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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之臨床研發策略-以 trastuzumab 為例
許巧縈、林重賢、陳紀勳1

前言
近年來隨著多項生物藥品的專利到期，生物相似性藥品的研發與製造相應而生，
但由於生物藥品的結構龐大複雜，且具有製程專一(process specificity)的特性，即當
製程改變時，產品就會有所不同。因此生物相似性藥品無法在科學上達到與參考藥品
完 全 相 同 (identical) ， 無 法 比 照 傳 統 小 分 子 學 名 藥 之 規 範 ， 以 生 體 相 等 性
(bioequivalence)結果來連結參考藥品之療效與安全性。目前各國對於生物相似性藥
品的查驗登記要求，皆採取「減免部分法規科學要求(abridged)的生物藥品」的概念[1,2]，
透過高度的特性鑑定(characterization)與比較性分析研究(comparability studies，亦
有以Comparative Analytical Assessments稱之)，證實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
具有相似的品質與功能活性(有時須體外生物活性)，對於非臨床與臨床資料的要求，則
依個案適度的減免。
為了建立與參考藥品的生物相似性(biosimilarity)，生物相似性藥品的技術性資料
主軸為與參考藥品的比較性研究，參考藥品為該成分原開發廠於國內核准的藥品，比
較性研究執行項目基本包括結構與功能分析測試、生物效價分析、動物藥動藥效學研
究、動物毒理研究、人體藥動藥效學試驗、人體免疫原性(immunogenicity)評估以及
人體療效和安全性比較試驗等，採逐步漸進的方式(stepwise approach)進行，形成生
物相似性的整體證據(totality of evidence)。
給藥途徑及用法用量須比照參考藥品，所採容器封蓋系統設計須配合用法用量；
欲宣稱之適應症不得超出我國參考藥品之適應症範圍。
本文章旨在探討生物相似性藥品在進行各項非臨床比較性研究，以及臨床藥動藥
效學比較性試驗後，規劃臨床療效安全性比較性試驗設計的考量重點。以下將此臨床
療效安全性比較性試驗，稱為臨床比較性試驗，並以成分為trastuzumab的生物相似
性藥品為例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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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所指的比較性試驗，其目的並非證實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之間的可
互換性(interchangeability)與可替代性(substitution)。

生物相似性藥品的臨床比較性試驗
生物相似性藥品臨床比較性試驗的目的，在於探討該藥品與參考藥品之間，是否
具有明顯的療效和安全性的差異；不同於傳統藥品臨床試驗目的在證明該藥品的療效
安全性。
研發一個生物相似性藥品，臨床比較性試驗所須的規模或件數，其決定因素包括：
參考藥品結構上的特性和複雜程度、比較性研究的規模及限制、比較性研究所發現的
差異、各項差異造成臨床差異的可能性、目前對於參考藥品作用機轉和病理學的了解
程度、藥動藥效指標可預測臨床預後的程度、以及參考藥品各項療效安全性的過往臨
床經驗等。研發單位應依據上述各項因素的分析，合乎科學的規劃臨床比較性試驗的
試驗設計，例如在決定包括臨床指標(endpoints)、試驗族群、制定臨界值等試驗架構
時，如何將上述因素納入考量。另外，若參考藥品及所屬分子類別具有特殊的療效安
全性顧慮時，法規單位將可能要求額外的比較性試驗。

臨床比較性試驗：試驗設計
比較性試驗須以直接比較來證明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具有相似的療效，原
則上採用隨機分派、雙盲、活性對照組的試驗設計，且具有足夠的檢定力。單以安慰
劑做為對照組的試驗無法用以認定與參考藥品之相似性，不應該採用。
比較性試驗原則上採用相等性(equivalence)試驗設計。若可提供科學性及作用機
轉證據，明確排除該生物相似藥品成分在該適應症具有療效增強的可能性，亦可採用
不 劣 性 (non-inferiority) 試 驗 設 計 ， 但 建 議 事 先 與 法 規 單 位 諮 詢 採 用 不 劣 性
(non-inferiority)試驗設計的合適性。
試驗期間(study duration)及受試者人數的設計，應足以偵測兩藥品間具臨床意義
的差異。若採用較靈敏且短期可評估的臨床療效指標做為主要療效指標時，可能需要
較短的試驗期間以及較少的受試者人數，但須注意在此情境下試驗期間與受試者人數，
可能不足以偵測重要的安全性訊息，如此可能需要額外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的評估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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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藥品之選擇
比較性試驗的活性對照藥品原則上，應為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參考藥品，參考藥品
(以代號R表示)為該成分原開發廠於國內核准的藥品。若欲使用原開發廠其他未經我國
核准之製造廠產品(以代號R’表示)作為對照藥品，R’必須已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
可的國家核准上市，且申請者應確認所使用的R’可以代表我國已核准上市的R，應提
供適當的數據或資訊並合乎科學地說明R’與R之間的關聯性。此外，生物相似性藥品
不得作為參考藥品，因此不可作為臨床比較性試驗中的活性對照藥品。
例如trastuzumab原開發廠藥品之商品名為Herceptin®，上市後分別於美洲和歐
洲 設 廠 供 應 全 球 市 場 需 求 ， 我 國 核 准 的 Herceptin® 來 自 歐 洲 之 製 造 廠 ， 因 此
Herceptin®美洲製造廠之產品屬於R’。當選擇以R’作為臨床比較性試驗之活性對
照藥物時，須確定R’原則上經十大醫藥先進國核准上市，且應在研發前期的比較性研
究以及/或臨床藥動藥效學比較性試驗中，同時以生物相似性藥品、R和R’產品執行
三 方 比 較 性 研 究 ， 建 立 R’ 與 R 之 間 關 聯 性 的 銜 接 資 料 。 基 於 市 場 需 求 ， 目 前
trastu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皆有三方比對性資料。

試驗族群之選擇
相對於參考藥品已取得適應症的目標族群，比較性試驗的試驗族群應具代表性，
當參考藥品有多個適應症時，生物相似性藥品臨床比較性試驗的試驗族群，應選擇具
有足夠的靈敏度，足以偵測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間可能具臨床意義的差異的適
應症族群。一般而言，均質性較高的試驗族群，可以減少對於試驗結果的干擾，從而
顯示二組藥品比較的結果主要來自兩組試驗藥品的差異。
以trastuzumab為例，Herceptin®取得的適應症範圍包括早期乳癌、轉移性乳癌
和轉移性胃癌。其中，以早期乳癌患者的疾病狀況較一致、體能狀態較佳且沒有接受
過先前的治療，被認為較合適做為trastu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臨床比較性試驗的試
驗族群。轉移性乳癌的病人族群，雖然可能在腫瘤負擔、腫瘤轉移部位、身體狀態或
是先前接受的治療等因素導致異質性較高，但藉由納入排除條件適當地規範，以及良
好的隨機分派機制等設計，亦有trastu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選擇以轉移性乳癌作為
試驗族群，可參考(表一)US FDA與EMA皆已核准的trastu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所執
行之臨床比較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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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為了符合臨床治療實務上的改變，比較性試驗收納的試驗族群可能可以在併
用藥物、先前的治療、或疾病嚴重度上，與參考藥品核准適應症的目標族群略有不同，
針對此項差異，建議研發單位於試驗設計階段提出合理性說明並與法規單位討論。

療效指標之選擇
生物相似性藥品的臨床比較性試驗，主要療效指標應該採用具靈敏度的療效指標，
以偵測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間可能具意義的臨床差異，與參考藥品之療效確認
性試驗所用之主要療效指標可能不同。
例如trastuzumab原開發廠的Herceptin，當年的療效確認性試驗的主要療效指標
多採用無惡化存活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或整體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
OS)，但因為無惡化存活期與整體存活期所需的追蹤時間較長，容易受到非藥品相關
因素的影響，例如腫瘤負荷量、病人的體能狀態、先前或後續其他抗腫瘤治療等，因
此對於偵測兩組藥品的差異以及建立生物相似性來說，顯得靈敏度不足。雖然如此，
原則上比較性試驗仍建議評估無惡化存活期與整體存活期，以支持二藥品間長期療效
不具明顯差異。
反應率(response rate)評估藥品短期間的抗腫瘤活性，較不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
擾，因此在癌症比較性試驗中，常用於偵測藥品間可能存在的具臨床意義的差異。在
以轉移性乳癌做為試驗族群的trastu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臨床比較性試驗中(表一)，
已有多項產品選擇以腫瘤的客觀反應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做為的主要療
效指標。客觀反應為腫瘤縮小達預先定義的標準並維持一段時間，為完全反應
(complete response, CR)和部分反應(partial response, PR)兩者的總和，客觀反應率
的定義為有客觀反應之病人比率。
但在早期乳癌患者執行的臨床比較性試驗中，則是選擇完全反應率做為主要療效
指標(表一)，可能原因為腫瘤切除後達完全反應者相較於整體反應者，與整體存活期的
相關性較高。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乳癌試驗中常用的完全反應的定義可區分為二種，
其中一種為Breast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bpCR)，代表手術切除的乳房
組織中沒有殘留侵襲性腫瘤細胞的存在；以及Total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tpCR)，代表除了乳房組織以外，手術切除的腋下淋巴組織也都沒有殘留侵襲性腫瘤
細胞的存在。二種完全反應的定義中，以tpCR與整體存活期的相關性較高，且更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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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表藥品的抗腫瘤活性。在早期乳癌術前輔助療法(neoajuvant)新藥臨床試驗中，
tpCR為美國FDA用於新藥加速核准(accelerated approval)所要求之替代療效指標。在
trastu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早期乳癌患者的臨床比較性試驗中，使用tpCR做為主
要療效指標為目前之趨勢，因此建議選擇tpCR為trastu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早期乳
癌患者的臨床比較性試驗之主要療效指標。
除上述建議之指標以外，若比較性試驗的主要療效指標欲採用其他指標，例如腫
瘤反應的時間(time to response, TTR)，建議研發單位提供該療效指標對於偵測療效
安全性差異的敏感性和合適性，以及該療效指標與臨床預後的相關性等科學性論述與
法規單位討論。

