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醫藥法規月刊 第 100 期

出版日期：2019 年 2 月 15 日

國際醫藥法規新知


我國與日本眼用溶液製劑學名藥法規比較

p.1-8



個人化醫療時代－淺談精準生物材料的發展概況

p.9-25



藥品付費諮詢新制之推動

p.26-35

國際醫藥聞新知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輸血用乾燥血漿製品的開發考量」 p.36-37
草案



歐盟 EMA 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胃腸道局部作用藥品以相等性試

p.38-41

驗證明具療效相等性」指引之最終版本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8 月發表「發展治療骨關節炎藥品、醫材和生

p.42-43

物製劑的結構性終點指標」指引草案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2 月發表「伴有肝纖維化之非肝硬化非酒精性 p.44-45
脂肪肝炎(noncirrhotic NASH with liver fibrosis)治療用藥之研發」
指引草案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同時申請 510(k)和 CLIA 豁免的研 p.46-48
究建議」指引草案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2 月核准「協助量測母乳營養成分之診斷分析 p.49
儀」

國內醫藥法規重要政策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布「非臨床試驗優良操作規範(草案)」 p.50



衛生福利部函知修正「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教育訓練採認及課程辦 p.51
理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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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Med 2019 Vol. 100

0

我國與日本眼用溶液製劑學名藥法規比較
蔡聿奇、張貽婷1

我國與日本眼用劑涵蓋範圍及分類
依據中華藥典第八版，我國眼用製劑之液體劑型可分為眼用溶液(Ophthalmic
solutions) 與 眼 用 懸 液 (Ophthalmic suspensions) ， 半 固 體 劑 型 為 眼 用 軟 膏
(Ophthalmic ointments)，固體製劑為眼用條劑(Ophthalmic sticks)[1]。眼用溶液為無
異物之無菌溶液；眼用懸液為液體溶劑中含均勻分布之固體粒子的液態無菌製劑，其固
體粒子須經微粒子化，以防止對眼球刺激或摩擦；眼用軟膏為專供使用於眼內之無菌軟
膏製劑，其基劑必須對眼睛無刺激性，並能使藥品經眼分泌液擴散；眼用條劑為含螢紅
鈉(Fluorescein sodium)溶液之一次性使用製品或為滅菌之浸藥紙條[1]。
依據日本藥典第十七版(The Japanese Pharmacopoeia 17th Edition)，日本眼用劑
之 液 體 劑 型 (Ophthalmic liquids and solutions) 分 為 溶 液 (Solutions) 或 懸 液
(Suspensions)，另可以製劑基劑區分為水性溶劑(Aqueous vehicles)與非水性溶劑
(Non-aqueous vehicles)，半固體劑型則為眼用軟膏(Ointments)[2]。其中水性眼用劑
之溶劑應為無菌純水或無菌含水溶劑；非水性眼用劑之溶劑通常為無菌之非水性植物油
或非水性溶劑；眼用軟膏通常將均質溶液或粉狀之活性物質與凡士林或其他基劑混合，
製成軟膏劑型[2]。中華藥典第八版與日本藥典第十七版眼用劑分類如表一。
表一、中華藥典第八版與日本藥典第十七版眼用製劑分類比較
眼用製劑分類

中華藥典第八版[1]
眼用溶液(Solutions)

液體劑型
眼用懸液(Suspensions)
半固體劑型

眼用軟膏(Ointments)

固體劑型

眼用條劑(Sticks)

1

日本藥典第十七版[2]
眼用液體製劑(Liquids and
Solutions)：
 水性(Aqueous)
 非水性(Non-aqueous)
眼用軟膏(Ointments)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藥劑科技組

RegMed 2019 Vol. 100

1

我國另有指示藥品審查基準(下稱基準)之眼用製劑規範[3]，凡製劑所含成分及含量
屬該基準收載者，並為施用於眼睛，緩解眼部輕微刺激所引起之不適或眼睛紅、眼睛疲
勞、眼睛癢，因眼睛乾澀所引起灼熱感與刺激感或用於沖洗眼部的藥劑，可依基準內容
申請眼用製劑指示藥品查驗登記，然隱形眼鏡藥水不適用該基準[3]。
指示藥品審查基準所稱眼用製劑又可分為一般眼用製劑、洗眼劑與人工淚液，劑型
限於點眼膏劑、眼用凝膠劑、點眼液劑、眼用洗劑或點眼懸液劑。符合規定之眼用製劑
有效成分、最高含量或可配合濃度之上下限、相應之適應症，及配合規則與係數，可參
照該基準眼用製劑之相關說明及其附表一至附表三[3]。
日本之「眼科用薬製造(輸入)承認基準について」(下稱承認基準)所界定眼科用藥分
類較細，可分為一般點眼藥、抗菌性點眼藥、人工淚液、配戴隱形眼鏡用藥水與洗眼藥
[4]

，其規範之有效成分、組成與配合規則與我國指示藥品審查基準之眼用製劑相似[3,4]，

但納入了我國基準所排除之隱形眼鏡用藥水。

我國與日本眼用溶液製劑化學製造管制審查之比較
我國眼用溶液學名藥品申請查驗登記，除應符合學名藥一般審查原則之外，須特別
注意藥品之毒性、滲透壓、緩衝劑與防腐劑之選擇、滅菌法及包裝方式等，且不得檢出
可見微粒[1]。
原則上，眼用溶液之滲透壓應相當於 0.9%氯化鈉溶液，但眼睛對於 0.6%至 2.0%
氯化鈉溶液之滲透壓仍具有耐受性；若使用大容量高張溶液作為眼藥水洗眼時，應先將
其調整至接近等張[1]。
眼用溶液以等張且 pH 接近淚液(pH 7.4)最為理想。若干藥品不溶於 pH 7.4 之水溶
液中，如多數鹼性鹽類於該 pH 值易沉澱析出；亦有若干藥品於該 pH 值較不安定。故
選擇緩衝劑時，應注意勿使藥品沉澱析出或導致迅速變質[1]。
如藥品為用於受傷眼部之溶液，其滅菌度至關重要，滅菌方法視藥品性質而定，以
包裝在容器封蓋系統內進行滅菌者最佳；如藥品安定性不受高溫影響，最終產品以高溫
高壓滅菌最為理想；如須避免使用高溫，可利用無菌過濾法。為防止藥品開啟後，微生
物在溶液中繁殖，應加入適當之防腐劑，如 0.01%之氯化苯甲烴銨(Benzalkonium
chloride) ； 如 藥 品 為 硝 酸 鹽 或 水 楊 酸 鹽 時 ， 應 改 用 0.002% 之 硝 酸 苯 基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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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ylmercuric nitrate)或乙酸苯基汞(Phenylmercuric acetate)，或改用 0.5%之氯
丁醇(Chlorobutanol)或苯乙醇(Phenylethyl alcohol)，然高溫時氯丁醇易水解而生成鹽
酸，而使藥品 pH 值下降，須注意滅菌條件與儲存溫度；眼用溶液如係供眼部外科手術
使用，應不含防腐劑，以免組織遭受刺激[1]。
為使眼用溶液能與眼部組織有較長之接觸時間，可添加適當之稠化劑，然須注意溶
液應保持適當之澄明度，不可含有可覺察之粒子[1]。
依據日本藥典第十七版規範，日本眼用溶液須特別注意是否充分滅菌，並應添加適
當之防腐劑，同時須考量藥品的組成與儲存條件，盡可能防止微生物汙染或生長。水性
溶劑一般為無菌純水或其他水性溶液；非水性溶劑一般為無菌之植物性油。除非另有規
定，否則不得僅因著色目的而添加色素。製劑可使用氯化鈉或其他鹽類調整至等張，亦
可添加酸鹼鹽類以調整藥品 pH 值，同時應注意藥品所含之不溶性異物 (Foreign
insoluble matter)與不溶性微粒物質(Insoluble particulate matter)[2]。
另依據「『承認基準の定められた一般用医薬品の申請書の記載及び添付資料の取
扱い等について』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5]，申請符合該承認基準之眼用製劑，如一般
點眼藥、抗菌性點眼藥、人工淚液、隱形眼鏡用眼藥水與洗眼藥皆須檢附外觀、鑑別試
驗、含量、含量分析方法、pH、不溶性異物檢查、無菌試驗與不溶性微粒物質試驗等
資料；人工淚液與洗眼藥須提供滲透壓檢驗結果；隱形眼鏡用藥水須提供黏度試驗資料，
滲透壓試驗則視情況而定。相關比較整理如表二[5]。
中華藥典第八版與日本藥典第十七版皆對眼用溶液之滲透壓、pH 值、無菌度、防
腐劑、不溶性異物、不溶性微粒物質與黏度有所規範，日本藥典通則另敘述不得僅因著
色目的而添加色素，二者通則之比較如表三。
另列舉同時收載於中華藥典及日本藥典個論之鹽酸多佐胺眼用溶液(Dorzolamide
hydrochloride ophthalmic solution；表四)[6,7] 、硫酸紫菌素眼用溶液(Gentamicin
sulfate ophthalmic solution；表五)[8,9]、硫酸鋅眼用溶液(Zinc sulfate ophthalmic
solution；表六)[10,11] 等三個眼用溶液比較其檢驗項目及允收標準。由表四至表六之整
理比較可知，我國與日本之眼用溶液個論皆詳述藥品含量、鑑別、pH 值與無菌試驗，
類緣化合物依不同藥品而定，不溶性異物與不溶性微粒物質則多參照通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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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日本承認基準之眼用製劑分類與所須執行之試驗[5]
試驗項目
及方法

