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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指引」
國內醫藥法規重要政策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預告「人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計畫申 p.39
請應檢附資料查檢表(草案)」

台灣藥品法規資訊網法規公告


台灣藥物法規資訊網

台灣藥品臨床試驗資訊


台灣藥品臨床試驗資訊網



台灣臨床試驗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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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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複方新藥化學製造管制之審查重點與考量
廖姿雅1

前言
[1]

依據民國 108 年「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申請我國新複方新藥查驗登記，應
檢附原料藥技術性資料，當原料藥具多重來源時，各來源之原料藥技術性資料皆應檢附，
然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原料藥技術性資料得以其他資料替代之藥品，不在此限。另
[2]

自民國 102 年 7 月起，所有新藥查驗登記檢附資料均應依「通用技術文件格式」 呈現，
因此，本文僅就化學藥品及應檢附原料藥技術性資料之新複方新藥，依原料藥與成品之
通用技術性文件格式，敘述新複方新藥化學製造管制之審查重點與考量。

原料藥
一、一般資料
原料藥之一般資料包括命名、結構及一般性質。常見之原料藥命名，如國際非專利
藥品名稱(INN)、藥典名、化學名、公司或廠內代碼、其他非專利名稱(如各國慣用名稱、
USAN、JAN、BAN)及 CAS 編碼。
原料藥之結構應包含結構式、分子式及分子量。若原料藥具光學活性或具順反異構
物者，應明確標示其立體結構。若原料藥為多肽，應涵蓋各級結構資料。若原料藥為混
合物，應描述其活性成分或主要成分之結構。
原料藥之一般性質應包含物理化學性質及其他相關性質，例如外觀性狀、熔點、沸
點、溶解度、比旋光度、結晶結構、吸濕性、酸鹼值(pH)、酸解離常數(pKa)、溶合物(水
合物)、等電點(pI)等。當原料藥具有多重來源時，無論原料藥製程是否相同，皆須比較
各來源之原料藥的一般性質。
二、製造
原料藥之製造應包含製造廠、製程及製程管制之描述、物料管制、關鍵步驟及中間
體管制、製程確效及/或評估、製程開發。涉及原料藥製程之製造廠廠名與廠址，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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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於藥品查驗登記申請書與化學製造管制技術性資料中。若原料藥之試驗項目委外執行，
應於技術性資料中說明。
製程及製程管制之描述，應包含原物料、溶劑、催化劑、試劑之用量及各步驟之產
率或總產率範圍，並指明關鍵步驟、製程管制、設備及操作條件(如溫度、壓力、酸鹼
值、時間)等。其他處理程序(如重製與再製製程)須說明原因，並提供與主製程相當之製
程說明。重製步驟應指明並說明合理性。
若原料藥係以微生物(如細菌、酵母菌、真菌、微藻等)經發酵取得之一級或二級代
謝物(如維生素、胺基酸、抗生素、植物鹼、多醣體等)，應描述菌種鑑定、發酵過程、
萃取、濃縮、純化等過程。依步驟順序說明培養原料、種批系統、發酵槽、純化之管柱，
並指明關鍵步驟、製程中管制參數(如發酵溫度、酸鹼值、發酵時間、攪拌速率等)、製
程管制、設備與操作條件等。
[3]

原料藥之起始物選擇與其適當性應有合理之說明，說明內容可參考 ICH Q7 、ICH
[4]

Q11

[5]

及 ICH Q11 Q&As 。應於技術性資料中載明原料藥之起始物製造廠的廠名與

廠址，當起始物具有多重來源時，則應評估不同來源起始物之品質管制符合規定，且應
評估不同來源之起始物對原料藥品質的影響。原料藥製程中使用之物料，應提供相關之
品質管制資料，原則上應針對外觀、鑑別、含量與不純物等品質特性進行管制。
為確保原料藥製程具適當之管制，應於原料藥製程中制定關鍵步驟，且應描述關鍵
步驟之測試項目及允收標準，並以實驗數據證實其合理性。原料藥製程確效應包含計畫
書及報告書；若原料藥製造過程含無菌操作或/與滅菌製程，亦應涵蓋無菌操作或/與滅
菌之製程確效研究。原料藥製程確效可以「原料藥製程確效計畫書及原料藥批次製造紀
錄」替代，批次製造紀錄至少應為一批具代表性之批次，製程確效報告書應留廠備查。
原料藥製程開發應描述在臨床前試驗與人體臨床試驗各階段之原料藥製程與製造
廠，若與預計上市藥品之原料藥不同時，則應對各原料藥製程或製造廠之原料藥品質進
行評估，並應包含合理性說明。若原料藥於研發階段導入品質源於設計(quality by
design, QbD)

[6]

之概念，則可於製程開發中描述。

三、特徵及結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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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藥結構鑑定資料，包含紫外光光譜(UV)、紅外光光譜(IR)、質譜(MS)、核磁共
振圖譜(NMR)、元素分析等，並依據合成路徑及光譜分析進行確認，其他如立體結構或
多晶形體(polymorph)等之鑑定應依原料藥特性提供。若原料藥為鹽類與/或含結晶水，
也應提供資料以確認所含之鹽類/結晶水與數量。若原料藥為化學合成之胜肽類，亦應
確認胺基酸序列之正確性。原料藥具有多晶形性(polymorphism)時，應提供相關圖譜，
如 X 射線粉末繞射(XRD)圖譜、微差掃描熱量法(DSC)圖譜等，以確認原料藥之多晶形
性。
依據原料藥製程評估可能產生之不純物，且應針對歷史批次，說明不純物於原料藥
之殘留量，以判斷原料藥品質管制之適當性。原料藥規格所訂定之已確認結構不純物，
應執行結構鑑定，或進行與對照標準品之比較分析。
四、原料藥管制
原料藥管制包括規格、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確效、批次分析、原料藥規格之依據及
合理性說明。原料藥規格應針對外觀、鑑別、不純物、含量、其他可能影響品質與安全
之特性，進行管制並訂定允收標準。其他可能影響品質與安全之特性，如原料藥具多晶
形性，且不同之多晶形性可能影響成品的溶離率、生體可用率或安定性等，應於原料藥
規格中列項管制。當原料藥之粒徑大小分布足以影響成品之品質與安全時，則原料藥粒
徑大小分布之允收標準、規格合理性均應提供。
原料藥之鑑別試驗須能區辨可能存在之結構相似的化合物。僅以一種層析法
(chromatography)之滯留時間作為鑑別較不具專一性，但若使用兩種不同分離原理之
層析法，或結合其他具結構偵測分析能力之層析法，如 HPLC/UV diode array、
HPLC/MS、GC/MS 等，一般而言是可接受的。若原料藥為鹽類，則應對各離子進行具
專一性之鑑別試驗。當使用非專一性分析方法檢測原料藥之含量，則應使用另一種分析
方法補充其專一性，如原料藥含量以滴定法檢測，須同時使用適當之方法測定不純物。
原料藥規格使用之分析方法應經確效，主要是確認該分析方法適用於預期之目的，
且無論鑑別試驗、含量試驗、不純物之定量或限度試驗，應就方法之特性執行確效。如
鑑別試驗之確效以專一性為主；含量試驗須針對線性、範圍、準確度、精密度(可重複
性與中間精密度)與專一性等執行確效；不純物之定量試驗，除含量試驗之確效執行項
[7]

目外，應包括最低定量濃度之確效。分析方法確效可參考「分析確效作業指導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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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送所有用於臨床試驗、製程確效及安定性試驗等原料藥批次之批次分析資料。
批次分析資料應描述批號、批量、製造日期、製造廠、製程說明及用途等，批次分析結
果有助於了解歷史批次之原料藥品質與一致性，並可作為判斷規格訂定之合理性依據。
為確認生產批次符合訂定之規格，原料藥檢驗成績書應進行審查，廠商應檢送與提
供之成品批次製造紀錄所使用的原料藥為同批次之原料藥檢驗成績書，原料藥應依規格
逐項檢驗，如有減免者，應檢附減免之書面作業程序及其他全項檢驗之檢驗成績書。檢
驗結果如為數值者，應以具有效位數之科學數據表示之；檢驗方法為比對標準品者，得
以「合格」表示。
依原料藥之製程與製程管制資料，評估原料藥規格與分析方法之適當性。規格訂定
依據及合理性說明，可參考中華藥典或十大醫藥先進國家之藥典，以及 ICH、FDA 或
[8]

EMA 之相關規範。如參考 ICH Q3A ，當不純物規格超過驗證閾值(qualification
threshold)時，應提供安全性資料以評估該規格訂定之合理性。具潛在基因毒不純物之
[9]

[10]

允收標準可參考 ICH M7 或 ICH S9
Q3C

[11]

[12]

