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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專案進口暨相關規定介紹
王孔俊1

前言
隨著網路通訊發展迅速，民眾獲得藥品資訊多元化，加上國人出國旅遊人數逐年攀
升，個人藥品進口的需求及數量也日益增多；或為預防，診治國內尚無合適藥物或替代
療法之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疾病病人；或為因應必要藥品發生短缺的特殊狀況；或為因
應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等不同情事，在整體利益風險評估下，可依據政府頒布各類藥品專
案輸入或製造相關法規規定，使用未取得許可證之藥品，以滿足公衛需求和保障民眾用
藥權益。然專案進口或製造藥品尚未完成嚴謹的查驗登記審查，確認其品質、療效及安
全性，故其申請使用仍須審慎評估。
本文將介紹我國包含個人自用、醫療院所申請供病人使用、罕見疾病病人申請進口
罕藥、必要藥品短缺之用途，及為因應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之用途等各種藥品專案進口
申請及相關規定，供申請者參考依循。

一、入境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自用藥品回國
隨著我國勞動條件的更迭與社會的變遷，國人休閒時間增加，民眾出國觀光旅遊及
出國人次逐年增加，觀光局統計出國人數，2011 年至 2019 年由 958 萬人次上升至 1710
萬人次[１]。出國遊玩，免不了會購買伴手禮或紀念品，除禮品、保健食品外，OTC 藥品
及藥妝品也成為民眾必買明星商品之一。然從國外攜帶自用藥品返國應符合財政部關務
署「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藥物限量表」規定[２]，此限量表為依據「藥事法」第 22 條及「入
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 4 條所訂定[3,4]，舊制限量表允許自用藥物採正
面表列包含萬金油、八卦丹、龍角散、驅風油、中將湯丸等品項，並以攜帶 6 種為限，
其他成分未含各級管制藥品之自用藥品，則以每種 2 瓶(盒)為限，合計以不超過 6 種為
原則。
後續財政部為配合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修改旅客攜帶限量藥品入境之政策，廢
除正面表列，改以「限量」之原則性方式規範，於 104 年 2 月 16 日公告修正「入境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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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 4 條附表[4]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自用藥
品返國時應符合「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藥物限量表」的規範(如表一)，且僅供自用。表列
內的藥品攜帶限量應依表列數量的規定，「非處方藥」每一種限帶 12 瓶(盒)，合計不得
超過 36 瓶(盒)為限，而攜帶「處方藥」則須憑醫師處方箋(或證明文件)，未攜帶處方箋
以兩個月用量為限，攜帶處方藥則不得超過處方箋開立之合理用量，且以六個月用量為
限。針劑產品須攜帶醫師處方箋(或證明文件)。使民眾攜帶自用藥物回國更具彈性，新
制與舊制限量表內容相比，如圖一所示。
表一、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藥物限量表[4]
類別

規定

備註

一、 非處方藥每種至多十二瓶(盒、罐、條、 一、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
支)，合計以不超過三十六瓶(盒、罐、

自用之藥物，不得供非自用之用

條、支)為限。

途。

二、 處方藥未攜帶醫師處方箋(或證明文件) 二、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
西藥

以二個月用量為限。處方藥攜帶醫師處

之管制藥品，須憑醫療院所之醫師

方箋(或證明文件)者不得超過處方箋

處方箋(或出具之證明文件)，並以

(或證明文件)開立之合理用量，且以六

治療其本人疾病者為限，其攜帶量

個月用量為限。

不得超過該醫師處方箋(或出具之

三、 針劑產品須攜帶醫師處方箋（或證明文
件）
。
一、 中藥材每種至多一公斤，合計不得超過
十二種。

證明文件)，且以六個月用量為限。
三、 藥品成分含保育類物種者，應先取
得主管機關(農委會)同意始可攜帶
入境。

二、 中藥製劑(藥品)每種至多十二瓶(盒)， 四、 回航船員或航空器服務人員，其攜
中藥材及

合計以不超過三十六瓶(盒)為限。

中藥製劑 三、 於前述限量外攜帶入境之中藥材及中
藥製劑(藥品)，應檢附醫療證明文件(如

帶自用藥品進口，不具有醫師處方
箋或出具之證明文件，其攜帶數量
不得超過表訂限量之二分之一。

醫師診斷證明)，且不逾三個月用量為 五、 我國以處方藥管理之藥品，如國外
限。
錠狀、膠 每種至多十二瓶(盒、罐、包、袋)，合計以
囊狀食品 不超過三十六瓶(盒、罐、包、袋)為限。
隱形眼鏡