臨界值(margin)的制定與樣本數的計算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臨床比較性試驗統計設計，不論為相似性試驗或不劣性試驗，
皆須事先定義臨界值大小，臨界值不僅關係執行試驗樣本數的大小，也是試驗結果的
決策法則，故須審慎評估臨界值的合理性。決定臨界值的考量要點依序如下。
(一) 恆定性假設(constancy assumption)原則
活性對照藥的療效證據通常來自較優性比較試驗，由顯著優於安慰劑組，來確認
其療效；然而不論是相似性或不劣性試驗，試驗藥品療效的確認，若缺乏安慰劑組，
則須由活性對照藥的療效，間接證明試驗藥品療效。因此，若無法納入安慰劑組，須
假設活性對照藥目前執行的臨床比較性試驗中的療效，與之前較優性比較試驗中該活
性對照藥所得的療效證據是相近的；此即為「恆定性假設」
。因此設計生物相似性之臨
床比較性試驗時，須考量該活性對照藥(即參考藥品)是否可能不符合「恆定性假設」，
例如觀察到參考藥品在臨床研發階段的療效極小，或參考藥品從前的三期試驗療效結
果變化很大等。
(二) 療效指標之組間比較方式
以trastuzumab臨床比較性試驗中常見之療效指標「客觀反應率(ORR)」為例，為
群體水平的總結(population-level summary)，屬於二元資料(binary data)中的比率
(rate)，以下泛稱p，其組間比較方式，可考慮採用風險相對值(Risk Ratio, RR)或風險
差異值(Relative Difference, RD)。選用何種比較方式，從統計的觀點，端視其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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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恆定性假設而定。舉例來說，假設活性對照藥過去執行兩個第三期試驗，試驗1結果
兩組p1與p2分別為0.1與0.05；試驗2結果則分別為0.06與0.03，經整理後可得二試驗
之RR點估計值皆為0.5，但RD點估計值則分別0.05與0.03，可發現二試驗之RR值較能
符合恆定性假設 [1]；反之，若過去之試驗結果顯示RD值較為恆定，則可考慮使用RD
值。選用何種比較方式，仍要考量該估計值是否能代表實際臨床的經驗並具意義，經
綜合考量後，再謹慎選取，並宜事先與法規單位討論。
(三) 臨界值的考量
假若試驗藥品與活性對照藥品之差異值為θ(試驗藥品-活性對照藥)，而可接受的
臨界值為±δ(以上下臨界值皆相同為例)，則試驗虛無假說(H0)與對立假說(H1)分別為：
H0：|θ|≥δ vs H1：|θ|<δ………………………………………………………………….(1)
可拆解為
H01：θ≤-δ vs H11：θ>-δ 與 H02：θ≥δ vs H12：θ<δ……………………(2)
決定相似性試驗的臨界值，可參考不劣性試驗相關法規指引 [1,2]。在決定臨界值的
過程，會面臨兩種不同考量，即M1(統計臨界值)與M2(臨床臨界值)兩者。M1代表活
性對照藥品於目前試驗中預期的療效，一個完整且具備足夠證據的M1估計方法，須經
過系統性文獻搜尋，再進行統合分析後，以適當且較保守之估計值作為M1；M2代表
試驗藥品與活性對照藥臨床上可接受的最大療效差異(失去的療效)[5,8]，值得注意的是，
雖然最終臨界值以M2(較M1小)為主，但最終臨界值的選擇須有合理的科學證據 [12]，
而經完整評估且證據力強的M1，對M2的選取與試驗結果的詮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5]。
若從藥物機轉或其它科學證據上，已充分顯示試驗劑量與副作用頻率多寡之關係
甚低，且可明確排除療效增加的可能性，則可與法規單位討論，考慮在相似性試驗中，
使用較寬鬆的臨界值[3]。或採用不劣性試驗設計 [13]的可能性。
(四) 統計分析方法與樣本數考量
依據預先決定的臨界值，且透過公式(2)可知，假說檢定共拆解為二個，在控制型
一誤差5%的原則下，若依循生體相等性(bioequivalence)試驗原則，建議可採用二次
單尾檢定 (two one-sided test, TOST)方法[3,14]，透過二個單尾(0.05)檢定的方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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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檢定公式(2)的兩個假說，以確認與活性對照藥的相似性。若欲比照藥品三期療效確
認性試驗，亦可接受型一誤差取較保守的雙尾0.05。此外，若療效指標屬於二元資料(如
ORR)，則估計療效差異之信賴區間時，若採用概似法(approximate methods)，結果
判讀須謹慎，因須考慮樣本數是否過小或ORR值接近0或1，前述情況建議可採用精確
法(exact methods)估計信賴區間[15,16]。
相似性試驗樣本數的估計，所須參數除了臨界值與型一誤差採用單尾或雙尾(0.05)
外，須特別注意型二誤差(β)或檢定力(1-β)。在計算樣本數時，由於相似性試驗包含二
個假說檢定，因此，型二誤差須取β/2；故一般而言，其它參數不變條件下，進行相似
性試驗所需樣本數往往較不劣性試驗多[14,17]。

安全性評估
生物相似性藥品的臨床療效即使與參考藥品相似，仍可能具有不同的安全特性。
在臨床比較性試驗中，除了療效的相似性以外，同樣需展現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
品的安全性相當(comparable)，尤其針對該生物藥品已知的風險以及免疫原性，謹慎
比較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所產生的不良反應之類型、嚴重度與頻率。
此外，應依據在結構與功能分析和動物的比較性研究中所觀察到的差異，評估生
物相似性藥品可能特有的安全性疑慮，尤其是輸注反應與免疫原性，並在臨床試驗中
進行特別監測與評估。
雖然trastuzumab分子在單株抗體藥品中屬於免疫原性較低，且非屬終身長期施
打的生物藥品，臨床上發生需要轉換(switch)藥品的可能性較低，仍建議針對免疫原性
進行完整的評估，研發單位應以最先進之技術為基礎，研發出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
藥品之免疫原性檢測方法，執行生體含量分析方法確效，於比較性試驗中以盲性方式
進行抗藥品抗體(antidrug antibody, ADA)檢測，分析ADA的發生率、效價及特性，
提供免疫原性與療效、安全性之關聯性分析比較。
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之間較微小的差異，對於臨床預後所造成的影響，往
往必須等到較多的臨床使用經驗後才能獲知，因此生物相似性藥品須有完善的上市後
安全監測計畫及上市後免疫原性研究。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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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生物相似性藥品在我國及歐美日等國皆有類似之研發基本準則，但由於參考
品在不同國家可能有不同的核准狀況，且不同法規單位可能會有不同的要求，生物相
似性藥品的臨床研發策略須審慎考量各國不同的狀況，並建議於研發階段儘早諮詢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及/或醫藥品查驗中心。
表一、US FDA 與 EU EMA 皆已核准的 trastuzumab 生物相似性藥品所執行之臨床比
較性試驗
Biosimilar

Company N

Kanjinti

Amgen/

ABP 980

Allergen

Herzuma

Celltrion

725

475

Patient

Primary

Equivalence

setting

endpoint

(E) margin

Neo-adjuvant tpCR

-13%, +13%

RD: 7.3%

EBC

with 90 % CI

(1.2,

for RD;

13.4)

0.759, 1.318

RR: 1.19

with 90% CI for

(1.033,

RR

1.366)

-0.15, +0.15

RD: 5%

with 95 % CI

(-0.14,

for RD;

0.04)

Neo-adjuvant tpCR

-0.15, +0.15

RD: -0.04

EBC

with 95 % CI

(-0.12,

for RD;

0.05)

0.74, 1.35 with

RR: 0.93

95% CI for RR

(0.78,

MBC

ORR

CT-P6
549

Results

1.11)
Ogivri

Mylan/

500

MBC

ORR

MYL-1401O Biocon

-15%, +15%

RD: 5.53

with 95 % CI

(-3.08,

for RD;

14.04)

0.81, 1.24 with

RR: 1.09

90% CI for RR

(0.974,
1.211)

Trazimera

Pfizer

PF-0528014

707

MBC

ORR

0.8, 1.25 with

RR: 1.09

95% CI for RR

(0.842,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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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ruzant+

Samsung

800

SB3

Neo-adjuvant bpCR

-13%, +13%

RD:

EBC

with 95 % CI

10.70

for RD;

(4.13,

0.785, 1.546

17.26)

with 95% CI for

RR: 1.259

RR

(1.085,
1.460)

EBC: early breast cancer, MBC: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ORR: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tpCR: total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bpCR ： breast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RD: risk
difference, RR：relative risk or risk ratio, CI: confidence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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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細胞製劑的製造與管控考量以美國、歐盟與日本核准上市之產品為例
李倍慈 1