/ICH Q3D

規範訂定。殘餘溶劑/元素之含量，應符合 ICH

之要求，或以安全性資料支持其規格訂定。如原料藥具手性

(chirality)，且係單一立體異構物，則其對映之結構體應視為不純物，並應適當管控含
量。
五、對照標準品或對照物質
對照標準品或對照物質應註明係一級標準品或工作標準品。如係一級標準品者，且
為藥典級標準品，應提供其來源、批號、純度及購買證明；如非藥典級標準品，應提供
其來源、批號及標示含量(或效價)、檢驗規格、檢驗成績書、純度標定程序及結構鑑定
等資料。如係工作標準品者，應註明來源、批號及標示含量(或效價)、檢驗規格、檢驗
成績書、純度標定程序。於原料藥規格中條列之已確認結構不純物，亦應提供相關之標
準品資料。
六、容器封蓋系統
應檢送原料藥容器封蓋系統(如直接包裝、間接包裝等)之描述，直接包裝應包括每
一組件之材質與規格，該規格應包含外觀、鑑別等試驗項目。非功能性之間接包裝，可
簡要地描述。對於具功能性之間接包裝組件，仍應提供材質與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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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封蓋系統之適用性應進行評估，如材質之選擇、防潮避光之功能、直接包裝材
質 與 原 料 藥 之 相 容 性 ， 包 含 容 器 封 蓋 系 統 之 可 浸 出 物 (extractables)/ 可 滲 出 物
(leachables)及/或包裝材質之安全性。若為無菌產品應執行相關試驗。
七、安定性
原料藥安定性包含安定性概要及結論、核准後安定性試驗計畫書及承諾、安定性試
[13]

驗數據。原料藥應依據「藥品安定性試驗基準」

[14]

或 ICH Q1A

提供安定性資料。安

定性概要及結論應簡述安定性試驗儲存條件、測試項目及規格、試驗間隔、容器封蓋系
統、分析方法與檢測結果，並提出儲存條件與再驗期或架儲期。原則上應提供核准後安
定性試驗計畫書及承諾，若已提供三批量產批次之資料達再驗期或架儲期，可免送此項
目。
安定性試驗數據應以適當格式呈現，如以圖表、敘述等方式。應包含用以產生數據
之分析方法及分析方法確效；申請時應檢送至少三批先導批次達六個月加速試驗及六個
月長期試驗之安定性試驗數據。若為先導批次，其製程/製程管制等應與預計上市者相
當，並具代表性。檢附的原料藥安定性試驗資料，應支持宣稱之原料藥的再驗期或架儲
期。

成品
一、成品性狀及配方組成
應描述成品之劑型與組成，組成包括各成分之名稱與單位含量。亦應說明各成分之
功能與品質參考標準。成品組成之各成分具任何增量，皆應載明之。當成品製程使用水
或其他溶劑，且該溶劑已於成品製造過程中移除時，亦應載明該溶劑之名稱、功能及品
質參考標準，且可註明該溶劑已於成品製程中移除。
二、藥劑開發/起源發現經過
藥劑開發/起源發現經過，乃在評估成品開發過程之配方組成物(原料藥與賦形劑)、
配方開發、物理化學性質及生物學性質、製程開發、容器封蓋系統、微生物屬性、相容
性等之相互影響變化分析，以完善最終成品的品質。
原料藥與原料藥間、原料藥與賦形劑間之相容性，應進行討論與評估。當原料藥之
物理化學性質(如水含量、溶解度、粒徑大小分布、多晶形性等)，可能對成品之品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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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具影響時，應進行綜合考量，其結果亦有助於原料藥規格之訂定。
於成品之配方開發段落，應描述臨床試驗使用之配方組成，當預計上市成品之配方
組成與該配方組成不同時，應以體內或體外比較性試驗進行評估，並提供合理性說明。
一般而言，可接受因校正原料藥之純度而調整配方組成，但不接受以增量方式彌補
原料藥於成品製造或儲存過程中因降解所造成之損耗。若因製程損失而導致須於成品組
成中增量，應提供合理性說明。
應描述成品之物理化學性質及生物學性質，如酸鹼值、溶離、粒徑大小分布、多晶
形性、生物活性或效價等。
於成品之製程開發段落，應描述臨床試驗之成品製造流程，當預計上市之成品所用
製造流程與該製造流程不同時，應對成品之品質是否有影響進行評估，並應包含合理性
說明。
應進行容器封蓋系統之適用性評估，如材質之選擇、防潮避光之功能、直接包裝材
質與成品之相容性，包含容器封蓋系統之可浸出物/可滲出物及/或包裝材質之安全性
等。
應探討成品之微生物屬性，一般而言，非無菌產品應執行微生物限量試驗，若非無
菌產品未將微生物限量試驗列為常規檢測時，應有合理依據。成品配方若有使用防腐劑，
其防腐劑種類之選擇與防腐劑之使用量，應有合理說明。對於無菌產品，除前述要求外，
應描述容器封蓋系統完整性對防止微生物汙染之效用。若成品於臨床使用時須經調製，
應提供成品與調製物質之相容性資料。
若成品於研發階段導入品質源於設計之概念，則可於「藥劑開發/起源發現經過」
段落加以敘述。該資料有助於了解成品之配方、劑型與製程發展，可作為預計上市成品
之配方、劑型、製程及安定性等的支持性資料。
三、製造
成品之製造包含製造廠、批次配方、製程及製程管制之描述、關鍵步驟及半製品管
制、製程確效及/或評估。涉及成品製程(製造、包裝、最終滅菌等)之製造廠廠名與廠址，
應載明於藥品查驗登記申請書與化學製造管制技術性資料中。若成品之試驗項目委外執
行，應於技術性資料中載明，且應符合「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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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規模之成品批次配方，應以適當方式呈現各成分之使用量，且此資料應與成品
之製造管制標準書(含下料量)或批次製造紀錄具一致性。依據「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
應檢送成品之批次製造紀錄或製造管制標準書(含下料量)，其中，批次製造紀錄應以查
驗登記申請日前二年內任一批次作代表；製造管制標準書(含下料量)應包含申請日前二
年內任一製造批次之實際下料量與批號。
製程及製程管制之敘述應包括流程圖、製程描述、製程管制與關鍵步驟、檢測時間
點與允收標準等項目，由藥劑開發/起源發現經過，評估該製程與其管制之適當性；並
由批次製造紀錄可確認實際生產流程、管制項目與檢測時間點是否確實執行。
成品製程確效及/或評估應考量製程設計(process design)、製程驗證(process
qualification)、持續性製程確認(continued process verification)。於製程設計至生產
階段應收集相關之資訊與數據，並建立科學證據，以證明製程具再現性，且能提供品質
一致之成品。製程確效計畫書應制定製程管制與關鍵步驟之檢測項目、檢測頻率及允收
標準，且應考量製程之複雜度與變異性，並基於科學證據與風險評估進行製程確效。成
[16]

品製程確效及/或評估之考量重點可參考「製程確效作業指導手冊」
[17]

指導手冊」

、「滅菌過程確效指導手冊」

、
「最終滅菌作業

[18]

，及 FDA 或 EMA 之相關規範。

四、賦形劑管制
賦形劑管制包含規格、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確效、規格訂定之依據，必要時應說明
規格訂定的合理性。若使用人或動物來源的賦形劑或新賦形劑，須另外提供資料文件供
審查。若所用賦形劑列於我國或十大醫藥先進國家之藥典規範者，該賦形劑之規格及檢
驗成績書至少應符合藥典；若賦形劑非列於藥典規範者，則應包含賦形劑之規格、分析
方法、分析方法確效、規格訂定依據及合理性之說明。
當賦形劑為動物來源，如明膠、硬酯酸鎂等，應提供該賦形劑的牛海綿狀腦病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之風險評估報告。若使用之賦形劑未用於
國內或十大醫藥先進國家的已核准上市藥品中，或該賦形劑的使用量超過國內或十大醫
藥先進國家已核准之範圍，或該賦形劑的使用途徑非國內或十大醫藥先進國家已核准之
使用途徑，則此賦形劑將被認定為新賦形劑，新賦形劑應依據原料藥格式提供完整化學
製造管制之技術性資料，且應提供其相關之安全性資料以進行評估。新賦形劑之說明可
[19]

參考「藥品新賦形劑品質技術文件送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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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品管制
成品管制包含成品規格、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確效，成品批次分析、不純物特徵及
結構鑑定、成品規格之依據及合理性說明。成品規格應針對外觀、鑑別、不純物、含量、
其他可能影響品質與安全之特性，進行管制並訂定允收標準。其他可能影響品質與安全
之特性，如錠劑之溶離、劑型單元含量均一度、硬度、水分含量等；口服溶液之防腐劑
含量；注射劑之微粒物質、無菌性與內毒素試驗等均為重要之檢驗項目。
成品之鑑別試驗須能區辨可能存在且與原料藥結構相似的化合物。僅以一種層析法
之滯留時間作為鑑別較不具專一性，但若使用兩種不同分離原理之層析法，或結合其他
具結構偵測分析能力之層析法，如 HPLC/UV diode array、HPLC/MS、GC/MS 等，一
般而言是可接受的。
成品規格使用之分析方法應經確效，主要是確認該方法確實適合於該期望達到之目
的，無論鑑別試驗、含量試驗、不純物之定量或限度試驗，應就方法之特性執行確效。
如鑑別試驗之確效，應以專一性為主；含量試驗須針對方法之線性、範圍、準確度、精
密度(可重複性與中間精密度)與專一性等執行確效；不純物之定量試驗，除含量試驗之
確效執行項目外，應包括最低定量濃度的確效。分析方法確效可參考「分析確效作業指
[7]