含量

外觀

鑑別
試驗

點眼藥

不溶

含量
分析

pH

方法

不溶

性異

無菌

滲透

物檢

試驗

壓

黏度

查

性微
粒物
質

一般點眼藥

○

○

○

○

○

○

○

○

抗菌性點眼藥

○

○

○

○

○

○

○

○

人工淚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隱形眼鏡用藥
水
洗眼藥

○
○

○
○

○為須檢附資料，△為視情況而定。
表三、中華藥典與日本藥典眼用溶液通則比較
中華藥典第八版[1]

日本藥典第十七版[2]

滲透壓

○

○

pH 值與緩衝劑

○

○

無菌度與滅菌方法

○

○

防腐劑

○

○

不溶性異物

○

○

不溶性微粒物質

○

○

稠化劑（黏度）

○

○

色素

×

○

○為須注意之品質屬性；×為未敘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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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中華藥典與日本藥典之鹽酸多佐胺眼用溶液規格比較
檢驗項目

允收標準
中華藥典第八版[6]

日本藥典第十七版[7]

外觀

-

澄清無色溶液

含量測定

90.0%~110.0%

95.0%~107.0%

鑑別

符合(TLC、HPLC)

符合(UV-Vis)

pH 值

5.4~5.9

依法規核准之範圍訂定

無菌試驗

陰性

陰性

類緣化合物 D：NMT 0.5%
類緣化合物

類緣化合物 B：NMT 2.0%

cis-Isomer：A1/(A1 + A2)不
會超過 0.020

不純物總和：NMT 3.0%
不溶性異物

-（列於通則）

符合規定

不溶性微粒物質

-（列於通則）

符合規定

表五、中華藥典與日本藥典之硫酸紫菌素眼用溶液規格比較
檢驗項目

允收標準
中華藥典第八版[8]

日本藥典第十七版[9]

外觀

-

澄清無色或淺黃色溶液

含量測定

90.0%~135.0%

90.0%~110.0%

鑑別

符合（TLC）

符合（TLC）

pH 值

6.5~7.5

5.5~7.5

無菌試驗

陰性

陰性

不溶性異物

-（列於通則）

符合規定

不溶性微粒物質

-（列於通則）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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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中華藥典與日本藥典之硫酸鋅眼用溶液規格比較
檢驗項目

允收標準
中華藥典第八版[10]

日本藥典第十七版[11]

外觀

-

澄清無色溶液

含量測定

95.0%~105.0%

0.27% (w/v)~0.33% (w/v)

鑑別

鋅及硫酸鹽鑑別試驗

鋅鹽鑑別試驗

pH 值
無菌試驗

5.8~6.2
如含檸檬酸鈉為 7.2~7.8
陰性

-（列於通則）

我國與日本眼用溶液製劑藥動審查之比較
根據日本法規 2012 年日本厚生勞動省藥食審査發佈之「後発医薬品の生物学同等
性試験ガイドライン」[12]，依劑型分類得免除生體相等性試驗者僅有水性溶液靜脈注射
用製劑（水溶液である静脈注射用製剤），對於眼用製劑的藥動技術性資料要求並未有
明確說明；直至 2016 年(平成 28 年)，独立行政法人医薬品医療機器総合機構發佈「水
性点眼剤の後発医薬品の生物学的同等性評価に関する基本的考え方について」[13]，說
明水性點眼劑學名藥之生體相等性評估的 3 項基本考量。日本法規之水性點眼劑是指完
全溶解的眼用溶液，針對其學名藥品的生體相等性評估之 3 項基本考量分別為：
第 1 項為學名藥品應與原廠產品具有相同之劑型以及有效成分含量(濃度)。關於原
廠產品的選擇，根據其配方特徵進行物理化學測試(主要為含量)，並從中選擇中間值的
批次作為對照藥品；而學名藥品的受試批量則希望以量產批量為主，或是量產批量的
1/10 以上；且學名藥品之受試批次與量產批次的製程、物化特性應相同。
第 2 項為生體相等性試驗，眼用劑須執行以人體藥效或臨床療效為指標之生體相等
性試驗，其試驗相關計畫書宜事先諮詢審查機構。
第 3 項為 免除 生體相等 性試 驗的條 件， 若眼 用溶 液學名 藥品的賦 形劑 種類
(Qualitatively the same，Q1)及其含量(Quantitatively the same，Q2；指濃度)與原
廠產品相同者，且該學名藥品之品質屬性(Physicochemical attributes，Q3；如 pH、
黏度、滲透壓等)、滴量、開封後的安定性等資料亦與原廠產品相似者，則得免除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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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體相等性試驗。
對於眼用溶液學名藥，日本原則上仍須執行以藥效或臨床療效為指標的生體相等性
試驗，唯學名藥品之 Q1/Q2/Q3 等特性與原廠產品相似時才得以免除；根據我國「藥
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準則」第 8 條第 6 項，我國眼用溶液學名藥得免除生體
相等性試驗[14]，並未如日本有須符合一定條件才得免除之情形，此為台日在眼用溶液學
名藥技術性資料要求的主要差異。

總結我國與日本眼用溶液製劑管理之異同
一、眼用劑分類上，依據中華藥典可分為溶液劑、懸液劑、軟膏劑與條劑；日本藥典分
為液體劑型與軟膏劑，於承認基準有更細分類。
二、我國或日本對眼用溶液學名藥化學製造管制之審查，除一般學名藥審查原則外，皆
須特別注意滲透壓、pH 值、緩衝劑的選擇、無菌度、滅菌法、防腐劑的選擇、所
含不溶性外來異物與微粒、黏度等；日本另強調眼用溶液不得僅因著色目的而添加
色素。
三、我國的眼用溶液學名藥，依生體相等性試驗準則第 8 條第 6 項規定得免除執行生體
相等性試驗；於日本則需要學名藥的 Q1/Q2/Q3 等特性皆與原廠產品相同時，才
得以免除生體相等性試驗，如不符合，仍須提供生體相等性試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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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醫療時代－淺談精準生物材料的發展概況
吳冠勲 1

