將作為第二期臨床試驗的
參考劑量。
研究人員執行第一期臨床試驗可能面臨到一些操作上問題，如劑量限制毒性
(Dose-Limiting Toxicity, DLT)如何定義、起始劑量如何決定、劑量增量的間隔如何決定、
每個劑量所納入的受試者數目與劑量增量(dose escalation)所採用的方法等。
有關劑量限制毒性之定義可以參考美國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所頒布的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準則[1]，此準則將 AE 分
為 5 個等級，等級越高代表越嚴重，對於非血液性毒性(non-hematological toxicities)
DLT 通常定義為大於或等於 3 的等級，而對於血液性毒性(hematological toxicities)
DLT 通常定義為大於或等於 4 的等級。
起始劑量選取上通常會依據與人類生理反應相似的物種，未造成任何不良反應
(no-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NOAEL)的劑量，來估算人體暴露量。若無暴露量
可計算時，一般可以採用最合適的物種重複劑量試驗中 NOAEL 的 1/10 作為起始劑量
的預估值。對於起始劑量選取更完整的介紹可以參考 US FDA guidance (2005)
「 Estimating the Maximum Safe Starting Dose in Initial Clinical Trials for
Therapeutics in Adult Healthy Volunteers」[2]與 ICH S9「Nonclinical Evaluation for
Anticancer Pharmaceuticals」準則[3]。
常見劑量增量的間隔是採用改良式費式數列(modified Fibonacci sequence)，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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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增量的比例依次為 100%、67%、50%、40%、33%、33%、33%…的方式。舉例來
說，若起始劑量為 5 mg、下一個劑量則為 5×2 mg (10 mg)、再下一個劑量為 10×1.67
mg (16.7 mg)，依此數列增量，計算出所有劑量。對於不同試驗藥品，劑量增量的間隔
可能有所不同，如癌症疫苗相關臨床試驗，劑量增量可能為指數倍數方式增加(Kaufman
et al.,2006) [4]，因此研究者應依據所要研究的藥品特性，來決定劑量增量的間隔。每個
劑量所納入的病人數目通常為 1-3 名，宜採用依序收案的設計，即同一劑量之試驗藥品
投予受試者，經觀察安全無慮後，再提高劑量投予其他受試者，依此類推。
劑 量 增 量 的 試 驗 設 計 主 要 為 規 則 設 計 (rule-based designs) 與 模 型 設 計
(model-based designs)這兩大類。常見的規則設計為 3+3 設計，而常見模型設計包括
連續重評估方法(continual reassessment method, CRM, O'Quigley et al., 1990)[5]、
連續重評估方法合併藥品過量控制(CRM with overdose control, Babb et al., 1998) [6]
與劑量增量基於毒性區間(Escalation based on toxicity intervals, Neuenschwander
[7]

et al., 2008)
Continual

。上述所介紹模型分析方法皆可以透過統計 R 軟體套裝程式 Bayesian

Reassessment

Method

(bcrm) 來 完 成 ， 網 址 如 下 ：

http://CRAN.R-project.org/package=bcrm。本文章第二章節將針對上述提及的劑量
增量設計作完整介紹，並比較其優缺點。

劑量增量設計方法
(一) 3+3 設計
此設計是常見的劑量增量設計，其方法為從最低劑量開始收納 3 位受試者，每個劑
量至多收納 6 位受試者，MTD 定義為，6 位受試者中有 1 名或 0 名經歷 DLT 之最高劑
量，3+3 設計操作如下(圖一)。
I.

若 3 位受試者中，0 位受試者產生 DLT，則提升一個劑量水準。

II.

若 3 位受試者中，只有 1 位受試者出現 DLT，則在此劑量多增加 3 位受試者。
(i)

若 6 位受試者中，只有 1 位受試者出現 DLT，則提升一個劑量水準。

(ii) 若 6 位受試者中，≧2 位受試者出現 DLT，則降低一個劑量水準。
III. 若 3 位受試者中，≧2 位受試者產生 DLT，則降低一個劑量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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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降低一個劑量水準時：
(i)

若此劑量已納入 6 位受試者，則此劑量為 MTD。

(ii) 若此劑量已納入 3 位受試者，則再納入 3 位受試者。

V.



6 位受試者中，≦1 位受試者出現 DLT，則此劑量為 MTD。



6 位受試者中，≧2 位受試者出現 DLT，則降低一個劑量水準。

若最低劑量 3 位受試者中 ≧2 位受試者產生 DLT，則此劑量視為無法忍受
(intolerable)且停止試驗，宣稱 MTD 不存在。

VI.

若最高劑量 3 位受試者中皆無受試者產生 DLT，則可以再收納 3 位受試者作
為確認此劑量，若 6 位受試者中 0 或 1 個受試者產生 DLT，則此試驗最高劑
量為 MTD。

3+3 設計的好處為容易操作與實施，設計上亦不需要了解統計方法學，然缺點為：
(1)估計出來 MTD 並不精確，因為每個劑量最多僅有 6 位受試者，所以計算出來信賴區
間相當寬，變異程度相當大，如此大的變異將造成 MTD 決定上有很大的不精確性(表一)；
(2)此設計所找到的 MTD 多會低於真正的 MTD，因此會讓大部分受試者接受到一個無
效的劑量(ineffective dose level)，若受試者為嚴重疾病族群，則更耽誤到受試者治療
時程；及(3)此設計僅利用最近的世代(cohort)結果來決定 MTD，此概念與歐盟 2017
所 頒 布 準 則 「 Guideline on strategies to identify and mitigate risks for
first-in-human and early clinical trials with investigational medicinal products」[8]
建議採用所有世代結果來決定 MTD 概念有所不同。
表一、DLT 之 95%確切(exact)信賴區間
產生 DLT 人數