係以非處方藥管理者適用非處方
藥之限量規定。
六、 本表所定之產品種類：瓶(盒、罐、

單一度數六十片，惟每人以單一品牌及二種

條、支、包、袋)等均以「原包裝」

不同度數為限。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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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4 年攜藥回國新制度[5] (摘自食藥署網頁/個人輸入自用藥品規範專區)

二、個人郵寄或快遞寄送藥品回國
國人除了以出國旅遊購買自用藥品回國方式外，由國外網站網購郵寄或快遞藥品亦
趨頻繁，當以郵寄或快遞方式進口個人自用藥品時，須依據「藥事法」第 22 條與「藥
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4 款、第 6 條及第 14 條規定[3,6]，事先向食品藥物管理
署署(簡稱食藥署)申請，取得同意書後始可進口。有關「非處方藥」於 6 個月內不得重
複申請，每次數量不得超過 12 瓶或軟管 12 支或總量 1200 顆；另「處方藥」應憑處方
箋且不得超過處方箋合理用量。
食藥署為便利民眾申請，於 107 年 9 月 1 日起提供「線上申辦平台」之服務[7]。有
關民眾攜帶或郵寄藥品完整流程及申請規範，如圖二所示。提醒國人攜帶自用藥品返國
應符合限量，攜帶超量或寄送藥品回國須事先申請同意文件，避免違法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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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民眾攜帶或郵寄個人自用藥品進口規範流程

三、專科教學醫院或區域級以上教學醫院申請供診治危急或重大病患之用
者
雖然國際藥物研發突飛猛進，但可能存在現有藥物無法治療的嚴重疾病、或尚未取
得我國藥品許可證之新興藥品，無法及時提供病人使用之情境時，可由專科教學醫院（如
精神科教學醫院）或區域級以上教學醫院，依據「藥事法」第 48-2 條及 105 年 9 月 8
日公告之「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第 2 條規定

[3,8]

，檢具資料申請專案核

准製造或輸入；或依 108 年修正之「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款、第 13 條
規定[7]及衛福部 108 年 10 月 5 日 FDA 藥字第 1081408668 號函[6,9]，備齊所需資料，
向食藥署申請藥品專案進口。必要時，食藥署得要求申請者檢送專案核准藥物之安全或
醫療效能評估報告，以監控核准藥物之使用安全及治療效能。
為了解藥品專案進口申請者的態樣，分析食藥署 100 年至 109 年個人及醫院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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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進口申請件數[10]，依年度繪圖如圖三所示。由資料顯示，醫院申請件數自 100 年
的 2559 件逐漸下降至 109 年 1464 件；而個人申請件數，自 100 年 560 件大幅上升
至 109 年 14170 件，約爆增 25 倍。探討醫院專案進口件數以緩坡式逐漸下降可能因
素，推測和食藥署近十年來優化各項新藥審查機制(如精簡審查、優先審查、加速審查、
突破性藥品認定、小兒或少數嚴重疾病藥品審查認定)、頒布鼓勵台灣參與早期臨床試
驗措施、鬆綁採用證明政策、實施資料專屬期保護、提供藥品研發諮詢服務、審查時程
透明化與可預期性，精進審查效率，使病人獲得新藥品治療的機會大幅提升等等有關，
增進民眾用藥可近性。另外，有關個人自用進口件數比例逐年攀升部分，推測原因在早
期實施舊制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藥物限量表期間，民眾不清楚規定，政府把關上亦無法落
實，以致個人申報件數不夠精準。然至 104 年公告修訂「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
放辦法」第 4 條附表，對於非處方藥與處方藥皆制定有明確數量規定供民眾遵循，並強
化海關查緝。因此，104 年個人自用申請件數相較 100~103 年有增加的情形，與醫院
專案進口申請件數呈現反轉趨勢。現今拜科技所賜，網路發達且資訊流通便利，藥品進
口申請廣為國人所知，又財政部於 107 年 6 月試辦推出「EZ WAY 易利委」App，海關
落實快遞貨物報關委任及實名認證制度，並於 109 年 5 月正式實施，簡化報關委任手
續及保護民眾個資等好處，吸引大家使用。再者 109 年逢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民眾無法
出國自行攜回藥品，導致向食藥署申請個人自用件數大增。