前言
由於精準醫療的需求持續增加，
「one-size-fits-all」的觀念在設計醫療器材及創新
治療之發展過程已經變得過時。在個人化醫療領域，生物材料開發應用具有相當的潛力，
但生物材料的設計上必須整合多項功能於一個設計上，才能導入個人醫療。本文概括介
紹一些醫學工程為了個人醫療所設計的精準生物材料。
精準醫療是一個臨床醫學的潮流，它是把治療導向為單一個體或某亞群的病人。前
美國總統歐巴馬早在 2015 年 1 月宣稱精準醫療的時代已來臨[1]，一份最近的報告指出，
其醫療費用將由 2015 的三千九百萬美元上升至八千九百萬美元[2]，顯示這項醫療科技
日益蓬勃發展。當代精準醫學林林總總，包括收集癌細胞而送去分析基因架構，或者移
植病人的軟骨細胞去修復軟骨缺損。儘管個人醫療蓬勃發展，但仍有許多障礙還是要去
克服，包括廣泛的檢體處理，高價但未有效率的體內傳送系統等。精準的生物材料設計
可解決部分問題，如持續性的藥物傳送系統，原位的生物分析系統，及植入物加強內生
性的組織修補。
用於精準醫療的生物材料可以使用客製的化學材料、儀器組件、生物活性要素，及
使用病人資料分析去治療或偵測疾病的發生，(如圖 1)[3]。透過一系列採樣分析，把眾多
參數資料經過分析、而得到專為個人設計的醫療計量。1) 化學材料可以客製化，包括
持續性的藥品傳送系統(drug delivery system)。將小分子藥品透過聚合物網絡、依照
設定的刺激(如低 pH 值)或者特屬於病人的酵素反應而釋放；2) 設計某些基本的多孔架
構，或經由 3D 列印技術修補病人的缺陷；3) 將具有生物活性的部分(例如細胞)導入病
人體內，或使用精準設計的生物材料，如使用異體移植或同體移植細胞，可對於某些特
殊的疾病或傷害達到更有效的治療；及 4) 病人的資料分析變得更有效率及準確：可透
過體外診斷評估，或者藉由植入物原位(in situ)評估病人的情況，甚至及時的追蹤病人
體內的資訊。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療器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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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精準生物材料設計要件註 1

雖然精準的生物材料是專為個人特殊性設計的，具有特殊的功能。但目前為止，不
註 1 Sci Transl Med

2018, Vol. 10, Issue 424, eaam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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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藥品傳送，再生醫療和診斷科技方面，還是僅止於個別的功能組件的雛形，未來的
發展勢必整合這些元件，以達到更精準有效的方式：例如可以識別某些受體，和周遭圍
環境有互動模式，可以依條件釋放藥品劑量的多寡或可依所需的速率於體內分解。以上
諸多挑戰都需要依個體生物學新知和植入體內的交互反應研究結果，發展出大量的設計
參數，再整合設計而成。
針對這個概念設計，功能組件的運作應運而生。以下舉五個概念說明生物材料單位
功能組件的運作模式，(如圖 2)[3]：
1.

某種生物 材料分離器單位可以辨識某些訊息，如小分子，蛋白，外泌體
(exosome)，或辨別某些伴同疾病進行的生物標記細胞。

2.

某個感應單位可以偵測一個獨特的訊息，或量化此訊息的變異，例如可偵測個
別組織某特殊分析物或酵素，且同步即時追蹤。

3.

反應機制的單位會依訊號的改變，而釋出生化物質或改變物理特性，而且此運
作搭配回饋機制，或者是微環境的酵素或 pH 值變化，以反映生物材料的分解
或增強作用，而達到最佳的治療目的。

4.

具控制功能的單位組件可傳送訊息(可以是藥品或細胞)，以達成微環境的改變，
這通常用於人體出問題部位的組織修復，如腫瘤增大或非癒合的骨折，藉由加
強或減弱生物反應而達到治療目的。

5.

在下游單位的處理器可以處理高通量訊息，且可在原位分析多種參數而提出病
人整體情況。此種大量數據的各種分析報告，可以提供臨床醫師較佳管道來治
療病人。

要達到上述的成果，需要多項科技的進步來配合，例如高效能多種體組學技術
(high- throughput omics)、微生物群系統(microbiome)，導致我們有機會使用詮釋資
料(metadata)來達成植入性材料的設計，以行使專屬於某種病人的治療。尤其在基因編
輯或細胞重新編製的應用上，精準的生物材料可以扮演重要的運輸載體，去控制細胞的
存活率和植入的成功率。此外運用 3D/4D 生產技術、微細加工新技術及奈米壓印技術
更滿足了複雜生物材料設計的需求。化學材料的進步更提供了生物正交
(bio-orthogonal ) 化學反應促成多樣的生物材料的特性，包括可局部分解和可針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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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生物分析物或對細胞微環境做出適當的反應。

圖 2、生物材料單位功能組件的運作模式註2

新的趨勢是使用器官搭載晶片即時偵測藥物對器官的作用狀況。例如新的電腦科技

註2

Sci Transl Med

2018, Vol. 10, Issue 424, eaam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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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肝臟移植後決定免疫抑制藥物的劑量頻率。而整合以上科技，再行設計精準的生
物材料，將是目前的一大挑戰，茲分論如下：

使用單位功能組件運作達成客製化的生物交互反應及臨床資料監測
精準醫學需要精確的評估病人的狀態以決定最適切的治療，因為即使病人被分類為
同一疾病分期，但面對相同的治療可能會產生不同的預後；所以臨床醫師需要即時評估
和原位偵測病人的進展及對治療的反應。最近已獲 FDA 核准的架構系統(scaffolds)、水
凝膠類(hydrogels)，微粒生成(particles fabricated)等成果，顯示出生物材料已可達到
原位分隔、感應或控制原位細胞的生物及疾病進展過程之目的。使用由下而上反向的思
考模式，以現成的非客製化生物材料大量收集特殊病人的資訊，將有助於未來更有效、
的達到個人醫療的目的，就各分項說明如下：
(一) 癌細胞分離單位
目前的生物材料已可設計成精準的設備來診斷和治療轉移性癌症。癌細胞轉移的進
展 雖 是 因 人 而 異 ， 但 現 在 已 經 可 以 早 期 偵 測 且 施 予 客 製 化 的 治 療 計 畫 。 Poly
(lactide-co-glycolide)(PLG)架構植入物(scaffold implant)可於實驗鼠體內擄獲轉移的
[4]

所謂的三重陰性乳癌 。此種多孔的 PLG 架構有內建固有的分離功能，可以擄獲癌細胞、
防止其到達標的器官。在癌細胞轉移前，此種多孔的 PLG 架構植入物就已是招募發炎
及免疫細胞的利基(niche)，之後產生這種擴散轉移癌細胞的捕捉，使得轉移的癌細胞發
生分流狀態以防止其到達傳統上容易轉移的器官上(如圖 3)。更有甚者利用反向光譜光
學同調斷層掃描 (Inverse spectroscopic optic coherence tomography)可以早期偵
測被架構植入物所捕收的癌細胞，提供擴散轉移資訊

[4]

(如圖 4)。未來此種架構植入物

分離系統將可以搭配生物醫學系統植入乳癌病患來捕捉擴散的癌細胞，並可作為下游分
析調控的路徑，從而監管病人專屬(如依年紀和血統上的差異)的病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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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以架構基材捕收腫瘤細胞，減少肺部的癌細胞量註3
a. 細胞流速儀分析統計圖使用架構植入物可以減少癌細胞擴散至肺部的量*p<0.01
b. H&E染色肺部病理切片，黑色圈出的為轉移擴散的細胞叢
c. H&E 染色肺部的病理切片的統計上有明顯的差異 *p<0.05