受試者人數

95% CI

0

6

0.000, 0.459

1

6

0.004, 0.641

2

6

0.043, 0.777

3

6

0.118, 0.882

4

6

0.223, 0.957

5

6

0.359, 0.996

6

6

0.54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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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3+3 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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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3+3 設計有上述的缺點，因此發展出藥品增量模型設計，此類設計是利用貝
氏統計(Bayesian statistic)方法，藉由事前分配(prior distribution)的決定和受試者是否
觀察到 DLT，計算出事後分配(posterior distribution)，事後分配將作為下一個受試者
劑量選取之依據。目前常被使用模型設計為：(1)連續重評估方法[5]；(2)連續重評估方法
合併藥品過量控制[6]；及(3)劑量增量基於毒性區間[7]，分別介紹如下。
(二) 連續重評估方法(continual reassessment method, CRM)[5]
連續重評估方法[5]包括六個重要的步驟，茲整理如下：
步驟一：
決定劑量毒性曲線(dose-toxicity curve)模型：連續重評估方法[5]利用非遞減函數
曲線來描述劑量與毒性間相關性，目前常被使用的函數曲線有：(1)幂曲線(Power curve)；
(2) 雙 曲 正 切 函 數 曲 線 (hyperbolic tangent curve) ； (3) 單 參 數 邏 輯 斯 曲 線 (one
parameter logistic curve）
；及(4)雙參數邏輯斯曲線(two-parameter logistic curve)，
四種不同曲線圖型如圖二所示，其中幂曲線、雙曲正切函數曲線與單參數邏輯斯曲線皆
屬於單參數曲線(one-parameter curve)模型，而雙參數邏輯斯曲線屬於雙參數曲線
(two-parameter curve)模型。雙參數曲線模型較單參數曲線模型多增加一個參數，可
以更精確描述劑量與毒性間關係，進而提高找到正確 MTD 機率。
一旦決定劑量毒性曲線後，仍需要給定曲線中參數的分配，常用的分配為伽瑪
(Gamma)、均勻(Uniform)或對數常態(Lognormal)分配。一般而言，研究人員可以依
據臨床前動物試驗結果數據，來決定所欲採用的曲線與曲線中參數的分配。
步驟二：
決定劑量增量的間隔：例如採用改良式費式數列或依據試驗藥品的特性，來決定所
採用的藥品增量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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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四種常用劑量毒性曲線圖

步驟三：
決定每個世代所需要的受試者數目：連續重評估方法[5]，每個世代僅有 1 名受試者，
但若要縮短整個試驗時程與降低試驗計算上的次數，改良式連續重評估方法(modified
continual reassessment method, mCRM, Goodman et al. 1995) [9]，可以允許每個世
代至多收納到 3 名受試者。
步驟四：
決定第一個世代受試者所使用劑量與劑量增加法則：連續重評估方法[5]讓第一個世
代受試者接受先前猜測 MTD 的劑量，且允許跳躍式劑量增量。改良式連續重評估方法
[9]

基於安全性考量，第一個世代受試者接受最低的試驗劑量，且不允許跳躍式劑量增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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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決定目標毒性率(target toxicity rate)：試驗進行前，研究人員須在計畫書中載明目
標毒性率，一般來說，若試驗藥品毒性較強，則目標毒性率可以訂較高；而如果試驗藥
品毒性較弱，或是需要長期服用，則目標毒性率可以訂較低。如抗高血壓藥品的試驗，
其目標毒性率可能訂為 0.2；而抗癌藥品的試驗，其目標毒性率可能訂為 0.3。
步驟六：
決定試驗終止法則：連續重評估方法[5]的試驗終止法則，為當病人數已達到事先設
定的數目時，則試驗終止。改良式連續重評估方法[9]的試驗終止法則設定較具彈性，如
可以訂為至少要有 9 位受試者，接受到 MTD 劑量或是考量 MTD 之精確度，終止法則
可以訂為尋找到的 MTD 劑量，其 95%信賴區間須要落在某個範圍內，如：0.2 到 0.4
間。不同的試驗終止法則，可能找到的 MTD 有所不同，一般來說，若試驗要求的精確
度越高，則所需要的樣本數也相對較多，研究人員可以依據不同的模擬(simulation)方
案，與經費預算考量來決定所採用的試驗終止法則。
(三) 連續重評估方法合併藥物過量控制(CRM with overdose control)[6]
由於連續重評估方法[5]允許跳躍式劑量增量，造成受試者接受到過高劑量的機率提
高，於是 Babb 等人[6]於 1998 提出，連續重評估方法合併藥物過量控制方法。在每一
個世代的受試者接受藥物劑量後，都會計算出下一個世代的受試者接受劑量過量的機率，
一旦機率超過可行性界限(feasibility bound)後，則藥物將不會再提高劑量，一般可行
性界限都定在 25%。此方法所找到的 MTD 相較於連續重評估方法[5]更為保守。
(四) 劑量增量基於毒性區間(Escalation based on toxicity intervals)[7]
上述所提及連續重評估方法[5]與連續重評估方法合併藥物過量控制[6]，都是藉由事
前分配的決定和受試者是否發生劑量毒性，計算出每個劑量的事後分配，透過每個劑量
事後分配平均值的比較，來決定下一位受試者所接受劑量。然透過平均值來決定下一個
病人所接受劑量，有時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舉例來說，假設某一個劑量之事後分配
服從 beta 分配，由圖三可以看出 beta (0.6,1.4)與 beta (6.6,15.4)分配平均值皆為 0.3，
但 beta (0.6, 1.4)分配產生 DLT rate 大於 0.6 機率為 0.168，然 beta (6.6,15.4)分配產
生 DLT rate 大於 0.6 機率為 0.002。如果採用事後分配平均值作為選取標準，可能選到
RegMed 2019 Vol. 101

7

beta (0.6,1.4)或 beta (6.6,15.4)，但若採用劑量增量基於毒性區間方法，可能就只會選
到 beta (6.6,15.4)分配，因此，採用劑量增量基於毒性區間方法，可以大大降低讓受試
者暴露到過高毒性的機率。

圖三、beta (6.6,15.4)與 beta (0.6,1.4)
劑量增量基於毒性區間方法，由 Neuenschwander 等人於 2008 所提出[7]，其作
法如下，首先將(0,1)區間分成 4 等分，


過低毒性區間 (Under toxicity interval)：(0, 0.20]



目標毒性區間 (Target toxicity interval)：(0.20, 0.35]



過多毒性區間 (Excessive toxicity interval)：(0.35, 0.60]



無法接受毒性區間 (Unacceptable dosing interval)：(0.60, 1.00]

給予每個區間一個損失值，如落於過低毒性區間，則給予損失值為1；落於目標毒
性區間，給予損失值為0；落於過多毒性區間，給予損失值為1；落於無法接受毒性區間，
給予損失值為2。對於每個劑量，其所對應貝氏風險(Bayes risk)為：
1 × P(π(d) ∈ (0, 0.20]) + 0 × P(π(d) ∈ (0.2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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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P(π(d) ∈ (0.35, 0.60]) + 2 × P(π(d) ∈ (0.60, 1.00])
其中π(d)為劑量d的事後分配機率密度函數。此方法是經由計算出每個劑量之貝氏
風險，找出具最小貝氏風險的劑量，此劑量即為下一個世代受試者的使用劑量。採用此
方法須要事先定義好每個區間的範圍與損失值，損失值定義：原則上為距離目標毒性區
間越遠，所給予的損失值越大，如：落在無法接受毒性區間之損失值，應大於落在過多
毒性區間之損失值。另外，若不想讓受試者曝露到過高的機率，則可以提高落在過多毒
性區間與無法接受毒性區間的損失值。
除了上述介紹的方法外，仍有許多模型設計方法如Extended CRM (Moller, 1995)
[10]