圖三、100 年~109 年個人/醫院藥品專案進口申請件數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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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罕見疾病病人之罕見疾病藥物(孤兒藥)需求
由於罕見疾病治療藥物與特殊營養品研發製造需要大量經費，使用人數卻又過少，
為確保罕病病人可即時取得治療藥物，病人如需使用尚未經查驗登記的藥品、或已持有
許可證之藥商無法供應該藥品、或該藥品市價經主管機關認定明顯不合理，病人與家屬
及相關基金會、學會、協會可依據「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第 19 條及第 22 條與「罕
見疾病藥物專案申請辦法」第 3 條規定[11,12]，提出罕藥的專案進口申請，惟不得作為營
利用途。

五、因應緊急公共衛生情事之需求
當國內發生公共安全或重大疫情等緊急公共衛生事件時，已有許可證之藥物可能不
足以因應醫療需求，如實有必要使用尚未取得許可證之藥物者，可依照「藥事法」第
48-2 條、「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3,6]，及依 105 年 9 月 8 日公告之「特
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第 3 條規定[8]，提出藥品專案進口申請。例如近期食
藥 署 為 因 應 COVID-19 新 冠 肺 炎 防 疫 需 求 ， 提 供 廠 商 類 似 美 國 緊 急 使 用 授 權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EUA)機制，協助廠商依照藥事法取得疫情所需之檢
驗試劑及疫苗之專案進口，供緊急公共衛生安全防疫使用。

六、必要藥品短缺之需求
食藥署自 100 年起即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臨床藥學會執行藥品供應短缺處理連續型
計畫，協助處理藥品短缺的問題並建置藥品供應資訊平台、建構藥品短缺處理機制、訂
定台灣必要藥品清單、盤點緊急連絡網等提升我國處理相關事件之效能，以減緩藥品短
缺造成的衝擊，並保障民眾用藥權益。根據食藥署「藥品供應資訊平台」統計，107、
108、109 年度之缺藥評估報告件數分別為 189 件、254 件、355 件，相關之核准專案
輸入或製造則分別為 30 件、30 件、29 件[13]。顯示全台缺藥通報案件量有日益增多趨
勢，食藥署已就可能引起缺藥的品項做主動性評估，讓缺藥風險減至最低。如列為食藥
署公布之必要藥品，若有發生供應不足之可能時，藥商應至少於六個月前依據「藥事法」
第 27-2 條第 3 項向食藥署通報，食藥署將依「藥品供應短缺評估處理流程圖」(如圖四)
評估是否確實有藥品短缺現象，並查明國內是否有替代藥品，盤點庫存評估供應情形，
且得登錄於公開網站。倘若有缺藥之風險者，將依據「必要藥品短缺通報登錄及專案核
准製造輸入辦法」第 5 條或第 6 條規定[14]，立即啟動專案製造或專案進口，確保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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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虞，以保障民眾用藥權益。

圖四、藥品短缺通報評估作業流程[14]
(摘自衛福部網頁/最新消息/即時新聞澄清/109-03-12)

結語
因應社會需求，政府訂有各種藥品專案進口申請途徑，所適用法規及作業程序繁複，
作者將之彙整如圖五供參。國人攜帶個人自用藥品入境應符合限量表規範，如攜帶超量
藥品或寄送藥品回國須事先提出申請。醫院申請供診治危急或重大病患之用、罕病病人
之罕藥需求、或因應緊急公共衛生情事、必要藥品短缺之需求，應依其規定提出申請，
經核准後始得進口，在此呼籲民眾藥品並非一般商品，許多國外藥品不僅無中文標示，
其成分來源、安全性與療效未經食藥署審查核准，民眾自行購買服用、沒有注意正確用
途、用量及副作用等，可能發生危害健康之憾事，且無法申請國內藥害救濟。倘非必要，
仍應使用國內已領有許可證之藥品，以確保用藥安全。若未經核准擅自輸入藥品、或擅
自將核准輸入藥物樣品出售等，將違反「藥事法」，有相對應之刑責及罰鍰，切勿以身
試法，避免觸法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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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我國各類藥品專案進口申請途徑與適用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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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1 月發表「針對已核准與試驗中的細胞與基
因治療產品於 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之製造考量」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高千涵