圖 4、以 ISOCT(反向光譜光學同調斷層掃描)來偵測被架構植入物所捕捉的癌細胞註 3
說明：此實驗是以有無皮下種入癌細胞的老鼠為實驗模型，比較架構植入物植入之下14天後ISOCT掃描
結果。 (a)無皮下種入癌細胞的老鼠的3D圖；(b)有皮下種入癌細胞的老鼠的3D圖；(c)為 ISOCT D值的
統計圖 *p<0.05。

(二) 藥品輸送及反應系統
精 準 的 生 物 材 料 設 計 也 可 以 改 善 目 前 的 藥 物 輸 送 ， 例 如 搭 載 藥 品 的 poly
(ε-caprolactone) (PCL)口服膠囊可以於酸性環境下自我膨脹成星形藥品傳送藥庫。這
種藥庫的設計可以使得它不容易穿過胃進入小腸，延緩藥品的排空，使得病人不用重複
服用多次劑量的藥(圖 2.C)。未來重複給藥系統將問世，不僅隨著時間控制藥的輸出，
而且可以根據病人的性別、年紀、酵素濃度或環境因素而調整。
(三) 操控免疫細胞的生物材料

註3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8094 | DOI: 10.1038/ncomms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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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可設計精準生物材料來操控移植或內生性的免疫細胞。臨床上已可以使用聚
乙二醇 poly( ethylene glycol )、膠原蛋白(collagen )和玻尿酸水凝膠(hyaluronic
acid–based hydrogels )作為平台以輸送源自於病人的細胞、提供訊息給內生性細胞去
促進傷口癒合。舉個例來說，巨孔海藻酸鈉架構(macroporous alginate scaffolds)可
以使用膠原蛋白模擬胜肽，當成一個 T 細胞生產的控制工廠，提供機械及生化的線索，
去支持被移植的 T 細胞存活，增生及移除擴散癌細胞和無法手術之癌細胞等功能

[5]

(圖 5、

6)。在一項心肌再生醫學的研究，證實在肌肉組織量缺損的模式中，細胞外生物材料架
構植入的心肌細胞會刺激 T 輔助第二型細胞 ( T helper 2 cell) 的反應[6]。未來我們可想
像對於各種疾病或受傷所造成的缺損，都可以設計建造特定的植入體更精準地控制其所
引起的刺激效應，或釋放專屬於病人的特殊細胞來作為治療或再生組織。

圖 5、巨孔海藻酸鈉架構(macroporous alginate scaffolds)加上使用膠原蛋白模擬胜肽
的結構支持移植 T 細胞的存活與增生表現註4

圖 6、巨孔海藻酸鈉架構配備高濃度 T 細胞移除擴散癌細胞和無法手術的癌細胞的
示意圖及實際臨床運用註 4

註4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5, volume 33, pages 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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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生物材料科技已經可以做到在輸送化學藥品治療時達到理想的濃度和適當
的組合。目前有一種以樹脂為基質的植入性微型組件，可因應腫瘤的微環境發生自主反
應使藥品輸出達到最佳效果。另一種有關脂體的研究成果，是以 DNA 當作所謂的條碼
[7]

標籤而運送治療藥品 (如圖 7) ，藉由分析死亡的癌細胞而對應最有效的藥品治療組合，
而更適合於腫瘤微環境的狀態。還有一種可吸收分解的植入性矽膠感應元件的發展，不
[8]

僅可即時監控病情的徵象且可得知對藥品的反應如何 (圖 8-10)。

圖 7、運用奈米科技探測癌細胞對藥品的敏感度。註5

註5

Nat Commun 2016, 7: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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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可分解的矽膠感應元件的結構圖。Silicon nanomenrane (Si-Nu) 為應變規註6

圖 9、在室溫緩衝溶液 pH12 及外包裝 PDMS ( polydimethylsiloxane )的狀態下，此種矽膠生
物材料在不同時間點的溶解吸收狀態註 6

圖 10、植入實驗鼠中可吸收生物材料的感知介面，和體外的無線傳輸裝置註 6

註6

Nature ,2016, volume 530, pages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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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的化學材質及組件
未來的發展首重於專屬病人的客製化的化學材質及組件，因為每個病人的年紀和病
理的微環境都不同，此種差異都會影響局部的發炎反應和所植入的生物材料功能。
(一) 評定組織健康的感應單位
組織微環境是動態的，而且疾病或發炎反應可以改變植入生物材料的表面化學特性，
導致影響生物材料的附著及整合程度。有份研究利用螢光微粒來感測在健康或疾病的大
腸 組 織 中 的 胺 (amine) 濃 度 ， 來 設 計 黏 合 促 進 材 料 中 適 當 的 樹 枝 狀 高 分 子 凝 膠
(dendrimer/dextran hydrogels)中醛(aldehyde)含量的多寡，藉以提供最佳的植入生
[9]

物材料黏合效果 。這種客製化附著黏合生物材料可促進大腸組織縫合的癒合情況，於
動物模式中不論在癌症或發炎的大腸組織中都有顯著的效果，將來可以應用於臨床。在
取得且分析大腸組織中的胺(amine)含量後，再決定病人的專屬比例材料去使用適當的
生物材料。更有甚者，將來在水凝膠(hydrogel)應用科技的進步下，將會大幅減少侵入
性的診斷步驟，更結合局部的反應基質，將可釋放更精準的小分子藥品直達疾病的微環
境裡。
(二) 以分離處理單位評估疾病狀態
生物體個別的差異性對植入的生物材料反應不一，尤其於發炎反應，不同的發炎反
應和蛋白的沉積有關，從肥胖者取出的巨噬細胞對於諸如 polypropylene 和 poly (lactic
acid)證實有較高的發炎反應

[10]

；更有研究證實許多不同的病理或生理狀況，可以影響

體內的蛋白冠(protein corona)的組成。這種蛋白冠的形成主要是體液如血清培養液，
或血液等與奈米微粒接觸後，可在表面形成一層不同的蛋白組成。 已有研究使用
polystyrene 和 silica 的奈米分離粒子去收集蛋白體反應流程的下游產物，如血清蛋白，
以探索檢測多種疾病，如血友病和高膽固醇血症，或多種生理狀況如抽菸及懷孕等。透
過上述疾病或生理狀況確實產生細胞與奈米粒子不同的交互反應的差異，藉此尋找可能
[11]

的疾病標記

(圖 11、12)，提供我們更精準的生物材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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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不同的疾病狀態有不同的蛋白冠形成。註7

圖 12、個體在不同狀況下體內形成不同蛋白冠的概念。註 7

註7

Biomater. Sci., 2017, Issue 3 , 37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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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V. Serpooshan 的研究團隊使用多孔膠原蛋白架構(porous collagen scaffold
separators)分離蛋白質的研究

[12]

(如圖 13)。沉澱於架構的蛋白質以凝膠電流(gel

electrophoresis) 和 質 譜 儀 (mass spectrometry) 作 分 析 ， 再 去 與 病 人 的 分 泌 體
(secretome)標記相比較之後，發現彼此有相關連，將來亦可成為疾病或受傷狀態的指
標(圖 14、15)。