、Practical CRM (Piantadosi 與 Liu, 1996) [11]與 modified toxicity probability

interval 2 (mTPI2) (Guo et al., 2017) [12]等方法，這些方法都可以供研究者試驗設計上
的參考。然，模型設計方法並無法證明方法之間的優越性，因此研究人員在方法選取上，
應考量臨床前的試驗數據及針對不同劑量毒性曲線、不同劑量增量的間隔、是否合併藥
品過量控制、是否納入毒性區間考量等，執行統計模擬分析，找出最適當的方案，並作
為試驗劑量增量的最佳模型。

結語
癌症藥品第一期臨床試驗主要目的，為找出人體可以接受MTD，此劑量也將作為第
二期臨床試驗的參考劑量。然第一期臨床試驗所收納受試者人數通常不多，此情況下若
採用傳統3+3設計較無法精確找到MTD，因此，近年來國際大廠紛紛採用模型設計方法，
如本文所提及連續重評估方法[5]、連續重評估方法合併藥品過量控制[6]與劑量增量基於
毒性區間[7]等設計，這些設計都需要事先決定劑量毒性曲線與曲線中參數的分配，至於
如何選取適當曲線與參數的分配，可以透過藥品的臨床前試驗及執行統計模擬的方式，
選取出最適當的模式，進而更精準找到MTD。
最後，希望透過本文章介紹，期能協助廠商及研究人員針對預設之目標毒性率，透
過模型設計，精確及有效地找到試驗藥品之MTD，作為後續臨床試驗劑量選取之依據，
如此才更有機會，讓試驗繼續往下個階段進行，且提昇臨床試驗的成功率，以讓我國的
生醫產業能夠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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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之 HTA 挑戰與建議
許淑美 1

前言
根據國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公告的醫 療 器 材 相 關 法 規 及 標 準 [1] ， 依
據 醫 療 器 材 風險程度進行分級，從低至高分成第一等級(低風險性)、第二等級(中風險
性)以及第三等級(高風險性)；另外，再依據其功能、用途、使用方法及工作原理等分成
17 大類註 1。而在國內健康保險給付方面[2]，也將醫療器材依其功能類型分成 10 大類註
2

。由此可見，醫療器材的功能與類別相當多元化，包括診斷型或治療型、植入式或非

植入式等。
醫療器材或診斷技術近年來於醫療照護領域中成長迅速並不斷推陳出新，依據歐洲
醫療科技產業報告 (The European Medical Technology Industry) [3]，2016 年就有超
過一萬二千個醫療器材於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提出申請，為藥品
專利申請的兩倍。有鑑於在醫療系統導入這些創新的醫療科技會衍生出相當高或額外的
花費，因此各國開始注意與醫療器材或技術相關的效益與成本評估，而應用於醫療器材
的醫療科技評估方法(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也日益被重視。
國際生物醫學工程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 IFMBE)針對各國 HTA 組織於醫療器材評估方法指引，進行一項大規模的調
查研究[4]，綜合 17 國、共 32 個 HTA 單位所提供的資訊，以改良的德菲調查法(modified
Delphi survey)建立相關共識，最後整理出醫療器材影響 HTA 的四大主要特性，包括產
品生命週期(product of life cycle)、臨床評估(clinical evaluation)、使用議題(issues in
use)以及成本和經濟評估(costs and economic evaluation)。以下摘要說明 IFMBE 研
究報告中，醫療器材四大特性對於 HTA 方法學的影響及建議，並整理國際 HTA 機構於
四大特性之醫療器材評估指引。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

註1

包括臨床化學及臨床毒理學、血液學及病理學、免疫學及微生物學、麻醉學、心臟血管醫學、牙科學、耳鼻喉科學、胃腸病科
學及泌尿科學、一般及整形外科手術、一般醫院及個人使用裝置、神經科學、婦產科學、眼科學、骨科學、物理醫學科學、放
射學科學以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者。