前言
人類細胞治療製劑（Human cell therapy products），係指使用取自人類自體
（autologous）或同種異體（allogeneic）的細胞，經加工及(/或)體外培養程序後，施
用於病人，以達到治療或預防疾病之目的[1]。對於過去化學及生物藥品無法滿足之病況，
提供多元的治療方式。
由於細胞治療製劑不同於傳統化學及生物藥品，具複雜生物活性、每批產量少且效
期短等特殊性，各國針對細胞治療製劑之特性研擬相關基準，作為廠商研發與衛生主管
機關審查依據，例如美國 2008 年發布之「Content and Review of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 (CMC) Information for Human Somatic Cell Therapy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s (INDs)」[2]、同年歐盟發布之「Guideline on
Human Cell-Based Medicinal Products」[3]、同年日本發布之確保從人（自體）來源
的細胞和組織加工的藥品或醫療器械的質量和安全性

[4]

源的細胞和組織加工的藥品或醫療器械的質量和安全性

，和確保從人（同種異體）來

[5]

，以及 2016 年所發布之有關

再生醫學產品（人體細胞加工產品）之品質、非臨床安全性測試和臨床測試實施質量的
技術指南[6]等。
我國對於人類細胞治療製劑之管理目前乃以藥事法為依歸，衛生福利部已於 2019
年提出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7]，現仍在立法院研議中，若經立法通過，則上述製
劑將屬於該條例管制範疇。關於基因修飾細胞定義及製造管控相關法規之探討，請參酌
第 111 期醫藥品查驗中心當代醫藥法規月刊

[8]

。本文將藉由回顧已上市之未經基因修

飾之細胞治療製劑，探討化學製造管制的審查考量。本文除納入歐盟及美國相關上市產
品外，亦將包含與台灣醫療環境及種族特性較為相近之日本核可上市產品，進行整理與
討論。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藥劑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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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核准的非基因修飾細胞產品
一、美國
獲美國 FDA 核准上市的非基因修飾細胞產品，至 2020 年 10 月止共計 12 項，其
名稱、細胞種類、適應症，與許可上市時間整理如表一。其中大部分為臍帶血中分離之
造血前驅細胞(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cells, HPC)，此外，除採局部給予方式治療
手術造成之牙齦損傷產品外，均使用經加工培養之自體細胞[9]。
表一、美國許可上市之非基因修飾細胞產品(至 2020 年 10 月止)
Trade

Company/

Name

Manufacturer

Hemacord
None*

Ducord

Cell type

Indication

New York Blood

Hematopoietic

Hematopoietic and

Center, Inc

progenitor cells,

immunologic

Clinimmune Labs,

Cord Blood

reconstitution in

University of

patients with

Colorado Cord Blood

disorders affecting the

Bank

hematopoietic system

Duke University

2011

2012

2012

School of Medicine
Allocord

FDA approval year

SSM Cardinal
Glennon Children's

2013

Medical Center
None*

LifeSouth
Community Blood

2013

Centers, Inc.
None*

Bloodworks

Clevecord

Cleveland Cord

2016
2016

Blood Center
None*

MD Anderson Cord

2018

Blood Bank
Provenge

Dendreon Corp.

Autologous

Metastatic castrate

Prostate-specific

resistant (hormone

antigen-containi

refractory) prostate

ng

cancer.

2010

antigen-presenti
ng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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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iv

Fibrocell

Autologous

Moderate to severe

Technologies

fibroblasts

nasolabial fold

2011

wrinkles
Gintuit

MACI

Organogenesis

Allogeneic

Topical application to

Incorporated

Keratinocytes

a surgically created

and Fibroblasts

vascular wound bed of

in Bovine

mucogingival

Collagen

conditions in adults

Autologous

Repair of

Cultured

symptomatic, single

Chondrocytes

or multiple

on a Porcine

full-thickness cartilage

Collagen

defects of the knee

Vericel Corp.

2012

2016

Membrane
*依照 FDA Approved Cellular and Gene Therapy Products[9]

以造血前驅細胞而言，美國目前核可之產品均取自新生兒臍帶，建議捐贈者及患者
之 6 個 HLA-A、HLA-B 抗原及 HLA-DRB1 等位基因中的至少 4 個匹配，捐贈者另需
確保無傳染性病原及鐮刀型貧血。製程使用 FDA 核可醫療器材以富集化 CD34+細胞之
比例，由於 不經體 外 細胞培養即 輸注至 病 人使用，因 此符合 最 小操作 (minimal
manipulation) 程 序 。 產 品 放 行 規 格 包 含 無 菌 性 、 無 同 型 合 子 之 血 紅 素 異 常 症
(homozygous hemoglobinopathy)、有核細胞總數、有核細胞存活率及存活之 CD34+
細胞數等[10]。
Provenge 主成分為可呈現前列腺癌抗原 (prostatic acid phosphatase, PAP)之抗
原呈現細胞 (antigen-presenting cell, APC)。患者血液經白血球分離術(leukapheresis)
分離包含 APC 在內之白血球細胞，再於培養基中加入 prostatic acid PA2024 (將 PAP
與 GM-CSF 連結，GM-CSF 有助於使 APC 靶向 PAP)。被 PAP-GM-CSF 活化之 APC
輸注回患者體內，可幫助患者體內之 T 細胞辨認並破壞表現 PAP 之前列腺癌細胞，因
此應屬癌症治療疫苗（cancer treatment vaccine）
。放行規格除無菌、無內毒素、細胞
存活率及數量外，效價分析項目為 CD54+細胞數及表現量
盟 EMA 許可上市

[11]

。本品曾於 2013 年獲歐

[12]

，後於 2015 年因藥證持有商破產而自請撤證[13]。

Laviv 為自體纖維母細胞產品，取用患者自體耳後含表皮及真皮層皮膚，經細胞培
養後注射至患者皺紋區域。皮膚組織中雖亦有如角質細胞等其他種類細胞，然因纖維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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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生長特性，經培養後 98%以上均為纖維母細胞，製程相對簡單。放行規格除無菌、
無內毒素、細胞純度及鑑別之外，於樞紐臨床試驗批次(pivotal clinical trials)以細胞數
及存活率為效價分析項目，並於商業批次增加膠原蛋白含量列為效價分析項目之一
[14]

。
Gintuit 為取自新生兒包皮組織製成之異體細胞層片，結構似於皮膚，其為兩層結

構：上層為角質細胞，而支持性下層則由纖維母細胞、牛來源之膠原蛋白與人類細胞外
基質蛋白質所組成之複合性產品(combination product)。除了對於母體捐贈者進行感
染源檢測外，本品製程包含種源細胞庫(master cell bank, MCB)及工作細胞庫(working
cell bank, WCB)之建立，MCB 品質管控項目主要分為外來病原、致腫瘤性及可比性分
析。致腫瘤性部分包含染色體核型分析（karyotype analysis）
、細胞僅能有限度的增生
(finite life span)且無致小鼠腫瘤風險等。可比性部分除細胞純度外，並以細胞製成合適
單元(FDA 未揭露相關資訊)，進行包含經皮吸收、細胞激素、細胞活性(採用 MTT assay)、
同功酶(isoenzyme)分析、外觀等比較，並移植至裸鼠觀察相關反應。WCB 之品質管控
分析，除無外來病原、同功酶、細胞存活率及擴增能力等，包含分別以膠原蛋白及內披
蛋白（involucrin）含量作為纖維母細胞及角質細胞之細胞鑑別試驗。製成層片後之放
行規格包含無菌、無內毒素、效價分析、層片外觀完整性、細胞覆蓋層片程度及厚度等
項目。此外，本品製造商之另一產品 Apligraf 於 1998 年獲得美國 FDA 以第三級醫療
器材許可上市，作為人造之皮膚替代物用於下肢靜脈性潰瘍(venous leg ulcer)，由於其
與 Gintuit 製程及特性相同，因此 Apligraf 之製造管控及安全性資料等均可作為參考。
於 CMC 部分，美國 FDA 主要著重評估該醫療器材資料中未包含之部分，如效價分析、
是否符合現行 GMP、安全性與可比性分析等[15]。
MACI 用於修復膝關節軟骨缺損，為由患者自體非承重區域分離之軟骨細胞(細胞製
劑部分)，種植於豬來源膠原蛋白製成之薄膜(醫療器材部分)而組成之細胞層片複合性產
品，經手術植入方式施予患部。本品之放行規格包含無菌、無內毒素、細胞鑑別、存活
率及數量、外觀完整性、效價分析等

[16]

(美國 FDA 未揭露效價分析檢測項目，依照歐

盟 EMA assessment report，以聚蛋白多醣(aggrecan)表現量為效價分析項目
[17]

品曾於 2013 年獲歐盟 EMA 核可上市

[17]

，於 2014 年因商業考量關閉歐洲製造廠

)。本

[18]

，

後未展延藥證而自動失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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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歐盟 EMA 至 2020 年 10 月止核准上市的非基因修飾細胞產品共有 3 項，其名稱、
細胞種類、適應症、許可上市時間整理如表二。歐盟 EMA 認為若細胞產品為同源使用，
且未經充分的加工培養以致於並未改變其生物特性、生理功能或結構特性，例如造血前
驅細胞移植，則不屬於先進醫療產品(advanced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 以下簡稱
ATMP)，應由成員國自行管理[19]。此外，有三個許可產品已自行撤銷，除上述 Provenge
及 MACI 外，以自體軟骨細胞製成之細胞懸浮液治療膝軟骨損傷之 ChondroCelet，於
2009 年獲歐盟 EMA 上市許可[20]，為歐盟首例通過之細胞治療 ATMP，已於 2016 年因
商業考量自請撤銷上市許可[21]。
表二、獲歐盟 EMA 許可上市之非基因修飾細胞產品(至 2020 年 10 月止)
Trade Name

Company

Cell type

Indication

Holoclar

Chiesi

Autologous human

Replace damaged

Farmaceutici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on surface

S.p.A.