圖 13、Dr. V. Serpooshan 的 patch-corona 研究示意圖註8
A. 高度含水的膠原凝膠以塑料壓縮成緻密的纖維架構基材，右方為其電子顯微鏡的微細構造成像。
B. 把此膠原基材和不同的生物環境培養。i) 胎牛血清和 C57 鼠血清及血漿體外進行試驗；ii) 植入 C57
鼠的健康心肌或以人工動脈結紮而導致的心肌梗塞；及 iii) 植入 C57 鼠的皮下組織，包括健康鼠及心
肌梗塞鼠。
C. 2 小時後以電子顯微鏡、SDS-PAGE、質譜儀和激素免疫分析去分析生物材料架構中所含的蛋白質成
分。
註7

Biomater. Sci., 2017, Issue 3 , 378-387

註8

Adv.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5, Issue28, pages 4379-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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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A)聚類熱圖示膠原生物材料於不同培養基下:C57 鼠血清、血漿及胎牛血清，蛋白冠成
分的差異圖。(B)表列各培養基中相同及獨特個別的蛋白成分。註 8

圖 15、(A、C)膠原凝膠生物材料架構於 C57 健康鼠及 C57 心肌梗塞鼠於體內所捕收的蛋白分
析電泳膠圖(SDS-PAGE )，(B、D)以蛋白分子量(KDa)表示上述結果的統計圖註 8

(三) 可調控的生物材料反應單位
目前有一種客製化的水凝膠貼片整合了感知、反應和控制的功能去治療局部的大腸
直腸癌。實驗設計是以老鼠模式，在水凝膠貼片上搭載金質的奈米棒攜帶抗體藥品，然
註8

Adv.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5, Issue28, pages 4379-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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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近紅外光(near infrared)(NIR)放射去釋放抗體以調節血管內皮系統生長因子的路
徑，且貼片上搭載另一種金質的奈米球粒，運送微小干擾性 RNA 控制癌化基因驅動子
KRAS 以治療和避免癌症復發。此種治療途徑，主要靠一個可操控的外部近紅外光刺激
器(near-IR)去刺激生物材料的反應，這是一種可調控、依需要而釋放載體的機制

[13]

(圖

16)。

圖 16、使用近紅外光刺激以調控的生物材料反應單位

a. 實驗所使用的水凝膠可搭載金質的奈米棒含有癌抗體藥品，另一種奈米球粒可運送
微小干擾性 RNA ( si-RNA )抑制癌細胞生長。
b. 實驗流程，被接種腫瘤的實驗鼠，於第 15 天後開始植入凝膠貼片，且第 18、19、
20、25 接受近紅外光照射。
c. 不同凝膠內含物，呈現不同螢光染色和熱成像圖。
d. 第一次以 NIR 照射後各組實驗鼠 72 小時候的熱成像圖。註9

未來的挑戰
從市面的生物材料進化到客製化設計，仰賴許多條件的交叉考慮，包括：1) 病人

註9

Nature Materials ,2016, volume 15, pages 1128–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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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資料；2) 臨床需求；3) 疾病或傷害的狀態；4) 實用性；5) 法規的難易度；及
6) 費用。現成適用的生物材料可以大量生產且符合經濟效益。客製化生物材料當然是
昂貴的，且較難獲得法規核准。所以精準的生物材料仰賴各層面的調和，包括材質，生
物性的器材和可用的專屬客層。預計長期來看將會成為滿足完全治療和目前病人醫療不
足需求的重要角色，但是有些議題還是要多加考慮：
(一) 生物材料與病人之間的交互反應
精準生物材料的材質特性絕對是影響病人預後的重要因素。臨床醫師需要靠改進的
材料科技加上篩選病人的資料而選擇最適當的單位元件。但是太多變數(如濃度、機轉
和劑量)，使得篩選變得複雜而困難。要解決此議題，快速且高通量的篩選技術就應運
而生，例如沾筆式奈米微影術(dip-pen lithography)就應用於產生客製奈米資料庫，和
自動液體處理系統可以高通量地生產搭載細胞的水凝膠陣列(arrays)。這些篩選方式，
在合理設計的原則下，可大大減少最佳生物材料設計處方的障礙。
(二) 資料處理和詮釋
臨床醫師和廠商之間，精確且安全的病人資訊交流，將會是製造最適當生物材料的
重要關鍵。病人資料來源可以有很多形式，如單一生物產物的即時分析偵測到全面詳盡
的個體生物資料庫。大量族群資料如美國(National of Health, NIH )贊助的「All of Us」
研究計畫，更可以有效決定特殊族群病人的特別治療需要。
因此，精準生物材料的設計團隊也必須認知，在轉譯這些高通量資料以設計元件運
作的複雜生物材料時的限制。例如之前的全基因組分析(genome- wide screens)並非總
是反應病人的表現型，因為還有許多變數，如轉錄體(transcriptome)、蛋白體(proteome)
和代謝體(metablome)也可影響表型。最新的研究趨勢是所謂的系統醫學(systems
medicine)，其在於瞭解這些調控機制於疾病中的角色，提供另一個視野去設計精準生
物材料如何調控這些路徑，故而需得仰賴體內精巧的路徑操控分析、對病人情況的全面
認知、及人工智慧的介入，才可達到設計出植入的生物材料確能影響及掌控這些調控機
制。

結語
綜觀精準醫學的發展，單功能元件的設計扮演重要的創始角色。將來如果使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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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於精準生物材料設計，不論是研究者或臨床醫師都可更快決定醫療設備所需的專屬
元件，進而促使加速複雜生物材料設計的創新。不難想像將來，在現有的生物材料內，
加入另一元件就可以達成體內分解膽固醇的功能會實現。許多元件進行排列組合將可發
展出無止盡功能的生物材料。未來精準醫療將朝向四大目標發展，包括：1) 精準的疾
病診斷；2) 融合疾病分子基礎的治療方案；3) 隨療程監測追蹤與及時調整治療方案；
及 4) 及早發現與疾病預防，這不僅嘉惠於醫療也可擴大至生活預防醫學應用，未來的
發展將是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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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付費諮詢新制之推動
張錫祈 1

前言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以下簡稱查驗中心)為促進產業發展、增加國際競爭優勢及建
立諮詢服務之品質、透明化及一致性，於 2017 年 12 月推出「付費諮詢服務」方案註 1，
自 2018 年 1 月起正式實施，諮詢服務項目包含三大項：臨床試驗申請案預審(IND Prior
Assessment)、臨床試驗諮詢(Clinical Trial Consultation)、及研發策略諮詢(Regulatory
Consultation Service)。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收費機制可引導業者於諮詢前詳細規劃
藥品研發途徑，有助提升藥品產業發展中對法規科學的認知與理解。申請者可在藥品開
發期間、申請臨床試驗前及申請銜接性試驗評估/查驗登記前等各個時程，依產品開發
需求申請諮詢服務。此「付費諮詢服務」方案可協助廠商擬定研發策略或及早釐清案件
資料的潛在缺失，並與廠商共同努力，促進新藥早日上市。本篇將介紹付費諮詢機制及
初步實施成效，並回顧說明藥品諮詢輔導建立歷程與轉變(圖 1)。