註2

包括接頭類、容器類、管套類、人工機能代用類、過濾類、傳導類、針具類、復健治療類、縫合結紮類以及工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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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 的影響及建議
一、產品生命週期
(一) 產品生命週期通常較藥品短
醫療器材的生命週期與藥品相較通常較短，導致HTA時程更加限縮，而有時花費數
個月或數年所執行的HTA報告也可能有過時或陳舊的結果。另外，醫療器材能夠符合
HTA目標的證據有限，經濟評估期間若不準確可能導致成本效果分析中成本回收(cost
recovery)的估算無法正確等問題。HTA方法學指引 建議包括：
(1) 收集與利用可獲得的資料來預測產品的使用週期，以利於更準確去分析醫
療器材的成本效果以及量化不確定性。當證據缺乏時，可以經由臨床表現
及可用性分析(usability analysis)來收集評估所需的觀點。
(2) 使用合適的統計方法來評估其品質，例如貝氏方法(Bayesian method)，
以模擬不同證據型態對於醫療器材之效果及安全性的影響。
(3) 於經濟評估時要執行敏感度分析，以量測不同生命週期或漸進式創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對於結果的影響。
(二) 醫療器材的維護
醫療器材所需的維護以及其相關服務特性會對醫療器材整體生命週期的成本、療效、
效果、安全性等造成影響。HTA方法學指引 建議包括：
(1) 取得醫療器材維護所需的資訊與觀點，並使用合適的情境訪查方 法
(contextual inquiry)獲取其對於HTA的影響，例如，收集醫療器材的預防
性維護規劃、成本、休養期(downtime)等資訊，及利害關係人所需的服
務品質資料。
(2) 利用相關工具方法進一步了解醫療器材的維護需求，如領域分析(domain
analysis)、使用者檔案(user profile)、確認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的經
驗 ( 包 括 病 人 及 臨 床 醫 師 ) 、 國 際 電 工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於成本或休養期的標準定義、可用性
分析、平均故障間隔時間(meantime between failure calculati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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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別部分的潛在不穩定性
若醫療器材個別部分具不穩定性(如軟體)，會導致資料不正確或醫療器材失效的風
險，這些可能影響醫療器材的安全性、療效、效果及成本效果等評估。HTA 方法學指
引 建議包括利用合適及有效的工具或標準來執行風險分析。若有需要，可以經驗分析
(empirically analyze)來模擬使用醫療器材的安全性並訂定相關風險報告，以減輕可能
的剩餘風險。
(四) 與其他醫療器材間的相互介入
醫療器材於組織(如人員)、技術(如無線電頻率介面)、及結構面(如物理空間)上可能
會有些最低基本需求，而在資料交換的過程及內在操作上也會有不同的需要。HTA方法
學指 引建議包括：
(1) 繪製器材的使用流程，以明確描述當試驗執行時於組織之限制、技術方面
需求及結構條件。
(2) 增加技術人員、健康照護者及病人對於相關介入的察覺。
(3) 處理並確保醫療器材資料的可交換性及可互通性流程，不管在健康照護機
構內或與其他相關器材的併用。
(4) 執行技術分析及標示可能的最低需求，以處理與其他醫療器材間可能的介
入情形。
(五) 其他醫療器材之依賴性
HTA通常只著重該醫療器材本身，如果該項器材需依賴於其他周遭的品項，則可能
產生因其他醫療器材失效或無效時導致資料不準確的風險。HTA方法學指引 建議包括了
解相關設備及繪製醫療器材的使用流程，並執行風險分析來確認與其他器材間的相互依
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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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床評估
(一) 需要較長的學習曲線
主要影響療效、效果、使用者滿意度、安全性、成本效果及服務提供的估算。HTA
方法學指 引建議包括：
(1) 利用上市前及上市後資料來獲取學習曲線對於結果的影響，相關評估包括
可用性分析及風險分析。
(2) 同時於醫師面向及健康照護機構面向，收集臨床試驗期間的學習相關程序
及臨床結果。
(3) 當於臨床上應用醫療器材時，收集相關登錄資料以做作為醫療器材常規使
用的學習曲線評估。如果可以，也明確說明醫師於特定器材(如型號、類
似器材)的具體使用經驗(於同適應症病患上的執行次數)。
(4) 確保臨床試驗病人接受合適的醫療器材(依據指引及使用流程)，並經由訓
練以降低臨床療效及效果測量偏差的風險。另外，提供醫療器材使用者關
於產品使用的訓練及培訓材料的詳細說明。
(5) 利用適當的統計方法將學習曲線反應於相關結果與成本的量測上。
(二) 隨機對照臨床試驗設計相對於藥品較具挑戰性
在醫療器材執行盲性試驗是一大挑戰，而且不像藥品，醫療器材可以同時是診斷型
及治療型，這些都會影響臨床決策過程及病人的臨床照護途徑。HTA方法學指引 建議包
括採用適合於醫療器材的研究設計，包括臨床路徑初步階段的設計，確認臨床試驗中最
適當的設置、比較品、相關變數等品質分析。另外，在漸進式創新的情境下，加強使用
電腦模擬方法(silico trial)。
三、使用議題
(一) 醫療器材的表現非常依賴使用者及使用情境
如同學習曲線的問題，醫療器材在療效、效果、安全性表現上與使用者的工作負擔、
壓力狀態等有關，相關表現也受使用情境的影響。情境可以被定義為不同的使用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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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設備(硬體、軟體及材料)、物理與社會環境下的產品使用，如醫療器材在不同期間
使用的情境下，可能得到不同的成本、療效、效果及安全性結果。HTA 方法學指引建
議包括：
(1) 參考學習曲線之應對措施，利用上市前及上市後資料來獲取不同情境對於
HTA 結果的影響。
(2) 在使用者訓練階段確認相關設備及收集結果資料，使用合適的統計方法來
模擬分析不同實證對於醫療器材效果及安全性的影響。
(二) 需要密集的訓練
所需的訓練可能影響醫療器材的成本、療效、效果及安全性。HTA方法學指引建議
包括：
(1) 利用上市前及上市後研究來獲取不同學習曲線對於結果的影響。
(2) 選擇醫療器材執行中可適當反應出學習曲線影響的結果及設備。
(3) 使用合適的統計方法來分析不同證據類型對於醫療器材效果及安全性的影
響。
(4) 執行模擬訓練來協助發展適合醫療器材使用者的訓練策略。
(5) 利用合適的統計方法來分析醫療器材學習曲線的不同類型。
四、成本和經濟評估
(一) 產品載入、維護及設備持續費用
醫療器材的維護及載入費用主要影響成本效果及財務影響估算，且由於缺乏相關維
護及服務規劃的實證資料，製造商的建議使用方法可能難以在預算受限的情況下執行，
並造成安全問題或影響醫療器材使用期間的效果。HTA方法學指引 建議包括於報告中明
確描述所有可能的維護、載入、操作及設備持續成本，並說明經濟評估中的假設及所考
量的組織模式類型(如用於臨床內科的技術服務)。
(二) 醫療器材取得的不同財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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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響成本效果及財務影響的估算，如租賃成本；另外，醫療器材也較少使用風
險分攤協議(risk sharing agreements)。HTA方法學指引建議包括了解並確保於經濟評
估中有呈現相關不同財務模型的潛在影響。

國際 HTA 指引
針對前述醫療器材於HTA上的四大影響特性，整理國際HTA機構之醫療器材評估指
引之對應內容，包括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 的 醫 療 技 術 評 估 計 畫 (Medical Technologies Evaluation
Programme, MTEP)[5] 及 診 斷 性 評 估 計 畫 (Diagnostic Assessment Programme,
DAP)[6]、歐洲醫療科技評估(European Network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EUnetHTA) 針 對 治 療 型 醫 療 器 材 [7] 、 澳 洲 醫 療 服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Medical Service
Advisory Committee, MSAC)針對治療型醫療服務和調查型醫療服務[8]、歐盟專案計畫
之醫療器材科技評估方法(Method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of medical
devices, MedtecHTA)針對醫療器材[9]、加拿大安大略省健康品質機構(Health Quality
Ontario, HQO)的HTA方法學指引[10]。
HTA指引中因應四大特性之「臨床評估」與「成本和經濟評估」內容參見表1摘要，
於「產品生命週期」特性方面可參考上述兩項內容。另外，在「使用議題」特性方面，
NICE的MTEP、EUnetHTA、MSAC及MedTecHTA報告中並未提及相關對應內容，NICE
的DAP在某些案例中，有確認特定的植入議題及診斷檢驗範圍，如提供檢驗人員訓練及
技能、設備的利用率及其他可用的照護途徑。另外，HQO則提及在渥太華健康系統中
採用醫療科技的同時，可討論於健康照護中採用相關醫療服務或技術的影響，資源缺口
或系統更換的評估。

結語
醫療器材具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可用於診斷、治療、檢驗、監測等各種提
高人類健康、生活品質與醫療系統的功效，由於其不斷創新的特點，導致在 HTA
上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及挑戰。經由國際間 HTA 組織對於醫療器材評估的經驗與建議
整理，可發現因應醫療器材四大影響特性的主要建議，還是在於完整的資料收集、實
證分析及合適統計方法的應用，經濟評估方面則大都建議採用成本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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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醫療器材之 HTA 以財務影響估算為主，較少執行成本效果或成本效用評
估。HTA 財務影響推估邏輯基本上與藥品的雷同，評估過程也是需要思考產品臨床地位
的判定、比較品的選擇、實證資料的有無及使用狀況等議題，但與藥品不同的是醫療器
材的臨床試驗不若藥品般完整，在評估過程中較難收集到臨床證據及相關參數。近年來
真實世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 RWE)日益重視與討論，在參考國外醫療器材 HTA
經驗外，或可嘗試藉由 RWE 方法學的研究與分析，來解決臨床證據缺乏及經濟評估參
數收集不易等問題。
表 1、醫療器材之 HTA 指引
HTA 指引範圍

