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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藥聞新知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學名藥(ANDAs)之經皮吸收及局部 p.39-41
外用製劑的黏著力(Adhesion)評估」指引草案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人類用注射劑產品使用多劑量 p.42-43
(Multiple-Dose) 、 單 劑 量 (Single-Dose) 及 單 一 病 人 使 用
(Single-Patient-Use)包裝容器之適當包裝形態選擇與標示建議」指
引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9 月發表「調整性試驗設計(Adaptive Designs) p.44-47
於藥品和生物製劑臨床試驗」指引草案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去勢抗性非轉移性前列腺癌：以無 p.48-50
轉移存活期(metastasis-free survival)作為臨床試驗指標之考量」指
引草案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1 月核准第一個「用於偵測新生兒巨細胞病毒 p.51-52
體外診斷試劑」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2 月發佈「宣稱適用特定種類或類別之癌症治 p.53-55
療藥品之伴同性體外診斷器材其開發及標示」指引草案

國內醫藥法規重要政策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變更案件之審查 p.56
流程及查檢表」，並自即日起試辦一年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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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 C 型肝炎治療之發展－淺談 DAA 藥品及三期試驗設計重點
李欣融1

一、慢性 C 型肝炎病毒
慢性 C 型肝炎由 C 肝病毒引起，臨床上病人易併發肝硬化，衍生肝臟功能失償及
各系統併發症或肝癌；如何有效治療 C 肝病毒，為公共衛生上重要議題。
C 肝病毒屬於黃病毒科(flaviviridae)，為含外套膜的正向單股核糖核酸(RNA)病毒，
其基因體可轉譯成一條約含 3000 個胺基酸的多蛋白，經處理後可切割成 3 個結構蛋白
和 7 個非結構(NS)蛋白(圖一)，非結構蛋白包括 NS1，NS2，NS3，NS4A，NS4B，
NS5A，NS5B[1]等，功能與病毒複製有關，近年之直接抗病毒藥品(Directing Antivirus
Agent, 簡稱 DAA)，即以 C 肝病毒特定的非結構蛋白為標的，干擾病毒複製；目前 DAA
依其作用機制，主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 NS3/4A 蛋白酶抑制劑(NS3/4A protease
inhibitor)，第二類是 NS5B 聚合酶抑制劑(NS5B polymerase inhibitor)，第三類是
NS5A 抑制劑(NS5A inhibitor)[2]。

圖一、[1]註 1

C 型肝炎病毒依其基因體序列，共有 6 種最主要的基因型(GT1-GT6)；流行最廣的
是 GT1，約占 49.1%，GT1 又可分為 1a 和 1b；第二常見的為 GT3 (17.9%)，然後是
GT4，GT2，和 GT5，分別占 16.8%，11%，和 2%；最不常見的則為 GT6，約佔 1.4%；

1

註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新藥科技組
擷取自 Burstow NJ, Mohamed Z, Gomaa AI, et al. Hepatitis C treatment: where are we now?. Int J Gen Med. 2017;
10:39-52. Published 2017 Feb 17. doi:10.2147/IJGM.S12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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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GT2 和 GT6 的個案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
台灣的病毒基因型則以 1b 為最重要，約佔 50-70%[2] (圖二)，在台灣南部，基因
型 2a 亦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同基因型對於藥品效果不同，在研發此類藥品時，應將不
同基因型之流行病學和藥品效果一併考慮在內。

圖二、Distribution of HCV Genotypes/Subgenotypes in Taiwan 註 2

二、慢性 C 型肝炎治療發展
西 元 1990 年代，慢性 C 型 肝炎的標準治療以 傳統型干擾素 (conventional
interferon, IFN)的針劑長效型干擾素(peginterferon, Peg-IFN)單一使用或是合併口服
雷巴威林(ribavirin, RBV)治療 24 週至 48 週[3, 4]為主流。臨床上藥品治療效果普遍以 SVR
(sustained virologic response)作為評估指標，SVR 指的是在完成療程後 12-24 週
(SVR12 或是 SVR24)，未在病人血液檢體中偵測到 HCV RNA。過去長效型干擾素
(Peg-IFN)合併口服雷巴威林(RBV)的療程，以 GT2、GT3、GT5 及 GT6 效果較佳，SVR

註2

擷取自劉振驊醫師演講；C 型肝炎治療新進展；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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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 80%[3, 5]，但最普遍的 GT1，效果卻最差，SVR 大約為 40% [6]。
西元 2011 年，直接作用抗病毒藥品(DAA)首度問世；USFDA 核准了作用在
NS3/4A 的 DAA 藥品 boceprevir，其合併 Peg-IFN 和 RBV 的三合一療法，於 SPRINT-2
試驗中，針對未經治療的 GT1 病人，SVR24 達 68%，相較於對照組傳統 Peg-IFN 合併
RBV 的 SVR24 (38%)為高[7]；RESPOND-2 試驗中曾接受過治療的 GT1 病人，先使用 4
週 Peg-IFN 和 RBV 前導治療後，再加入 boceprevir 進行 44 週的三合一治療，其 SVR24
為 66%，較對照組傳統 48 週 Peg-IFN 和 RBV 治療的 SVR24 (21%)大幅提高[8]；然而
加入 boceprevir 的三合一療法雖可提升 SVR 反應率，臨床上亦觀察到副作用增加的現
象，例如貧血和味覺障礙等。
西元 2013 年，USFDA 核准了作用在 NS5B 的 DAA 藥品 sofosubuvir (SOF,
Sovaldi®)，sofosubuvir 與 Peg-IFN 和 RBV 併用，在未經治療的 GT1 病人，SVR12 可
達 90%[9] ，並可降低縮短治療時間至 12 週，但仍須搭配 Peg-IFN 和 RBV 使用。西元
2014 年，美國核准全口服 DAA 複方藥品 Harvoni® [10]，Harvoni®為 sofosbuvir 合併
ledipasvir，作用點分別在 NS5B 及 NS5A 蛋白，在未經治療且未有肝硬化的 GT1 病人
中，其 SVR12 可達 96%[10]。綜觀現今 DAA 複方藥品，平均可提升 SVR 高達 95%[2] (圖
三)，全口服治療方式更提高了臨床使用的便利性，於是 DAA 藥品形成慢性 C 型肝炎治
療的主流。

圖三、Milestones of Antiviral Therapy for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註 3
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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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核准的 Direct-Acting Antiviral, DAA 藥品
至 2017 年 10 月為止，USFDA 核准的 DAA 藥品(涵蓋單方和複方)共有 12 種[11]，
其中亦有多個項目已於台灣上市，本文整理其核准現況與適應症如下表一。
表一、已核准的 Direct-Acting Antiviral, DAA 藥品 (USFDA & 台灣)
Brand Name
/Manufacture

台灣上市情形(許可證
Generic Names

USFDA 核准適應症

字號)/核准適應症

[12]

Name
®

an NS5A replication

衛部藥輸字第 026661

/Bristol-Myers

complex inhibitor is

號和 026662 號

Squibb Company

indicated for use with

適應症

sofosbuvir for the

1. 與

DAKLINZA

daclatasvir

[14]

sofosbuvir

併

treatment of patients

用，治療成人慢性 C

with chronic HCV

型肝炎基因型第 1、

genotype 3 infection.

2、3 型之感染。

Sustained virologic

2. 與 asunaprevir 併

response (SVR) rates are

用，治療代償性肝病

reduced in HCV

(包括肝硬化)成人慢

genotype 3-infected

性 C 型肝炎基因型第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1b 型之感染。

receiving this regimen.

3. 與

asunaprevir 、

The recommended

peginterferon

dosage of DAKLINZA is

ribavirin 併用，治療

60 mg, taken orally, once

代償 性肝 病 ( 包 括肝

daily in combination with

硬化)成人慢性 C 型

sofosbuvir for 12 weeks.

肝炎基因型第 1 型之

DAKLINZA may be taken

感染。

with or without food. The

及

4. 與 peginterferon 及

optimal duration of

ribavirin 併用，治療

DAKLINZA and

成人慢性 C 型肝炎基

sofosbuvir for patients

因型第 4 型之感染。

with cirrhosis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EPCLU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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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ofosbuvir,

a fixed-dose combination

衛部藥輸字第 027547

velpatasvir

of sofosbuvir, a hepatitis

號[13]
4

/Gilead Sciences

C virus (HCV) nucleotide

適應症

analog NS5B polymerase

Epclusa 適應於治療成

inhibitor, and velpatasvir,

人慢性 C 型肝炎病毒

an HCV NS5A inhibitor,

(HCV)基因型 1、2、3、

and is indicated for the

4、5、或 6 之感染

treat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chronic
HCV genotype 1, 2, 3, 4,
5, or 6 infection -without
cirrhosis or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 or
with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for use in
combination with
ribavirin
®

HARVONI

sofosbuvir,

a fixed-dose combination

衛部藥輸字第 026675

/Gilead Sciences

ledipasvir

of ledipasvir, a hepatitis C

號

virus (HCV) NS5A

適應症

inhibitor, and sofosbuvir,

1. HARVONI 適 用 於

[15]

®

an HCV nucleotide

治療慢性 C 型肝炎病

analog NS5B polymerase

毒(HCV)基因型 1、

inhibitor, and is indicated

2、4、5 或 6 感染症

for the treatment of

成人患者。

chronic hepatitis C (CHC)
genotype 1, 4, 5 and 6
infection in adults.

[14]

®

2. HARVONI 適 用 於
治療 12 歲(含)以上，
且未併有肝硬化或併
有代償性肝硬化的基
因型 1 慢性 C 型肝
炎感染症之兒童患
者。

®

(Discontinued)

TELAVIC(衛部藥輸字第

/Vertex

in combination with

026251 號，已註銷，廠

Pharmaceuticals

peginterferon alfa and

商自請註銷)

ribavirin, for the

適應症

treatment of genotype 1

慢性 C 型肝炎

chronic hepatitis C (CHC)

TELAVIC(telaprevir)與

INCIV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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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aprevir

[17]

5

in adult patients with

長效型干擾素-α 和

compensated liver

ribavirin 併用時，適合

disease, including

使用於患有代償性肝臟

cirrhosis, who are

疾病(包括肝硬化)且未

treatment-naïve or who

曾接受治療、或曾接受

have been previously

含干擾素療法治療(包含

treated with

先前對治療無反應者、

interferon-based

部分反應者和復發者)的

treatment, including prior

第 1 基因型慢性 C 型肝

null responders, partial

炎成年病患。

responders, and
relapsers
®

[16]

MAVYRET

glecaprevir

for the treatment of：

/AbbieVie Inc.

pibrentasvir



[18]

MAVIRET (衛部藥輸字
[19]

adult patients with

第’027323 號)

chronic hepatitis HCV

適應症

genotype (GT) 1, 2, 3,

MAVIRET 適用於治療成

4, 5 and 6 infection

人慢性 C 型肝炎病毒

without cirrhosis or

(HCV)基因型 1、2、3、

with compensated

4、5、或 6 之感染。

cirrhosis (Child-Pugh
A)


adult patients with
HCV genotype 1
infection, who
previously have been
treated with a
regimen containing
an HCV NS5A
inhibitor or an
NS3/4A protease
inhibitor (PI), but not
both

OLYSIO

®

simeprevir

for the treatment of

/Janssen

adults with chronic

Pharmaceuticals

hepatitis C virus (HCV)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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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

[20]

6

•

in combination with
sofosbuvir in patients
with HCV genotype 1
without cirrhosis or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

•

in combination with
peginterferon alfa
(Peg-IFN-alfa) and
ribavirin (RBV) in
patients with HCV
genotype 1 or 4
without cirrhosis or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

®

SOVALDI

/Gilead Sciences

sofosbuvir

[21]

for the treatment of：


號

genotype 1, 2, 3 or 4

適應症:

chronic hepatitis C

1. 成人患者：SOVALDI

virus (HCV) infection

與其他藥物併用可以

without cirrhosis or

治療患有慢性 C 型肝

with compensated

炎病毒(HCV)感染症

cirrhosis as a

的成人患者。
2. 與 Peg-IFN 及 RBV

combination antiviral

併用可治療未併有肝

treatment regimen.