圖 1、藥品諮詢輔導建立歷程與轉變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諮詢輔導中心

註1

新制付費諮詢服務相關事宜：http://www.cde.org.tw/news/activity_more?id=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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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諮詢輔導歷程
一、諮詢輔導建立(1999 年~2016 年)
查驗中心自 1999 年 1 月開始受理業者提出醫藥品一般法規諮詢案件，依據業者提
出之諮詢議題及相關資料，安排不同專業領域審查員，協助解決業者在醫藥品研發上遇
到的疑難。由於早期查驗中心對業者所提供之法規科學諮詢，皆採單次被動式服務方式，
而為使國內研發個案可被有效追蹤管理、業者與法規單位之間的溝通更密切，自 2006
年起查驗中心建立指標案件諮詢輔導機制，每案均組成專屬諮詢輔導團隊，以個案長期
追蹤輔導方式，提供國內業者與研發單位在醫藥品研發各階段所需之法規科學建議，期
藉由主動式的深入諮詢輔導，增加研發案成功的機會。隨後因應衛福部食藥署(以下簡
稱 TFDA)各項政策之實施，查驗中心於 2011 年起配合 TFDA「藥品專案諮詢輔導」[1]，
針對國內準備上市或研發中之新藥，以「創新程度」
、
「貢獻程度」
、
「早收程度」
、
「滿足
法規程度」等四項評估指標篩選品項，獲選者將納入 TFDA 專案諮詢輔導及查驗中心指
標案件，進行專案諮詢輔導。此外，2014 年 9 月起配合 TFDA 公告「人類細胞治療產
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及審查基準」 [2] ，提供人類細胞治療產品送件前諮詢(Pre-IND
Consultation)，確認此類產品在臨床試驗申請案送件前，檢附資料之完整性。之後，
TFDA 於 2017 年 1 月將人類細胞治療產品申請程序改為雙軌制[3]，申請者可自行選擇
是否先向查驗中心申請送件前諮詢。
二、諮詢輔導轉型(2017 年~)
有鑒於藥品上市前查驗登記案送件資料常出現缺失，案件資料經多次補件程序方能
完備，查驗中心於 2017 年開始，以收費方式開放業者事先來評估查驗登記送件資料是
否符合法規要求，而相繼推出：1) 模組批次審查機制(Module-Based Rolling Review)
註2

；2) 新藥查驗登記送件前諮詢會議(Pre-NDA Meeting)註 3；及 3) 學名藥查驗登記

送件前諮詢會議(Pre-ANDA Meeting)註 4 三項查驗登記前諮詢機制，期能提升業者送件
資料品質，增加藥品審查效率。另一方面，為強化諮詢能量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查驗
中心參考醫藥先進國家諮詢管理制度，導入使用者付費原則，於 2017 下半年開始規劃

註2

模組批次審查機制(Module-Based Rolling Review)：http://www3.cde.org.tw/news/activity_more?id=170

註3

新藥查驗登記送件前諮詢會議(Pre-NDA Meeting)：http://www.cde.org.tw/news/news_more?id=100

註4

學名藥查驗登記送件前諮詢會議(Pre-ANDA Meeting)：http://www.cde.org.tw/news/news_more?i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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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收費機制，2018 年 1 月起正式實施「付費諮詢服務」方案。諮詢費用訂定依不同
類型諮詢案所涉及之不同專長領域之審查計價，為鼓勵國內研發能量及產業發展，對於
國內生技製藥業者亦有相應之諮詢費用優惠措施，對於法人機構、學研機構及醫療院所
之臨床試驗與研發策略諮詢則維持免費。
三、其它免費諮詢資源
除了付費諮詢機制外，查驗中心仍維持提供多項免費諮詢資源，幫助業者在研發醫
藥品階段遇到的基礎法規問題能即時釋疑，包括：1) 888 諮詢專線/線上行政法規諮詢註
5

，由專案經理以電話/信件方式引導應參考之法規及基礎法規回覆，但不涉及個案及技

術性資料之審查；2) 藥物研發常見問答集 FAQ 註 6，每年定期蒐集整理業界常諮詢之議
題，提出解答，放置於查驗中心網站廠商專區，供研發者參考；3) 台灣藥物法規資訊
網註 7，蒐集並持續更新國內藥物法規、公告及函釋，並依法令屬性及功能分類，提供電
子化查詢功能，使研發者能及時取得藥物相關法規規範。及 4) 發行當代醫藥法規月刊
註8

，透過文章介紹最新法規新知及對各類醫藥品之法規要求，表達審查觀點，期能助於

研發者掌握研究發展方向。
另外，配合 TFDA 審查作業與流程，人類細胞治療產品送件前諮詢註 5 及審查案件
函文釋疑諮詢註 5，一樣為免費諮詢範疇。

付費諮詢服務新制介紹註 1
查驗中心過往辦理免費諮詢服務時，常發現申請案件因議題不明確及資料不完整，
審查團隊僅能提供原則性回覆與建議，難以滿足申請者需要；並且，諮詢流程會視案件
缺失程度進行補件，而延後諮詢回覆時間。爲此，查驗中心(1)明訂並公告付費諮詢流程，
申請者取得書面回覆意見時間及召開面對面會議時間，皆為可預測性，有助於申請者將
諮詢規劃納入藥品開發時程中。(2)為提升送件品質與審查品質，付費諮詢採兩階段流程，
在正式進入諮詢之前，查驗中心會先與申請者進行第一階段的「事前面談」，除釐清諮
詢議題並確認技術性資料是否充足外，另向申請者說明涉及之專長領域與費用。在雙方
事前已充分溝通了解，申請者亦提供充足的諮詢文件下，當進入第二階段「實質審查」
註5

線上諮詢服務申請表：https://www1.cde.org.tw/workflow/cons/applyform_drug.php

註6

FAQ 網址：http://www.cde.org.tw/faq/

註7

台灣藥物法規資訊網網址：http://regulation.cde.org.tw/

註8

當代醫藥法規月刊網址：http://www.cde.org.tw/epaper/reg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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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查驗中心預期能提供詳細的審查觀點，以及具體的建議方案供申請者參考。(3)付費
諮詢案件之書面回覆意見及會議紀錄內容具約束力(binding)，可作為申請者日後審查案
件之重要參考依據。以下為付費諮詢服務之細項介紹：
一、適用範圍
付費諮詢機制適用對象為廠商(包含外資藥廠、CRO 顧問公司、代理商、生技業者
及國資藥廠)。適用產品類別為新藥（包含化學藥、生物藥品、植物藥新藥）、學名
藥、生物相似性藥品、人類細胞與基因治療產品。
二、諮詢流程
查驗中心對於法人機構、學研機構及醫療院所之諮詢申請，目前暫不收費，故維持
過往一般諮詢輔導流程，不適用付費諮詢兩階段流程。
適用廠商申請之付費諮詢流程簡圖如圖 2，分為兩階段：

圖 2、付費諮詢流程


第一階段「事前面談」
申請者至查驗中心網站填寫諮詢服務申請表註

5

後，查驗中心收案窗口將聯繫

申請者，初篩諮詢議題是否明確及是否備齊技術性資料。案件經收案後，查驗中心
將於 2 週內與申請者進行第一階段「事前面談」
。事前面談為免費，其主要目的為：
(一) 申請者簡介案件背景及議題諮詢目的，查驗中心針對申請者提出之議題，包括
議題的內容、語意結構、文字敘述、議題的範圍等，提出如何修正議題，才可
能獲得最為切題及符合申請者需要之回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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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議題涉及之專長領域，確認報價費用。