臨床評估

成本和經濟評估

NICE(2017)[5]：醫療 資料可為已發表或未發表的證據，包括 成 本 需 考 量 初 步 收 購 成
技術評估計畫，包括 初級臨床研究(如 RCT)或次級研究(如證 本(包括相關基礎設施)及
醫療器材、主動式醫 據綜整或模型研究)；來自已發表之專家 營運成本(包括維護及耗
療器材、主動式植入 意見或相關技術資訊亦可被接受。評估 材)；同時也考量診斷後的
性醫療器材、體外診 則依據實證資料的大小和品質，可以使 治療成本。評估可採用成
斷性醫療器材。

用證據綜整或統合分析來總結不同研究 本

結

果

模

型

的證據，並測量相關不確定性及進行敏 (cost-consequence)。
感度分析。
NICE(2011)

[6]

：診 資料來源同上，次級研究最好是高品質 成本考量同上，同時也需

斷性評估計畫，內容 的系統性文獻回顧或高品質的現有模 考 量 診 斷 式 醫 療 器 材 使
同上，主要聚焦於病 型。DAP 較著重於診斷檢驗的準確性研 用後的治療成本。評估建
理測試、影像、內視 究、長期研究(如 RCT 及其他比較性研 議 採 用 成 本 效 果 分 析
鏡或生理測量等。 究)；來自已發表之專家意見或相關技術 (cost-effectiveness
資訊亦可被接受。評估方法同上，可進 analysis, CEA)、成本效用
行概似比(likelihood ratios)、預測值或 分

析

(cost-utility

診斷勝算比(diagnostic odds ratio)的 analysis, CUA)。
統合分析，ROC 曲線分析及分層模型等。
EUNetHTA(2015) 資料來源同上，次級研究可包括臨床試 若受限於有限時間下，評
[7]

：針對治療型醫療 驗登錄資料；來自專家和病人也被認為 估方法不考慮 CEA。

器材。
RegMed 2019 Vol.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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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 指引範圍

臨床評估

成本和經濟評估

RCT。HTA 者必須預期到可能會缺乏這
類證據，並熟悉這些與特材相關的特殊
RCT 設計。評估方法同上，可進行次族
群分析或其他較複雜的統計方法。
MSAC(2016) [8]：針 優先選用 RCT 資料，也可使用已發表或 成本考量同上，包括初步
對 治 療 型 醫療服務 未發表的初級臨床研究或次級研究；來 收購成本及營運成本。評
和調查型醫療服務。自已發表之專家意見或相關技術資訊亦 估 建 議 採 用 CEA 及
可被接受。評估方法同上，可進行統合 CUA，也可採用敏感度分
回歸分析或執行不同情境下健康結果的 析 來 檢 視 不 確 定 因 素 對
效用評估。
MedTecHTA

於經濟評估的影響。

資料來源同上，次級研究可包括以疾病 需 注 意 醫 療 器 材 間 的 特

(2017) [9]：針對醫療 為主或以特材為主的登錄資料。評估方 殊 性 質 ， 評 估 建 議 採 用
器材。

法需對干擾因子進行調整，於效果與安 CEA。
全性的比較分析時也需注意其他的干擾
因素。如果是大型的登錄資料，敏感度
分析需考量專家意見情境下的偏差調整
(bias adjustment)。

HQO(2018)

[10]

： 資料可為已發表或灰色文獻(如無法商購 執 行 系 統 性 文 獻 回 顧 來

HTA 方法學，包括 的文獻)，來自專家之意見亦可被接受。 綜 合 整 理 所 有 已 發 表 之
醫 療 器 材 、醫療檢 臨床證據需被系統性的確認、整理及分 經濟研究證據，評估建議
驗、外科手術、健康 析，以提供該項健康科技的臨床益處或 採用 CEA。
照護計畫、衛生系統 害處。評估方法同上。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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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EDQM 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歐洲藥典適用性證書：姊妹
文件申請案」指引
發表單位： EDQM

摘要整理： 張秋玲

發表時間： 2018/11

內容歸類： 化學製造管制

類

關 鍵 字： CEP、Sister files

別： 指引、公告

資料來源： Certification of Suitability to Monographs of the European
Pharmacopeia: Guidance on applications for «sister files»
重點內容： 1.

EDQM 於 2013 年 8 月發表本指引的先前版本(1R 版本)，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目前版本(2R 版本)，目前版本已於 2019 年 1 月正式生效。
本文將以目前版本為基礎，將其主要新增內容以底線標示之。

2.

本指引旨在說明加速核准相似檔案的 CEP 申請程序，其中無菌
(sterile)、海綿樣腦病變(TSE)申請案被排除在本指引的適用範圍外，
故適用範圍亦包括已被先前版本排除之植物藥申請案。另外，先前版
本指引僅適用於替代原料藥等級(alternative grade)與替代製造場所
(alternative manufacturing site)之 CEP 申請案，本指引增加替代製
程(alternative process)申請案之相關規定。

3.

姊妹文件(sister files)的申請案須滿足以下條件：
(1) 相同的原料藥 (符合相同的專論，包括其定義部分)，並通過相同
的方法獲得。
(2) 所參照的 CEP 檔案已經得到 EDQM 的核准，已被授予並且有效。
(3) 兩個申請案之持有者是相同的(或屬於同一集團)。
(4) 通常製造廠應該是相同的(或屬於同一集團)。如果最終原料藥的製
造廠不同(或不屬於同一集團)，則最終原料藥的製程，製程中管制
和不純物分佈應與所參照的 CEP 檔案相同。
(5) 新 的 品 質 設 計 (Quality-by-Design) 概 念 或 製 程 分 析 技 術
(Process Analytical Technology, PAT)概念不能含括在姊妹文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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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申請案(Typical applications)
姊妹文件程序通常適用於以下情況(必須滿足上述一般條件，原則上製
造廠應該相同或屬於同一集團)：
(1) 最終純化步驟中使用的溶劑改變，導致不同規格之最終原料藥。
(2) 在合成過程中引入了新的溶劑，但在最終原料藥不能完全移除，
導致原料藥的規格改變。
(3) 替代製程產生不同晶型之相同原料藥。
(4) 申請者希望有單獨的 CEP 涵蓋原料藥替代等級或替代製造場所。
(5) 使用與原始路徑『實質上不同』之替代製程合成路徑，例如使用
不同的起始物、中間體或催化劑等。若新的合成路徑旨在取代當
前路徑，也強烈建議通過姊妹文件程序檢送單獨的 CEP 申請。
(6) 增加最終原料藥的製造場所：當原料藥不純物的分佈不變時，可
允許不同製造廠(或不同集團)之申請案以姊妹文件程序進行。但
是，當原料藥不純物的分佈改變時，則視為新的 CEP 申請案。

5.