cells containing stem

(epithelium) of the

cells

cornea

Autologous

Repair defects to

matrix-associated

the cartilage in the

chondrocytes

knee

Takeda Pharma

Allogeneic

Complex anal

A/S

mesenchymal adult

fistulas in adults

stem cells extracted

with Crohn’s

from adipose tissue

disease

Spherox

Alofisel

CO.DON AG

EMA approval year

2015

2017

2018

Holoclar 為貼附於纖維蛋白(fibrin)薄膜之自體角膜上皮細胞層片，其中包含平均
3.5%角膜邊緣幹細胞(limbal stem cell)，以修復角膜損傷。本品取用病人自體完好側眼
睛之角膜邊緣(limbus)組織切片，將分離後之細胞種植於經輻射照射致使生長停滯之小
鼠 3T3-J2 細胞上，以特別的培養基培養後製成。因製程使用小鼠細胞株作為滋養層
(feeder layer)，除輻射照射確效證明其已不具增生能力外，另於成品管制殘留之 3T3-J2
細胞數量，並於非臨床毒理部分進行 3T3-J2 滋養層及成品之體外(in vitro)染色體核型
分析及軟瓊脂測定(soft agar assay)等檢測分析

[22]

。此外，因 P63 表現量與維持角膜

邊緣幹細胞生長及修復角膜能力有關[23]，本產品將 P63 顯著表現(P63++)之細胞含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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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效價分析項目並列於成品放行規格[22]。
Spherox 為由患者自體軟骨細胞，經培養於具塗層使細胞無法貼附之培養皿而聚集
形 成 之 軟 骨 細 胞 球 體 (spheroids) 。 經 染 色 分 析 及 顯 微 鏡 觀 察 ， 球 體 外 圍 為 長 形
(elongated)軟骨細胞，內層為細胞間質(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圍繞之圓形(round)
軟骨細胞，此 ECM 包含膠原蛋白、聚集蛋白聚醣、醣胺聚醣(glycosaminoglycan, GAGs)
等成分，並具與透明軟骨相似特性。軟骨細胞球體之基因型/表現型與單層培養之軟骨
細胞一致，包含具備表現軟骨細胞生長因子，如 TGFbeta、BMP2/4、IGF-1 及 PDGF
之特性。此細胞球體之結構及特性有助於患部之修復。細胞鑑別、球體所含活細胞數量、
細胞存活率、無菌、內毒素、黴漿菌、不純物(例如滑膜細胞(synoviocytes)) 含量、效
價分析(應包含 aggrecan 含量分析[24])等均為放行檢驗項目[25]。
Alofisel 為目前歐盟 EMA 核准之 ATMP 中唯一使用同種異體細胞者。依照其臨床
前研究結果，本品具患部免疫調節能力及抗發炎的效果。本品成體間質幹細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 以下簡稱 MSC)由篩選無傳染疾病風險之捐贈者進行抽脂手
術取得之皮下脂肪組織，經分離純化幹細胞培養擴增後建立 MCS (Master cell stock)
並凍存，主要管控項目包含細胞鑑別、無菌性、存活率及效價分析等。MCS 解凍、培
養擴增並分裝充填後即為成品。對於 MSC 之特性分析，包括型態、表面抗原、生物及
功能特性(分化能力、免疫調節性、與再生及修復相關之蛋白質等)。成品放行之檢測項
目則與 MCS 大致相似。對於此類產品的致腫瘤性議題，廠商對擴增代數(number of
population doubling)範圍有所界定並在製程中加以監測，另於非臨床毒理部分進行體
內(in vivo)及 in vitro (包含染色體核型分析、端粒活性、C-myc 表現情況、細胞生長動
力(Growth kinetics)、軟瓊脂測定)之完整致腫瘤性分析[26]。
三、日本
日本許可之再生醫療產品(regenerative medical products)中非基因修飾細胞治
療產品如下表三[27]。日本規定若細胞治療屬醫療行為或臨床研究目的，而非欲取得上市
許可者，屬於再生醫療安全法(act on the safety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管轄範疇，
而非藥品醫療機事器法 (act on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以下簡稱藥機
法)之再生醫療產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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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日本許可上市之非基因修飾細胞產品(至 2020 年 10 月止)
Trade
Name
JACE

Company

Cell type

Indication

Japan Tissue

Autologous

i.

Severe burns

Engineering Co.,

keratinocytes

ii.

Giant congenital

Ltd.

MHLW approval year

melanocytic nevi
iii. Dystrophic

i.

2007

epidermolysis

ii.

2016

bullosa and

iii.

2018

junctional
epidermolysis
bullosa
JACC

Japan Tissue

Autologous

Traumatic cartilage

Engineering Co.,

chondrocytese

defect or

Ltd.

osteochondritis

2012

dissecans of the knee
Temcell

HeartSheet

JCR

Allogeneic bone

Acute graft versus

Pharmaceuticals

marrow-derived

host disease following

Co., Ltd.

mesenchymal

hematopoietic stem

stem cells

cell transplantation

Terumo

Autologous

Severe

Corporation

skeletal

heart failure due to

myoblast-derived

ischemic heart disease

2015

2015

cell sheet
Stemirac

Nipro

Autologous bone

Neurological

Corporation

marrow-derived

symptoms and

mesenchymal

functional disorders

stem cells

associated with spinal

2018

cord dysfunction
Nepic*

Japan Tissue

Autologous

Corneal epithelium

Engineering Co.,

corneal limbus

reconstruction of

Ltd.

derived corneal

patients with limbal

epithelial cell

stem cell deficiency

2020

sheet
* PMDA 尚未提供英文 review reports[27]

JACE 為自體表皮細胞層片，其製作為取用患者自體皮膚之角質細胞，培養於經
X-ray 照射抑制生長的小鼠 3T3-J2 feeder layer 上。3T3-J2 細胞建立三階細胞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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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CB 及 WCB 之品質檢測包含鑑別、染色體完整性、in vitro 致腫瘤性 (軟瓊脂測
定)、無菌、黴漿菌、無病毒汙染等。此外，隨患者自體細胞於層片上生長，3T3 細胞將
逐漸脫落。製程中及成品管控方面，除無菌、黴漿菌、內毒素外，包含細胞層片完整性、
細胞比例(自體角質細胞占比及殘留 3T3 細胞比例)、細胞密度、細胞存活率、牛血清殘
留含量等[29]。對於成品染色體穩定性分析之必要性方面，申請者提供結果中有一個樣品
之第 8 染色體短臂呈現異位現象(translocation)，可能嚴重影響產品品質並增加風險，
然經分析該捐贈者皮膚及周邊血細胞染色體，認為該捐贈者基因具鑲嵌現象
（mosaicism），應非為製程造成變異。此外，廠商提供之其餘 3 個成品進行體外及體
內致腫瘤性分析結果均為陰性，故 PMDA 同意不需將染色體檢測列為放行規格，且應
可排除本品致腫瘤風險。本品於 2007 年取得核可用於嚴重燙傷修復[29]，後續擴充適應
症，包含巨大型先天黑色素痣 ( giant congenital melanocytic nevi)術後修補，及促進
表皮溶解水皰症（epidermolysis bullosa）之上皮形成(epithelialization) [30]。
JACC 為由患者自體軟骨細胞及去端膠原蛋白(atelocollagen)膠體混合培養製成之
複合性產品。移除 C 及 N 端之去端膠原蛋白之免疫原性較低且特性與膠原蛋白相似[31]，
提供 3D 立體結構供軟骨細胞生長。成品管控方面除無菌、黴漿菌、內毒素外，包含完
整性、細胞比例、細胞密度、細胞存活率、BSA 殘留含量等[32]。
Temcell 為目前日本許可上市之再生醫療產品中，唯一採用異體來源者，引進授權
自全球首個幹細胞治療產品 Prochymal，其由 Osiris therapeutics inc.所開發，並於
2012 年於加拿大及紐西蘭取得上市許可，然而因商業因素並未曾正式商業化銷售。本
品取用成人捐贈者之骨髓，經放大培養後建立細胞庫(donor cell bank，以下簡稱 DCB)
並凍存。捐贈者需經血液篩檢及醫療史、旅遊史等評估以降低病毒感染風險。DCB 之特
性分析及放行規格包含細胞鑑別、細胞分化能力、刺激後細胞素表現能力、染色體核型
分析、致腫瘤性、病毒分析及凍存安定性等。待需要時將 DCB 解凍重新懸浮分裝之細
胞成品，經分析無菌性、黴漿菌、內毒素、細胞鑑別及純度等後放行。日本 PMDA 認
為異體骨髓 MSC 之風險，可透過妥善管控製程、DCB 及成品而減低至可接受範圍[33]。
Heartsheet 屬複合性產品，其主要作用模式為取自患者股四頭肌(quadriceps)製成
之骨骼肌細胞層片，因安定性僅有 10 個小時，採取以細胞凍管運送，於醫療機構方製
成細胞層片方式。故本品次要成分包含細胞運送使用之容器，以及製造時使用之培養基、
用於分離及運送自體血清之器材及對溫度有反應性之培養盤。細胞凍管之放行規格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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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菌性、黴漿菌、內毒素、細胞鑑別及純度等。細胞層片之特性分析包含其分泌之生長
因子檢測。此外，亦評估層片中細胞純度、染色體核型分析、致腫瘤性等。日本 PMDA
另要求業者須執行醫療機構之操作訓練與管控[34]。
Stemirac 為患者自體骨髓液中分離純化並凍存之 MSC。MSC 特性分析包含細胞表
面抗原分析、細胞分化能力、免疫調節能力、營養因子（neurotrophic factor）分泌能
力及細胞移動能力。細胞凍管之放行規格包含無菌性、黴漿菌、內毒素、細胞鑑別及純
度等[35]。本產品於 2016 年獲先驅審查指定制度（Sakigake designation）認定[36]，該
制度包含享有優先諮詢、優先審查、與日本 PMDA 之審查夥伴制度等指定優惠方案[37]。