導手冊」 。
應檢送所有用於臨床試驗、製程確效及安定性試驗等成品之批次分析資料，批次分
析資料應描述批號、批量、製造日期、製造廠、製程及用途等，批次分析結果有助於了
解歷史批次之成品品質及一致性，並可作為規格訂定合理性之判斷依據。
應說明原料藥之降解或成品之製程可能產生的不純物，且應針對歷史批次，說明不
純物於成品之殘留量，並評估成品品質管制之適當性。成品規格若包括已確認結構之不
純物項目，應執行結構鑑定或進行與對照標準品之比較分析。
為確認生產批次符合訂定之規格，廠商應檢送與成品批次製造紀錄為同批次之成品
檢驗成績書，成品應依所訂規格逐項檢驗，如有減免者，應檢附減免之書面作業程序及
其他全項檢驗之檢驗成績書。檢驗結果如為測量數值者，應以具有效位數之科學數據表
示之；檢驗方法如為與標準品比對者，得以「合格」表示。若成品之原料藥具多重來源，
應評估不同來源原料藥之品質管制符合規定，且應評估不同來源之原料藥對成品品質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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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成品之製程與製程管制資料，評估成品規格與分析方法之適當性。規格訂定依據
及合理性說明，可參考中華藥典或十大先進國家之藥典，以及 ICH、FDA 或 EMA 之相
[20]

關規範。如參考 ICH Q3B

，當不純物之規格超過驗證閾值時，應提供安全性資料以

評估該規格訂定之合理性。殘餘溶劑/元素之含量，應符合 ICH Q3C

[11]

[12]

/ Q3D

之要求，

或以安全性資料支持其規格之訂定。
六、對照標準品或對照物質
對照標準品或對照物質應註明係一級標準品或工作標準品。如係一級標準品者，且
為藥典級標準品，應提供其來源、批號、純度及購買證明；如非藥典級標準品，應提供
其來源、批號及標示含量(或效價)、檢驗規格、檢驗成績書、純度標定程序及結構鑑定
資料。如係工作標準品者，應註明來源、批號及標示含量(或效價)、檢驗規格、檢驗成
績書、純度標定程序。於成品規格中條列之已確認結構不純物，亦應提供相關之標準品
資料。
七、容器封蓋系統
應檢送成品容器封蓋系統(如直接包裝、間接包裝等)之描述，直接包裝應包括每一
組件之材質與規格，該規格應包含外觀、鑑別等試驗項目。非功能性之間接包裝，可簡
要地描述。對於具功能性之間接包裝組件，仍應提供材質與規格。
八、安定性
成品安定性包含安定性概要及結論、核准後安定性試驗計畫書及承諾、安定性試驗
[13]

數據。成品應依據「藥品安定性試驗基準」

[14]

或 ICH Q1A

提供安定性資料。安定性

概要及結論應簡述成品安定性試驗執行之試驗條件、測試項目及規格、試驗間隔、容器
封蓋系統、分析方法、檢測結果，並提出成品之儲存條件與架儲期。原則上應提供核准
後安定性試驗計畫書及承諾，但若提供三批量產批次之安定性資料且已達架儲期要求，
可免送此項目。
安定性試驗數據應以適當格式呈現，如圖表、敘述等方式。應包含用以產生數據之
分析方法及分析方法確效；申請藥品查驗登記時，應檢送成品至少三批達六個月加速試
驗及六個月長期試驗之安定性試驗數據；且須於核准領證前，檢附達十二個月之長期試
驗數據，據此推算可暫時取得最多兩年之架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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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使用前須進行調製或非單一劑量包裝之成品，如無菌製劑、液體製劑等，應檢
附使用中安定性試驗(in-use stability)資料，即模擬實際使用之情況執行安定性試驗，
測試項目應選擇因配製、稀釋、多次使用及儲存等情境，可能對品質、安全或療效有影
響之項目(如物理、化學、微生物屬性、防腐成分含量等)；使用中安定性試驗期間，應
不短於成品調製或開封後所宣稱之最長使用期間(in-use period)，測試間隔應能充分掌
握製劑調製或開封後之安定性特性；試驗設計應評估成品於接近架儲期時(或架儲期屆
滿時)之調製或開封後安定性。
原則上，成品安定性試驗應以所有變因進行試驗設計與檢測。如有適當之科學依據
時，可採用部分試驗頻率設計，如矩陣設計(matrixing design)或涵括設計(bracketing
design)。

結語
新複方新藥為囊括兩種以上之原料藥於同一劑型配方中，應同時考量各原料藥之特
性，且應評估各成分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影響，並藉由妥善之設計與管控，以維護藥品的
品質、安全及療效。就化學製造管制之審查重點而言，新複方新藥之原料藥及成品於科
學證據支持下，具備其所宣稱之品質、安全與療效，以保障民眾之用藥安全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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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歐盟醫療器材法規(MDR)對於臨床評估之審查要求
簡廷翰 1

前言
歐盟公報(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於 2017 年 5 月 5 日正式公告
新版醫療器材法規(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 MDR)[1]後，代表歐盟將導入更嚴格的
醫療器材管理機制，而依舊版醫療器材指令(Medical Device Directive, MDD)[2]及主動
植入式醫療器材指令(Active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 Directive, AIMDD)取得的
歐盟上市許可，最遲將於 2024 年全部失效註 1，醫療器材商若未能於新舊法規轉換之緩
衝期間取得新的 MDR 上市許可，最終將可能導致產品被迫退出歐盟市場。因此，世界
各國醫療器材商對此無不嚴陣以待。
歐盟醫療器材上市前審查之各項要求中，又以臨床評估(clinical evaluation)為一大
關鍵點。由舊版 MDD 可知，歐盟強調以醫療器材之臨床表現來評估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而新版 MDR 相較於舊版 MDD，除明確訂定臨床評估相關名詞之具體定義外，對於臨
床評估之整體要求亦更趨嚴格。此外，新版 MDR 之臨床效能的符合性評鑑，在對於產
品上市後監控部分，新增了額外的上市後臨床追蹤要求。以歐盟為目標市場的醫療器材
商，需透徹分析新舊版歐盟醫療器材法規於上市前審查要求的差異，瞭解如何收集充分
且有效的臨床佐證資料，並於彙整資料後清楚說明產品之臨床評估結果如何佐證其安全
性及有效性，始能符合 MDR 之要求。
本文將彙整新版 MDR 中對於醫療器材臨床評估之各項審查要求，並說明與舊版
MDD 內容之前後差異，內容包含 MDR 對產品相關臨床資訊的定義、MDR 對於醫療器
材臨床評估之要求及符合 MDR 上市前審查應準備之臨床相關資料。

一、MDR 對產品相關臨床資訊的定義
欲了解如何準備符合歐盟法規當局要求之產品臨床評估報告，首先須先了解歐盟醫
1
註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療器材組
依據 MDR Article 120，MDR 公告生效前(2017/5/25)依 MDD 或 AIMDD 取得之上市許可仍有完整 5 年效期，MDR 公告生
效後仍得以 MDD 或 AIMDD 取得上市許可，惟於 2024/5/27 起不論殘餘效期一律失效。自公告後之三年緩衝期後 (即
2020/5/26 起)，認證單位不得再依 MDD 或 AIMDD 發行上市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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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器材法規是如何定義「臨床資料」
、
「臨床評估」及「臨床證據」等三項名詞。圖一為
MDR 定義下三者之間的關係及簡要說明：

圖一、MDR 中對於目標醫療器材之臨床資料、臨床評估與臨床證據之定義與關係
以下針對「臨床資料」、「臨床評估」及「臨床證據」之具體定義分別說明：
(一) 「臨床資料」(clinical data)之定義
舊版 MDD 中將所謂醫療器材的「臨床資料」(clinical data)定義為：「由醫療器材
之使用結果所產生的醫療器材安全性及(或)有效性資訊。」
，並說明「臨床資料」之來源
可以為：
1.

目標醫療器材的臨床試驗(clinical investigation)註2結果；

2.

目標醫療器材相似產品的臨床試驗結果的科學文獻(scientific literature)，且該
產品與目標醫療器材的等同性(equivalence)可被充分說明；

3.

註2

目標醫療器材或其相似產品之已公開或未公開的其他臨床使用經驗(clinical

此處的〝clinical investigation〞僅係指「用於評估醫療器材安全性及有效性，且以人體為試驗目標的系統性試驗方法」(依據
MDR Article 2: Definitions)，而一般常見的”clinical trial”(泛稱人體試驗)則未鎖定試驗產品種類(可以為藥品、細胞治療、醫
療器材等)及試驗目的(可以為學術研究目的、探索性試驗等)，兩者於定義上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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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報告，且相似產品與目標醫療器材的等同性可被充分說明。
新版 MDR 沿用 MDD 之「臨床資料」定義及「臨床資料」可接受的來源範圍，惟
將原 MDD 針對「臨床資料」之可接受來源第 3 點修正，並新增一個可接受來源選項，
總結修訂如下：
(第 1、2 點與 MDD 相同)
3.

目 標 醫 療 器 材 或 其 相 似 產 品 之 臨 床 使 用 經 驗 相 關 科 學 文 獻 (scientific
literature)，且該文獻須已經同儕審查(peer-reviewed)，以及相似產品與目標
醫療器材的等同性應可被充分說明；

4.