第二階段「實質審查及面對面諮詢會議」
案件經事前面談評估為受理，且申請者完成費用繳納及備齊案件資料後，案件

即正式啟動(Day 0)。後續查驗中心承辦專案經理將與申請者預約面對面諮詢會議
時間並告知書面回覆意見提供時間。一旦啟動諮詢流程，原則上不補件，查驗中心
將依約定時程提供書面回覆意見供申請者參考，再召開面對面諮詢會議與申請者進
一步溝通與說明，並於會後提供會議紀錄。
三、服務內容
(一) 臨床試驗申請案預審(IND Prior Assessment)：包含臨床試驗申請新案或申覆
案，但不包含(First-In-Human, FIH)臨床試驗，除非其相同臨床試驗計畫書
(protocol)曾有諮詢紀錄得以適用。依申請者需要，分為品質部分，非臨床部
分，或所有技術性資料之預審。此機制可提供申請者在正式送件前，事先獲得
審查意見進行補正缺失，以減少日後正式送件的補件時間及次數，藉此提升臨
床試驗送件品質。此類諮詢服務因產品的複雜程度分為生物製劑(包含生物藥、
生物相似藥、細胞或基因治療產品)及非生物製劑，兩者有不同的辦理天數。
(二) 臨床試驗諮詢(Clinical Trial Consultation)：包含第一期至第四期臨床試驗設
計相關諮詢，此機制著重於討論臨床試驗設計、支持臨床試驗之技術性資料要
求。申請者可於規劃階段，跟查驗中心討論臨床試驗設計及技術性資料要求，
了解必要與非必要執行項目，並將查驗中心提供之法規建議納入開發策略，提
升案件開發法規面之可預測性。
(三) 研發策略諮詢(Regulatory Consultation Service)：包含銜接性試驗評估(BSE)
策略諮詢、查驗登記(NDA)策略諮詢、其他計畫書諮詢(如適用 Animal rule 之
動物療效或臨床試驗設計相關諮詢、藥物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BABE)計畫
書諮詢、安定性試驗計畫書諮詢)等項目。BSE 策略諮詢服務內容涵蓋 BSE 送
件前所須之技術性資料要求、評估 BSE 試驗設計內容可行性、BSE 資料整理之
建議(例：如何進行族群分析)；NDA 策略諮詢則涵蓋 NDA 特殊議題諮詢、NDA
送件資料足夠性、擬申請適應症討論、採用證明(CPP)議題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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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類案件辦理天數及資料準備
案件辦理天數因各項諮詢服務項目而有所不同，各項付費諮詢服務辦理天數及應檢附之
資料，詳如表一。若諮詢時程遇國定假日或不可抗力之因素，查驗中心將順延書面回覆
時間及開會時間。
表一、各類付費諮詢服務辦理天數及受理資料
諮詢項目

辦理天數

檢附資料

①

非生物製劑

DAY 30 審查意見

參考「藥品臨床試驗計畫-技術性文

臨床試驗預審

(Non-Bio)

DAY 34 釋疑會議

件指引」格式撰寫內容，並依「藥品

生物製劑

DAY 60 審查意見

臨床試驗申請須知」附錄(一)檢附相

(Bio)

DAY 64 釋疑會議

關文件

DAY 56 審查意見

1.

Synopsis

DAY 60 諮詢會議

2.

案件資料，應提供整理過的摘

(IND Prior
Assessment)

② 臨床試驗諮詢
(Clinical Trial Consultation)

要，如 briefing document，而
非完整的試驗報告

BSE 策略評

DAY 56 審查意見

1.

Briefing document

估、NDA 策 DAY 60 諮詢會議

2.

「銜接性試驗評估送件前諮詢

略評估

要點表」/「查驗登記策略評估
應檢附技術性資料表」，並依評
估表內容提供相關技術性資料

③
研發策略諮詢

安 定 性 試 驗 DAY 30 審查意見

(Regulatory

計 畫 書 、 DAY 34 釋疑會議

Consultation

BABE 試 驗

Services)

計畫書諮詢
適用 Animal DAY 56 審查意見

提供 Synopsis 及相關附件供評估

rule 之動物 DAY 60 諮詢會議
療效或臨床
試驗設計諮
詢
詳細說明及收費標準請參考 CDE 網站上相關附件
http://www.cde.org.tw/news/activity_more?id=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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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諮詢案件之樣態分析與實施成效
自「付費諮詢服務」推出後，查驗中心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正式受理之付費諮詢案件共 27 件，可歸納出以下事項：
1.

申請單位多為國資藥廠與生技業者，其次為外資藥廠。(圖 3)

圖 3、付費諮詢申請者類別

2.

申請的產品屬性以化學藥為大宗，生物藥品次之。(圖 4)

圖 4、申請付費諮詢之產品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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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付費諮詢案中，最多為 NDA 策略評估相關議題，其次為臨床試驗諮詢，少部分為
BSE 策略評估與其他計畫書諮詢。(圖 5)

圖 5、付費諮詢議題統計
4.

付費諮詢案目前已有 25 件結案，2 件尚在進行中。完成結案並正式向 TFDA 提出
審查案申請者共 14 件，其中 6 件已完成審查並獲 TFDA 核准，案件類別涵括 BSE、
NDA 與 IND 等；另外 8 件正在審查中。由此結果顯示申請者透過付費諮詢機制，
將查驗中心回覆意見納入審查案正式送件前之資料準備，可減少補件往返次數與時
間，使審查流程更順利，縮短藥品研發時程。(圖 6)

圖 6、付費諮詢案件概況(2018.1.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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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付費諮詢實施至今，絕大部份申請者都已備齊資料再提出付費諮詢申請，查驗中心
亦嚴格遵守約定時程提供申請者書面回覆意見並召開面對面會議。針對今年付費諮詢制
度之實施狀況，有以下幾點提醒與聲明：
一、付費諮詢機制已明訂案件處理時程，申請者若希望於特定時間前獲得法規單位
諮詢意見，或及早敲定國外專家與會之會議時間，應儘早擬訂確切諮詢議題，
並備齊相關資料，提出諮詢申請。案件正式啟動後，須配合公告之諮詢流程，
以免影響諮詢回覆品質。
二、當申請者完成付費諮詢，正式申請 TFDA 審查案時，請務必於申請函文中註明
諮詢紀錄，並檢附相關付費諮詢案之書面意見及會議紀錄，以供作為查驗中心
日後審查之重要參考依據。
三、目前對於醫界、學界及法人機構之諮詢申請，暫不收費，申請者仍宜有正確的
諮詢態度與觀念。提出之議題內容須明確，同時說明對該議題之立場與想法，
並提供與議題相關之完整資料，以縮短案件成案後，因多次溝通確認議題及補
件花費的時間，且可減少雙方對所述議題在理解上的不一致，將有助於增加諮
詢回覆意見的價值與效率。
四、查驗中心並非顧問公司或 CRO 公司，對於諮詢議題之回覆，係根據申請者提
供之技術性資料，及現行之法規科學知識為之；無法代為撰寫試驗計畫書及整
理送件資料。此外，查驗中心並不能取代申請者對產品開發之責任與角色，申
請者須自行規劃產品之開發方向或決策。
查驗中心今年提供付費諮詢服務，實為國內藥品諮詢機制跨出一大步，期間也獲得
輔導廠商很好的回應。未來，查驗中心將憑藉所累積的專職、專業審查能量，與產學界
一同努力，使國人能儘快取得合適的用藥與治療。

未來展望
查驗中心目前除持續推動現有付費諮詢服務項目外，並有鑒於國內絕大部分藥廠仍
以生產學名藥為主，為滿足廠商開發學名藥之法規需求，查驗中心未來將規劃新增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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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相關之策略諮詢。

參考文獻
1. FDA 藥字第 1051412603 號. 公告修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專案諮詢
輔導要點」，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2016.12.12
2. 部授食字第 1031408234 號. 公告「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與審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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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衛授食字第 1051413931 號. 公告修正「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計畫申請程序，
自即日起試行雙軌制」. 20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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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輸血用乾燥血漿製品的開發考
量」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陳美方

發表時間： 2018/10/17

內容歸類： 品質管控

類

關 鍵 字： Dried Plasma Products、

別： Draft Guidance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
Quality、Packaging and
Reconstitution、Clinical Studies
資料來源： Conside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ried Plasma Products
Intended for Transfusion; Draft Guidance for Industry (PDF - 104KB)
重點內容： 1.

背景說明：隨著製程與檢測技術進步，發展乾燥的血漿製品以因應戰
區、邊遠地區或冷凍設備不足場所的需求再度出現，本篇指引主要著
重在產品的發展、製造與品質、包裝與回溶(reconstitution)以及臨床
試驗的設計等。

2.