硬化或併有代償性肝

Pediatric patients 12

硬化的基因型 1 或 4

years of age and older

感染症。

or weighing at least

3. 與 RBV 併用可治療

35 kg with genotype 2

未併有肝硬化或併有

or 3 chronic HCV

代償性肝硬化的基因

infection without

型 2 或 3 感染症。

cirrhosis o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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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dult patients with

component of a

•

衛部藥輸字第 026592

4. 兒童患者：SOF 與

compensated

RBV 併用可治療 12

cirrhosis in

歲(含)以上或體重至

combination with

少 35 公斤以上，且
7

ribavirin.

未併有肝硬化或併有
代償性肝硬化之兒童
患者的慢性 HCV 基
因型 2 或 3 感染症。

®

[23]

ombitasvir,

for the treatment of :

paritaprevir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號

ritonavir

ribavirin for the

適應症

treatment of patients

VIEKIRAX 適用於與

with genotype 4 chronic

Exviera 、RBV 併用(併

hepatitis C virus (HCV)

用方式詳參劑量與投藥

infection without

方法段)，以治療成人慢

cirrhosis or with

性 C 型肝炎基因型 1、4

compensated cirrhosis.

之感染。

treatment of chronic HCV

衛部藥輸字第 026204

/ Merck Sharp

genotype 1 infection, in

號(已註銷，廠商自請註

Dohme

combination with

銷)

peginterferon alfa and

適應症

ribavirin, in adult patients

Victrelis (boceprevir)

(18 years of age and

適用於與 Peg-IFN 及

older) with compensated

RBV 併用，藉以治療先

liver disease, including

前未曾接受治療或先前

cirrhosis, who are

曾治療失敗之代償性肝

previously untreated or

病成人患者(18 歲[含]以

who have failed previous

上)的慢性 C 型肝炎

interferon and ribavirin

(CHC)基因第 1 型感染

therapy, including prior

症

TECHNIVIE

/AbbVie Inc.

VICTRELIS

®

boceprevir

衛部藥輸字第 026709
[24]

®

®

[27]

null responders, partial
responders, and
relapsers.
VIEKIRA PAK

®

/AbbVie Inc.

[25]

ombitasvir,

use with or without

paritaprevir and

ribavirin for the

ritonavir tablets

treatment of adult

co-packaged with

patients with chronic

dasabuvir tablets

HCV:[26]

未上市

• genotype 1b without
cirrhosis o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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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ed cirrhosis
• genotype 1a without
cirrhosis or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
for use in combination
with ribavirin
VOSEVI

®

sofosbuvir,

treatment approved for

/Gilead Sciences

velpatasvir,

the treatment of adult

voxilaprevir

patients with chronic

未上市

HCV infection without
cirrhosis or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
(Child-Pugh A) who
[27, 28]

have：


genotype 1, 2, 3, 4, 5,
or 6 infection and
have previously been
treated with an HCV
regimen containing
an NS5A inhibitor.



genotype 1a or 3
infection and have
previously been
treated with an HCV
regimen containing
sofosbuvir without an
NS5A inhibitor.

®

ZEPATIER

elbasvir,

a fixed-dose combination

衛部藥輸字第 026972

/Merck Sharp

grazoprevir

product containing

號

elbasvir, a hepatitis C

適應症

virus (HCV) NS5A

ZEPATIER 適用於治療

inhibitor, and

成人的慢性 C 型肝炎基

grazoprevir, an HCV

因型第 1 或第 4 型感染

NS3/4A protease

症。

Dohme

[29]

®

inhibitor, and is indicated
with or without ribavi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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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reatment of chronic
HCV genotypes 1 or 4
infection in adults

[28]

四、USFDA 發表 DAA 藥品治療慢性 C 肝之指引[30]
西元 2011 年至 2018 年為 DAA 藥品蓬勃發展時期，USFDA 亦於 2011 年首度公
告了研發 DAA 藥品治療慢性 C 肝的指引草稿，西元 2013 年修改為第二版草稿，最後
於西元 2017 年 11 月，綜合各界意見與多項 DAA 藥品核准經驗後，USFDA 公告了該
指引的最終正式版本[30]。本文擬針對該最終指引內，關於臨床三期試驗之設計和主要療
效指標部分，進行摘要與探討；並同時參考 sofosbuvir (Sovaldi®)中文仿單與查驗登記
資料，針對其在成人單獨感染 HCV 之五個樞紐性試驗[9, 31]，進行討論與分析。
(一) 三期試驗設計概要[32]
如何決定三期試驗適當的試驗設計，重點因素需考慮藥品本身的利益風險特性，預
期接受該藥品治療的族群，以及目前臨床上已獲核准的治療方案。
依 USFDA 建議，此類藥品整體資料中，應至少有一個樞紐性試驗採取隨機、活性
對照控制的試驗設計。該活性對照方案，應為市面上已經法規單位核准，並為權威科學
性團體依當時臨床證據，建議用於治療慢性 HCV 感染的治療之一。這樣的設計優點在
於可允許試驗藥品或療程與已經法規單位核准的建議治療方案，在試驗中直接進行安全
性和有效性的比較。
雖然在指引中，隨機，活性對照的試驗設計獲 USFDA 青睞，但在某些情況下，使
用歷史性對照的單臂試驗設計可能是可以被法規單位接受的。需要注意的事，採用歷史
性對照有其侷限性，例如難以在牽涉諸多潛在預後因素的基準點上，建立病人的可比性
等，建議研發者應儘早針對試驗設計和法規單位進行討論，並應在計畫書中包含足夠資
訊以支持所採用的歷史性對照控制組。
1.

以治療族群為考量的設計概念

針對未經治療和未有 DAA 治療經驗的族群，相較於單臂試驗，USFDA 更建議採取
隨機，活性對照控制的不劣性(non-inferiority, NI)或較優性試驗。廠商設計不劣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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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根據過去歷史性控制(historical control)的治療效果，整體試驗設計和統計分析
計畫等面向，說明其選取 NI (不劣性)臨界值的理由。
針對不需要立即接受治療的 病人族群，廠商可採即時和延期治療的試驗設計
(immediate versus deferred design)。此類設計允許無立即治療需求的病人，在預期
的治療時間內，隨機分配至以 DAA 為基礎的治療組或安慰劑組接受治療；而在治療結
束時，安慰劑組的病人仍然可以接受到以 DAA 為基礎的治療方案；此種延期治療試驗
設計(deferred treatment design) 概念，目的在於可收集比較研發藥品的安全性數據，
但因可預期安慰劑組不會有治療效果，療效上之比較，仍應採用歷史性對照進行。除此
之外，廠商也可採用劑量或治療持續時間比較的試驗(a dose or treatment duration
comparison trial)，作為立即與延遲治療設計的替代方案。
2.

試驗族群

考量到肝硬化對於治療結果之影響，試驗應收納足夠的肝硬化病人族群，並針對所
欲治療的基因亞型分別確認其效果，特殊族群的研究則建議涵蓋 HIV/HCV 共病症病人、
肝功能損害病人、移植前或移植後病人、晚期慢性腎病變病人，失代償肝硬化病人和兒
童族群。至於曾經使用含 DAA 方案但治療失敗的病人族群，其為另一個需有效 HCV 治
療的新興族群，廠商若欲針對該適應症進行研發，建議應及早與法規單位進行討論規
劃。
(二) 主要療效指標-SVR[32]
在慢性 C 型肝炎感染的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中，評估臨床結果是相當具挑戰性的，
因為很難在沒有治療介入的情形下，將病人持續保持在隨機試驗上足夠的時間，以用來
識別晚期發生的臨床事件(例如肝癌或需要肝臟移植)。然而，多個研究顯示 SVR24 與臨
床結果改善之間具相關性，例如 HCC 的發展，肝臟事件，纖維化和全因死亡率等，這
樣的數據支持 SVR 作為 HCV 疾病進展的替代指標。
在 USFDA 先前的指引草稿中，SVR24 是此類臨床試驗的建議指標，2017 年的最終
版本中，USFDA 進一步接受了 SVR12。這樣的改變來自於 USFDA 檢視了多個基於
Peg-IFN 治療方案的臨床試驗，匯集檢視 13,000 多名病人 SVR12 和 SVR24 之間的相關
性，簡而言之，SVR12 和 SVR24 之間存在高比率的一致性。SVR12 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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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99％和 98％；而在分析隨後的 IFN-free 療程試驗中，亦顯示 SVR12 和 SVR24 之
間的類似一致性。因此，USFDA 認為針對含 IFN 和 IFN-free 治療方案的 DAA 藥品查
驗登記試驗，SVR12 是合適的主要指標。
儘管 SVR12 已顯示可預測 SVR24，但 SVR12 和 SVR24 結果的一致性，仍然應在臨床
試驗中連續評估，尤其是針對新的 DAA 類別和新的合併治療方案。如果該治療方案中
的一種或多種藥品具有長的血漿或細胞內半衰期，或延長的抗病毒活性，則可能需要額
外的治療後追蹤(例如 1 年或更長的時間)。
廠商在提交新藥查驗登記時，應該分析 2 期和 3 期試驗中所有可用的 SVR12 和
SVR24 數據(以及可獲得的長期追蹤數據)，以評估這些結果的一致性和分析結果，其他
次要療效指標應包括以下內容:
1.

病毒學失敗率（治療結束後復發和治療中的病毒學突破）

2.

SVR24

3.