製造與管控考量
整體而言，人類細胞製劑之製造與管制考量建議如下。
一、原物料管控
(一) 細胞
應詳細敘述細胞來源，包含採集、運送及製程。由捐贈者取得之來源細胞，依照所
需體外培養狀況，可分成不經培養、經數代細胞培養及建立細胞庫系統三種。其中不經
培養即輸注至病人體內，如臍帶造血幹細胞，歐盟 EMA 認為並不屬於先進醫療產品範
圍，於我國衛生主管機關認為相關操作技術已成熟且各學會已訂定完整訓練課程，因此
核可用於常規醫療執行，可用於包含造血系統、骨髓衰竭及先天疾病方面共 29 項疾病
治療，並解除登記列管措施[38]。
細胞捐贈者需依規定進行合適性判定，其中包含特定病原篩選及檢驗。即使使用自
體細胞，為減少細胞製劑相關接觸者之感染風險，亦應進行病原之篩選或測試。可參考
衛福部之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捐贈者合適性判定基準 [39]及人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申
請作業及審查基準附表十二[1]。此外，應建立提供者（donor）與接受者間的完整追蹤
系統。
(二) 細胞庫系統
若製程需細胞庫之建立，建議可參考 ICH Q5D [40]進行特性及品質分析，細胞庫特
性方面，建議應包含細胞鑑別及純度、生長狀況、基因型、表現型、染色體穩定性及致
腫瘤性、功能性等相關檢測。此外，建議參考 ICH Q5A[41]進行病毒安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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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原料
細胞採集、培養過程中會涉及許多其他原料的使用，可能包含培養基、血清、抗生
素、抗體、酵素、細胞激素甚至其他細胞等，為維持產品之品質、安全並有效特性，需
注意原料之鑑別、純度、無菌及外來病原、生物活性等，並以表格整理呈現。建議評估
人或動物來源之原料的必要性，盡可能改以合成之替代物為宜。其中，若需使用人類血
清，應以取自同一捐贈者為優先；若需使用人類血漿衍生製劑，應盡量使用已核准藥物，
如屬非核准藥物，建議提供該血品的來源/地區並說明血漿收集及檢測是否符合相關法
規，說明該藥物製程對於傳染病源體之去活化或清除能力，並應建立追溯（traceability）
系統。
動物來源之試劑，除須評估無菌性及病毒檢測外，並建議考量是否可能有非預期之
免疫反應。如需使用牛血清，應確認無傳染性海綿狀腦病(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 TSEs)/牛海綿樣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風險，
並應考量使用輻射照射以使低於偵測極限之可能病原不活化之血清(irradiated sera)。
若使用其他細胞作為滋養細胞層，除上述外，建議需對該細胞進行包含染色體完整
性、致腫瘤性等分析，並需確認該細胞於成品中含量及評估可能影響，建議可參考歐盟
EMA 之異種(xenogeneic)細胞治療產品指引[42]。此外，需評估成品中各原料的殘留量，
包含是否有潛在毒性的相關檢測，並建議盡量減少抗生素的使用，以降低過敏發生的風
險。
賦形劑方面，應列出其於最終產品內的成分、濃度、功能、規格(需提供檢驗成績
書)。如無人類使用經驗，則應提供完整之 CMC 及非臨床試驗等科學性文件以支持其品
質及安全性。如使用途徑或用量與過去經驗不同，亦應提供資料說明其安全性。
二、特性分析與規格
通常包含細胞鑑別、純度、存活率、不純物(含製程/產品相關不純物及外來病原)
及能反映適應症療效之合適效價分析等。如屬複合性產品，醫療器材或藥品本身及與細
胞製劑合併後的特性亦須評估。如果製劑之結構為重要特質，亦須進行有效成分或成品
之結構鑑別、結構完整性等分析，如上述 Spherox 軟骨細胞球體對於成品中細胞組成
及特性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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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效價分析可以反映製劑與療效間的關係，歐盟 EMA 建議應即早並最好於製
劑首次進行臨床試驗時即已建立效價分析項目，於進行樞紐性試驗前，應具備經確效的
效價分析方法，且此分析建議包含於成品放行及安定性檢測項目中[3]。我國及美國 FDA
則建議於第二期人體試驗結束時應具備合適的效價分析，且此分析方法應於申請產品上
市完成確效以證明該方法的適用性[1, 2]。此外，考量成品之細胞數可能有限，可提出合
理說明，將部分分析項目如不純物的清除等，僅列於製程確效或製程中管控。
三、比較性試驗
產品開發過程若有製程或重要原物料變更，應仔細記錄並評估可能對成品造成的影
響，並提供與臨床批次間的比較性分析結果，其中應包含與療效相關的效價分析。由於
晚期研發之製程變更將涉及大規模比較性試驗，建議應避免於樞紐性試驗中變更製程。
此外，若品質特性分析結果或非臨床層面之可比性無法建立，則可能須進行額外的臨床
試驗。相關建議可以參考 ICH Q5E [43]。
四、安定性分析
由於細胞製劑的特異性，建議安定性試驗應依各自產品特性規劃檢測項目，除須提
供成品於儲存條件之安定性試驗結果外，亦應提供於實際包裝材料並模擬運送過程之運
送安定性分析結果。

討論
美國為促進再生醫療產品之開發上市，公告再生醫學先進療法 (Regenerative
Medicine Advanced Therapy，以下簡稱 RMAT)，說明(1)產品若屬細胞治療、治療性
組織工程產品(Therapeutic Tissue Engineering Products)、人體細胞與組織產品
(Human Cell and Tissue Products)、及任何使用此類療法或產品之複合式產品(不包括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第 361 章節所提及之產品，即不包含符合最小操作、同源
使用、不與其他細胞或組織合併使用、且不會引起全身性影響或非藉由活細胞之代謝活
性而產生作用)；(2)意圖供作治療、修正、逆轉或治癒嚴重疾病使用；(3)且初步臨床證
據顯示，該項再生醫學療法具有可治療未解決之醫療需求疾病之潛力，則可獲得認定。
美國 FDA 將提供早期針對任何潛在之替代性或中間性臨床指標進行討論及優先及加速
審核許可等[44]。然 RMAT 指引文件於 2016 年 12 月公布，迄今尚無任何 RMAT 認定產
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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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期望超越世界各國，使革新性醫藥品、醫療機器、再生醫療等產品在其國內
加快上市使用，除原審查核可方式外，推行類似的先驅審查指定制度，認定條件包含治
療藥之創新性(原則上須不同於已核可藥物之作用機制）
、須用於對生命造成重大影響的
嚴重疾病、可能具極高的有效性、有意成為世界創始者，並欲在日本進行早期開發及上
市[37]。上述 Stemirac 即為經此方式核可之產品。整體而言，日本管理再生醫學的法規
主要有 2 項，分別是 再生醫療安全法和藥機法，其中 再生醫療安全法的管理範疇主要
是針對醫療照護或臨床研究之醫療技術，其細胞之安全性及療效尚未確認，並依照是否
進行基因修飾、同種或異種、異體或自體、是否屬幹細胞、細胞培養程度、同源使用與
否等評估風險高低，分成一至三級，例如以誘導性多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治療黃斑部病變屬高風險之第一級；以自體淋巴細胞治療血液癌症則屬低風
險之三級[46]。
若屬欲商品化取得核可上市的產品，則為藥機法管理範疇。藥機法對於再生醫學產
品的定義包含基因治療，以及經加工處理(需要超過最小操作)的活體人類或動物細胞，
用於重建、修復或形成人體的功能或結構，或治療或預防人類疾病[47]。
我國為使有需要的國人能盡早進行細胞技術治療，公布「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
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簡稱特管辦法)，以管理已實施於人體累積達一定個案數、
風險性低、成效可預期之細胞治療技術。細胞品質方面，其加工培養須於符合人體細胞
組織優良操作（GTP）相關規範之細胞製備場所，並應進行細胞鑑別、純度、存活率、
無菌、無內毒素及外來病原等檢測。依照此途徑許可之細胞治療技術，後續若擬申請臨
床試驗或查驗登記審查時，治療人體之資訊可依其銜接程度，評估是否能夠適度引用以
作為核可所需的技術性資料。
若屬細胞製劑，則建議參考人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申請作業及審查基準、人類
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查基準等，並依開發階段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範與藥
物優良製造準則 PIC/S GMP。此外，另應符合醫療法、藥事法、人體試驗管理辦法等
相關規定。

結語
細胞製劑因無法滅菌或無菌過濾並具產品特異性，故更著重原物料及製程之管控，
以確保製劑之安全及有效性，法規與製造已有一定的標準可供細胞治療產品依循。因科
RegMed 2020 Vol. 122

22

技持續發展，許多方法被開發並驗證，如果有任何符合法規之替代方法或科學證據，可
以檢具資料向主管單位提出個案討論評估。我國目前相當重視細胞製劑的發展，查驗中
心亦有多種諮詢輔導機制，若有相關議題，建議可利用此機制及早提出與法規單位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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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7 月發表「試驗中癌症藥品(含生物藥品)於
開發階段之內毒素限量訂定」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何俊翰

發表時間： 2020/07/28

內容歸類： 化學製造管制、品質控管

類

關 鍵 字： Endotoxin、Endotoxin limits、

別： 指引草案

Anticancer drugs、
Combination products
資料來源： Setting Endotoxin Limits During Development of Investigational
Oncology Drugs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US FDA 認為試驗中藥品對危及生命且無其他有效治療藥品之癌症患
者具有潛在利益時，在適當的情況下，患者應可接受較高內毒素含量
的風險。因此，本指引建議用於治療嚴重且危及生命之癌症的多藥品
治療方案(multidrug regimen)，於早期臨床試驗階段可接受之內毒素
限量。

2.