發表時間：

2021/01/19

內容歸類：

品質管控

類

指引

關 鍵 字：

Cellular therapy and gene

別：

therapy product、GGT、
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or tissue-based
product、HCT/Ps、
SARS-CoV-2、COVID-19
資料來源：

Manufacturing Considerations for Licensed and Investigational
Cellular and Gene Therapy Products During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因應嚴重急性呼吸道症狀之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疫情爆發，
FDA 於 2020 年 6 月發表有關化學與生物藥品於 GMP 生產時，製
造廠員工感染 COVID-19 之風險考量指引，而本次導讀的指引為補
充前述之指引，主要針對已核准與研發中細胞與基因治療 (cellular
therapy and gene therapy，CGT) 產品，提出製造過程中應有適
當管控策略以及 SARS-CoV-2 病毒傳播風險評估的建議。

2.

雖然目前未有案例且未知 SARS-CoV-2 病毒是否會藉由人類細胞/
組織相關產品

(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or

tissue-based products，HCT/Ps) 的植入、移植、輸注或轉移等方
式傳播病毒，FDA 仍建議 CGT 產品製造商製造此 CGT 產品時，應
遵循 CGMP 的要求。
3.

FDA 也建議產品製造商應評估及鑑別 SARS-CoV-2 病毒藉由 CGT
產品傳播之風險因子，並實行適當的策略以降低風險。

4.
RegMed 2021 Vol. 126

以下為 FDA 針對 CGT 產品的風險評估與降低風險策略之建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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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不限於以下資訊。
(1) 捐贈者評估：FDA 建議不論自體或異體 HCT/P 衍生之 CGT 產
品，產品製造廠均需將 SARS-CoV-2 病毒感染與否納入捐贈者
合適性判定。但有鑑於現階段的相關資訊有限，因此建議產品
製造商在 HCT/P 採集前 28 天，可考量捐贈者是否有密切接觸
疑似感染或已確診之 COVID-19 病患，或是本身為疑似感染或
已確診 COVID-19 病患，甚至是經由核可之檢測試劑確診為無
症狀 COVID-19 感染者。
然 而 ， 目 前 因 美 國 聯 邦 法 規 21 CFR 1271.3(r) 並 未 聲 明
SARS-CoV-2 病毒為相關傳染性病原或疾病，故 FDA 不建議
以實驗室檢測法篩選無症狀 COVID-19 感染者，但如產品製造
商欲降低感染風險，擬採用此措施應使用已核可之病毒檢測方
法。另外，若 HCT/P 捐贈者曾注射不可複製性、去活化或 RNA
之 COVID-19 疫苗，FDA 建議不需進行捐贈者篩選或延後捐贈。
(2) 細 胞 或 組 織 來 源 之 原 料 ： FDA 建 議 產 品 製 造 廠 應 要 了 解
SARS-CoV-2 病毒的感染趨向性，以確認 SARS-CoV-2 病毒是
否有能力感染或複製於所使用的細胞或組織，或是在產品製程
過程中有感染與傳播能力，甚至從捐贈者的細胞或組織傳播到
特定的器官，例如：呼吸或中樞神經系統。
(3) 生產製程：為了降低 SARS-CoV-2 病毒在 CGT 產品製程中傳
播並感染員工之風險，產品製造商除了應評估起始原料外，亦
應考量及控管可能傳播病毒的製造過程 (例如：生產細胞株、
細胞放大培養、病毒清除步驟與開放系統的管控)，以及製程汙
染之風險。其中值得注意的是，HEK293 與 Vero 之載體生產細
胞株已知可被 SARS-CoV-2 病毒感染並進行複製。此外，製造
廠員工也需遵循 CGMP 的衛生與健康要求，以避免疑似感染或
已感染 COVID-19 的員工參與產品之製程。
(4) 原料測試：目前 FDA 並未明確建議於 HCT/P 來源材料、細胞
庫、製程中之中間產物、最終 CGT 產品與其他相關原料，進行
SARS-CoV-2 之檢測。然，製造廠可能會基於降低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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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採用此檢測作為降低風險之策略。
5.