姊妹文件所需檢附的檔案應包括：
(1) 模 組 1 應 包 含 申 請 書 、 封 面 信 件 (cover letter) 與 比 較 表
(comparative table)。姊妹文件的請求應明確顯示在封面信件內
容中，並附上所參照的 CEP 檔案的編號、簡要概述新申請案和原
始申請案之間的差異、CEP 副標題(subtitle)。若評估期間發現與
原始申請案相比具有差異而未聲明，則將停止姐妹文件程序，轉
而進行新申請案流程。
(2) 模組 2 應包含品質總體總結(Quality Overall Summary)。
(3) 模組 3 應檢送完整技術性資料，如同標準的新 CEP 申請程序。
A.

應確保所參照的 CEP 檔案是完整且是最新的可接受版本。

B.

起始物製造廠之完整訊息應包括在檔案中。重要的是要指出
新供應商，並提供不同供應商生產的原料藥批次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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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指出起始物/原物料/中間體規格的任何差異。

D.

再驗期需要有安定性試驗加以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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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2 月發表
「學名藥使用者付費法案(GDUFA)
下關於 FDA 及學名藥(ANDA)申請人共同參與之 post-CRL 會議
(post-CRL meeting)」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黃孟雯

發表時間： 2018/12/03

內容歸類： 學名藥

類

關 鍵 字： GDUFA、ANDA、post-CRL

別： 指引

meeting
資料來源： Post-Complete Response Letter Meetings Between FDA and ANDA
Applicants Under GDUFA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為業界提供關於 post-CRL 會議(post-complete response
letter meeting；post-CRL meeting)辦理之建議，由 FDA 出席由學
名藥(ANDA)申請人提出申請之 post-CRL 會議，以釐清 ANDA CRL
(註)中的缺失。

2.

根據 GDUFA II 承諾書(Commitment Letter)，FDA 同意為 ANDA CRL
會議之安排及執行訂定明確目標及程序。
(1) 90％ post-CRL 會議申請須於收到書面申請後 10 個日曆天內預
定會議日期。
(2) 90％ post-CRL 會議須於收到書面申請後 30 天內舉行。
(3) 若 FDA 已預訂於收到書面申請後 30 天內舉行 post-CRL 會議，
但最終因申請人要求而安排於 30 天之後者，FDA 仍可視為目標
達成。

3.

書 面 申 請 應 於 CRL 發 布 後 10 個 日 曆 天 內 經 由 電 子 送 件 系 統
(Electronic Submissions Gateway, ESG) 提 出 。 封 面 應 標 示
「Post-Complete Response Letter Meeting Request」
，內容應包含
以下資料：
(1) 依不同審查組別分類，列出待釐清之 CRL 議題清單。

RegMed 2019 Vol. 101

24

(2) 與會者名單及職稱。
(3) 會議形式：電話會議或書面回覆。若為電話會議，則須提供：
a. 會議議程，說明 30 分鐘內每個議題之時間分配。
b. 要求參與電話會議之審查組別清單。
4.

Post-CRL 會議申請之資料不足而被 FDA 拒絕受理時，申請人將收到
書面通知。申請人可以重新補足資料，惟重新提出之 post-CRL 會議
申請不受限於 GDUFA II 目標日期之規定。以下情況可能導致會議申
請被拒絕：
(1) 缺少上述第 3 項說明所列內容。
(2) 提出的問題並非釐清缺失議題，類別舉例如下：
a. 與設施相關，例如 GMP 缺失修正計畫。
b. 針對研發或配方設計提出意見。
c. 重新定義補件(主要變為次要)。
d. 關於缺失相關性的爭議。
e. 關於批量放大及上市後變更程度的爭議。
f. 關於指引文件的爭議。
g. 非釐清缺失之提問舉例如下：
 是否同意此項統計替代方法可接受？
 是否可以審查預計執行之新研究計畫書？
(3) 提出的問題超出 CRL 中的缺失範圍。
(4) 提出的問題需要 FDA 額外評估資料(例如數據)始得以回應。釐清
問題不應要求 FDA 耗費大量資源。
(5) 未於發布 CRL 後提出 post-CRL 會議申請。
(6) 同一 CRL 先前已有 post-CRL 會議申請獲得同意。

5.

Post-CRL 會議申請獲受理時，申請人將收到書面通知。若 post-CRL
會議申請包含缺失釐清及非缺失釐清之問題，FDA 將部分受理，僅回
答缺失釐清之提問。Post-CRL 會議申請獲部分受理時，申請人將收到
書面通知，該書面通知中會指出被拒絕的提問。

6.

FDA 於收到 post-CRL 會議申請後 10 個日曆天內決定受理或拒絕。若
申請人選擇書面回覆，FDA 將於收到 post-CRL 會議申請後 30 天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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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書面回覆。
7.

以下情況可能導致 post-CRL 會議重新安排或取消：
(1) 額外增加之 FDA 與會人員無法於原訂日期參與會議。
(2) 意外、不可避免之衝突或緊急情況。
(3) ANDA 申請人撤回 post-CRL 會議申請或提出 CRL 回覆。

8.

關於電話會議：
(1) FDA 將嚴格遵守 post-CRL 會議議程，不會受理額外提出的問題。
(2) Post-CRL 會議時間限制為 30 分鐘，不得延長。
(3) FDA 建議所有與會者於會議結束前總結討論重點，確認對會議結
論互相理解。

9.

關於會議紀錄：
(1) 會議紀錄用以保存開會資訊以及作為未來參考資料。
(2) FDA 於 post-CRL 會議後 30 天內向 ANDA 申請人提供會議紀錄。
(3) 若 ANDA 申請人對於 FDA 之會議紀錄有疑慮，應於收到會議紀
錄後 10 個日曆天內以書面方式聯繫承辦人。若會議紀錄被認定已
充分反映會議討論，承辦人會將此結論傳達予 ANDA 申請人，並
以此會議紀錄作為會議正式文件；若 FDA 認為須更改會議紀錄，
更改內容將記錄於會議紀錄的附錄中。

註：美國 FDA 在藥品上市申請案(包括學名藥申請)，在完成審查後，若無
法 同 意 廠 商 可 以 依 所 申 請 資 料 獲 得 上 市 許 可 ， 則 會 issue 一 份
「Complete Response Letter, CRL」文件，列出 FDA 審查所看到的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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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雄性生殖毒性：新藥研發期間
之評估」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何昆瑾

發表時間： 2018/10/24

內容歸類： 非臨床藥毒理

類

關 鍵 字： Testicular toxicity

別： 指引

資料來源： Testicular Toxicity: Evaluation During Drug Develop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本文針對非臨床評估部分進行內容摘要如下：
1.