自上市後監控(Post-Market Surveillance, PMS)機制，特別是本次於 MDR 明
訂的上市後臨床追蹤(Post-Market Clinical Follow-up, PMCF)中，取得之臨
床相關資訊(clinically relevant information)。

由前述內容可知，新版 MDR 將以產品臨床使用經驗報告(即非正式臨床試驗結果)
作為申請產品之「臨床資料」的限制提高，這意味著未來除非這些臨床使用經驗報告是
基於嚴謹且具科學性的統計分析所得的結果，並且通過高專業度的專家審查，否則產品
的「臨床資料」應來自符合 MDR 臨床試驗設計要求之臨床試驗結果。另一方面，MDR
新增可接受目標醫療器材或其相似產品的 PMCF 臨床資料。PMCF 原先作為產品上市後
監視機制的一環，用於確保產品於全生命週期中皆能維持其有效性及安全性，於 MDD
及其臨床評估補充指引 MEDDEV 2.7/1[3]中已有初步的定義與要求；而於新版 MDR 中，
除了將 PMCF 之定義及具體要求補足於法規本文中，亦將其納為產品上市前，審查要求
的臨床評估項目之一，其目的為導入真實世界數據(real world data)概念作為上市前審
查安全性及有效性的佐證依據之一，此部分將於下文第三、(三)段之上市後臨床追蹤計
畫(PMCF)進行說明。
(二) 「臨床評估」(clinical evaluation)之定義
取得產品之「臨床資料」後，接著就必須了解如何以這些「臨床資料」進行產品的
「臨床評估」
。舊版 MDD 其實並未明確定義何謂「臨床評估」
，僅規範一個產品的「臨
床評估」應包含哪些內容、應考量的評估重點為何。直到 2009 年，歐盟發布 MDD 臨
床評估補充指引 MEDDEV 2.7/1，於該指引中才有對於臨床評估的明確定義：「以一個
基於方法學、具合理性及持續性的程序，用於收集、評價及分析可代表目標醫療器材的
RegMed 2020 Vol. 112

14

臨床資料，並且評估是否已有足夠的臨床證據，可確認目標醫療器材以製造廠訂定之使
用方法使用時，可符合對應程度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基本要求」
新版 MDR 沿用 MEDDEV 2.7/1 之「臨床評估」定義，並直接寫入法規本文中。
內容涵義上與 MEDDEV 2.7/1 幾乎完全相同，惟 MDR 於評估目標醫療器材是否已有
足夠臨床資料的敘述上，另外提到一個關鍵字：臨床效益(clinical benefits)，這意味
著除評估產品是否具備預期之安全性及有效性外，應額外評估使用該產品是否確實可為
病患帶來實際的臨床效益。MDR 的「臨床評估」定義詳述如下：「以一個系統化、妥
善規劃的程序，用於連續地產生、收集、分析及評估可代表目標醫療器材的臨床資料，
以驗證目標醫療器材於預期設計使用上的安全性、有效性及臨床效益」
至於一個「臨床評估」的實施計畫以及結果報告應具備哪些內容，MDR 亦有詳細
的描述，此部分將於下文第二段一併說明。
(三) 「臨床證據」(clinical evidence)之定義
「臨床證據」(clinical evidence)一詞於前面「臨床評估」之定義中曾出現，其定義
於舊版 MDD 及新版 MDR 中亦有些微差異。
「臨床證據」於對應舊版 MDD 之 MEDDEV
2.7/1 指引中的定義為：
「可代表目標醫療器材之臨床資料及臨床評估報告」
。新版 MDR
亦沿用 MEDDEV 2.7/1 之定義，再增加對於「臨床證據」要求的具體描述，詳述如下：
「可代表目標醫療器材之臨床資料及臨床評估報告，且具有充足的品質與資料量，足以
用於評估目標醫療器材於預期設計使用上的安全性、有效性及臨床效益」。
總結上述各定義，MDR 對於醫療器材商如何於上市前審查中呈現目標醫療器材於
臨床使用上的安全及有效性，大致可歸納為以下步驟：
1.

自 MDR 定義之可接受來源(產品或相似品之臨床試驗結果，或具有良好設計及
研究品質之臨床使用經驗相關之學術文獻)取得臨床資料；

2.

依據 MDR 對於臨床評估之要求(涵蓋臨床評估計畫及臨床評估結果報告)，製
作品質及資料量皆符合要求之臨床評估報告；

3.

彙整目標醫療器材之原始臨床資料及臨床評估報告，產出可佐證目標醫療器材
於臨床使用上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之臨床證據。

二、MDR 對於醫療器材臨床評估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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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段「臨床評估」的定義中，已敘明符合要求的臨床評估應為一個系統化、妥善
規劃且為持續性的研究方法，而目標醫療器材的臨床評估應該考量到哪些關鍵點，MDR
亦於 Article 61 (Clinical evaluation)以及附錄 Annex XIV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Post-Market Clinical Follow-up)中釋疑。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醫療器材商為充分符合舊版 MDD 之臨床評估要求，通常會依
據 MDD 臨床評估補充指引 MEDDEV 2.7/1 規劃產品之臨床評估方法，但新版 MDR 對
於臨床評估之要求上另有增加額外的內容(見下段內容)，這使得醫療器材商依據現有指
引 MEDDEV 2.7/1 Rev. 4 完成產品之臨床評估，無法完全滿足 MDR 之臨床評估要求。
因此，在 MDR 尚未與 MEDDEV 2.7/1 Rev. 4 或未來更新的版本完成調和之前，歐盟各
公告機構皆提醒：醫療器材商應仔細審視其臨床評估措施，及既有之臨床評估報告，並
儘早進行兩者間的差異分析，鑑別既有之臨床評估資料及臨床評估報告尚須改進項目，
必要時，應更新產品的臨床評估報告，乃至於採行額外的臨床試驗。
(一) 臨床評估的基本要求
舊版 MDD 與新版 MDR 皆要求臨床評估應基於以下兩項資料進行：
1.

目標醫療器材之相關科學文獻中針對其安全性、有效性、設計特性及預期用途
的關鍵性評估結果；

2.

目標醫療器材的臨床試驗結果。

不過，MDR 對於臨床評估的基本要求，額外新增了一項：
3.

對於目 標醫療 器材之 預期用 途， 現 有替代 治療方法 (currently availabl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s)之考量或分析結果。

這意味著未來醫療器材商於準備產品的臨床評估資料時，還須另外針對產品之預期
用途(適應症)收集相關的臨床報告，充分了解該疾病之現有研究成果及治療處置方法，
以向法規單位說明於考量現有各式治療方法後，目標醫療器材確實對使用者具有顯著的
臨床效益。
(二) 醫療器材之「等同性」(equivalence)於臨床評估中的定義與考量
醫療器材上市前審查時，常常仰賴宣稱申請產品與某個已核准上市產品於預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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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特點、安全性及有效性等各方面上具有實質「等同性」，故無須再另外執行產品的
臨床試驗來重新確認申請產品是否符合法規要求。舊版 MDD 的臨床評估可允許使用類
似品的臨床資料來呈現，惟於考量類似品與目標醫療器材的「等同性」時，MDD 要求
須分別就兩者間的技術特性、生物特性及臨床特性進行比較及評估。新版 MDR 對於「等
同性」的定義相較於 MDD 並無明顯變動，惟考量新型態、新技術之醫療器材持續推陳
出新，故將對應於醫療器材軟體、可降解材料之「等同性」考量點加入既有的評估要求
中。另外，MDR 要求醫療器材商如欲宣稱目標醫療器材與相似產品之「等同性」
，應對
於相似產品的資訊具有足夠程度的掌握，以證明「等同性」宣稱是充分、合理的。
MDR 對於「等同性」評估的各項要點總結如下：(粗體字為 MDR 新加入之要求)
1.

技術特性(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是否為相似設計；



是否使用於相似的使用環境；



是否具有相似的技術規格與性能：如能量強度、抗張強度、黏性、表面特
性、波長等物化特性、軟體演算法；

2.



是否使用相似的組裝方法或零組件配置；



是否具有相似的操作原理及關鍵效能需求。

生物特性(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產品之降解性或可吸收性亦須納入考量；



是否使用相同的材質並接觸相同的人體組織或體液；



是否具有相似的接觸方式與接觸時間，以及相似的材質特性(如揮發性、
粒子釋放)。

3.

臨床特性(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是否使用於相同的臨床環境或具有相同的預期用途，包含相似的疾病嚴重
程度或疾病進程分期、相似的醫療處置方法；



是否使用於相同的人體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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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於相似的族群，包含相似的年齡、性別、生理學及解剖學型態；



是否為同一種類的使用者；



是否針對特定預期用途的預期臨床效果，具有相似的對應臨床效能。

(三) 臨床評估中對於是否應執行目標醫療器材臨床試驗之考量
對於 Class III 高風險醫療器材及植入式醫療器材，MDR 要求皆應執行產品臨床試
驗作為臨床評估之結果之一。但有以下情況可免執行產品臨床試驗：
1.

2.