FDA 建議可提供科學性論證或文獻之佐證，以支持上述風險評估與
降低風險策略的相關敘述，並應於申請 IND、BLA 或 Master File
時提交給 FDA。

6.

為了符合 CGMP 的要求，CGT 產品製造商必須確認所有製程管控的
評估，以及後續任何的追蹤與改變必須由製造商的品管部門核可，
並且，於製造廠的品質管理系統有清楚的文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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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8 月發佈並 2021 年 1 月更新「問答集：
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的製造，供應鏈以及藥品和生物製劑查
核」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黃大維

發表時間：

2020/08/19

內容歸類：

藥品製造查核

類

問答集指引

關 鍵 字：

COVID-19、Inspection、

別：

Mission-critical、
Manufacturing-Change
資料來源：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and Drug and Biological Product
Inspections During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Questions
and Answers/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美國 FDA 因應 COVID-19 疫情爆發，於 2020 年三月宣佈暫緩所有國內
外例行設施場所查核，進而造成業界相當多提問，因此，美國 FDA 於 2020
年八月發佈本篇問答集並於 2021 年一月更新，針對常見問題作解答。本
篇分兩大議題，分別為藥品製造、分析、臨床和非臨床研究的設施場所查
核(項次 1-4)，與變更已核准的藥品製造設施和相關供應鏈的查核(項次
5-7)。
1.

關於批准前查核(pre-approval inspections)，美國 FDA 使用其他合
適的工具和方法，包括：1) 通過相互承認協議(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和其他保密協定(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要求值得
信賴的外國法規單位提供現有查核報告；2) 要求申請者提供相關資
訊；及 3) 直接向製造場所和被查核單位索取記錄和相關資訊。

2.

為了因應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造成查核中斷之情事，美國 FDA 自 2020
年 七 月 宣 佈 將 以 FDA 的 COVID-19 諮 詢 評 分 系 統 (COVID-19
advisory rating system)，來確定在國內某地區可進行哪些類別的管
制活動。美國 FDA 根據系統風險評估結果，視個案情況執行「關鍵

RegMed 2021 Vol. 126

13

任務(mission-critical)」查核；抑或在安全的情況下重啟美國國內查
核，其中包括批准前查核和監視查核(surveillance inspections)。
3.

非屬關鍵任務的國外批准前常規性查核(routine inspection)和進行
原因查核(for-cause inspection)仍暫緩，而關鍵任務查核則依個案來
處理。

4.

美國 FDA 在評估是否屬關鍵任務時，主要考量產品是否為：1) 突破
性創新療法認定(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 BTD) ；2) 再
生醫學新興療法認定(regenerative medicine advanced therapy
designation)；3) 用於診斷、治療或預防重大疾病；及 4) 沒有其他
適當的替代品。此外，評估查核是否屬關鍵任務時，無論查核地點是
美國本土還是國外，美國 FDA 考量的因素均相同。

5.

為因應 COVID-19 疫情造成供應鏈中斷，導致後續製程變更或新增，
其申請文件參照既有的指引。假如該藥品與治療或預防 COVID-19 相
關，或是在藥品短缺清單之中，申請時須清楚載明「請求優先審查」
(priority review requested)，並一併檢附相關資料。若是該藥品可能
或已經短缺，依藥品類別分別聯繫 CDER 或 CBER。

6.

如果因 COVID-19 疫情，導致申請者需要採取非常規或彈性的提交對
策，依藥品類別分別聯繫 CDER 或 CBER，以尋求進一步協助。

7.

即使申請案件的地區受 COVID-19 相關旅行限制，仍可向美國 FDA
提交申請，並不需要將受影響地區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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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12 月發表「開發乾眼治療藥物」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劉祥雯

發表時間： 2020/12/17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Dry eye、objective

別： 指引

prespecified sign、subjective
prespecified symptom
資料來源： Dry Eye: Developing Drugs for Treat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2.

本指引主要目的為提供廠商研發治療乾眼藥品試驗設計之相關建議。
試驗設計：美國 FDA 所建議之設計為針對每位病人的隨機、雙掩蓋
(Double-masked)試驗，可使用多天傳統的自然暴露環境
(Multi-day natural exposure)或使用單日的環境控制(Single-da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此兩種方式，進行為期 2 週以上之試驗以
證明療效。如果進行安全性試驗，則至少要持續 6 週。

3.