病毒學失敗與治療產生抗藥性相關病人之百分比和 HCV 病毒株變化

五、案例探討-Sofosbuvir (SOLVADI®) 於成人單獨感染 HCV 之樞紐試驗[9, 31]
Sofosbuvir (SOF, Sovaldi®)目前在國內核准的適應症包括成人與兒童，其在成人單
獨感染 HCV 的五個樞紐試驗中(表二)，廣泛地涵蓋了活性對照組，安慰劑對照和歷史性
對照等不同試驗設計，主要指標則多為觀察 SVR12 之反應率；不同試驗收納不同基因型
(GT1、2、3、4)的病人，多數含有 sofosbuvir 的建議治療期間為 12 週，但在 GT3，
SOF+RBV 併用療程，建議延長為 24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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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Sofosbuvir (SOVALDI)在單獨感染 HCV 成人的樞紐試驗[9, 31]
Study Arm
Trial

Population

Study Design

(Number of Subjects
Treated)

NEUTRINO Study

FISSION Study

Treatment Naïve (TN)

Open label

SOF+Peg-IFN+RBV

(GT 1, 4, 5, 6,)

Historical control

12wks (327)

cirrhosis/non cirrhosis

(SVR 60%)[32]

TN (GT 2 or 3)

Randomized

SOF+RBV 12wks

cirrhosis/non

Open label

(256)

cirrhosis

Active control

Peg-IFN+RBV 24 wks

Non –inferiority

(243)

(margin -15%)[32]
POSITRON Study

IFN unwilling,

Randomized

SOF+RBV 12wks

ineligible,

Double blind

(207)

Intolerant (GT 2 or 3)

Placebo control

Placebo 12wks (71)

cirrhosis/non
cirrhosis
FUSION

Previous interferon

Randomized

SOF+RBV 12 wks

Study

relapsers or

Double blind

(103)

nonresponders (GT2

Historical control

SOF+RBV 16 wks (98)

or 3)

(SVR 25%)[32]

cirrhosis/non
cirrhosis
VALENCE

TN or previous

Non randomized

SOF+RBV 12 weeks

Study

interferon relapsers

Open label

for GT2 (73)

or nonresponders

SOF+RBV 12 weeks

(GT2 or 3)

for GT3 (11)
SOF+RBV 24 weeks
for GT3 (250)
Placebo for 12 weeks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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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依不同 HCV 基因亞型，進行分析探討。
1.

GT 1 or 4

未曾接受治療的成人病人－NEUTRINO 試驗[9, 31]
NEUTRINO 試驗設計為開放性，單臂，歷史性控制；因過去已有豐富的經驗在未
曾接受治療的 GT1 成人病人其接受傳統治療後之 SVR 資料，廠商估算後，SVR 採用 60%
作為歷史性對照。NEUTRINO 試驗中，大多數病人為 GT1 (89%); 9%病人為 GT 4，而
GT 5 或 6 只佔了 2%。試驗結果顯示，GT1 或 GT4 病人接受 SOF + Peg-IFN + RBV 12
週療程後的 SVR12 平均為 90% (表三)， GT 5 或 6 的資料則不足以提供給藥建議。
表三、研究 NEUTRINO (未曾接受治療基因型 1 或 4 HCV 受試者的 SVR12 反應率)[9, 31]
SOF+ Peg-IFN+ RBV 12 wks；N=327
Overall SVR

90% (289/320)

Genotype 1a

90% (262/292)

Genotype 1a

92% (206/225)

Genotype 1b

83% (55/66)

Genotype 4

96% (27/28)

Outcome for subjects without SVR
On-treatment virologic failure

0/320

Relapseb

9% (28/319)

Otherc

1% (3/320)

a.

有 1 位受試者患有基因型 1a/1b 混合感染。

b. 計算復發率的分母為最後一次進行治療中評估時達到 HCV RNA < LLOQ 之效果的受試者人數。
c.

其他包括未達到 SVR 也不符合病毒學治療失敗之標準的受試者(如無法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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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T 2 or 3

未曾接受治療的成人病人－FISSION 試驗[9, 31]
FISSION 試驗設計為隨機開放，活性對照，試驗組接受 SOF+RBV 12 週，對照組
則接受傳統標準治療 Peg-IFN+RBV 24 週。GT2 受試者中，SOF+RBV 治療組 SVR12
反應率(95%)明顯較 Peg-IFN+RBV 對照組為高(SVR12 為 78%)；至於 GT3 受試者，其
12 週 SOF+RBV 治療組的 SVR12 反應率則為次優之結果，並未列在仿單上。
表四、研究 FISSION 中，未曾接受治療基因型 2 受試者的 SVR12 反應率[9, 31]
SOF+RBV 12 weeks

SVR12

Peg-IFN+RBV 24 weeks

N=73a

N= 67a

95% (69/73)

78% (52/67)

Outcome for subjects without SVR12
On-treatment virologic

0/73

4% (3/67)

Relapseb

5% (4/73)

15% (9/62)

Otherc

0/73

4% (3/67)

failure

a.

包括 3 位感染重組基因型 2/1 HCV 的受試者。

b. 計算復發率的分母為最後一次進行治療中評估時達到 HCV RNA < LLOQ 之 效果的受試者人數。
c.

其他包括未達到 SVR 也不符合病毒學治療失敗之標準的受試者(如無法追蹤)。

無法耐受、不適合使用或不願意使用干擾素的成人病人－POSITRON 試驗[9, 31]
POSITRON 試驗為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收納無法耐受或無意願接受 IFN 治
療的病人族群，符合條件的受試者以 3:1 隨機分配至 12 週的 SOF+RBV 或安慰劑組，
並以肝硬化進行分層。安慰劑組病人於完成 12 週治療期間及治療後第四週訪視者，可
允許其進入另一個開放性試驗接受 12 週的 SOF+RBV 治療。本試驗大部份受試者先前
都未曾接受任何 HCV 治療（81%）
，GT2 受試者整體 SVR12 可達 90%以上(表五)。GT
3 受試者的 SVR12 反應率則為次優之結果。
表五、研究 POSITRON 中無法耐受、不適合使用或不願意使用干擾素的基因型 2 H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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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VR12 反應率[9, 31]
SOF+RBV 12 weeks

SVR12

Placebo 12 weeks

N=109

N= 34

93% (101/109)

0/34

Outcome for subjects without SVR12
On-treatment virologic

0/109

97% (33/34)

Relapsea

5% (5/107)

0/0

Otherb

3% (3/109)

3% (1/34)

failure

a.

計算復發率的分母為最後一次進行治療中評估時達到 HCV RNA < LLOQ 之 效果的受試者人數。

b.

其他包括未達到 SVR 也不符合病毒學治療失敗之標準的受試者(如無法追蹤)。

先前曾接受治療的成人病人－FUSION 試驗[9, 31]
FUSION 試驗設計為隨機雙盲，收納之前接受 IFN-based treatment 但是未達到
SVR 者，試驗並以肝硬化進行和基因型(GT2, GT3)分層。該試驗兩組受試者皆接受
SOF+RBV 治療，差別在於採用不同長短(12 週或 16 週)的治療期間。本試驗中 GT 2 受
試者，其接受 16 週 SOF+RBV 治療之 SVR12，與 12 週治療期相比並無顯著增加。至
於 GT 3 受試者，12 週治療期與 16 週治療期的 SVR 反應率則為次優之結果。
表六、研究 FUSION 中，基因型 2 受試者先前曾接受以干擾素治療復發者及無反應者
的 SVR 12 反應率[9, 31]
SOF+RBV 12 wks；N=39a
Genotype 2 SVR12

82% (32/39)

Outcome for subjects without SVR12
On-treatment virologic failure

0/39

Relapseb

18% (7/39)

Otherc

0/39

a.

包括 6 位感染重組基因型 2/1 HCV 的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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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計算復發率的分母為最後一次進行治療中評估時達到 HCV RNA < LLOQ 之效 果的受試者人數。

c.

其他包括未達到 SVR 也不符合病毒學治療失敗之標準的受試者(如無法追蹤)。

未曾接受治療與先前曾接受治療的成人病人－VALENCE 試驗[9, 31]
由 FISSION 試驗，POSITRON 試驗和 FUSION 試驗中 GT3 次族群的試驗結果，暗
示該次群可能需要較 12 週更長的治療期間。
VALENCE 試驗目的為針對未曾接受治療的受試者或先前曾接受以干擾素為主之
治療但未達到 SVR 的受試者（包括併有代償性肝硬化的受試者）
，評估使用 SOF 合併
劑量依體重而定之 RBV 治療基因型 2 或 3 HCV 感染症的結果。原本的試驗設計為將受
試者依 4:1 的比例隨機分配進入 SOF+RBV 12 週治療組或安慰劑組。但基於過程中不
斷出現的數據，試驗被解盲，之後所有感染基因型 2 HCV 的受試者都繼續進行原計劃
的治療(亦即接受 SOF+RBV 治療 12 週)，而感染基因型 3 HCV 的受試者則延長治療至
24 週。結果顯示，GT3 病人接受 24 週治療，整體 SVR 反應率為 84%，因此建議該族
群之治療期為 24 週。
表七、研究 VALENCEa 之特定子群中的 SVR12 反應率，依基因型分列[9, 31]

Overall SVR12

Genotype 2 SOF+RBV

Genotype 3 SOF+RBV

12 weeks

24 weeks

N=73

N=250

93% (68/73)

84% (210/250)

Outcome for subjects without SVR12
On-treatment

virologic

0% (0/73)

<1% (1/250)

Relapseb

7% (5/73)

14% (34/249)

Treatment-naïve

3% (1/32)

5% (5/105)

Treatment-experienced

10% (4/41)

20% (29/144)

Otherc

0% (0/73)

2% (5/250)

failure

a.

安慰劑組受試者（N=85）並未被納入未達到 SVR12 的受試者。

b.

計算復發率的分母為最後一次進行治療中評估時達到 HCV RNA < LLOQ 之 效果的受試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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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包括未達到 SVR12 也不符合病毒學治療失敗之標準的受試者（如無法 追蹤）。

結語
DAA 藥品的問世改變了慢性 C 型肝炎治療的臨床治療，過去十年來累積的發展經
驗也讓法規單位得以更加清楚此類藥品之利益與風險。USFDA 在 2017 年公告的正式
指引中，建議在未經 DAA 治療的病人應至少執行一個活性對照的樞紐試驗，該活性對
照組並應為當時合理建議的治療方式之一，此舉考量了試驗開始時之現行療法，亦可提
供新藥將來上市後，其於臨床使用的相對資訊。
目前的 DAA 藥品為口服劑型，傳統 Peg-IFN 為注射劑型且副作用明顯，因此在
IFN-free DAA 療程的臨床試驗執行上，若對照組涵蓋 Peg-IFN，試圖維持雙盲有其難
度；由於目前累積了許多 DAA 藥品，不論是在基礎或是臨床早期的資訊，許多 DAA 藥
品在二期試驗中，IFN-free DAA 療程更已明確顯示出其優於含 IFN 療程的 SVR 反應率，
在某些情況為下，使用歷史性對照的單臂試驗設計作為支持整體療效的一部份，可能是
可以被法規單位接受的。然而，採用歷史性對照試驗具有其局限性，例如難以在牽涉諸
多潛在預後因素的基準點上，建立病人的可比性等，廠商應針對關於歷史性對照的選擇，
統計分析計畫與試驗人數等議題，儘早與法規單位討論。
療效評估指標的部分，過去多以 SVR24 為主，基於現有累積的 DAA 藥品治療慢性
C 型肝炎的 SVR 數據，除了 SVR24，SVR12 已是可接受的替代性指標，但在藥品上市的
整體療效評估上，仍應搭配 SVR24 和其他相關重要指標進行臨床評估，甚至可能需要更
長期的資料。
藥品發展隨著科技的進步日新月異，法規單位基於科學性證據，審查觀點乃會隨之
與時俱進，簡言之，建議有志從事藥品研發和臨床試驗研究者，可及早針對試驗規劃和
藥品發展策略，與法規單位進行溝通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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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醫療科技再評估
賴美祁 1