本指引適用範圍僅限於治療嚴重且危及生命(根據組織學或疾病分期
判定)之抗癌藥品。不適用於輔助治療或新輔助治療藥品，也不適用於
可治癒或既有治療可長期存活之癌症亞型的藥品。

3.

本指引對藥品開發過程中設定內毒素限量之建議如下：
(1) 早期臨床開發
A.

注射(parenteral)給藥途徑(鞘內(intrathecal)或眼內除外)
a.

一種或多種通過注射途徑同時給藥的試驗中小分子藥品
或生物製劑 註 1 ，其內毒素限量不得超過美國藥典通則
<85>中規定的限量。即每小時每公斤體重 5 USP-EU 或
每小時每平方米身體表面積（Body Surface Area, BSA）
100 EU。研究藥品的申請者在計算研究用藥品的內毒素

註1

此處所指的生物製劑為 CDER 所管轄的治療用生物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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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可接受限量時，無需考慮組合方案(combination
regimen)中已獲批准和/或許可的成分對內毒素的貢獻。
b.

對於所有其他試驗中產品，包括細胞治療製劑和基因治
療製劑，為了避免暴露超量內毒素而影響試驗中產品之
不良反應的因果關係評估，注射給藥的所有藥品（試驗
中產品和其他已上市和/或核准同時給藥的藥品）的內毒
素暴露總量應不超過美國藥典通則<85>的規定。

B.

鞘內（intrathecal）給藥途徑
a.

當將試驗中產品與其他藥品鞘內給藥時，所有藥品（試
驗中產品和其他已上市和/或核准同時給藥的藥品）的內
毒素暴露總量應不超過美國藥典通則<85>的規定，即
0.2 USP-EU 每公斤體重每小時。

b.

在罕見的情況下，內毒素的綜合暴露量超過上述限量，
申請者應證明產品製造特殊性而無法達到這樣的限量，
並應考量試驗中產品臨床上的初步證據、疾病的嚴重
性、可供選擇之替代療法等方面，說明受試者處於內毒
素的綜合暴露量超過鞘內給藥限量之風險是可接受的。

(2) 後期臨床開發
建議申請者限縮規格中內毒素之限量，於後期臨床試驗階段，應
考量該藥品於查驗登記申請時，於仿單“指示和使用”段落部分
所引用之所有伴隨給藥的藥品，並評估所有可能藥品之內毒素綜
合暴露量，不超過美國藥典通則<85>對注射給藥藥品之內毒素限
量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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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於 2020 年 9 月發表「學名藥申請：提出暫時性許可修訂取
得最終許可」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蔡松政

發表時間： 2020/09/28

內容歸類： 學名藥

類

關 鍵 字： Tentative Approval、ANDA、

別： Generic Drugs

Final approval
資料來源： ANDA Submissions – Amendments and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to Tentatively Approved ANDAs: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部分學名藥因專利及專屬期等因素僅能獲得暫時性許可(tentatively
approval) ， 於 最 早 合法 學 名 藥 核 准 日 期 (earliest lawful ANDA
approval date)前，申請者須重新向美國 FDA 提出變更許可狀態申
請 ， 並 檢 附 修 訂 之 申 請 資 料 ( 如 適 用 ) ， 方 能 獲 得 最 終 許 可 (final
approval)。本指引旨在協助申請人及時準備適當的相關資料，以取得
最終許可。

2.

請求最終許可前，申請者須確認獲得暫時性許可後，申請資料是否有
變更，並將相關資料更新後送審。相關修訂資料之分類及相應預計審
查時間可參閱美國 FDA GDUFA II Commitment Letter 及另一篇指引
「ANDA Submissions - Amendments to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Under GDUFA」。申請者可參閱上述文件內容決定何時
申請最終許可，說明如下：
(1) 若獲得暫時性許可之日期至最早合法學名藥核准之日期相距不到
三年，且期間無新數據待審或原資料未變更，則屬次要修訂
(minor amendment)，建議最遲於獲得最終許可前三個月提出許
可狀態的修訂。
(2) 若獲得暫時性許可之日期至最早合法學名藥核准之日期相距不到
三 年 ， 且 有 主 要 修 訂 或 次 要 修 訂 的 變 更 ， 則 依 GDUFA II
Commitment Letter 及 「ANDA Submissions -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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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Under GDUFA」指
引，於適當時間提出申請資料的修訂，如：設置新廠或工廠 GMP
狀態產生變化而需要稽查時，依該準則被列為主要修訂，則應最
遲於獲得最終許可前十個月申請修訂。
(3) 若獲得暫時性許可之日期至最早合法學名藥核准之日期相距三年
以上，因期間相關法規及準則可能變更，且該案資料可能有較大
幅度更新，美國 FDA 建議應最遲於獲得最終許可前十個月提出修
訂申請。
(4) 若於請求獲得最終許可過程中，美國 FDA 發現新的缺失，會發給
完全回應信函(complete response letter)，待解決缺失後才會重
新發給暫時性許可或給予最終許可。
(5) 若太早申請修訂(如申請修訂日期加上預計審查時間仍遠早於最
早合法學名藥核准日期)，FDA 將會重新核發暫時性許可，某些情
況下甚至可能推遲審核該申請案。
3.

美國 FDA 於本篇指引列舉出申請最終許可時常見之送審修訂內容，建
議申請者於申請修訂前須確認送審資料屬於主要修訂或次要修訂，並
依資料種類於適當時間提出修訂申請資料，以確保於最早合法學名藥
核准日期前可獲得最終許可。
(1) 與產品品質相關的資料更新：包含新增原料藥來源，規格、分析
方法的改變，藥典版次的更新、，安定性試驗資料的更新、藥品
外觀的變更，與廠內無菌設備更新等。
(2) 與生體相等性相關的資料更新：包含新增新的體內(如依新版產品
相關指引（product-specific guidances)所執行的試驗) 或體外
試驗資料等。
(3) 與標籤、仿單及包裝相關的資料更新：包含參照對照藥品所進行
的仿單內容修訂，與適應症的修訂等。
(4) 與橘皮書、專利，與專屬期相關的資料更新：包含更新專利認證
文件(patent certification or statement)，與訴訟資料的更新等。

4.

請求最終許可時，申請者所提交的申請資料封面頁(cover letter)應清
楚記載於獲得暫時性許可後之所有變更，並將相關資料彙整清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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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無變更，申請者則應提供聲明，說明獲得暫時性許可後的資料均
未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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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20 年 9 月發表「資料監測委員會(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s, DMC)之問答集」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林重賢

發表時間： 2020/09/17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s

別： 問答集

(DMC)、trial integrity
資料來源：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s issues
重點內容： EMA 此次頒布之問答集內容乃作為 CHMP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
Guideline 之補充文件，共計有九個問題以及 EMA 對該問題之回復：
問題1. 資料監測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做出的建議(recommendation)
是否對試驗委託者具約束力？
答：否，臨床試驗的最終責任在於試驗委託者本身，故試驗委託者需自行
決定是否依循委員會會議建議。
問題2. 委員會是否可終止試驗進行？
答：否，同上題，委員會乃提供建議，最終決定的權責在於試驗委託者。
問題3. 委員會是否可變更試驗設計(如增加樣本數或停止試驗組別)？
答：一般而言，委員會角色定位是建議，故不可以變更試驗設計；若有預
期計畫書變更之可能性，應遵守相關臨床試驗指引規範，包含事先定義可
能之變更，並維持試驗結果與試驗執行之完整性(trial integrity)；若必要
時，委員會之建議屬於非事先計畫之變更，且恐影響試驗完整性及藥品能
否上市之可能性，試驗委託者須與法規相關單位討論。
問題4. 法規相關單位是否可直接與委員會交換試驗相關訊息？
答：臨床試驗的最終責任在於試驗委託者本身，故應該透過試驗委託者傳
遞訊息，除非涉及重大公共衛生議題，一般而言，法規相關單位與委員會
不存在直接溝通管道。
問題5. 委員會與倫理委員會是否可直接交換試驗相關訊息？
答：基於歐盟部分地區，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會需要倫理委員會監測臨床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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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進行中之藥品安全性問題，故原則上應與上題同一原則處理，不能存在
有直接溝通管道，需透過試驗委託者。
問題6. 試驗主持人是否應被告知委員會會議結果？
答：試驗委託者需即時將委員會會議結論與建議(例如停止或繼續試驗，改
善資料品質或病人安全性議題)，將資訊傳遞給試驗主持人，確保試驗執行
完整性。
問題7. 委員會之會議結果應何時通知法規相關單位？
答：非預期(由出現或發生頻次檢視)的安全性問題應儘快通報至法規相關單
位；其他會議結果應與已規劃之安全或期中分析報告，如藥品定期安全性
報告(Periodic Safety Update Reports; PSURs)一起通報；另外如第 3 題
所述，屬於重大且非事先規劃之計畫書變更，試驗委託者應與法規單位討
論。
問題8. 若委員會考慮停止試驗時，該如何進行？
答：當委員會考慮建議停止試驗時，仍應首重確保試驗完整性原則，例如
若試驗委託者不同意停止，將出現意見不一致狀況，應進一步尋求達成共
識，避免此類不一致意見影響進行中的臨床試驗，造成執行面偏差；必要
時，委員會亦可建議應將訊息通知倫理委員會或法規相關單位。
問題9. 早期臨床試驗成立委員會的時機？
答：藥品研發之早期臨床試驗階段首重安全性，故藥品與欲研發之適應症
若有安全性考量，都可能有成立委員會必要性。委員會成員需保持客觀性，
故應有適當比例來自於與試驗委託者無利害關係者；另早期試驗非三期療
效確認性試驗，故委員需對研發藥品有深度認識，適當地成員比例來自於
試驗委託者相關單位，亦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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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20 年 11 月發表「COVID-19 疫苗相關之安全監
視計畫及風險管理計畫」指引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邱鈺庭

發表時間：

2020/11/13

內容歸類：

藥品安全監視

類

指引

關 鍵 字：

COVID-19 vaccines、safety

別：

monitoring plan、risk
management plan
資料來源：

Pharmacovigilance plan of the EU Regulatory Network for
COVID-19 vaccines
Consideration on core requirements for RMPs of COVID-19
vaccines

重點內容：

1.