對照藥物：在進行比較性臨床試驗時，應以試驗藥品的媒液載體
(vehicle)應作為對照藥品。並且試驗藥品應在統計和臨床上均優於載
體或其他治療方案。美國 FDA 指出，即使是已知的有效療法，也可
能在乾眼的臨床試驗無法顯出療效，因此在缺乏良好的敏感性分析的
情況下（包括同時陽性和陰性對照），不建議進行等效性或非劣效性
試驗。

4.

受試族群：應以具眼部主訴的病人為受試者，受納條件中應有客觀和
主觀乾眼症狀。 並且納入不同年齡、性別、種族和不同眼睛顏色的
受試者。另外，因疤痕形成（例如燒傷或輻射）、結膜杯狀細胞破壞
而導致的乾眼症狀的病人，或有證據顯示眼瞼邊緣發炎或瞼緣炎程度
高的病人，不應納入旨在研究常規乾眼症的試驗中，需單獨研究。

5.

療效評估注意事項：FDA 建議此類藥品須在兩個充分並控制良好、
多中心獨立試驗顯示安全性和療效，並且應在至少一種預先訂定之客
觀乾眼體徵(Objective prespecified sign)和至少一種預先訂定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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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乾眼症狀(Subjective prespecified symptom)評分上，顯示出統
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也可以在經治療後達到某個標準(如乾眼角膜染
色恢復，或在 Schirmer 淚液測試分數增加>10mm)的人數百分率，
在組間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呈現試驗藥的療效。
6.

安全性評估注意事項：指引中建議至少招募 400 名病人，並且在申
請查驗登記時需至少有 300 名病人從治療開始起算 6 周以上的安全
性追踨資料，其中至少有 100 名從治療開始起算 12 個月以上的安全
性追踨資料。

7.

臨床監測：每次就診時均需測量最佳矯正的遠距離視力（距離至少為
4 公尺）和藥品治療前後的病人舒適度。並在基礎期，試驗中期，治
療結束和停藥後 2 週進行細隙燈檢查，檢查項目包括角膜、結膜、前
房、虹膜、眼瞼和睫毛。必須在至少一個臨床試驗有執行以下監測項
目：在基礎期和試驗結束時或在第 3 個月（以較晚者為準）進行內皮
細胞計數、全身臨床和實驗室評估以及散瞳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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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2 月發布「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以新型
冠狀病毒(SARS-CoV-2)為作用標的單株抗體產品研發，包括因應
新興病毒變異的策略考量」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邱鈺庭

發表時間：

2021/2/22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Guidance

關 鍵 字：

SARS-CoV-2、monoclonal

別：

antibody products、emerging
variants、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資料來源：

Development of Monoclonal Antibody Products Targeting
SARS-CoV-2, Including Addressing the Impact of Emerging
Variants, During the COVID 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係美國 FDA 針對 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流
行期間，以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為作用標的之單株抗體產
品(以下簡稱 SARS-CoV-2 單株抗體產品)的研發建議，包含支持
SARS-CoV-2 單株抗體產品取得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所需的技術性資料。

2.

隨著 SARS-CoV-2 在群體的傳播，已不斷發現新的 SARS-CoV-2
病毒變異。美國 FDA 認為這些新出現的 SARS-CoV-2 病毒變異可
能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對目前已授權或核准的 COVID-19 治療藥
品的敏感性降低，進而增加醫療迫切需求的緊急狀況，故特別將針
對新興 SARS-CoV-2 病毒變異的考量納入本指引內。

3.

在研發 SARS-CoV-2 單株抗體產品的一般性考量包含下列：
(1) 因應新興 SARS-CoV-2 病毒變異的影響，若科學上可支持，
美國 FDA 將簡化 SARS-CoV-2 單株抗體產品研發所需的支持
性資料，並加快對這些資料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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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鑒於新興病毒變異的盛行率改變會造成群體健康況態變化，美
國 FDA 簡化措施決定，主要根據產品預期用途及適用族群之
審查當下的利益/風險評估、單株抗體對重要的新興病毒變異
之預期覆蓋率及美國 FDA 對 SARS-CoV-2 的最新理解。
(3) 美國 FDA 強烈建議個別單株抗體產品，應以與別種或多種結
合不同抗原決定位(Epitopes)之單株抗體產品合併使用的方向
研發，以減少對於新興病毒變異失去活性的風險。
4.