前言
隨著台灣人口快速老化導致醫療需求劇增，並使台灣醫療支出節節上升，台灣的國
民醫療保健支出(NHE)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由 2003 年 5.98%至 2016 年上升至 6.34%[1]。
而衛生政策持續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提供高品質和財務穩健的醫療服務。許多國家透過醫
療科技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以下簡稱 HTA)流程來決定哪些新醫療
科技應該被納入給付，以有效地控制國家的財政支出[2]。然而，對目前已給付的醫療科
技，卻沒有一個標準流程可供持續監控其使用情況，或者當目前的醫療科技已經被更先
進的醫療科技所取代時，應該讓被取代的醫療科技有一個適當的退場機制[4]。因此，醫
療科技再評估(Health Technology Reassessment，以下簡稱 HTR)已成為近 10 年來作
為改善照護品質和財務穩定的方法之一。Noseworthy & Clement 於 2012 年的研究調
查指出至少有 8 個國家投入醫療科技再評估的建構，其中英國更首先於 2002 年開始執
行，而西班牙和澳洲等國也紛紛開始進行基礎性工作[3]。

一、何謂醫療科技再評估(Health Technology Reassessment)及其目的
醫療科技再評估(HTR)最早由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 Dr. Banta 等人於 1990 年
JAMA 期刊註

1

中所提出並論述，認為醫療科技評估應該是一個反覆的過程(iterative

process)，而不只是一個單一事件。在美國，醫療產業、專科醫學會和政府單位均已在
進行醫療科技再評估的工作，例如美國藍十字/藍盾組織註

2

所提出的醫療必要性專案

(the Medical Necessity Project of Blue Cross/Blue Shield)、美國醫師協會的臨床療
效評估專案和美國預防服務工作小組(the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等。Dr.
Banta 等 人 透 過 調 查 了 四 個 臨 床 執 行 情 況 ︰ 電 子 胎 兒 監 控 (electronic fetal
monitoring)、會陰切開術(episiotomy)、腦波檢查(electroencephalography)和子宮
切除術(hysterectomy)，來說明需要不斷重新評估現有技術，並且去挑戰我們目前的臨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

註1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註2

Blue Cross Blue Shield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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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執行慣性[2]。這是因為，醫療科技具有生命週期，從被發展、開始使用、到過時，最
終自常規使用中被淘汰。
加 拿 大 藥 品 及 醫 療 科 技 評 估 機 構 (Canadian Agency for Drugs and
Technologies in Health，以下簡稱 CADTH)表示醫療技術具有生命週期註 3，因此在
淘汰醫療技術(obsolescence)和管理資源浪費時，應該將醫療科技的生命週期考慮進
去，所以可能進行的醫療科技再評估範疇如圖一所示[4]。而 HTR 的目標之一是藉由再
評估臨床價值來確定醫療系統中潛在濫用的範圍(areas of waste)[5]，促使以實證為基
礎來進行決策制定並且確保財務資源最佳分配[6]。HTR 與 HTA 密切相關，一旦醫療科
技開始在臨床中使用，後續就可能需要再評估[7]。「醫療科技再評估」後續可能會產生
以下相關的行動，包括︰不再給付無效的醫療科技、限縮或擴大使用範圍，或維持目
前的給付方式[5]。
而醫療科技再評估可能含蓋了二個概念，也就是過時／淘汰(Obsolescence)和醫療
科技不給付(health technology disinvestment)，相關的定義如表一所示。
表一、相關名詞及定義
相關名詞
淘汰(obsolescence)

定義
所有技術的終點，也就是從點子、創新、發明、調查、採用、
接受、減少使用到淘汰時，也就是技術生命週期的進程。

醫 療 科 技 再 評 估 (health 在醫療體系中目前使用的醫療技術，從臨床、社會、道德和
technology

經濟影響進行結構化，以實證為基礎的評估，以利於與其替

reassessment)

代的治療選擇相比，去決定最佳應使用的醫療技術[8]。
將證據顯示臨床無效和／或經濟效率低下的醫療科技，完全

醫 療 科 技 不 給 付 (health 或部份移除[8]。從這些被認為無法獲得健康效益或健康效益
technology

很低的現有醫療服務、手術、技術和藥品中，考量特定醫療

disinvestment)

科技不屬於有效的醫療資源分配，因此從醫療資源中剔除
(部份或完全)的過程[5]。


註3

資料來源︰[6]
包含五個階段︰(1)未來(future)，即為概念的階段，也是在醫療技術發展中最早的階段；(2)試驗階段；(3)研究階段
(Investigational)；(4)完成階段(established)和(5)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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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再評估和除役(decommissioning)模型，資料來源︰[4]

三、醫療科技再評估的流程
如何進行醫療科技再評估，Soril 等人歸納出一般醫療科技再評估進行的流程，其
中包含三個階段和六個步驟(如圖 2 所示)，各階段和執行步驟，描述如下。[6]
第一階段︰技術的選擇，這個階段包含二個步驟，即
步驟一、技術的確認(identification of technologies)︰如果臨床醫師可以擔任領導
的角色去確認需要再評估的醫療技術或醫療服務，這將使得 HTR 過程更有
效率。另外，在醫療體系工作的臨床醫師更適合去確認醫療技術的潛在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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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misused)、過度使用(overused)或未充份利用(underused)。此外，可
透過文獻的前瞻性掃描(horizon scanning of the literature)的方法並且建
立可能再評估的醫療科技清單，這些均需要許多設備和資源去維護[6]。
步驟二、確定技術的優先順序(prioritization of technologies)︰當確認出「許多可
能需要進行 HTR 的候選醫療科技」
，需要確定優先順序。如果採取系統性的
方法進行優先順序，不管醫療科技在生命週期的哪一個階段，評估的準則
／標準都應該是相同的。執行優先順序的評估過程需為透明、清楚及可執
行。在優先順序的過程中，將「可以被執行和實踐」視為一個重要的考量
因素[6]。
第二階段︰決策，這個階段包含二個步驟，即
步驟三、證據的整合(evidence synthesis)︰一個廣泛證據的統整，應該包含臨床、
經濟、社會、道德和法律的議題。在 HTA 領域所應用的很多方法都可以在
這裡使用，例如︰系統性回顧、統合分析、經濟評估…等。此外，利害關係
人在證據統整的過程中就應該參與，以確保在初始證據統整的過程時，對
問題有明確及適當的理解，且能涵蓋相關重要的考量點，以利資料收集及
統整[6]。
步驟四、政策的發展(policy development)︰透過證據統整產生的知識進行政策或
做法推薦(practice recommendation)。在政策制定的過程應該考慮技術是
可以公平的被取得，是以系統方式去調整技術使用的範圍，及此調整是否
會影響臨床上其他的醫療科技的使用[6]。
第三階段︰執行，這個階段包含二個步驟，即
步驟五、政策實行(policy implementation)︰政策的實行將是在 HTR 中最困難的
一個步驗。而在政策實行的過程必需考慮其可行性、及醫療體系對變革的
預備等等[6]。
步驟六、監督和政策的評估︰監督和評估應該在政策執行後，就必須立即開始，以
吸取執行的經驗並作為後續改進的部份[6]。

RegMed 2019 Vol. 99

24

技術選擇 (Technology Selection)
有

確認 (Identification)

1

優先順序 (Prioritization)

意

續

義

的

的

決策 (Decision)

知

證據統整 (evidence synthesis)

識

政策發展 (Policy development)

交

利
害
關

2

換

係

和

人
執行 (Execution)

參
與

持

3

利
用

政策實行 (Policy implementation)
監督和評值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圖二、HTR 模型架構，資料來源︰[6]

三、其他國家之 HTR 經驗
(一) 英國
英國的政策觀點認為，國家整體的財政環境需要醫療體系在不降低照護品質下，必
須去找出控制成本的方法。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讓醫療設備「不給付(disinvestment)」︰
「從現有的醫療照護服務、手術、技術或藥品中，若相較於它們所耗用的成本，它們的
健康效益是很少或幾乎沒有時，表示該科技並未達到一個有效的醫療資源分配」[7]。英
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Nation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簡稱
NICE)於 1999 年得到英國健保機構(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 NHS)的支持，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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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項改革計畫，即找出「低價值(low value)」的醫療服務，並且停止健保給付。而
NICE 所定義的「低價值」不一定表示他們是沒有臨床效益(和沒有成本效果)，可能是風
險效益結果不佳(poor risk-benefit profile)，或因為沒有適當的實證以支持使用之[9]。
2002 年，英國健康專責委員會(UK Health Select Committee)提出進行最大化效
率(efficiency)和捨棄無效的介入治療(ineffective interventions)[10]。2005 年，英國醫
療辦公室首長 Liam Donaldson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強調，不必要的扁桃腺切除
術和子宮切除術，讓英國 NHS 一年花費 2,100 萬英鎊(2,400 萬歐元；3,400 萬美元)，
並建議 NICE「應該向 NHS 發布關於不給付(disinvestment)的指引，讓長期不適當或
沒有療效的，或無法提供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的治療退場」[11]。
因此在2005年，英國將「不給付(disinvestment)」議題視為四大系統性改革方向註
4

之一[12]。衛生部長Andy Burnham接受了這一項建議，並於2006年透過科技評估計畫

進行了一項無效治療的研究。這個前驅研究(pilot)目的是在確定個別低價值的醫療介入，
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如果停止使用低價值的醫療介入將可以讓NHS每年節省100萬英鎊
以上｣。
後 續 ， NICE 透 過 指 引 ， 也 就 是 「 不 推 薦 執 行 之 醫 療 服 務 ( 「 do not do 」
recommendations)」完成超過200項的建議。NICE持續藉由確定「不給付」的候選醫
療項目[13]，並且每個月發表「推薦提醒(recommendation reminders)」，針對使用的
醫療項目重新依現在的指引進行評估，並額外計算其所造成的成本影響。NICE還委託
考科藍合作組織(the of Cochrane Collaboration)確定在每年的報告中，所有已經完成
的不給付醫療項目評論是否都呈現不推薦或只能在研究中使用。
同時，NICE的委託指引(Commissioning Guides)也提供給「基層醫療基金會」
(Primary Care Trust，以下簡稱PCT)委員在醫療服務上質性和量性的建議。在「不給付
(disinvestment)」政策中，NICE保持中立的立場，僅提出建議不給付的醫療介入，而
由PCTs自行決定是否採納。由於PCT委員沒有完全依照NICE指引(對於不給付所發展的
指引)執行，使得這個方法某種程度在執行上產生變化，反而導致一種「郵遞區號分配