EMA 和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於今年 11 月發表「歐盟法規網路的
COVID-19 疫苗安全監視計畫(safety monitoring plan)」
，該計畫描
述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情況下如何收集和及時審查疫苗核准後出
現的相關新訊息。

2.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資料與所有藥品一樣，會依照藥品優良安
全監視規範(good pharmacovigilance practice, GVP)進行監控，然
而因應 COVID-19 的特殊狀況，歐盟主管機關希望能收集不同來源
(例如自主通報、觀察性研究等)的安全疑慮資訊，並透過採取適當的
法規措施來維護個人和民眾健康，且以透明、及時的方式與民眾溝
通，故針對 COVID-19 疫苗訂定以下特殊安全監視措施：
(1) 除了定期安全性報告(periodic safety update report，PSUR)
外 ， 申 請 商 須 額 外 繳 交 疫 苗 的 每 月 安 全 通 報 摘 要 (safety
reporting summary)。
(2) 針對 COVID-19 疫苗，當常規性 GVP 和執行中的臨床試驗可能
無法提供足夠資訊時，EMA 將審慎考慮是否須要執行觀察性的
上市後安全性研究(post-authorization safety study,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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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MA 已 制 定 特 殊 措 施 以 增 加 資 訊 透 明 度 ， 包 括 公 開 個 別
COVID-19 疫苗及治療藥品的完整風險管理計畫、定期發布疫
苗安全監視報告等。
3.

此外，EMA 亦於今年 11 月發布「COVID-19 疫苗風險管理計畫(risk
management plan；RMP)的重點要求考量」指引，針對 COVID-19
疫苗額外風險管理計畫，要求申請商對以下重點進行說明：
(1) 在疫苗獲得上市許可前尚未充分研究的特殊族群(如懷孕婦女、
有嚴重共病症、老年人、兒童)或與其他疫苗的交互作用等資訊
應納入風險管理計畫的缺漏資訊(missing information)內。
(2) 須包含利用疫苗現有資訊和全球性研究結果來預估的特殊不良
事件(adverse events of interest, AESI)列表、訊號偵測方式，
以及臨床試驗觀察到之安全訊號的追蹤方式。
(3) 須每月繳交疫苗的安全通報摘要至 EMA 審查。
(4) 須包含可追溯性工具以幫助記錄誰接種了哪種疫苗，以及接種
的疫苗批次。

4.

上述之資訊及文件，EMA 在獲得 COVID-19 相關新資訊時將一併更
新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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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8 月發布「作為記錄使用之經皮電極－安全
及效能途徑之性能標準」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楊惇筑

發表時間：

2020/08/13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指引

關 鍵 字：

Cutaneous electrodes,

別：

Safety and performance
based pathway,
Performance criteria
資料來源：

Cutaneous Electrodes for Recording Purposes - Performance
Criteria for Safety and Performance Based Pathway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旨在說明用於記錄之經皮電極，欲以安全及效能途徑申請上
市時，應符合之性能標準(Performance criteria)。依據美國 FDA 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發布之安全及效能途徑(Safety and performance
based pathway)指引(此為 510(k)實質等同證明之新簡化程序)，針
對特定已被廣泛熟知的醫療器材，可藉由證明擬申請產品符合 FDA
認可之性能標準，來免除與已上市類似品器材(Predicate device)之
性能比對測試。因此，作為記錄使用之經皮電極可選擇採用本指引
所列之性能標準，來證明其安全性及有效性等同於已上市類似品器
材。

2.

本指引適用法規分類號 882.1320(產品編碼 GXY)之非侵入性、單次
使 用 之 經 皮 電 極 。 此 產 品 係 搭 配 傳 導 介 質 (Electroconductive
media)直接黏貼至健康、乾淨與無受損之皮膚，非侵入式記錄來自
腦電圖及心電圖之生理訊號。

3.

本指引不適用以下預期用途之產品，包含：1)用以傳遞刺激訊號；
2)磁共振環境(MR environment)下使用；3)不同法規分類號(如
870.2360 或 878.4400)之適應症；4)可重複使用；及 5)未搭配傳導
介質使用之乾電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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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指引敘明建議之性能測試項目、測試方法、允收規格及應提交的
資訊類型。資訊類型需視不同測試項目而定，如測試結果摘要
(Results summary)、符合性宣告(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試
驗方法(Test protocol)或完整測試報告(Complete test report)。建
議應執行之測試項目如下：
(1) 電 性 功 能 (Electrical performance) ， 包 含 交 流 阻 抗 (AC
impedance)、補償電壓(Offset voltage)、補償不穩定性與內部
雜訊(Combined offset instability and internal noise)及偏壓
電流容限(Bias current tolerance)；
(2) 黏著功能(Adhesive performance)；
(3) 架儲期測試(Shelf life)；
(4) 若 產 品 包 含 電 極 導 線 ， 需 另 包 含 組 件 傳 導 連 接 相 容 性
(Conductive connection compliance)；
(5) 生物相容性評估(Biocompatibility evaluation)，包含細胞毒性
(Cytotoxicity)、過敏試驗(Sensitization)及刺激或皮內刺激試驗
(Irriatation/Intracutaneous re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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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9 月首次核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抗體定點照護檢驗試劑」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楊惇筑

發表時間：

2020/09/23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新聞

關 鍵 字：

COVID-19、Point of care 、

別：

POC、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EUA
資料來源：

Coronavirus (COVID-19) Update: FDA Authorizes First
Point-of-Care Antibody Test for COVID-19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公告核准用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定點照護
(Point-of-care, POC) 血 清 檢 驗 之 緊 急 授 權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美國 FDA 於 2020 年 7 月首次緊急授權特定
實驗室使用 COVID-19 IgG/IgM 快速檢驗試劑；9 月時，此 EUA
被 重 新 授 權 作 為 定 點 照 護 使 用 ， 可 以 採 集 指 尖 血 (Fingerstick
blood samples)做為測試檢體，適用於診間、醫院、照護中心以及
急診室，毋須將檢體送至中央實驗室。

2.

由於過往之血清檢驗檢體僅限由中央實驗室檢測，這過程相當耗時
且耗費資源。定點照護血清檢驗將大幅減少所需時間，有助於民眾
即時了解是否曾有 COVID-19 感染。

3.

美國 FDA 提供給患者之重要建議：
(1) 體內抗體的存在不代表具有免疫和保護效果。
(2) 因為抗體保護力未知，故仍強烈建議患者遵從社交距離、確實
戴口罩與在家工作。

4.

美國 FDA 提供給民眾之重要建議：
(1) 因為血清檢驗標的為身體免疫系統因應病毒所產生的抗體，非
病毒本身，故血清檢驗不能用來檢驗正處於感染階段之診斷。
(2) 當所在區域之疾病盛行率低時，即使高效能抗體檢驗也容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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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偽陽性結果，因此建議搭配兩種血清檢驗，才可以得到信賴
的檢驗結果。
5.

最後，美國 FDA 表示現階段核准之 COVID-19 IgG/IgM 快速檢驗
試劑僅供處方箋開立使用，FDA 將會持續發展 COVID-19 之相關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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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修訂「申請國內新藥臨床試驗審
查之簡化流程之相關證明文件」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

摘要整理：

張鈞為

發表時間：

2020/10/20

內容歸類：

臨床試驗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臨床試驗審查、簡化流程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91409449 號

資料來源：

修訂申請國內新藥臨床試驗審查之簡化流程之相關證明文件

重點內容：

1.

有關申請國內新藥臨床試驗審查之簡化流程之相關證明文件經前行
政院衛生署 93 年 7 月 22 日衛署藥字第 0930316666 號函告在案。

2.

前述函文說明三，美國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函修訂為首次用於
人體(First in human)之藥品臨床試驗申請簡化審查流程之必要文
件，以符合我國與美國共同執行之新藥臨床試驗得申請簡化審查流
程之精神，並經衛生福利部食品核准後執行。

3.

修訂上開規定後之內容如下：
(一) 凡 申 請 經 美 國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局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核准進行之試驗用新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相同計畫編號之臨床試驗，得檢齊相關證明文件，
經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後即可執行。
(二) 前項所指相關證明文件建議如下，並應由申請商主動申明並提
供資料：
(1) 廠商切結書。
(2) FDA 核准此計畫編號之函文。
(3) Sponsor submit protocol letter and Form FDA1571。
(4) FDA IND Acknowledgement letter。
(5) 美國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函。
(三) 前開事項經衛生福利部認定後，即適用簡化程序。如計畫內容
變更，申請商仍應檢附相關資料及前述證明文件主動同步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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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衛生福利部核備。
(四) 如為供查驗登記用之臨床試驗計畫案，依該試驗之設計所得資
料是否足夠支持該藥之查驗登記案，須視試驗報告結果而定。
4.