美國 FDA 對於 SARS-CoV-2 單株抗體產品取得緊急使用授權的研
發考量建議如下：
(1) 化學製造管制(CMC)部分：
A.

在可行且科學上支持的情況下，申請者應嘗試利用其他開
發中或已獲得上市許可的單株抗體療法的研發經驗，如選
擇現有製造平台、有生產生物技術產品經驗的製造廠、選
擇經驗證的分析方法等等。

B.

FDA 強烈建議申請者與 FDA 在其執行之前，事先討論研
發計畫的時間關鍵要素，如針對製造發展的計畫、製程變
更時的可比性計畫書(Comparability Protocol)、產品架
儲期建立策略。

C.

條件適合時，可利用某些僅適用於有限的早期研發階段之
品質策略，讓產品能快速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D.

FDA 可能不需完整的製程確效(除了滅菌過程確效)資料來
支持產品取得緊急使用授權，但是應要有足夠的製程特性
分析，並且應與產品的整體利益/風險評估結果一致。

(2) 藥毒理(PT)部分：
A.

FDA 對於非臨床安全性資料的要求，會因產品適用族群及
對重要的新興病毒變異之預期覆蓋率而有所調整。FDA 強
烈建議申請者事先與 FDA 就非臨床資料要求部分進行討
論。

B.

SARS-CoV-2 單株抗體的非臨床安全性評估，應按照 ICH
S6 (R1)指引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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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須針對特定單株抗體組合進行毒理學研究，因此不同單
株抗體可於各自的毒理學研究進行評估。

D.

為了支持在懷孕期間使用單株抗體產品，FDA 建議在適當
說明下，以人體組織執行組織交叉反應 (Tissue Cross
Reactivity, TCR)研究或利用其他蛋白質交互作用技術進
行研究。如果在重複劑量毒理學研究和 TCR 研究未發現特
定問題，則無須進行發育和生殖毒理學研究。

(3) 病毒學(Virology)部分：
A.

申請者應分析會影響單株抗體與目標蛋白結合或影響單
株抗體活性的因素，並持續監測 SARS-CoV-2 基因學資
料庫，以分析新興病毒變異對單株抗體的影響。

B.

申請者應分析研發中的單株抗體單獨或合併其他單株抗
體，針對各種病毒變異或假病毒(Pseudovirus)的中和活
性(Neutralizing Activity)。

C.

臨床計畫書應針對病毒變異的臨床、病毒學影響和與藥品
治療有關的 SARS-CoV-2 基因學變化進行詳細規劃。

D.

申請者可另外參考美國 FDA 於 2020 年 5 月發表的
COVID-19 ： Developing

Drugs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for Treatment or Prevention 指引和 2006 年 6
月 發 表 的

Antiviral

Product

Development

—

Conducting and Submitting Virology Studies to the
Agency 指引。
(4) 臨床部分：
A.

一般而言，申請者應於研發計畫，評估產品對預防或治療
COVID-19 具臨床上有意義的效益。若以目標族群為患有
輕至中度疾病的門診病人為例，用以取得藥品緊急使用授
權可接受的療效指標為:發病(至少)28 天內，與 COVID-19
相關住院或因任何原因死亡的病人比例。若申請者擬以替
代性療效指標獲得緊急使用授權核准，則須事先諮詢
FDA。

RegMed 2021 Vol. 126

19

B.

申請者須以科學資料說明第三期臨床試驗的劑量及療程
選擇。

C.

申請者應收納對 COVID-19 流行影響不大的族群(如少數
種族或少數民族)。

D.

可支持緊急使用授權核准所需的安全性資料 規模及組
成，視單株抗體產品的用途(治療或預防)、適用病人族群，
及此單株抗體或相關產品的先前臨床使用經驗而定。

E.