目標醫療器材為相同製造商之已上市產品的改良品，且滿足以下條件:



經公告機構(notified bodies)確認其與該已上市品之「等同性」；



該已上市品之臨床評估可充分說明改良品具有對應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目標醫療器材與已上市產品為不同製造商，但宣稱具有「等同性」且滿足以下
條件:



兩製造商具有合約關係，可明確說明目標醫療器材之製造商可持續取得已
上市產品之完整技術文件；


3.

目標醫療器材的臨床評估符合 MDR 之要求。

目標醫療器材曾以 MDD 或 AIMDD 取得上市許可，且滿足以下條件



其臨床評估具有充足的臨床資料；



其 臨 床 評 估 符 合 對 應 產 品 類 別 的 一 般 性 規 格 要 求 (Common
Specification, CS)，若該產品類別之 CS 已被發布。

4.

目標醫療器材為縫線、縫合釘、牙填充材、牙冠、牙套、牙根螺絲、牙楔、牙
托、牙橋、牙釘、牙夾板，且滿足以下條件



其臨床評估具有充足的臨床資料；



其 臨 床 評 估 符 合 對 應 產 品 類 別 的 一 般 性 規 格 要 求 (Common
Specification, CS)，若該產品類別之 CS 已被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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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風險或低風險的產品，若其預期用途或技術特點等產品特性，無法藉由「等
同性」比對來充分說明其安全性及臨床效能，則可能需要藉由目標醫療器材之人體臨床
試驗來證明。以家用血糖儀為例，於歐盟 MDR 之分類為 Class IIa，屬於中風險產品，
若家用血糖儀採用一般常見之技術特點，即以針刺手指表皮採血來測量血糖濃度，此類
產品因技術成熟，且已有眾多產品先前以 MDD 法規途徑上市，故即使歐盟法規轉版為
MDR，較容易找到與自家產品具有相似技術特點、適用族群的類似品，藉由與類似品
之等同性評估說明，來免除臨床試驗要求；反之，若為較新穎的非侵入式血糖儀(如測
量其他體液換算血糖值之產品)，縱使有一個以上的具相似技術特點的產品已取證上市，
仍不易找到可滿足前述類似品等同性評估中所有評估項目的類似品，故被要求執行臨床
試驗以補足產品之安全性及有效性的可能性較高。
MEDDEV 2.7/1 指引對於是否須進行產品之臨床試驗，曾提供較詳細的評估方法讓
醫療器材商參考依循，但新版 MDR 因尚未與 MEDDEV 2.7/1 調和，故既有之 MEDDEV
2.7/1 中提到的考量要點雖可作為參考，但最終可能不會被依循 MDR 之驗證單位全盤
接受。然而，MDR 於內文中並未明確說明當目標醫療器材與相似產品之「等同性」差
異程度多大時，或是哪些「關鍵」產品特性不完全相符時，便無法接受其「等同性」宣
稱，而須另外執行目標醫療器材的臨床試驗。此部分仍有待歐盟當局推出新的指引或使
MEDDEV 2.7/1 與 MDR 調和後，始能得知註3。
(四) 臨床評估的簡要流程
最後，MDR 於附錄 Annex XIV 第一條要求醫療器材商進行產品臨床評估時，應依
下述流程進行：
1.

建立一份「臨床評估計畫」(Clinical Evaluation Plan, CEP)，其內容應符合
MDR 之最低要求。MDR 並要求應定期審視 CEP 之內容，評估是否須更新。
詳細內容將於下文第三、(一)段之臨床評估計畫(CEP)中說明；

2.

辨識與目標醫療器材及其預期用途相關的可用臨床資料，並以系統化的科學文
獻回顧方法，辨別臨床證據之間存在的歧異；

註3

歐盟委員會設有一專家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 on Clinical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CIE)(現已編入歐盟醫療器材協調
小組 Medical Device Coordination Group (MDCG)之次級專家小組)，主要任務為修訂 MEDDEV。目前該小組亦負責產出用
於說明 MEDDEV 與 MDR 於臨床評估要求(主要聚焦於等同性評估)差異的指引。依據 MDCG 於 2019 年 12 月底公告之各指引
進度報告(Ongoing Guidance development within MDCG Subgroups)，該指引預計可於 2020 年經 MDCG 認可後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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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所有相關臨床資料，審視這些資料用於佐證產品之安全性及有效性的適合
性；

4.

依據臨床開發計畫(Clinical Development Plan, CDP)中擬定的臨床試驗計
畫執行適當的臨床試驗，以產出新的臨床資料來解釋現有臨床資料未能釐清之
產品安全性或有效性上的疑慮。CDP 為 CEP 應包含的內容之一，詳細內容於
第三之(一)段之臨床評估計畫(CEP)中一併說明；

5.

分析所有相關臨床資料，以做成目標醫療器材之安全性、有效性及臨床效益之
結論。

三、符合 MDR 上市前審查應準備之臨床相關資料
MDR 對於上市前審查應準備之臨床相關資料，除了前面所述上市前臨床評估之要
求，於上市後監視管理部分另要求廠商規劃上市後臨床追蹤計畫，取得產品的真實世界
臨床資料，以充分說明產品於實際使用情境下是真正安全及有效的。因此，總結 MDR
於臨床評估相關資料及上市後臨床追蹤的要求，醫療器材商於 MDR 法規框架下應準備
的臨床相關資料如下：
(一) 臨床評估計畫(Clinical Evaluation Plan, CEP)
如前面章節所述，臨床評估執行前應先擬訂臨床評估計畫。依據 MDR Annex XIV，
一份符合要求的「臨床評估計畫」，其內容至少應包含：
1. 說 明 目 標 醫 療 器 材 於 「 一 般 性 安 全 及 效 能 需 求 (General Safety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GSPR)」的哪些部分需要臨床資料支持；
2. 目標醫療器材的預期用途；
3. 目標醫療器材的預期目標使用族群，並包含清楚的適應症、禁忌症說明；
4. 以相關且特定的臨床參數詳細說明目標醫療器材的預期臨床效益；
5. 說明用於檢驗目標醫療器材臨床安全性之定量、定性方法，並對於殘餘風險及
副作用有明確的定義；
6. 目標醫療器材之待確認參數清單：應基於最新醫藥發展，評估這些參數於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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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之各種預期適應症使用情境中之效益風險比(benefit-risk ratio)是否
可接受；
7. 說明如何評估目標醫療器材採用的特殊成分之效益風險，如藥品、無活細胞的
動物或人體組織等；
8. 臨床開發計畫(Clinical Development Plan, CDP)：說明從探索性臨床試驗(如
首次人體應用試驗(first-in-human)、可行性試驗或先導性試驗)至確定性臨床試
驗 ( 如 樞 紐 性 臨 床 試 驗 ) 之 進 程 ， 以 及 一 份 已 訂 定 潛 在 允 收 條 件 (potential
acceptance criteria) 說 明 及 試 驗 終 點 (endpoint) 之 上 市 後 臨 床 追 蹤 計 畫
(PMCF)。
(二) 臨床評估報告(Clinical Evaluation Report, CER)
依據前面章節對臨床評估之要求，將原始的臨床資料、臨床評估方法及評估結果(如
相似產品的「等同性」評估、臨床試驗等)，以及由此生成的臨床證據整合於一份臨床
評估報告中，臨床評估報告將作為目標醫療器材的技術文件之一。
另外，MDR 特別提到，無論是可支持或不支持產品安全性或有效性的臨床資料及
臨床評估結果皆應一併載入。
(三) 上市後臨床追蹤計畫(Post-Market Clinical Follow-up plan, PMCF plan)
上 市 後 臨 床 追 蹤 計 畫 (PMCF plan) 為 MDR 於 上 市 後 監 視 計 畫 (Post-Market
Surveillance plan, PMS plan)之新增要求項目，MDR 於附錄 Annex XIV part B 部分詳
細的說明了何謂 PMCF 及其相關應符合的規定。PMCF 被定義為「一個用於持續性更新
產品的臨床評估的方法」，並且必須納入 PMS plan 中以規劃施行；製造商應於執行
PMCF 後對所得臨床資料進行分析並將結果記載於 PMCF 評估報告(PMCF evaluation
report)，PMCF 評估報告必須納入 CER 一併作為產品送審資料之一。PMCF 評估報告
所得結論，必須納入產品的臨床評估及風險管理考量之中。
依據 MDR 要求，PMCF plan 的內容應至少涵蓋以下各點



說明 PMCF 之基本執行程序及方法，如：收集使用者的臨床使用經驗、檢視科
學文獻或其他來源之臨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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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PMCF 之特定執行程序及方法，如：對適當的登載紀錄(registers)或 PMCF
研究進行評估；



說明採用上述基本執行程序及特定執行程序的合理性；



說明參照的 CER 及風險管理部分內容；



說明欲藉由 PMCF 達成的特定目標；



具等同性或相似產品之臨床資料的評估內容；



說明參照的 CS、調和標準或 PMCF 指引；



說明 PMCF 的執行時程規劃並說明其合理性。

執行 PMCF 時，應依據訂定的 PMCF 計畫，主動收集已核准上市產品的臨床資料，
並評估以下重點：



確認產品於其預期使用期限內皆能維持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識別先前未發現的副作用，以及觀察先前已發現的副作用及禁忌症之狀況；