在新藥研發過程中，雄性生殖毒性(testicular toxicity)通常由下列試驗
之結果進行非臨床評估：
(1) 兩物種（若僅有一最適物種則可僅於一物種中執行）之 2-4 週重
複劑量毒理試驗結果
(2) 嚙齒類之雄性生殖力評估（若適用）
(3) 各階段生殖毒理學試驗之結果，以及出生前、新生與幼年動物暴
露之生殖力評估
(4) 已知的同類藥品效應(class effect)和／或潛在與目標相關之效應

2.

在執行雄性生殖毒性之非臨床試驗時，應說明藥品劑量與暴露時間，
以及動物物種與年齡等參數之選擇依據。

3.

評估動物之雄性生殖損傷時，性成熟動物的生殖器官組織病理學評估
被認為是適當且敏感之指標。毒理學研究應包括對睾丸進行適當的固
定和染色後之睾丸、精囊、附睾和前列腺的組織病理學檢查。

4.

毒理學試驗之恢復期應有足夠的時間使精子生成(spermatogenesis)
得以恢復或重建，且不良效應(adverse effects)的持續性與可逆性為風
險評估的重要考量。

5.

一般而言，在雄性動物中觀察到與生育力受損的生殖毒性結果，包括
但不限於：睾丸的萎縮、變性、壞死或細胞數量過少(hypocell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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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精小管(seminiferous tubule)變性增加或壞死增加，生殖細胞減少
或消失；或其他可能表明生殖功能受損病理學。此外，其他相關的雄
性生殖器官（例如前列腺、精囊與附睾）的發現可能暗示具有雄性生
殖毒性。
6.

非臨床試驗之結果可做為雄性生殖力評估之考量要點如下：
(1) 在與臨床相近或小倍數的藥品暴露量中觀察到的毒性反應
(2) 發生在多個物種中的毒性反應
(3) 隨著暴露持續時間的增加而發生率和嚴重程度增加的毒性反應
(4) 在一次或兩次精子生成週期後或在最後一次給藥之五個半衰期
後，未恢復或部分恢復的毒性反應
(5) 在成對器官中雙側均發生的毒性反應
(6) 在未接受藥品的健康動物中很少見的毒性反應
(7) 與不良組織學相關之生殖器官重量變化
(8) 雄性生育能力下降和交配行為受損
(9) 精子品質受到嚴重影響
(10) 性荷爾蒙受到影響的訊號

7.

當觀察到雄性生殖毒性時，應思考是否為干擾因子所造成的現象，以
及應考慮是否須以額外的非臨床試驗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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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 月發表「加速核准(Accelerated approval)
機制通過之化學藥品及生物製劑仿單」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邱鈺庭

發表時間： 2019/01/22

內容歸類： 仿單指引

類

關 鍵 字： Accelerated approval、

別： 指引

surrogate endpoint、
intermediate clinical endpoint
資料來源： Labeling for Human Prescription Drug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Approved Under the Accelerated Approval Regulatory Pathway: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加速核准機制(accelerated approval)為美國 FDA 縮短治療嚴重或威
脅生命疾病之藥品(包括化學藥品及生物製劑)研發時程所發展出的一
種審查機制，適用範圍包括使用下列臨床指標支持療效的藥品：可合
理預測其臨床效益的替代性指標、或可於發生不可逆之發病或死亡前
測得之臨床指標，且此臨床指標可合理預測藥品在上述情況或在其他
臨床效益上的療效。 這些臨床指標又稱為 替代性指標 (surrogate
endpoints)和中間療效指標(intermediate clinical endpoints)。

2.

經由加速核准機制核准上市的藥品，在不確定替代性指標或中間療效
指標與最終臨床效益的關聯性下，原則上必須進行確認性試驗
(confirmatory trials)以證實確實達到臨床上的效益。

3.

本指引重點為如何將依據替代性指標或中間療效指標加速核准的藥品
資訊於藥品仿單之「適應症及用法」段落呈現。以下整理美國 FDA 對
仿單內容的考量：
(1) 基於加速核准機制核准的適應症：
仿單「適應症及用法」段落除了適應症描述(如藥品可治療、預防、
減輕、治癒或診斷之疾病或症狀)外，另外須刊載加速核准相關資
訊，包括療效證據的侷限性與不確定性(如哪些臨床指標的效果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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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立)，以及上市後的療效確認性試驗，舉例如下：
藥品 X 為治療[某適應症]的藥品。此適應症係依據[某替代性指標
或中間療效指標]加速核准[詳見臨床試驗段落(14.X)]，該適應症的
持續核准須取決於確認性試驗中對於臨床效益的驗證及描述
(ver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2) 該適應症的臨床效益已被驗證：
若上市後的確認性試驗能成功驗證藥品的臨床效益，則應依據試
驗結果修改或刪除仿單適應症段落關於加速核准的敘述。此外，
仿 單 其 他 段 落 如 不 良 反 應 (adverse reactions) 和 臨 床 試 驗
(clinical studies)資訊應一併更新。
(3) 撤銷(withdrawn)加速核准之適應症：
經加速核准機制核准之適應症可能會因為以下理由而遭到撤銷：
A.

申請者未依要求執行上市後臨床試驗。

B.

上市後臨床試驗未能驗證及描述預期的臨床效益。

C.

有其他證據顯示藥品不安全或沒有療效。

若加速核准之適應症遭撤銷，但該藥品有其他已核准之適應症，
則須刪除仿單內被撤銷之適應症相關的敘述。另外，以下資訊亦
可新增於仿單上：
A.

缺乏療效證據：
為了強調藥品在該適應症無療效或臨床效益未能超過風險，
美國 FDA 得要求申請者將相關資訊新增於「適應症及用法」
段落。

B.

安全性資訊：
為了防止醫療人員在未留意適應症已撤銷之下使用藥品而導
致不良反應或風險，美國 FDA 得要求申請者將相關安全性資
訊列於「警語及注意事項」及/或「不良反應」段落，但須註
明藥品並未核准用於該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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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 月發佈「抗微生物藥品與抗微生物感受性
試驗醫材協同開發」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江柏翰

發表時間： 2019/1/17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別： 指引

antimicrobial drugs,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devices
資料來源：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ntimicrobial Drug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Devices.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旨在協助藥品商及醫療器材製造廠協同發展，使得抗微生物感
受性試驗(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AST)醫療器材，得在抗
微生物新藥取得許可的同時、或不久後得到核可。此指引適用的 AST
醫療器材包含：抗微生物感受性試驗盤、粉末、培養基及抗微生物感
受性試驗系統。

2.