前行政院衛生署 88 年 12 月 67 日衛署藥字第 88073160 號及 93 年
7 月 22 日衛署藥字第 0930316666 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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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人類基因治療製劑臨床試驗審查基準」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

摘要整理： 張鈞為

發表時間： 2020/11/02

內容歸類： 臨床試驗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基因治療製劑、審查基準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91410227 號

資料來源： 公告「人類基因治療製劑臨床試驗審查基準」
重點內容： 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促進我國基因治療領域之發展，滿足醫
療迫切需求，依據基因治療製劑特性，針對臨床試驗階段，其製程管
制、非臨床試驗及臨床試驗等之考量，制定此審查基準。

2.

本案公告及審查基準公布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首頁 >
業務專區>藥品>查驗登記專區>新藥查驗登記申請區>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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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醫療器材相關法規資訊及預告
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倪子訓、陳雅洵

發表時間：

2020/01/01-2020/11/25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法規公告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醫療器材、法規公告、預

文

號：

詳見文中各法規公告連結

告草案、醫療器材管理法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台灣藥物法規資訊網、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重點內容：

1.

衛福部食藥署(以下簡稱 TFDA)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
情，為保障國人醫材使用安全，訂定相關規定。年初疫情爆發之際，
TFDA 於 2 月 6 日隨即發布防疫用醫療器材供自用輸入相關說明，避
免國內防疫相關醫材之不足，隨後針對醫療緊急使用所需，公告
COVID-19 檢驗試劑及呼吸器專案製造、輸入等相關規定，確保國
內檢驗量能及呼吸器充足。

2.

隨著國人口罩需求遽增，考量民眾防疫所需，並確保口罩品質、效
能，TFDA 修訂「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將醫用口罩正式納
入邊境查驗範圍，同時針對旅客入境攜帶個人自用醫用口罩訂定規
定；除此之外，為加強口罩品質控管，國產平面醫用口罩於 9 月 24
日起要求加印鋼印字樣。

3.

也因 COVID-19 疫情影響，執行海外查廠實有困難，TFDA 公告「輸
入醫療器材國外製造廠海外查廠管理配套措施」
；歐盟執委會也因疫
情關係，延後歐盟醫療器材法(MedicalDevice Regulation，MDR)
實施日期，TFDA 也考量防疫期間醫療器材供應量能，展延第二代臺
歐醫療器材技術合作方案 TCP II 之終止日。今年度 TFDA 所發布與
COVID-19 的醫材相關公告資訊，詳見表一。

表一、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相關醫療法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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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項目

標題及連結

專案製造輸入 1.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緊急使用，檢驗

(呼吸器、檢驗

試劑申請專案製造相關資訊

試劑)

2.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緊急使用於呼
吸衰竭或呼吸功能不全患者之呼吸器申請專案
製造參考文件

3.

新型冠狀病毒抗體定量檢驗試劑專案製造規定

4.

新型冠狀病毒及流感病毒等呼吸道多標的病毒
核酸檢驗試劑專案製造及申請

醫療器材輸入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用醫療器

及管理(含個人

材供自用輸入相關說明

自用、邊境查 2.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用醫療器

驗、口罩)

材供自用輸入相關說明(更新日期 109 年 4 月
28 日)
3.

民眾輸入防疫用「醫用口罩」醫療器材供個人
自用處理機制之適用日期，調整至 109 年 6 月
3 日止

4.

醫用口罩輸入應辦理邊境抽查檢驗

5.

修正「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第二十四
條條文及第十一條附表二、第二十二條附表三

6.

平面式醫用口罩之標示應刊載事項

7.

109 年 9 月 23 日前國內製造未以鋼印標示
『MD』及『Made In Taiwan』之平面式醫用
口罩，其回收作業處理方式

8.

旅客入境攜帶個人自用醫用口罩之規定

9.

核釋「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第二條第
四款所稱報驗義務人(不限口罩)

10. 自然人輸入應辦理邊境抽查檢驗之醫療器材供
自 用 者 ， 應 填 列 專 用 證 號 代 碼
「IF000000000001」辦理通關事宜(不限口罩)
品質系統相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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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查廠、台
歐 TCPII)

國外製造廠海外查廠管理配套措施
2.

第二代臺歐醫療器材報告交換技術合作方案
(臺歐 TCP II)終止日期展延

4.

TFDA 今年持續增修技術基準/指引，提供業者在產品開發及準備上
市文件有所依循，類別包含了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軟體、含藥或動物
來源物質修復填充材料、眼科矯正及診斷器材、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等等。其中針對近期醫材產業發展重點-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醫材軟
體，提供查驗登記技術指引與問答集，協助廠商檢送符合上市法規
要求之產品資訊、功能性以及臨床性能驗證資料。

5.

TFDA 對於重處理單次使用醫療器材，考量其使用時可能產生的交叉
感染風險、重處理製成難易度、產品安全及效能之完整性、產品可
溯性等因素，公告查驗登記技術指引。另考量英國脫歐過渡期間，
比照國際協定將英國視為歐盟會員國，臺歐 TCP II 仍續適用。今年
度 TFDA 有關醫材上市相關公告資訊，詳見表 2。

表 2、醫療器材上市相關公告
分類項目

標題及連結

智慧醫療相關 1.

智慧科技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常見問答集

公告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軟體查驗登

2.

記技術指引
複合式醫材相 1.

含動物來源物質之牙槽修復材料及可吸收鈣鹽

關公告

骨洞填充裝置臨床前測試基準
2.

含抗生素 PMMA 骨水泥醫療器材臨床前測試基
準

牙科相關公告

1.

牙科光固化燈臨床前測試基準

眼科相關公告

1.

家用醫療器材中文仿單編寫範本-軟式隱形眼鏡

2.

軟式隱形眼鏡臨床前測試基準

3.

光學同調斷層掃描儀(OCT)眼底鏡

1.

機械式輪椅附掛電動動力組臨床前測試基準

2.

醫療器材分類分級品項『O.3800 醫療用電動代

輔具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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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車』
、
『O.3860 動力式輪椅』之標示應刊載事
項
IVD 相關公告

1.

伴隨式體外診斷醫療器材技術基準

2.

腸病毒核酸增幅檢驗試劑技術基準

3.

弓漿蟲、德國麻疹病毒、巨細胞病毒血清分析試
劑技術基準

4.

精準醫療檢測實驗室檢測技術指引-次世代定序
應用於遺傳性疾病檢測(草案)

一般醫材及其 1.

醫療器材人因/可用性工程評估指引

他相關公告

2.

噴霧器臨床前測試基準

3.

重處理之單次使用醫療器材辦理查驗登記技術
指引

品質管理系統 1.

英國脫歐後之過渡期間(至今年 12 月 31 日止)，

相關公告

臺歐 TCP II 仍續適用

6.

除此之外，TFDA 為因應「醫療器材管理法｣將於 110 年正式實施，
相關子法規已於今年陸續進行草案預告，包含醫療器材製造販業者
之管理、產品登錄與查驗登記相關制度、臨床試驗之管理、上市後
監督與預防、上市後稽查等等，訂定相關子法規，本年度 TFDA 預
告醫療器材管理法子法規草案，詳見表三。

表三、醫療器材管理法相關子法規草案
類別

草案及連結

查驗登記(檢驗 1.

應以登錄方式取得上市許可之醫療器材品項(草

機構、仿單、

案)

標籤、包裝、 2.

醫療器材許可證核發與登錄及年度申報準則(草

說明書、單一

案)

辨識碼 UDI)

3.

醫療器材檢驗委任或委託作業辦法(草案)

4.

醫療器材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草
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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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之規定(草案)
6.

醫療器材標籤應刊載單一識別碼規定(草案)

7.

特定醫療器材之標籤、說明書或包裝應加註警語
及注意事項(草案)

製造業及品質 1.

醫療器材製造業者設置標準(草案)

管理系統

2.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準則(草案)

3.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檢查及製造許可核發辦
法(草案)

臨床試驗

4.

醫療器材委託製造作業準則(草案)

1.

醫療器材優良臨床試驗管理辦法(草案)

優良運銷、販 1.

醫療器材管理法第二十四條應建立醫療器材優

賣

良運銷系統之醫療器材品項及其販賣業者(草
案)
2.

醫療器材優良運銷準則(草案)

3.

醫療器材優良運銷檢查及運銷許可核發辦法(草
案)

來源流向、安 1.

應建立與保存來源及流向資料之醫療器材(草

全監視、不良

案)

事件通報、回 2.

應申報來源及流向資料之醫療器材品項(草案)

收處理、查驗

3.

醫療器材來源流向資料建立及管理辦法(草案)

4.

應執行安全監視之醫療器材品項(草案)

5.

醫療器材安全監視管理辦法(草案)

6.

醫療器材嚴重不良事件通報辦法(草案)

7.

醫療器材回收處理辦法(草案)

8.

輸入醫療器材邊境抽查檢驗辦法(草案)

專案製造、輸 1.

特定醫療器材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草案)

入
販售

1.

藥局得兼營醫療器材零售業務之範圍及種類(草
案)

2.

通訊交易通路販售醫療器材之品項及應遵行事
項(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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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材 分 類 分 1.

醫療器材分類分級管理辦法(草案)

級 、 技 術 人 2.

醫療器材技術人員管理辦法(草案)

員、行政規費

3.

醫療器材行政規費收費標準(草案)

其他

1.

醫療器材創新科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草案)

2.

使用醫療器材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訊者，其
替代書面同意之方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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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