依據事實證據，識別並分析急迫性風險；



確保產品使用上之效益風險比(benefit-risk ratio)仍處於可接受的範圍；



識別可能存在的系統性產品誤用或核准適應症外使用(off-label use)的狀況，
以驗證產品之核定預期用途是正確的。

(四) 定期安全性更新報告(Periodic Safety Update Report, PSUR)
定期安全性更新報告(PSUR)為一項 MDR 新增之要求，亦可視為對 PMS 管理要求
之延伸。Class IIa、IIb 或 III 等級產品之醫療器材製造商，應準備所有產品及其對應分
類群組之 PSUR，統整自 PMS 收集數據所得到的分析結果。Class I 等級產品則依 PMS
管理要求，提供 PMS report 即可。
製造商應將 PSUR 納入提供給公告機構的適合性評估(conformity assessment)資
料中，並且 Class IIb 或 III 等級產品應至少每年更新 PSUR 一次、Class IIa 至少每兩年
更新 PSUR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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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MDR 要求，PSUR 之內容應包含以下各項



產品之效益-風險分析結果；



產品之 PMCF 研究結果；



產品銷售量；



產品之使用族群評估(人數規模、族群組成分布等)；



產品使用頻率(如適用)。

(五) 安全性及臨床效能摘要(Summary of Safety and Clinical Performance, SSCP)
對於 Class III 高風險醫療器材及植入式醫療器材，製造商應另外提供安全性及臨床
效能摘要(SSCP)，SSCP 之擬稿應提交予公告機構，經公告機構執行符合性評鑑確認並
核 發 產 品 的 符 合 性 證 書 後 ， 由 公 告 機 構 (Notified body) 發 布 SSCP 之 核 定 本 至
EUDAMED (European Databank on Medical Devices，歐盟醫療器材資料庫)向大眾
公開。SSCP 之內容應可讓預期使用者清楚理解，且製造商應於產品標籤或使用說明書
中，說明此產品之 SSCP 可供大眾閱覽。
SSCP 應包含以下內容：



製造商名稱及單一註冊碼(SRN)；



產品名稱及單一識別碼(UDI)；



預期用途、適應症及禁忌症；



可搭配使用之其他產品之說明；



可能的替代治療產品或方法；



依循的國際標準或一般性規格要求(CS)；



臨床評估報告及上市後臨床追蹤(PMCF)摘要；



建議的使用者類型及應接受的使用前訓練；



殘餘風險、非預期使用效果、警告或注意事項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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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歐盟新版醫療器材法規 MDR 自 2017 年公告至今已逾兩年，距離正式施行的緩衝
期限(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也已不到四個月，新增的多項要求加上緊迫的時限，對於尚
未完成 MDR「轉版」的各醫療器材商及尚未取得新的 MDR 認證資格的公告機構，都
帶來不少壓力。目前仍有部分歐盟第三方符合性評鑑機構，對於 MDR 之臨床評估部分
的內容有所疑慮[4]，例如先前已依 MDD 上市之高風險醫材，若欲免除 MDR 的產品臨
床試驗要求，條文中所指「其臨床評估具有充足的臨床資料(sufficient clinical data)」
之具體定義仍不明確；另有關新申請上市之高風險醫材，是否得比照變更設計之已上市
醫材(modified device)，適用 Article 61(5)有關臨床試驗減免之條例，雖然目前歐盟
CIE 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Clinical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已有初步的
指引草案產出，但仍有待歐盟當局針對草案內容進行最後確認。此外，MEDDEV 2.7/1
未來是否得以重新與 MDR 調和適用等問題，仍有待歐盟當局儘速提出新的參考指引或
解決方案[5]。

圖二、MDR 於臨床評估部分要求之總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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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內容，本文整理了 MDD 與 MDR 於臨床評估部分之審查要求的新舊差異
點，其中 MDR 於臨床評估部分之要求彙整如圖二，期望可供預期進入歐盟市場之我國
醫療器材商，作為送審資料規劃及產品佈局之法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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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0 月發表「對於捐贈者篩檢用 C 型肝炎病
毒抗體試劑具反應性的捐贈檢體之後續檢測」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李倍慈

發表時間： 2019/10/02

內容歸類： 品質管控

類

關 鍵 字： 血液製劑、血液捐贈、HCV、

別： 指引

anti-HCV 、nucleic acid
tests、NAT
資料來源： Further Testing of Donations that are Reactive on a Licensed Donor
Screening Test for Antibodies to Hepatitis C Virus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依 2015 年 21 CFR 610.40(e)的規定，針對 C 型肝炎病毒抗體
(anti-HCV)捐贈者篩檢試劑(donor screening test)具反應性的檢體，
提供後續處置之建議。要求採集全血及血漿等血液處理機構，應規劃
後續檢測、判斷與處置程序，並向 FDA 報告規劃內容。

2

血液處理機構可依據建議的後續檢測程序執行，若確認為 HCV 感染
者 ， 須 依 照 21 CFR 630.40 通 知 捐 贈 者 ， 以 及 依 照 21 CFR
610.47(a)(3)、(4)、(b)(2)、(3)進行必要之回溯 (lookback) 處置：包
含通知接收單位、輸血接受者及隔離該血液及其成分。

3

本指引建議之後續檢測程序：
(1)

血液處理機構須對 anti-HCV 篩檢試劑重複檢測具反應性之每個
捐贈檢體(包含自體儲血(autologous donation))，以核准用於篩
檢 之 HCV 核 酸 擴 增 技 術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chnology, NAT)進行檢測：
A. 若 NAT 檢測具反應性，則該血液捐贈者即認定為 HCV 感染
者，應依照規定進行回溯處置。
B. 若 NAT 檢測不具反應性，還須以另一個不同的篩檢或診斷之
anti-HCV 檢測試劑進行交叉確認：
a. 若該檢測結果為陰性，則捐贈者之 HCV 感染並未確診，
該檢體可能非 HCV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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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另一個 anti-HCV 重覆地具反應性，則應認定該檢體為
HCV 陽 性 ， 並 盡 快 知 會 捐 贈 者 ， 亦 須 依 21 CFR
610.47(a)(3)、(4)、(b)(2)、(3)進行必要之回溯處置。
(2)

血液處理機構必須在確定捐贈者應予暫緩(deferred，如：捐血)
後的 8 週內通知捐贈者，並且在通知捐贈者前盡可能取得後續檢
測程序的結果。

4

FDA 核准的血液捐贈者篩檢試劑，可見於以下網址：
List of tests licensed for use in blood donor screening and
supplemental testing

5

血液處理機構應報告依本指引建議施行的情況：
(1)

血液處理機構完全依照本指引的建議：
A. 已核可之血液處理機構：依照本指引的建議施行，對血液之
鑑別、力價、品質、純度和效價造成不良影響的可能性相當
低，故 FDA 認為屬於次要變更 (minor change)，根據 21
CFR 601.12（d）要求，須於年度報告中回報 FDA。
B. 未核可之血液處理機構：無須回報 FDA。

(2)

血液處理機構希望以其他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 algorithm)進
行後續篩檢：
A.

已核可之血液處理機構：FDA 認為採用其他的替代方案可能
影響產品的安全或有效性，故屬重大變更 (major change)。
因此，血液處理機構須根據 21 CFR 601.12（b）之規定，向
FDA 提 交 事 先 批 准 補 充 （ Prior Approval Supplement,
PAS）。建議提供的補充內容如下：
a. FDA 356h 表單〝Application to Market a New or
Abbreviated New Drug or Biologic for Human Use〞
b. 於 cover letter 中描述訴求及內容。
c.

描述檢測程序的 SOP。

B. 未核可之血液處理機構：儘管不須將替代方案回報給 FDA，
但仍建議在替代方案實施前，檢送相關資料供 FDA 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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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0 月發表「提交申請案至 CBER 及 CDER
所涉及製造場所與設施資料之問答集」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凃英賢

發表時間： 2019/10/30

內容歸類： 化學製造管制

類

關 鍵 字： CTD Module 3, Chemistry,

別： 問答集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CMC)
資料來源： Ident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in Applications
Submitted to CBER and CDER Questions and Answers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旨在說明各類申請案(NDA、ANDA、BLA、變更案、補充案與
重新檢送之案件)應包含的工廠及設施資料。本指引也指出了一些在藥
品申請案中，設施資料應擺放的位置與種類等問題。申請者於申請案
件時應填寫並提交 FDA 356h 表格。FDA 356h 表格既是行政資訊的
摘要，也完整呈現該申請案相關之原料藥與成品的所有製造、包裝及
管控場所與設施。在 FDA 356h 表格中提供完整的設施資料將可增進
該申請案的執行效率並減少退件情況。

2.