AST 醫療器材主要用於偵測微生物對於特定藥品的抗藥性，須向美國
FDA 申請 510(k)核可。而當有新的抗微生物藥品研發後，AST 醫療器
材通常也需要重新提交申請，以因應新抗微生物藥物的使用。

3.

FDA 鼓勵 AST 醫療器材製造商與抗微生物新藥申請藥商於開發的過程
中交流合作，並建議 AST 醫療器材製造廠於抗微生物新藥向 CDER 提
交 NDA 申請前、或申請時透過 Q-Submission 機制，向 CDRH 提交
一份協同開發計畫書。其內容應包含開發中的抗微生物新藥資訊，以
及抗微生物新藥申請藥商和 AST 醫療器材製造廠授權 FDA 引用相關
IND 和 NDA 資料的文件。隨著 NDA 審查過程中，尤其是當該醫療器
材將使用在新藥 2 或 3 期的臨床試驗時，FDA 得要求醫療器材製造廠
提交 Q-submission 補充資料，以利該醫療器材將來申請 510(k)許可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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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DA 建議 AST 醫療器材製造廠於 NDA 預期核准日的 4 至 6 週前申請
510(k)許可證，提交申請時，AST 醫療器材製造廠得使用暫訂的抗微
生 物 感 受 性 試 驗 判 讀 標 準 (provisional susceptibility test
interpretive criteria)作為依據，並在 CDER 認可最終判讀標準時更新
資料。若 AST 製造廠先前有授權 FDA 引用 IND 及 NDA 相關資料，
則 CDRH 可在 NDA 審理的過程中，向 AST 製造廠提供最終判讀標準
的相關資訊。而若無此授權，AST 製造廠亦可在 NDA 核准後，公開
資訊中取得最終判讀標準。

5.

總結來說，510(k)的審理可於 NDA 審理期間進行，藉由藥品商、醫療
器材商、CDRH 及 CDER 之間的交流合作，縮小 AST 醫療器材與抗微
生物新藥獲得核准的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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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 月核准「第一個協助診斷 Mycoplasma
Genitalium 引起之性傳染疾病的體外診斷試劑」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江柏翰

發表時間： 2019/1/23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Sexually-transmitted

別： 新聞

infection , Mycoplasma
genitalium
資料來源： FDA permits marketing of first test to aid in the diagnosis of a
sexually-transmitted infection known as Mycoplasma genitalium.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核准 Aptima Mycoplasma genitalium 試劑，用於協助診
斷性傳染疾病之生殖道黴漿菌(Mycoplasma genitalium)。生殖道黴
漿菌會造成男性非淋菌性尿道炎，以及女性子宮頸和骨盆腔等生殖器
官發炎。該試劑利用核酸擴大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方法，檢
測來自尿液、尿道、尿道口、子宮內頸或陰道拭子的臨床檢體中，是
否含有生殖道黴漿菌。

2.

由於此試劑為 FDA 首次核准針對生殖道黴漿菌的試劑，屬於創新低至
中風險等級醫療器材，因此 FDA 依循 De Novo 法規途徑審查，並建
立特殊管制(special controls)，包括準確度及可信度之要求，以規範
此類協助診斷生殖道黴漿菌引起的生殖泌尿道感染的試劑。在符合一
般管制(general controls)的基礎下，特殊管制能夠合理確保此類產品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未來當其他宣稱相同效能的醫療器材欲申請上市
時，可提交與此試劑具實質相等性(substantial equivalence)的資料來
申請上市。

3.

在 FDA 審查之含 11,774 檢體樣本的臨床試驗中，顯示 Aptima
Mycoplasma genitalium 試劑從陰道、男性尿液、男性尿道及陰莖檢
體中，生殖道黴漿菌的成功識別率可達約 90%，而從女性尿液及子宮
內頸的成功識別率則分別為 77.8%和 81.5%。由試驗結果可知，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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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子採集檢體具較高的臨床準確率，故為較佳的採集檢體方式，但倘
若無法取得陰道拭子，仍可以其他檢體(如：尿液等)作為替代。此外，
這項試驗也顯示該試劑有 97.5-99.8%的機率能成功識別不含生殖道
黴漿菌的檢體。
4.

此試劑能夠協助醫療人員更加準確地檢測出病人是否感染生殖道黴漿
菌，並制定相對應的治療，以避免抗生素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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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作
業與審查基準」修正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陳淑玲

發表時間： 2019/01/09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細胞治療、臨床試驗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71409295
號

資料來源：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作業與審查基準」修正草案
重點內容： 1.

配合 107 年 9 月 6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5803 號令修正「特定醫療
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並增列細胞治療技術管
理規範，以及因應「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之立法，於是重新檢視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作業與審查基準」
，並參照前述法規及國
際最新規範進行修訂。

2.

本次修訂草案內容及修正前後對照表將載於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
(http://www.fda.gov.tw/) /業務專區/藥品/再生醫療製劑管理專區。

3.

本次公開修正草案之內容倘有任何意見或修改建議者，請於發函日次
日起 60 日內發文至食藥署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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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

摘要整理： 楊綵瑜

發表時間： 2019/01/30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西藥專利連結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81400633 號

資料來源： 預告訂定「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t448516
重點內容： 衛生福利部於 108 年 1 月 30 日重新預告「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
本公告原由衛生福利部在 107 年 9 月 11 日預告訂定「西藥專利連結施行
辦法草案」，且於 107 年 11 月 6 日及 11 月 27 日舉辦二次說明會蒐集各
界意見後，經彙整後酌修部分條文，兩預告版本主要差異如下：
援參

修改內容

參考美國、韓國及加拿大等國家有

「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第

將不同多形體納入專利連結制度

三條第二項明定物質發明為藥品有

中，惟要求須有試驗資料（test

效成分之不同多形體者，應於查驗

data）證明療效相等

登記時有試驗資料證明該多形體物
質與該藥品有相同療效，並於條文
中敘明藥品之製程、中間體、代謝
物或包裝者等為不能提報之發明類
型。

援參各界意見

「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第
八條第三項規定學名藥藥品許可證
申請人如果有從藥事法第四十八條
之九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之聲明，
變更為同條第四款情事之聲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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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須「撤回」原申請案，但以
變更聲明表送達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之日期為申請日，方便申請人權益
變更之申請。
符合國際經貿談判需要，以及鼓勵

「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
，將

國內生技發展和獎勵生物相似性藥

生物相似性藥品納入專利連結制度

品之研發

中，明訂準用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
請之專利連結相關規定，以達保護
生物藥專利之要求。

「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對照表，請參照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預告訂定「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公告網頁。
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之法規草案網頁。
本草案將進行為期 60 天之預告評論期，以蒐集各界意見。對於公告內容有
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可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隔日起 60 日內，至「衛生
福利法規檢索系統」或「公告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眾開講」網頁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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