註4

英國衛生政策的四大系統性改革方向分別為預防、降低系統無效率(inefficiencies)、減少行政浪費和避免臨床濫用(服務未充份
使用、過度使用和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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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postcode rationing)註5」的現象，因而突顯這個方法的限制。因此，英國下議院
衛生委員會(House of commons health committee)的2008年報告中，對於NICE在不
給付政策的實施進度表示相當的失望，並討論是否應該讓NICE有更大的權限，以超越
「建議」來強化監督管理的效果[15]。
由於目前NHS面對沈重的財務壓力，使得成本的節省更為重要。因此英國衛生部開
始執行一項品質、生產力和預防計畫「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evention (QIPP)
programme」，也就是期待醫療服務在每個構面都進行審查，以確保在維持品質下可
以節省NHS的醫療支出。但後續NICE舉辦的研討會，發現很多參與者不甚了解NICE所
執行的「不推薦執行之醫療服務」計畫和「推薦提醒」計畫。NICE為了改善大家對「不
給付」資訊的取得，開始將上述資訊公開在網站上供大家查訊[16]，將「不推薦執行之醫
療服務」併入資料庫中，可以讓臨床專家進行查詢，並且有另外一個網頁強調若依指引，
不再給付的醫療項目將可以為NHS節省多少成本[16]。
(二) 西班牙
西班牙的憲法保障每一個國民健康和醫療照護的權利。自 1981 年以來，西班牙政
府進行地方授權，讓每一個自治區可以自行管理健康和醫療照護的財務、規劃和管理。
而西班牙衛生部主要在協調國民健保制度(Sistema Nacional de Salud，以下簡稱 SNS)
的功能，制定適用於國家級的法律規定。西班牙目前有 17 個自治區，而每一個自治區
有它自己的醫療照護系統，並且全國有 7 個 HTA 機構，包括有 Catalan 的 HTA 機構
(AATRM)、Basque 的 HTA 辦公室(Osteba)、Carlos III 研究院的醫療科技評估機構
(AETS)、Andalusian 的 HTA 機構(AETSA)、Canary Islands 的 HTA 單位、Galician 的
HTA 機構(Avalia-t)和 Madrid 社區的 HTA 單位(UETS)[17]。
而 Basque 自治區，在 2004 年命令該自治區之醫療照護服務組織(Basqu Health
Service，以下簡稱 BHS)的管理者通知 BHS 隸屬監督管理者，關於哪些醫療技術已長
期未使用。西班牙後續於 2006 年，由政府頒布皇家法令(Royal Decree 1030)，要求當
醫療技術有下列的情況可能可以進行排除︰Ａ) 有相關證據顯示目前給付的醫療科技，
註5

郵遞區號分配差異（postcode rationing）︰主要是用來說明英國 NHS 的給付或不給付是由各地區自行考量醫療科技是否「物
有所值（value for money）與考量收載該醫療科技對當地預算的影響，而產生戲稱為「郵遞區號分配差異」14. Jones, M.
and B. Irvine. CIVITAS HEALTH BRIEFING︰NICE or NASTY: Has NICE Eliminated the ‘Postcode Lottery’ in the NHS?
2003 [cited 2018 Nov. 20]; Available from: http://www.civitas.org.uk/pdf/NI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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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效、效率或效果不佳或風險效益比不好(risk-benefit ratio)；Ｂ) 隨著技術及科技的
發展，現有的醫療技術已經不再是使用的趨勢並且它的治療利益尚未被證實；及Ｃ) 目
前的醫療技術無法滿足現行法規上所設立的標準[18]。
關於上述的立法，西班牙於 2008 年授權 2 個區域級的 HTA 機構進行「定義出可
能過時的醫療科技、將可能過時的醫療科技，並進行優先順序和評估」[19]。而這 2 個區
域級的 HTA 機構分別為 Avalis-t 和 Osteba，西班牙政府希望由他們主導並且未來可執
行在整個西班牙的所有區域，也就是希望最終的結果將可以應用在全西班牙的所有醫療
系統中。Avalis-t 和 Osteba 除了執行上述之內容外，另被賦予建立指引。
首先，巴斯克醫療科技評估辦公室(the Basque Office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 以 下 簡 稱 Osteba) 將 可 能 過 時 的 技 術 (potentially obsolete
technologies，以下簡稱 POTs)定義為「醫療科技技術或已應用在具體適應症的治療在
臨床利益、安全或成本效果等方面，明顯已被其他可能的治療選擇取代」[20]。澳洲 CHERE
研 究 表 示 透 過 文 獻 回 顧 及 諮 詢 Osteba 醫 療 科 技 評 估 辦 公 室 ， 顯 示 不 給 付
(disinvestment)策略的資訊是很少的，並且確定 POTs 的過程並沒有系統性的流程[21]。
在辨認、確定 POTs 和不給付 POTs 仍然仰賴專家意見。
Ibargoyen-Roteta 表示 POTs 的確定很困難，而且過程相當的複雜[18]。HTA 評估
報告和臨床指引仍然是這個過程的根本。Osteba 的工作包含下面 4 個階段。
(1) 確認的過程(identification process)︰在這個階段，使用前驅的問題去確認過
時的醫療科技(obsolete technologies)，然後進行文獻回顧和搜尋 Eurscan 資
料庫。
(2) 選擇優先順序和評估要考量的變項︰這是和 Avalis-t (Galician 的醫療科技評
估機構)共同合作。
(3) 透過個案研究去測試這個評估工具。
(4) 完成 GuNFT 指引。
在建立指引上，Osteba 利用名義群體法(the Nominal Group Technique)發展和
制 定 相 關 的 不 給 付 醫 療 科 技 指 引 (the Guideline for Not funding Health
Technologies，以下簡稱 GuNFT)。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因從過去研究經驗表示，新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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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科技平行的評估流程，是促進「不給付」醫療科技最佳的方法[7]。因此西班牙 Osteba
根據這樣的想法，在規劃 GuNFT 指引是將過去西班牙在醫院的採購新醫療科技指引
(GANT guideline)和導入新基因檢測的指引作為規劃的參考，相關的流程如下所示。
Figure 1. Procedure followed during the GuNFT Guideline development

GANT：New health technologies adquisition guideline
GEN：New denetic tests adquisition guideline
圖三、不給付醫療科技指引(the Guideline for Not funding Health Technologies)發展流程[18]

GuNFT 第一版的指南分為六個部份，分別為：1) 一般預先準備的建議；2) 完成
申請；及 3) 檢查和確定申請的優先順序：4) 評估申請；5) 做出最終決定；和 6) 行動
計畫的設計。
(1) 一般預先準備的建議︰這個部份是在說明這個指引的目的和可能的使用者；除
此 ， 描 述 不 同 的 建 議 (recommendations) 如 何 成 功 執 行 一 個 不 給 付
(disinvestment)的過程。在指引中所建立的不給付流程圖中，呈現每一個步驟
負責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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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申請︰將考慮不給付的醫療技術提出預先請求。將申請表列為附件，並且
提供完整的申請建議
(3) 檢查和確定申請的優先順序︰在進入優先順序或評估過程之前確認該醫療科
技符合不給付的建議條件。
(4) 評估申請︰誰應該參加建議，如何進行評估以及能否考慮收集額外資訊來進行
評估的可能性。
而 Galicia 區 域 的 醫 療 科 技 機 構 (Axencia de Avaliaci ó valiaTecnolox í
ecnSanitarias de Galicia，簡稱為 Avalis-t)主要在發展一個醫療科技優先順序方法的指
引，讓有興趣分析過時醫療技術的人員和機構可以針對監測的醫療技術進行評分並且進
行優先順序排列。Avalis-t 發展這個「優先順序的工具」被稱為「PriTec」
，PriTec 可以
同時比較超過 50 種以上的醫療技術，並且可以完成優先順序的報告內容，包含主要的
結果和圖形。優先順序納入的準則如下︰
(1) 目標族群/最終使用者的特性
(2) 風險/利益
(3) 成本，組織和其他影響
(三) 澳洲
澳洲醫療衛生體系，主要由公共與私人衛生服務提供者所組成。健保給付政策的制
定主要是由聯邦政府的衛生暨老年部負責，由國家藥物政策主導，以及在《國家衛生法》
和《國家衛生條例》法源支持下辦理[22]，而主要由藥品給付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 PBAC)
及醫療服務諮詢委員會(Medical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以下稱 MSAC)[23]
負責評估新醫療技術的安全性、療效和成本效果相關的證據。PBAC 主要負責評估藥品
和疫苗，並協助規劃國家疫苗防疫政策計畫(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以下
簡稱 NIP)[24]。MSAC 主要負責醫療服務與醫療器材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經濟效果進行
系統性實證評價，以供作為給付決策參考。
到目前為止，澳洲有幾個藥品基於有新的證據顯示相關藥品的療效或安全性不佳，
已經從 PBS 下架。因此顯示澳洲的藥品給付制度隱含不給付(disinvestment)的機制，
也就是用新的、更有效的藥品取代現有藥品。澳洲於 1997 至 1998 年針對不太嚴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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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情況所給付的藥品進行下架(de-list medicine items)，這些藥品包含許多已經在藥局
銷售的藥品，還有一些常見疾病適用的藥品，例如︰用於緩解扭傷和肌肉拉傷的抗炎藥
(anti-inflammatory liniment)和 2 個抗黴菌藥品[21]。
後續，PBAC 發展了從澳洲健保藥品給付(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以下
簡稱 PBS)移除藥品的明確準則，相關準則為︰1) 如果有更有療效或療效相當但較少毒
性的藥品納入給付；2) 有證據顯示此一藥品的療效不令人滿意；3) 有證據顯示此一藥
品的毒性或可能被濫用的可能超過它的治療價值時；4) 此一藥品已經不使用(disuse)
或為長期不再提供的藥品；及 5) 與其他治療藥品相比，使用該藥品治療不再具有成本
效果[25]。
此外，PBAC 有權力去審查 PBS 給付清單，包含限制藥品使用條件；還可建議最大
使用量、重複調劑次數，及依據成本效益比較分析結果，提供建議給「藥品訂價機構」。
透過上述，PBAC 自 2006 年以來就有對已給付藥品審查的機制，並且可能讓已給付藥
品不再給付。
2015 年 4 月在一個特別會議中，PBAC 考慮使用一個原則去定義出非處方(over the
counter，以下簡稱 OTC)藥品，並且從 PBS 給付清單中列為不給付(be de-listed)，該
項議題並得到當年度(2015 年)部長(代表)的支持。PBAC 當年度也將 2 或 3 種 OTC 藥品
進行不給付[26]，相關原則為︰1) 藥廠的藥品定價低，在沒有 PBS 給付的情況下，藥品
的取得方式並沒有什麼明顯改變或影響；2) 不是高度依賴專科開立的處方和需要管理
的藥品；及 3) PBAC 過去認定給付的證據，目前無法作為繼續給付要件。但 PBAC 仍保
留部份 OTC 藥品，其考慮保留的原則為︰1) 藥廠的藥品定價高，PBS 應繼續給付，避
免病人無藥可用的情形；2) 急迫和緊急下需要的藥品，應該維持較低的進入障礙；3) 被
認定為 OTC 藥品，僅因為它不是給付清單上所列之藥品，但非一般 OTC 藥品購買處可
以購得；及 4) 被列於臨終照護給付藥品清單(palliative care schedule)或澳洲原住民
(Aboriginal 或 Torres Strait Islander)病人必要不可缺少的藥品。
澳洲政府在 2015 年宣布成立一個任務小組以審查醫療服務與醫療器材的給付清單
(the Medicare Benefits Schedule，以下簡稱 MBS)，並從超過 5,700 項服務中確認哪
些是過時的。在 2015 年底，臨床委員會確定第一批過時的品項，並且從 MBS 推薦給
付清單中移除。它包含了五個領域︰影像診斷、耳鼻喉科手術、消化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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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troenterology)、婦產科(obstetrics)和胸腔內科(thoracic medicine)的治療。雖然
這些項目很少使用，但有些項目已長期被認為不是現代臨床上常規執行的方式，但卻需
要大量的支出。例如︰2014 至 2015 年有 36,000 件進行喉部(聲帶)直接檢查，即需超
過 550 萬澳幣的醫療成本[27]。
(四) 其他國家
根據歐洲聯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18 年公佈，一項針對歐盟會員
國和挪威進行之關於國家級 HTA 組織、計畫和流程的調查[28]，顯示其中 17 個國家
(74%)在藥品有再評估流程。然而，各國在進行評估的條件和方式皆有很大的差異。例
如在法國，若公司、機構或衛生福利部門、病友團體或法國國家衛生管理局(The Haute
Autorité de santé，以下簡稱 HAS)提出要求，任何時間都可以提出醫療科技再評估。
否則，固定每 5 年一次會維護給付藥品清單(在門診中會使用的所有藥品)上的藥品。
表二、部份歐盟會員國在國家層級組織中進行新醫療科技再評估之匯總表
國家
奧地利