關於 FDA 356h 表格的問答
問題一：在 FDA 356h 表格中應該提供什麼設施資料？
答：所有涉及成品製造、包裝、貼標與檢驗場所(包含安定性試驗)皆應
提供。ICH Q7 所列之所有原料藥中間產物與最終原料藥製造(也包含
滅菌與微粒化場所)及檢驗場所資料亦應提供。也涵蓋所有儲存原料
藥、原物料與成品及儲存安定性試驗用樣品的任何設施資料。
對於複合性藥物(combination product)，其組件製造、組合性產品製
造、共同包裝與組件設計、驗證及確效設施資料等應提供。
問題二：是否需要將模組二與模組三的所有設施資料列在 FDA 356h
表格中？
答：否。與商業管控策略無關的設施不需要在 FDA 356h 表格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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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模組三的問題一有提供案例。
問題三：提交變更或補充資料時，establishment field 欄應標示哪些
設施？
答：應包括現有設施的完整資訊，以及對於先前提供的設施資訊有任
何變更的部分。如果要新增或刪除設施，都應在申請變更或補充時的
FDA 356h 表格中呈現。
問題四：如果撤銷(withdrawn)了一個設施，該如何修改 FDA 356h
表格？
答：設施應保留在 FDA 356h 表格中，並勾選已撤銷欄位。於第一次
變更案時通知 FDA 該設施將被撤銷，之後的變更申請中，撤銷的設施
就會自 FDA 356h 表格移除。
問題五：關於複合性藥物，是否應列出裝置組成部分的製造商？
答：是的。所有複合性藥物的裝置組成的製造設施，包含裝置組成的
功能設計管控、驗證與確效的設施都應列入 FDA 356h 表格。
3.

關於模組三的問答
問題一：哪些設施資料應列於模組三？
答：模組三資料應包含 FDA 356h 表格上的所有設施，以及與該申請
案相關的所有研究、開發與檢驗地點。模組三也應包含管控策略相關
的檢驗實驗室，包含但不限於分子的鑑定與分析方法的比對。這涵蓋
所有用於支持該申請案與商業化產品的檢驗及安定性試驗檢驗場所。
對於複合性藥物，應詳列所有製造設施，以及所負責的事項(如：組裝、
充填、滅菌或檢驗)，並區分該設施為負責藥品、裝置或兩者皆是。
問題二：設施資料應列於模組三的哪個位置？
答：所有製造與管制場所應列於模組三的原料藥(3.2.S.2.1)或成品
(3.2.P.3.1)章節。申請案中若未列出製造場所或資料擺放錯誤可能會導
致審核期延長。
問題三：是否應將設施資料整合至模組三的相對應章節？
答：是的。為了便利 FDA 的評估與查廠，建議在模組三的相關章節之
開頭以表格方式清楚地標示申請案相關的所有設施。同時並建議在模
組二中每個相關部分也納入這個表格。
FDA 建議的表格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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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名稱

地址

FEI 號碼*

DMF 號碼

職責與功能

(如適用)
1.
2.
*FDA Establishment Identifier (FEI) number
問題四：若一公司負責分析方法開發，是否應在申請中列出？
答：是的。這些資料應該列於模組三。
6.

一般的問答
問題一：若引用 DMF 的資訊已敘明於申請資料中，是否仍應將 DMF
相關的設施列在 NDA/ANDA 的申請中？
答：是的。DMF 中的設施資訊需同時列於 FDA 356h 表格與模組三
中。除非 DMF 授權書(LOA)明確指出某些設施並不包含在本次申請中。
問題二：是否應將 DMF 中執行研究、開發或檢驗且提供支持性數據
的設施列於 NDA/ANDA 中？
答：是的。若引用 DMF 的設施用於研發或檢驗並與 NDA/ANDA 申
請案的商業化管控策略有關，都應該列出。
問題三：是否應將賦形劑檢驗設施列於申請案中？
答：通常賦形劑檢驗者無須列於申請案中。若賦形劑的性能對於藥品
相當關鍵(例如：微脂粒〝liposomes〞)，則應在模組三中列出檢驗設
施資訊。
問題四：是否應將肝素粗品(crude heparin)製造場所列出？
答：是的。所有的肝素粗品製造與檢驗場所都應列於 FDA 356h 表格
與模組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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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2 月發表「開發用於短期治療內痔或外痔
症狀之局部使用類固醇產品」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張意苓

發表時間： 2019/12/9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Locally Applied

別： 指引草案

Corticosteroid、Internal
Hemorrhoids、External
Hemorrhoids、Clinical
Development of Drug
資料來源： Development of Locally Applied Corticosteroid Products for the
Short-Term Treatment of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Internal or
External Hemorrhoids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為美國 FDA 針對用於短期治療內痔或外痔症狀之局部使
用類固醇產品，提供臨床開發相關建議。

2.

試驗設計：
(1) 建 議 試 驗 設 計 為 多 中 心 、 隨 機 分 配 、 雙 盲 、 賦 形 劑 對 照
(vehicle-controlled)、平行且具有篩選期來確認受試者是否符合
納入條件。
(2) 依照藥物的作用機轉來設計試驗期間及評估藥物療效的時間。建
議治療週期須至少兩週以評估療效。
(3) 在治療結束後應要有兩週至三週的追蹤期來評估安全性、療效反
應持續和再治療的可能性。

3.

如果對於藥品起始作用時間，最佳劑量和最佳治療期間方面存在不確
定性，強烈鼓勵在開始進行大型第三期臨床試驗計畫之前進行第二期
臨床試驗來釐清這些問題。

4.

受試族群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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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驗收納的病人應具有足夠的症狀以觀察到臨床有意義的改善，
建議應收納足夠的第三級或第四級的內痔和外痔受試者。應使用
直腸鏡或是肛門鏡診斷和分類內痔的受試者，並使用照片或是影
片的方式做記錄。
(2) 試驗應排除具有直腸周圍疾病，例如 肛門周圍的疣(perianal
warts)、肛門直腸廔管(anorectal fistula)和肛裂(anal fissure)，
試驗也應排除使用會影響療效評估之麻醉藥物(narcotics)的病
人。病人在整個試驗過程中也不應改變飲食習慣。
5.

療效評估考量：
第三期的主要療效指標，可選擇使用明確定義且具可信度的病人報告
結果量表(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 instruments)，評估與
相對於賦形劑(vehicle)對照組，試驗組相比之自基期(baseline)以來的
症狀改善是否具有臨床意義。建議根據病人內痔和外痔最重要及最困
擾的直腸周圍症狀，選用病人報告結果量表，且用於評估的症狀是預
期可以使用治療而改善。

6.

安全性評估考量：
關於安全性評估方面的考量，若試驗療程達兩週，則建議至少有一次
的期間不良事件評估，在停藥後要追蹤至少兩週至三週；亦有建議要
評估是否會有抑制下視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 pituitary
adrenal [HPA] axis)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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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1 月發布藥品安全通告「由臨床試驗安全性
評估結果顯示減重藥品 Lorcaserin(Belviq)可能增加罹患癌症之
風險」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董淑敏

發表時間： 2020/01/14

內容歸類： 藥品安全

類

關 鍵 字： Lorcaserin(Belviq)、weight-loss

別： 新聞

medicine、cancer
資料來源： Safety clinical trial shows possible increased risk of cancer with
weight-loss medicine Belviq, Belviq XR (lorcaserin)
重點內容： 1.

美 國 FDA 根 據 一 項 臨 床 試 驗 安 全 性 評 估 結 果 顯 示 ， 減 重 藥 品
Lorcaserin (Belviq)可能增加罹患癌症之風險，提醒社會大眾。目前由
於癌症病因尚不明確，對於 Lorcaserin 會增加罹患癌症之風險尚無法
下最後結論。美國 FDA 將持續針對臨床試驗結果進行評估，一旦完成
評估將發布最終結論及建議。

2.

美國 FDA 於 2012 年核准 Lorcaserin 上市時，要求廠商執行一項隨機、
雙盲、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以評估 Lorcaserin 心臟相關風險。本試
驗共有約 12,000 名受試者追蹤超過五年，相較於安慰劑組，服用
Lorcaserin 者有較多人被診斷出癌症。

3.

美國 FDA 建議醫療專業人員於開始或持續處方 Lorcaserin 時，應考量
病人服用該藥品的利益高於其可能的風險。 並建議目前正在 服用
Lorcaserin 的病人，應和醫療專業人員討論有關使用 Lorcaserin 可能
增加罹患癌症之風險，以獲得最佳的治療決定。

4.

我國目前核准含 Lorcaserin 成分藥品許可證共 1 張，核准適應症為
「BELVIQ 是血清素 5-HT2c 受體致效劑，對成人身體質量指數(BMI)
過高者於飲食和運動控制後之長期體重輔助管理。 適用之身體質量指
數為: (1) BMI ≧ 30 kg/m2 或 (2) BMI ≧ 27 kg/m2 且有一項與體重相
關之疾病(例如：高血壓、血脂異常或第二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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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BELVIQ 併用其他減重藥物(處方藥、非處方藥及中草藥)之安全性
和有效性尚未確立。

 BELVIQ 對於心血管系統之影響(致病率及致死率)尚未確立」。
經查，中文仿單於「非臨床毒性-致癌性」刊載「在 SD 大鼠的致癌性
試驗中，公鼠和母鼠分別被餵食 10、30 和 100 mg/kg 的 Lorcaserin
HCl。在母鼠部分，劑量為 100mg/kg，其血液曝露量為人體臨床每日
劑量的 87 倍時，有觀察到乳腺癌的增加，且在所有劑量組別(人體臨床
每日劑量已不具安全係數)，乳腺纖維瘤都有增加的情形…」、「在公
鼠部分，在劑量大於等於 30mg/kg(其血液暴露量為人體臨床每日劑量
的 17 倍時)，可以觀察到與 Lorcaserin 相關的腫瘤性的變化，包含皮
下組織(纖維腺瘤、神經鞘瘤)，皮膚(鱗狀細胞癌)，乳腺(乳腺癌和纖維
腺瘤)，腦(星狀細胞瘤)。在較高的暴露劑量時，肝臟腺瘤和甲狀腺濾泡
性腺瘤亦有增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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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1 月發表「關於醫療器材以環氧乙烷(EO)
滅菌創新措施」的聲明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紀又菁

發表時間：

2019/11/25

內容歸類：

滅菌確效

類

Statement

關 鍵 字：

ethylene oxide (EO；環氧乙

別：

烷)、EtO Pilot Program
資料來源：

Statement on new steps to advance innovation in medical device
sterilization with ethylene oxide

重點內容：

1.