針對試驗族群、設計、療效指標、安全性及統計學考量，
申請者可另外參考美國 FDA 於 2020 年 5 月發表的發表
的 COVID-19 ： Developing Drugs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for Treatment or Prevention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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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2 月發布「評估病毒突變於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COVID-19)檢測影響之政策」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李碧芳

發表時間：

2021/02/22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指引

關 鍵 字：

COVID-19 test, viral

別：

mutations
資料來源：

Policy for Evaluating Impact of Viral Mutations on COVID-19 Tests Guidance for Test Developers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發布「評估病毒突變影響 COVID-19 檢測之政策」指引，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公衛緊急期間，針對新興和未來病毒突
變，對於開發中及授權使用後的 COVID-19 檢驗試劑之影響，提供
檢驗試劑開發人員的對應政策，適用對象包括分子檢驗試劑、抗原
檢驗試劑及血清抗體檢驗試劑。

2.

此指引說明新型冠狀病毒隨著時間演變而多有突變，例如英國突變
病毒(B.1.1.7 variant)(UK VOC-202012/01)，南非突變病毒(B.1.351
variant)(South Africa: 20H/501Y.V2) 、 巴 西 突 變 病 毒 (P.1
variant)(Brazil: 20J//501Y.V3)等。因此，若 COVID-19 檢驗試劑產
品，希望依循美國 FDA 公告的修正後「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的
2019 冠 狀 病 毒 檢 驗 試 劑 政 策 (Policy for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Tests Dur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vised)」指引，經由緊急授權上市時，檢驗試劑開發者，除應針
對已知的突變病毒進行評估，亦需具備因應病毒突變的策略。

3.

美國 FDA 建議開發者，應要降低突變病毒對於分子檢驗試劑性能的
影響，須例行地監控突變病毒對於試劑效能的影響狀況，以及要在
試劑標籤明確地傳達以上兩種情況。除此之外，開發者應要監控試
劑的偵測極限值(Detection Limit, LoD)，當 LoD 值提高到三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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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應進行風險分析，評估突變病毒對於試劑的利益風險影響，
並向美國 FDA 呈報相關評估結果。此外，美國 FDA 建議應採用限
數稀釋法(Limiting Dilution)，針對具有突變或未突變的合成核醣核
酸(synthetic RNA) 標靶進行平行測試，以測得 LoD 值。
4.

於 COVID-19 抗原檢驗試劑及血清抗體檢驗試劑因應突變病毒方
面，美國 FDA 同樣建議開發者，於試劑開發過程中，應考量基因突
變和病毒變異的可能性，且需例行性地監控基因突變及病毒變異情
形，並評估突變病毒對於試劑性能的影響。

5.

若是對突變病毒的試劑效能降低達到 5%以上時，包括分子檢驗試
劑、抗原檢驗試劑及血清抗體檢驗試劑，美國 FDA 將更新緊急授權
上市的申請範本(EUA templates)，新增因應突變病毒對檢測效能影
響的相關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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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3 月發布「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醫療器材短缺狀況」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李碧芳

發表時間：

2021/03/19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新聞

關 鍵 字：

Medical Device Shortages,

別：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資料來源：

Medical Device Shortages During the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發布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公衛緊急期間的醫
療器材短缺狀況，以便美國公眾有所明瞭，特別是使用或需要購買
這些醫療器材者。依據美國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FD & C
Act) 的 Section 506J 規 定 之 法 定 義 務 ，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肺 炎
(COVID-19)公衛緊急期間，美國 FDA 對於醫療器材的短缺情形，應
公布相關清單，但強調這樣的短缺並不一定會造成病人醫療照護的
影響。

2.

美國 FDA 將採用策略方法，以確保高品質醫療器材在市場的流通，
例如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s, EUAs)，以及更
新指引文件讓診斷用、治療用及防疫用醫療器材，能夠符合公衛緊
急期間的醫療照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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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特管辦法細胞治療技術銜接細胞治療製劑應檢
附技術性資料指引」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余珮菁

發表時間：

2021/2/9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特管辦法、細胞治療技術、細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101401421 號

胞治療製劑

資料來源：

「特管辦法細胞治療技術銜接細胞治療製劑應檢附技術性資料指引」

重點內容：

1.

近年來生物醫學技術快速發展，再生醫療領域已於國際間盛行，為促
進我國相關領域之發展，滿足我國醫療迫切之需求，並配合我國細胞
治療雙軌管理制度，研擬完善且多元之銜接申請機制，協助技術轉型
升級為產品化發展，有助於縮短藥品研發時程，爰制定旨揭指引如公
告附件。

2.

旨揭公告及指引文件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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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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