機構
HVB 註 6

藥品

醫材

ˇ

進行再評估的條件／現況
如果下列情況，藥品被再評估
1、 在 EKO 註 7 中預定標準/條件變更或
2、 包裝大小改變
3、 價格上漲
4、 藥品從 EKO 下市

LBI-HTA 註 8

ˇ

對再評估和更新早期執行的評估(例如早期
有些被 EMS 拒絕而重提的案子，藉由與初
步評估中相同的搜尋策略，來看是否有新
的發表文獻

GOEG 註 9

ˇ

ˇ

N/A

註6

Hauptverband der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versicherungsträger (Association of Austrian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s，

註7

Erstattungskodex（EKO）is the reimbursement code.

註8

Ludwig Boltzmann Institute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LBI-HTA)

註9

Gesundheit Österreich GmbH (GOEG)

H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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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RIZIV 註 10

ˇ

對於所有第一類新藥(增加治療價值)和 18
個月和 3 年間的罕藥完成「標準」再評估。
對於其他藥品和對於修改適應症也是可以
進行個別修訂(如果認為是相關的)。如果發
布了新的醫學／科學(出版物、指引和共識)
見解，則可以進行分組修訂(分類修訂)。

KCE 註 11

ˇ

RIZIV 註 12

ˇ

N/A

ˇ

當重要證據已完備的時候將進行「再評估」
(例如︰初始評估時產品仍有試驗在進
行)，特別當初始評估因證據不足或證據無
法得到明確結論時，或證據缺乏或不充
份，或當在相同情況下，另一個新的替代
治療被導入(可能是非特材的治療)；或當利
害關係人在仔細考慮後認為有其他適當的
理由，仍可要求再評估。

保加利亞

NCPHA 註 13

ˇ

克羅埃西亞 AAZ 註 14

ˇ

ˇ

N/A

CHIF 註 15

ˇ

ˇ

新的證據，新的比較品，新的臨床路徑，
藥品或比較的價格有顯著的改變

捷克

SUKL 註 16

ˇ

每 5 年要維護藥品給付清單

丹麥

DMA 註 17

ˇ

正在進行再評估(reassessment)

DMC 註 18

ˇ

ˇ

N/A

註 10

Hauptverband der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versicherungsträger（HVB）
Kelgian health care knowledge centre（KFC）
註 12
Rijksinstituut voor Ziekte- en Invaliditeitsverzekering（RIZIV）
註 13
NCPHA National Centre of Public Health and Analyses, Bulgaria
註 14
Agencija za kvalitetu i akreditaciju u zdravstvu i socijalnoj skrbi (Agency for Quality and Accreditation in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Croatia，AAZ)
註 15
Croatian Health Insurance Fund (CHIF)
註 11

註 16

Státní ústav pro kontrolu léčiv (State Institute of Drug Control, Czech Republic，SUKL)

註 17

Danish Medicines Agency(DMA)

註 18

Danish Medicines Council(D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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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CTUM 註

ˇ

根據決策者的要求

ˇ

新的證據、新的比較品、新的臨床路徑、
產品或比較品的價格有顯著的改變

19

英國

NICE 註 20

ˇ

NICE
註 21

愛沙尼亞

UT

法國

FIMEA 註 22

ˇ

N/A

HILA/PPB

ˇ

除非已經被列入在學名藥比較品的參考價
格系統，就會在固定期間進行(最長 3/5 年)

HAS 註 23

ˇ

ˇ

在療效、成本、適應症上有新的證據時則
會進行「再評估」

ˇ

ˇ

註

24

由公司、機構、衛生福利部、病友團體或
由 HAS 提議，可以在任何時間點要求進行
再評估。否則每五年為了維持給付藥品清
單(門診上所使用的藥物)會進行再評估。

德國

GB-A 註 25

ˇ

匈牙利

NIPN 註 26

ˇ

N/A

愛爾蘭

NCPE 註 27

ˇ

N/A

HIQA
義大利

註 28

AIFA 註 29
AGENAS

拉脫維亞

ˇ

ˇ

ˇ

NVD 註 31

ˇ

當方法或臨床使用上的改變影響指引內容
時
重新談判的過程

ˇ
註 30

在一段時間後，當藥品議題被決議是有時
間限制和到期時，則會進行再評估。

ˇ

N/A

ˇ

新實證、財務影響、價格和給付的程度

註 19

coordinates regional HTA activity (DEFACTUM)

註 20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 Care Excellence（NICE）

註 21

University of Tartu,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UT)

註 22

Finnish Medicines Agency（FIMEA）

註 23

Haute Autorité de Santé (French National Authority for Health，簡稱 HAS)
不包含手術

註 24
註 25

Federal Joint Committee（Gemeinsamer Bundesausschuss - G-BA）

註 26

National Institute of Pharmacy and Nutrition (NIPN)

註 27

National Centre for Pharmacoeconomics (NCPE)

註 28

Health Information and Quality Authority (HIQA)

註 29

Agenzia Italiana Del Farmaco (AIFA)

註 30

Agenzia Nazionale Per I Servizi Sanitari Regionali (Agenas)

註 31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 N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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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VVKT 註 32

ˇ

VASPVT 註 33
馬爾他

DPA/MFH

註

審議委員要求
ˇ

ˇ

N/A
可根據衛福部的要求進行再評估

34

紐西蘭

ZIN 註 35

ˇ

ˇ

新實證、新比較品

挪威

NIPHNO 註 36

ˇ

ˇ

根據要求

NOMA 註 37

ˇ

新的證據、給付條件無法滿足的情況下。
當有新的比較品或療效上有新的實證時為
進行再評估之條件。

資料來源︰[28]

結語
醫療科技再評估已經是近 10 年來各國健康保險機構作為改善照護品質和財務穩定
的方法之一。但從各國的經驗，發現 HTR 執行過程中，每個國家的標準及條件均不太
相同，因此 HTR 的執行仍與各國的國情、政治、經濟、環境…等有關。在執行的過程中，
有意義的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及持續知識的交換和利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需要有充份的
資源支持及維護，才能讓它持續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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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學名藥(ANDAs)之經皮吸收及
局部外用製劑的黏著力(Adhesion)評估」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黃嘉惠

發表時間： 2018/10/09

內容歸類： 學名藥

類

關 鍵 字： adhesion、transdermal and

別： 指引草案

topical delivery systems (TDS)
資料來源： Assessing Adhesion with Transdermal and Topical Delivery Systems
for ANDAs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提供經皮吸收及局部外用製劑(Transdermal and topical
delivery systems, TDS) 學 名 藥 產 品 評 估 黏 著 效 能 (adhesive
performance)之試驗設計及執行相關建議。TDS 產品之黏著力試驗
可單獨執行，或合併在其他試驗中執行，例如與生體相等性試驗
(bioequivalence study with pharmacokinetic endpoints ， BE
study)合併執行。

2.

TDS 產品黏著於患者皮膚上、於產品仿單用法用量所載之黏著期間，
預期會因身體活動產生扭張力、環境溫度與濕度變化(例如沐浴、沖
澡)、與衣物接觸摩擦、或臥床時與其他物品接觸等，造成 TDS 產品
無法維持相同黏著力而部分脫落或完全脫落的情形，導致藥品釋放速
度及吸收程度改變，亦可能有家庭成員(如孩童)接觸到藥品之風險，
因此應充分評估 TDS 產品在仿單標示之給藥期間的黏著力特性。

3.

黏著力評估試驗
(1) 試驗設計及評估方法
A.

原則上建議採單劑量、隨機分配、兩治療組(two-treatment)
二期雙向交叉(two-period crossover)，及以原開發廠產品
為對照組之試驗設計。美國 FDA 亦可能會考慮接受經過謹慎
適 當 評 估 之 單 期 (single-period) 、 同 一 位 受 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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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treatment-per-subject)在不同部位同時平行單劑量
給藥(parallel dosing study design)之試驗設計。
B.

受試者族群之選擇，除非藥品具有特殊考量，原則上應納入
健康成年男性及未懷孕、非哺乳期之女性。

C.

在二期雙向交叉試驗中，第二期給藥部位應是在與第一期給
藥相同之解剖部位(anatomical site)的身體對稱部位。

D.

由於 TDS 產品的配方組成、背膜或製程都可能影響產品的黏
著特性，應以未來上市之產品進行測試；TDS 產品之上市後
變更可能需要確認與黏著力有關的成品品質屬性仍與原核准
產品一致。

E.

應於試驗計畫書中預先規範，不得以任何覆蓋物加於 TDS 產
品之上，以避免該覆蓋物可能影響產品效能。此外，應於計
畫書規定在整個試驗中禁止:為了重覆黏貼於脫落的位置而
施加壓力或加強與皮膚黏著性於 TDS 產品上之刻意行為。

F.

黏著力特性須採多個時間點進行評估，依 TDS 使用期間設計
適當評估時間，各個時間點之間距應相同，例如：使用期間
為 7 天的貼片，採樣設計為 24 hrs, 48 hrs, 72 hrs, 96 hrs,
120 hrs, 144 hrs, and 168 hrs；使用期間小於 12 小時的貼
片則至少每小時評估一次。時間點設計應涵蓋原開發廠產品
仿單用法用量所載之最大給藥(黏著)期間。

G.

黏著力評分方法建議採用 5 分制黏著力量表(five-point
adhesion scale)
0
1
2
3
4

TDS 產品之邊緣仍黏著於給藥部位
皮膚。
TDS 產品之某些邊緣與給藥部位皮
75 ~ 90 % 黏著
膚分離。
低於 50 %的 TDS 產品與給藥部位
50% ~ 75 % 黏著
皮膚分離。
TDS 產品未脫落但有一半以上與給
0 ~ 50 % 黏著
藥部位皮膚分離。
0 % 黏著
TDS 產品完全脫落。
≥ 90 % 黏著

各個時間點之試驗結果記錄方式須同時呈現分數及黏著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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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例如 2 分、60 %)以及照片作為佐證。試驗結果呈現方
式可參考指引中之範例。
H.