近期因美國環境保護署修正環氧乙烷(Ethylene Oxide, EO)氣體
排放量的法規，導致 EO 滅菌廠的關閉，進而發生滅菌醫療器材
短缺。此情況促使美國 FDA 意識到必須採用創新的滅菌方式，以
減少 EO 氣體對環境及公眾健康的影響。

2.

為了降低醫療器材對於 EO 滅菌的過度依賴，FDA 提出兩項關於
滅菌的創新挑戰：
(1) 發展可替代 EO 滅菌的創新方法和技術。
(2) 發展可顯著減少 EO 使用量的策略或技術。

3.

針對發展替代 EO 滅菌的方法與技術，美國 FDA 從 46 間大/小公
司提出的創新滅菌方法申請案中，選出 11 個申請案，其中包含：
二氧化氮滅菌法(Nitrongen Dioxide Sterilization)、汽化的過氧
化氫滅菌法(Vaporized Hydrogen Peroxide Sterilization)、以及
使用較低 EO 濃度的滅菌技術。接下來，FDA 將持續促進創新滅
菌方法的發展，並加速此類方法的審查。

4.

針對發展減少 EO 使用量的策略，由 FDA 召開的諮詢委員會提出
以下建議：
(1) 醫療器材製造商應減少滅菌包裝內的紙張使用量。當越多的
紙張隨著醫療器材一起包裝時，紙張將阻礙 EO 接觸到醫療
器材本體，進而造成需要使用更大量的 EO 氣體才能達到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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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效果。因此，FDA 鼓勵醫療器材製造商在不影響醫療器材
使用者的安全下，採用可行的紙張電子化方法。
(2) FDA 應藉由加速核准機制來審核醫療器材製造商對於 EO 滅
菌方法、過程和設備的變更，來幫助緩解醫療器材短缺的情
況。
5.

FDA 提 出 一 項 自 願 性 參 加 的 環 氧 乙 烷 滅 菌 主 檔 案 試 行 計 畫
(Ethylene Oxide Sterilization Master File Pilot Program, 簡稱
EtO Pilot Program)，此計畫適用滅菌廠和醫療器材製造商，EO
滅菌廠參加此試行計畫後，如需進行滅菌廠地址變更或進行滅菌
程序變更(如：降低 EO 氣體濃度)，則須向 FDA 提交主檔案(Master
File)，以作為其它產品申請上市時合理的科學性評估參考文件。

6.

而對於第三等級醫療器材的製造商和贊助商，如果受到參與此試
行計畫滅菌廠變更的影響，經 FDA 允許後，可在 PMA(Pre-Market
Approval)的核准後報告(Post Approval Report)中，引用該滅菌
廠提交的主檔案，而無需在 PMA 的補充文件中引用；此措施可
為滅菌廠和 PMA 持有者提供更快速的主檔案審查和回饋。

7.

透過更有效的審查和回饋，該試行計畫應能促使滅菌廠比原本預
期的更加提早數個月達成降低 EO 使用量的目標，同時仍可提供
病患足夠的安全保障。此試行計畫將可更及時地對於滅菌廠關閉
的情況做出反應，包含更快地核准滅菌廠的搬遷、加速建立減少
EO 使用量的滅菌方法，進而減少 PMA 醫療器材對於 EO 滅菌的
需求，以期未來能減少 EO 對環境及公眾健康的影響，並同時確
保病患可使用到安全的醫療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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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2 月發表「請求 FDA 對於複合性產品的回
饋意見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紀又菁

發表時間：

2019/12/23

內容歸類：

指引

類

Draft Guidance

關 鍵 字：

Combination Products、
request for designation
(RFD)、Point of Contact
(POC)、primary mode of action
(PMOA)、Combination Product
Agreement Meeting (CPAM)、
application-based mechanism

別：

資料來源：

Requesting FDA Feedback on Combination Products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DA Staff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旨在說明複合性產品的申請者如何從 FDA 獲得有關科學和法
規的回饋意見，並提供申請者在這些議題上與 FDA 進行互動時的最
佳作法。申請者可以通過下列兩種管道與 FDA 進行互動：
(1) 一般申請機制(Application-based Mechanisms)(通常是最有
效的方法)，例如：CDRH 和 CBER 的 Pre-Sub(Pre-submission)
機制、與 CDER 和 CBER 的正式會議。
(2) 申請複合性產品協議會議(Combination Product Agreement
Meetings, CPAMs)。

2.

所謂複合性產品係指由藥品、醫療器材和/或生物藥品(biological
product)組合而成的產品。根據 FD＆C 法案（21 USC 353(g)(1)）
第 503(g)(1)條，複合性產品是依據其主要作用模式(PMOA)屬於何
種組成(如：藥品、醫療器材或生物藥品)，而被分配到對應的領導部
門管理中心 (lead Center)，如：CDER、CDRH 或 CBER，且該中心
將對此複合性產品的上市前審查和監管擁有主要管轄權。無論
PMOA 屬於何種組成，各管理部門都會進行適當的協調，以確保對
複合性產品進行有效的監管。

3.

以下為有助於申請者請求 FDA 對複合性產品的回饋時，確保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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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FDA 之間有效互動的最佳做法：
(1) 適當的產品鑑別和處理：申請者應向適當的管理部門提交申
請，並由 FDA 經由適當的途徑轉交給 FDA 內部人員進行審查。
其中，CPAM 途徑僅適用複合性產品，故申請者將其產品定義
為複合性產品是相當重要的。
(2) 即時使用適當的溝通程序：申請者與 FDA 之間的溝通應即時，
且溝通的機制(例如:會議、書面回覆等)應符合相關 FDA 指引中
的規定。
(3) 明確且堅實的資訊共享：無論是申請者提交的資訊及問題，或
是 FDA 要求的資訊，皆應明確堅實，以減少雙方對同一問題的
重複溝通，並使 FDA 能夠即時提供明確的回饋。
4.

申請者確保有效率且有生產性溝通的最佳做法：
(1) 提出明確且適當的問題。
(2) 提供詳盡的理由和相關的支持性資訊。
(3) 和被分配到的 FDA 聯絡窗口(Point of Contact)進行溝通。

5.

FDA 確保有效率且有生產性審查的最佳做法：
(1) 通知申請者其被分配到的 FDA 聯絡窗口。
(2) 集結合適的專家團隊參與審查並給予回饋。
(3) 統整來自參與申請案所有管理部門的回饋意見，並使其一致
化；提供給申請者的回饋意見應能代表 FDA 現階段的想法。
(4) 提供可信賴的建議。FDA 的回饋意見應以書面形式記錄下來，
且一旦提供給申請者，除非有新的資訊介入(例如:因法規變更而
改變要求)，否則 FDA 不應更改其回饋意見。

6.

申請者藉由一般申請機制請求 FDA 提供回饋意見時，應參考適用的
指引來提供資訊，且複合性產品的每個組成部分皆應有對應的資訊。

7.

申請者通過 CPAM 請求 FDA 提供回饋意見時，應提供產品資訊、案
件背景、期望的溝通方式、擬尋求 FDA 協議的提案內容、用以補充
提案內容的理論依據及資料、申請單位參與者的列表等。

8.

FDA 鼓勵申請者盡可能將複合性產品相關的問題合併為一個 CPAM
申請，而不是提交多個 CPAM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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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預告「人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計
畫申請應檢附資料查檢表(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楊綵瑜

發表時間： 2019/11/6

內容歸類： 臨床試驗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人類細胞治療、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81410706

臨床試驗、IND

號
資料來源： 預告「人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計畫申請應檢附資料查檢表(草案)」
重點內容： 1.

為使申請者可清楚了解對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之申請與審查必
要文件項目，據以完善試驗設計及送件資料準備，降低因資料不足所
致審查中公文往返而延宕時程，或致未能核准執行的情形，爰擬定「人
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計畫申請應檢附資料查檢表(草案)」。

2.

查檢表(草案)所列應檢附資料包含行政資料、臨床資料、品質證明文件
及臨床前藥毒理資料，表中亦載明必要之送件項目。考量一般細胞治
療臨床試驗計畫案審查公告天數僅 45 日，是以，該等申請案經初審(收
件後第 21 日)，如缺少所列之必要送件項目，將逕予不准執行，申請
者得於文到後 4 個月內提出申復，申復案辦理時間為 120 日。

3.

本次公開草案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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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轉知並前往網站下載參閱。

4.

對草案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函告日次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逾期視同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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