試驗執行期間，不可限制受試者的活動，應允許受試者從事
日常活動包括每日常規之沐浴、沖澡且不得以防水措施隔絕
TDS 產品與水的接觸，以真實反映病人使用 TDS 產品的實
際狀況。

I.

受試者於試驗前，在 TDS 產品預訂黏貼部位之皮膚不得使用
化妝品、乳液、粉末或其他局部外用產品，且該區域之毛髮
應先修剪(非剃除)，以避免影響 TDS 產品的黏著效能。

(2) 統計分析上的考量
A.

應於試驗計畫書事先設定用於黏著力分析之「依據計畫書」
(per-protocol，PP)分析群體。應於試驗報告說明被排除於
PP 分析群體之所有受試者之排除理由並提供個別受試者之
個案報告(case reports)。

B.

為了證明受試產品具有適當之黏著力，應呈現與對照藥品在
統計學上的不劣性(non-inferiority, NI)並訂定不劣性臨界值
(NI margin)為 0.15 (δ = 0.15)。此外，須有足夠之受試者人
數以確保統計檢定力(power)在 0.80 以上。

4.

黏著力試驗合併與 BE 試驗執行的考量
(1) 有關受試者人數(sample size)，黏著力試驗與 BE 試驗合併執行
時，可由黏著力試驗之受試者族群中，依據試驗計畫書事先訂定
之 隨 機 分 配 碼 ， 選 擇 足 夠 執 行 BE 試 驗 之 受 試 者 次 族 群
(subpopulation)。
(2) TDS 產品之 BE 試驗，須計算參與統計分析之 PK 參數，且應計
算百分之九十信賴區間(90% confidence interval)。
(3) 所有 TDS 受試產品在試驗結束後皆須保留並進行殘餘藥量之分
析。

5.

申請者應依標準格式檢送試驗資料，此外，應將 SAS 輸出之數據及運
用之統計方法以 XPT 電子檔格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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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人類用注射劑產品使用多劑量
(Multiple-Dose)、單劑量(Single-Dose)及單一病人使用
(Single-Patient-Use)包裝容器之適當包裝形態選擇與標示建議」
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鄭榆蒨

發表時間： 2018/10/02

內容歸類： 化學製造管制

類

關 鍵 字： package type terms、

別： 指引

multiple-dose、single-dose、
single-patient-use、discard
statements
資料來源： Selection of the Appropriate Package Type Term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Labeling Injectable Medical Products
Packaged in Multiple-Dose, Single-Dose, and Single-Patient-Use
Containers for Human Use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曾於 2015 年 10 月發表本份指引草案，而當代醫藥法規月
刊第 64 期(2016-02-05)曾介紹該指引草案。以下僅摘要本指引增訂
之處。

2.

與本指引所涵蓋產品相關之上市申請案(Marketing applications)：指
引草案中羅列的案件類別包含新藥(NDAs)、學名藥(ANDAs)、生物藥
品(BLAs)、醫療器材之上市前許可(Premarket Approval，PMA)及美
國 食 品 藥 物 化 妝 品 管 理 法 (FD&C Act) 510(k) 之 上 市 前 通 知
(Premarket notification)等；而最終版指引除上述類別外，亦增列
FD&C Act 513(f)(2)之 De Novo 分級程序要求(De Novo request)。

3.

美國 FDA 建議廠商應於本指引公告後兩年內，進行必要的標示變更，
以遵循本指引之建議。若對照藥品之許可已被註銷，學名藥許可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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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應以事先申請變更核准(PAS)提出變更申請。
4.

最終版指引增列「新增或變更廢棄聲明」之相關規定：除單劑量容器
的標示新增或變更「請丟棄未使用部分(Discard unused portion)」一
詞，得以年報中申報之方式來變更之外，其他任何變更申請應聯絡美
國 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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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9 月發表「調整性試驗設計(Adaptive
Designs)於藥品和生物製劑臨床試驗」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林資荃

發表時間： 2018/09/28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調整性試驗設計、Adaptive

別： 指引草案

Designs
資料來源： Adaptive Design Clinical Trials for Drugs and Biologics –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將取代美國 FDA 於 2010 年發表之「Adaptive Design
Clinical Trials for Drugs and Biologics- Draft Guidance」。此調整性
試驗指引草案 2010 年版本與 2018 年版本最大差異為：2010 年版本
採 用 充 分 理 解 之 調 整 性 試 驗 設 計 (Well-understood adaptive
designs) 與 不 充 分 理 解 之 調 整 性 試 驗 設 計 (Less-well understood
adaptive designs)來將試驗設計分類，而 2018 年版本則採用非比較性
數 據 (Non-comparative data) 的 調 整 性 設 計 與 比 較 性 數 據
(Comparative data)的調整性設計來將試驗設計分類，兩個版本的完整
分類結果比較如下表所示：
2010 年版本
 充分理解之調整性試驗設計：
1. 盲性樣本數再評估設計(Blinded
Sample Size Re-estimation)
2. 群組序列設計(Group
Sequential Design)
 不充分理解之調整性試驗設計：
1. 劑量選擇之調整性試驗設計
(Adaptations for Dose
Selection Studies)
2. 基於治療的反應調整隨機分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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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版本
 依據非比較性數據的調整性設計：
1. 盲性樣本數再評估設計
 依據比較性數據所作的調整性設計：
1. 群組序列設計
2. 解盲後樣本數再評估設計
3. 受試者群體調整設計
(Adaptations to the Patient
Population)
4. 治療組選取調整設計
(Adaptations to Treatment
44

設計(Adaptive Randomization
Based on Relative Treatment
Group Responses)
3. 解盲後樣本數再評估設計
(Unblinded Sample Size
Re-estimation)
4. 基於治療期間的效果調整受試者
群體之設計(Adaptation of

Arm Selection)
5. 受試者隨機分派調整設計
(Adaptations to Patient
Allocation)
6. 評估指標選擇之調整設計
(Adaptations to Endpoint
Selection)
7. 多重試驗調整之設計

Patient Population Based on

(Adaptations to Multiple

Treatment-Effect Estimates)

Design Features)

5. 基於治療期間的效果調整評估指
標之設計(Adaptation for
Endpoint Selection Based on
Interim Estimate of Treatment
Effect)
6. 多重試驗調整之設計(Adaptation
of Multiple-Study Design
Features in a Single Study)
7. 非劣性試驗之調整設計
(Adaptations in Non-Inferiority
Studies)

2. 採用調整性試驗設計應於試驗執行前，於計畫書中清楚載明所要調整的
項目，包括所有可能依據該試驗期間分析結果，而從事的調整項目(如：
設計或假說)，以及相關調整方案。
3. 調整性試驗設計原則：
(1) 控 制 造 成 錯 誤 結 論 的 機 會 (Controlling the Chance of
Erroneous Conclusions)：對於療效確認性試驗型一誤差(Type I
error)須要控制於雙尾 0.05 水準，且試驗檢定力須要達 80%以上。
(2) 提高治療效果的估計值之可信度(Reliability of Estimation of
Treatment Effects)：此部份可以採用適當的統計分析方法(如：
(Jennison and Turnbull 1999; Wassmer and Brannath
2016)，以降低估計值所產生的偏差(bias)。
(3) 試驗計畫(Trial Planning)：試驗調整計劃須要在試驗執行前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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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中清楚說明。
(4) 試驗執行與完整性(Trial Conduct and Integrity)：調整性試驗設
計須要維持試驗之有效性(validity)與完整性(integrity)，如試驗有
期間分析計畫，則須要成立獨立數據監測委員會 (Independent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 IDMC)，以公正的評估與監測試
驗之執行與結果。
4. 依據非比較性數據所作的調整性設計並不會破壞試驗盲性，且較不易有
型一誤差擴增的疑慮。依據非比較性數據所作的調整如：依據試驗整體
事件發生率(overall event rate)或是依據試驗整體變異數 (pooled
variance)，來進行盲性樣本數再評估。
5. 依據比較性數據所作的調整性試驗設計大致可以分為下面幾類：
(1) 群集逐次設計：群集逐次設計指的是利用試驗期間分析結果，以
決定是否因療效或安全性因素提早終止試驗。採用此方法須事先
訂定適當停止試驗的原則(如：O′ Brien and Fleming 1979)，以
確保試驗整體型一誤差控制在 0.05 水準。另外，試驗若決定採用
綁定無效規則(binding futility rules)，則須遵循無效停止標準
(futility stopping criteria)，否則此試驗結果將無法提供療效證
據。
(2) 解盲後樣本數再評估：解盲後樣本數再評估是依據期間分析所觀
察到的療效大小，重新計算樣本數。此方法好處是可以獲得更準
確的樣本數，然缺點是破壞試驗盲性設計且將造成型一誤差的擴
增。採用此設計必須採用適當的統計分析方法(如：Bauer and
Kohne 1994；Fisher 1998; Cui et al. 1999；Denne 2001；
Müller and Schäfer 2001；Chow and Chang 2011)，來控制整
體型一誤差於 0.05 水準。
(3) 受試者群體調整設計：受試者群體調整設計是依據期間分析結果
選出一個最佳受試者群體，進入到下一階段試驗。此設計也稱為
調整性豐富試驗(adaptive enrichment design)，此設計相對於
傳統設計可以增加檢定力，然此設計必須採用適當的統計分析方
法(如：Wassmer and Brannath, 2016)來控制因多重群體檢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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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型一誤差擴增問題。
(4) 治療組選取調整設計：治療組選取調整設計是依據期間分析結果
增加或停止某些治療組別，此種設計常被使用於早期劑量選取之
探索性試驗。
(5) 受試者隨機分派調整設計：受試者隨機分派調整設計主要分為兩
大 類 ， 第 一 類 為 共 變 項 調 整 隨 機 分 派 (covariate-adaptive
randomization) ， 第 二 類 為 反 應 項 調 整 隨 機 分 派
(response-adaptive randomization)。第一類隨機分派調整設計
是基於受試者未治療前的基礎值修正隨機分派機率，使得重要基
礎特徵值於各組達到平衡，此作法較不會增加試驗的型一誤差。
第二類是依據前面受試者的治療結果，來調整後續受試者進入各
治療組的機率，使得較多的受試者分派至治療結果較好的試驗組
別，此方法則須要使用適當的統計分析方法才可控制試驗整體型
一誤差。
(6) 評估指標選擇之調整設計：評估指標選擇牽涉到重要的臨床考
量，因此若申請者有意採用此設計，須要提早與法規單位進行討
論。
6. 若試驗進行當中得到外部訊息(external information)的結果，如其他
臨床試驗的安全性訊息、病理生理學訊息或是關於藥物動力學和藥效動
力學的反應等，基於這些外部訊息而修改試驗設計，較不會影響統計推
論之正確性且較可以被法規單位所接受。
7. 調整性試驗設計較一般傳統試驗設計複雜，因此採用調整性試驗設計之
前，應與法規單位就試驗設計之操作性與合理性作通盤規劃與討論，以
確保試驗之有效性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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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去勢抗性非轉移性前列腺癌：
以無轉移存活期(metastasis-free survival)作為臨床試驗指標之
考量」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董淑敏

發表時間： 2018/11/13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別： 指引草案

(MFS)、non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nmCRPC)
資料來源： Non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Considerations
for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Endpoint in Clinical Trials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本 指 引 草 案 為 針 對 去 勢 抗 性 非 轉 移 性 前 列 腺 癌 (non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nmCRPC)治療用藥，以無轉移存
活期(metastasis-free survival, MFS)作為臨床試驗指標的研發計畫提供
建議。
1.

一般性試驗設計考量
(1) 應在開始執行試驗前建立 MFS 定義，且此項定義不包含局部惡化
事件(local progression events)。
(2) 應考慮針對試驗族群進行分層，可依先前的局部決定性療法(local
definitive therapy)，例如：手術、放射線治療；或無先前的局部
決定性治療、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倍增速度等受試者族群進行
分層。
(3) 計畫書應預先設定因應措施，以減少病人對 PSA 持續增加感到焦
慮而退出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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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驗應排除對前列腺或骨盆放射線療法有效益的病人。
(5) 試驗納入條件應包含去勢抗性疾病的定義。
2.

影像學(imaging)考量
(1) 應預先設定可接受的影像評估方法及頻率。
(2) 在試驗納入條件(entry criteria)方面，應預先設定非轉移性疾病的
放射線影像定義，例如：病人可能具有骨盆腔淋巴結腫大，應提
供有關這些淋巴結可接受大小(size)的條件。
(3) 應預先設定局部疾病/局部惡化及轉移性疾病的放射線影像定
義；單一性骨轉移(solitary bone metastases)應需要額外的影像
學結果來確認。
(4) 美國 FDA 建議影像學結果應由中央獨立盲性評估委員會(blinded
independent central review, BICR)」來評估。

3.

試驗結果解讀相關考量
(1) 應避免執行療效期間分析，因為可能導致高估或低估 MFS 改善幅
度。
(2) 用來支持藥品核准之 MFS 改善幅度，主要會根據試驗設計、毒性
特徵(toxicity profile)、試驗收納族群及整體效益風險評估來決
定。
(3) 雖然美國 FDA 不要求整體存活期(OS)效益之證據，然在進行最終
MFS 分析時，應執行一項正式的 OS 期間分析。此項分析應證明
OS 在數字上呈現有利趨勢，且確保試驗藥品對 OS 沒有負面影
響，以支持效益風險評估。

4.

MFS 分析相關考量
(1) 應於計畫書及統計分析計畫(SAP)詳述 MFS 評估、測量及分析的
方法。
(2) 由於缺失資料(missing data)會使 MFS 的分析複雜化，應訂定程
序以減少缺失資料。應於計畫書及 SAP 預先設定針對不完整及/
或缺漏的追蹤評估資料之分析方法，包含設限觀察值(censoring
observations)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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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計分析計畫應設定主要療效分析及一個或多個敏感性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以評估缺失資料對試驗結果的影響。
(4) 申請者可考慮額外執行無惡化存活期分析(包括局部及轉移性惡
化)來支持 MFS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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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1 月核准第一個「用於偵測新生兒巨細胞
病毒體外診斷試劑」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劉家菁

發表時間： 2018/11/30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cytomegalovirus(CMV)、

別： 新聞

newborn、CMV assay test
system
資料來源： FDA authorizes first test to aid in detecting a type of herpes virus in
newborns called cytomegalovirus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核准新的診斷試劑(Alethia CMV assay test system)可用來
輔 助 偵 測 出 生 21 天 以 內 之 新 生 兒 是 否 感 染 巨 細 胞 病 毒
「cytomegalovirus (CMV)為疱疹病毒的一種」。該產品為 Meridian
Bioscience 公司所有。

2.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的資訊可得知，超過一半以上 40 歲成人
曾感染過巨細胞病毒，大多數人被感染時並沒有感染跡象或症狀。然
而，對於免疫系統較弱的人或部分新生兒，巨細胞病毒感染有時可能
會引起嚴重的健康問題。先天性巨細胞病毒係在妊娠過程中感染胎
兒，雖然大多數胎兒被感染時並沒有感染跡象或症狀，但有些嬰兒會
因此演變成聽力或其他長期健康問題。

3.

此產品用以輔助診斷先天性巨細胞病毒感染，透過唾液拭子(saliva
swab)採樣來偵測巨細胞病毒 DNA。測試結果須搭配其他診斷試驗結
果及臨床資訊結合使用，不可作為診斷的唯一依據。

4.

FDA 已評估此產品之分析性能及臨床表現。依據前瞻性臨床試驗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結果可得知，在 1475 新生兒陰性唾液樣
本內有 1472 個樣本的巨細胞病毒 DNA 偵測結果可正確判定為陰性，
其中有 3 個樣本被判定偽陽性。另有５個陽性唾液採集樣本的巨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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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DNA 偵測結果可正確判定為陽性。FDA 亦審查 34 個已知感染巨
細胞病毒嬰兒的庫存樣本，其巨細胞病毒 DNA 的偵測結果亦可正確
判別為陽性。
5.

此產品透過 De Novo 法規途徑申請上市。De Novo 為一種新型
510(k)法規上市途徑，適用新穎且中低風險之醫療器材 ，法源為
513(f)(2)，the Federal Food、Drug and Cosmetic Act (the FD&C
Act) 。 隨 著 此 上 市 過 程 ， FDA 亦 會 建 立 所 謂 特 殊 控 制 (special
controls)，藉此規範宣稱「輔助診斷先天性巨細胞病毒感染」之產品，
其準確性、再現性及效能等試驗應符合之要求。在已符合一般控制
(general controls)之情況下，特殊控制(special controls)可合理地確
保這類產品試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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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2 月發佈「宣稱適用特定種類或類別之癌
症治療藥品之伴同性體外診斷器材其開發及標示」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劉家菁

發表時間:

2018/12/06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指引草案

關 鍵 字：

companion diagnostic

別:

devices、CDx、labeling、
developing
資料來源:

Developing and Labeling In vitro Companion Diagnostic Devices for a
Specific Group or Class of Oncology Therapeutic Products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 草 案 主 要 說 明 伴 同 性 體 外 診 斷 器 材 (companion diagnostic
devices, CDx)，如何擴大標示宣稱(broader labeling)，在有足夠證據
可支持 CDx 適用於特定種類或類別之治療藥品時，CDx 之宣稱應標示
特定種類或類別之治療藥品，而非標示特定藥品之名稱。

2.

於本文內，美國 FDA 以核准用於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之 CDx 為例，說明 CDx 與腫瘤表皮生長因子接受器(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變之關係，以及各個 CDx 宣稱適用之
治療藥品，並建議在此狀況下，較佳的 CDx 宣稱的撰寫方式。

3.

目前美國 FDA 核准用於非小細胞肺癌之 CDx 主要用途，為偵測腫瘤
EGFR 突 變 是 否 為 外 顯 子 19 缺 失 (exon 19 deletions) 或 外 顯 子
21(exon 21) 點 突變 (L858R)，且 亦 有 5 款 已核准藥 品 (Afatinib 、
Gefitinib、Erlotinib、Osimertinib、Dacomitinib)，適合治療具有此
類型 EGFR 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然而，目前 CDx 各自之宣稱僅
涵蓋前述部分已核准藥品，並未涵蓋全部此 5 款藥品(如下表所示)。
美國 FDA 核准之
C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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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atinib

Gefitinib

Erlotinib

Osimertinib

Dacomiti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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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screen

X

X

--

--

X

--

X

X

X

--

--

X

--

--

--

X

X

X

--

--

EGFR RGQ PCR
Kit
Cobas EGFR
Mutation Test
V2
Oncomine Dx
Target Test
FoundationOne
CDx

針對此例，若 CDx 用於偵測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之 EGFR 為外顯子 19 缺
失或外顯子 21 點突變，則建議 CDx 之宣稱可撰寫為「用於偵測非小細
胞肺癌患者之 EGFR，為外顯子 19 缺失或外顯子 21 點突變，且適用於
FDA 核准治療非小細胞肺癌之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這樣的擴大宣稱，有利於臨床醫師依據病人生物標記狀
態，給予更合適的治療藥品。
4.

美國 FDA 建議如擬確定 CDx 測試項目是否可行，或擬透過補充資料支
持已核准之 CDx 擴大其標示宣稱時(即宣稱適用於特定種類或類別之癌
症治療藥品，非僅宣稱適用特定藥品)，CDx 開發者可思考下列因素(包
括但不限)：
(1) 對於 CDx 可識別出的癌症病人族群，是否可定義出特定種類或類
別之治療藥品。
(2) 是否詳細了解：
A.

與 CDx 搭配使用之特定種類或類別癌症治療藥品的作用機制。

B.

治療藥品與 CDx 偵測到的生物標記(於突變階段)間的交互作
用。

(3) 是否有足夠的臨床經驗，可說明至少有 2 種以上不同之治療藥品，
具相同用途且適用相同生物標記。
(4) CDx 其分析確效是否可驗證，其宣稱適應症所需檢測生物標記的範
圍。
(5) CDx 之臨床確效是否與其宣稱適用疾病之治療藥品合併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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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 FDA 亦建議若欲擴大 CDx 其標示宣稱時，可於開發時與
CBER、CDRH 或 CDER，以及癌症卓越中心(Onc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 OCE)共同討論。
5.

若欲擴大 CDx 之標示宣稱至特定種類或類別之癌症治療藥品(而非表列
特定治療藥品名稱)，則建議 CDx 開發者，可向 CDRH 或 CBER 討論適
當之法規途徑。送審時，須包含所選用特定種類或類別癌症治療藥品的
理由，及符合 21 CFR 860.7(c)(2)規定的有效科學證據，以支持預計擴
大的標示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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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變更案件之
審查流程及查檢表」
，並自即日起試辦一年後檢討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許弼凱

發表時間： 2018/11/23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適應症、用法用量、審查流程、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71408946

查檢表

號
資料來源： 「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變更案件之審查流程及查檢表」
重點內容： 1.

為提升審查透明度，食品藥物管理署於現行適應症變更審查流程中增
加核發核准函流程，詳如「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變更審查流程時間點管
控」(附件 1)；核准函內容如附件 2。

2.

為配合專利連結制度，針對有專利之新適應症，請申請者於送件時檢
具「藥品上市後新增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變更行政及技術性資料查檢表」
(附件 3)，明確勾選新增適應症需登錄專利，食品藥物管理署將於辦理
期限內核發領證通知，請申請者於 3 個月內至署領取許可證，並於領
證當天同時開通專利連結系統。

3.

審查流程及查檢表，自即日起試辦一年後檢討。

4.

上述附件 1~3 內容，可至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業務專區>藥品>新藥
專區>新藥相關公告下載。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2984)

本刊物內容僅代表查驗中心之觀點及經驗分享；凡涉及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適用，應依衛生主
管機關之指示為準。The views offer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official positions of
T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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