捐血者的條件與一般血液製劑相同皆須符合 21 CFR630.10 and
630.15，當製備需求而將捐贈者血漿聚集時(pooled donation)，需要
額外執行病毒去不活化處理(例如：溶劑/清潔劑的處理)，或是使用 FDA
核可可以清除/降低病原菌的設備(device)。

3.

在製造過程需要審慎考慮捐贈者的篩選、血漿的收集、病原菌的降低、
無菌的操作、乾燥的處理、儲存的條件、回溶後產品的檢測等。

4.

關於產品的特性分析：
(1) 乾燥血漿回溶後需檢測促進凝血或抗凝血蛋白的活性(activity)
(2) 乾燥血漿製品的水分殘餘量
(3) 回溶後的血漿製品 pH 值
(4) 回溶後的血漿製品可能存在的粒子數(例如:蛋白質的聚集)
(5) 比對乾燥前血漿製品和乾燥後回溶的蛋白質含量和活性

5.

關於安定性：因為乾燥血漿製品是為在環境嚴峻的地方使用，故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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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血漿製品可在室溫保持安定，安定性的試驗設計須包括乾燥血漿
製品與回溶後的血漿製品，回溶後可存放的時間需要註記在標籤中。
6.

關於包裝與回溶：建議包裝能設計成不易破裂(breakage-resistant)
並且回溶時間能在五分鐘內，最好設計成只需加入簡單的稀釋劑
(diluent)即可使用。

7.

臨床試驗：當所宣稱的適應症是無法使用傳統血漿時，建議對健康受
試者執行凝血因子的恢復(coagulation factor recovery)與安全性的
評估(safety studies)，這時可使用自體的血漿重複相同的製程，除了
聚集成庫的製程外。一開始設計的安全測試組別(safety cohort)可使
用回溶後的血漿製品加以評估，後續可隨機分配到傳統血液製劑組或
回溶後的乾燥血漿製品組。若乾燥血漿製品想延伸至目前血液製劑可
用的適應症，則須額外執行臨床試驗，這試驗設計需要良好的管控，
建議試驗執行前與 FDA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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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胃腸道局部作用藥品以相等性
試驗證明具療效相等性」指引之最終版本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王藝琳

發表時間： 2018/11/07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別： Adopted guideline

bioequivalence, in vitro
equivalence
資料來源： Guideline on equivalence studies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for locally applied, locally acting products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重點內容： 1.

歐盟 EMA 於 2017 年 4 月發表本指引草案並收集意見，2018 年 10
月經歐盟 EMA 之 CHMP 採納，將於 2019 年 5 月 1 日正式生效。原
指引草案相關內容可參考 2017 年 8 月 4 日出版之第 82 期當代醫藥法
規月刊第 18-21 頁：歐盟 EMA 於 2017 年 4 月發表「含已知成分之
胃腸道局部作用藥品，以相等性試驗證明具療效相等性」補遺指引草
案。本文將比較新舊版本差異處，而最終版本提出的新觀點，亦以底
線標示之。

2.

最終版本適用藥品範圍不變，仍限於胃腸道局部作用之小分子化學藥
品，大分子生物藥品須參閱生物相似性藥品相關指引。本指引分別依
藥品局部作用位置說明其相等性資料要求及試驗決策樹狀圖
(decision tree)，包括口腔及(或)咽喉、食道或胃、小腸、直腸，共四
大類。最終版本新增「局部作用於食道的藥品」
，且與「作用於胃部的
藥品」合併說明。此四大類產品之試驗決策樹狀圖維持不變，指引最
終版本主要在各類產品內文進行釐清及修正。

3.

相等性試驗的一般要求：
(1) 證明相等性的試驗種類須謹慎考慮產品特性、作用機轉、治療疾
病、體外或體內試驗的舉證效力、賦形劑影響或任何藥物傳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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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差異，經舉證釐清後才得以免除執行臨床或藥效學指標之臨
床試驗要求。佐證相等性的試驗資料要求，依完整性排序如下：
A. 僅須提供藥品製造品質資料
B. 須提供藥品製造品質資料及體外試驗資料
C. 須提供藥品製造品質資料及體內藥動學資料
D. 須提供藥品製造品質資料、體外試驗資料及體內藥動學試驗
資料
所採用的佐證資料須充分釐清並反映病人體內情況。為釐清整體
安全性，即使已執行藥效學指標之臨床試驗證明療效相等性，歐
盟 EMA 也有可能依指引 Guidelin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ioequivqalence 要求提供體內藥動學資料。
(2) 最終版本額外介紹一相等性試驗技術：γ-閃爍掃描示蹤(gamma
scintigraphy)或其他影像技術，對於追蹤藥品在胃腸道的分解及
分佈過程，是很好的工具，因此適用在體內不進行溶離過程的藥
品。影像技術合併藥動學採樣，則可適用於呈現試驗配方的胃腸
道分佈情況、或適用於計算經胃腸道部位吸收的全身性暴露量。
4.

當胃腸道局部作用製劑在投予時為溶液狀態，若賦形劑不影響藥效、
且濃度與已上市溶液產品相同，可能得以免除療效與安全相等性試
驗。指引草案原本限制「當賦形劑『含量』有差異時(意即須排除賦形
劑種類差異)，才有免除試驗的空間」
，但歐盟 EMA 指引 Guidelin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ioequivalence 附錄二「局部作用藥品」提及，
經證實不影響療效相等性之前提下，可接受賦形劑種類及含量有些微
變更(minor difference)。為求一致，本指引最終版本修正對溶液劑之
賦形劑的要求：
四大類局部作用製劑，包含作用部位為口腔及(或)咽喉、食道或胃、小
腸、直腸之溶液劑產品，當賦形劑有差異時，仍須執行相等性試驗，
除非賦形劑種類及含量經文獻或其他數據證實無明顯影響。

5.

作用部位為口腔及(或)咽喉之非溶液劑產品：可利用作用部位的藥品
濃度(例如唾液)，以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之 Cmax 以及 AUC 比值作為療
效相等性的替代指標，相等性判別標準與一般 BE 試驗相同。若藥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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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溶解度，而使主成分從製劑釋放後，在口腔及(或)咽喉以溶液形式存
在且非懸浮液狀態，可以透過體內試驗、特定時間下之製劑剩餘藥量，
間接方式推估局部可用率或藥品釋放量。
[說明]特定時間下之製劑剩餘藥量亦可能經體外試驗取得，為避免讀者
誤會，指引最終版本加註僅限於體內試驗取得之試驗結果。
若此類產品作用部位之藥品濃度未知，但可測得血中濃度，仍須
考量該血中濃度可能無法作為療效相等性的替代評估方式。因為血中
濃度可能是來自於胃腸道其他部位的吸收結果，與產品主要作用部位
不同。惟在排除胃腸道其他部位吸收的狀態下(例如使用活性碳)，血中
濃度才能反映主要作用部位的濃度。然而，須有資料確認活性碳可完
全阻斷腸道吸收，且對血中濃度沒有任何貢獻。此種情況下，為評估
整體安全性，要求執行未阻斷腸道吸收的 BE 試驗。
[說明] 試驗決策樹狀圖指出，此類藥品屬非溶液劑、主要作用部分無
法測得濃度，但可測得體內血中濃度者，須執行兩項 BE 試驗，包括使
用腸道阻斷及未使用腸道阻斷。內文解釋需考量腸道阻斷吸收的原
因，但為避免讀者誤會僅須執行一項 BE 試驗，指引最終版本特地加
註，為安全性需求，仍須執行未阻斷腸道吸收的 BE 試驗。
6.

局部作用於食道或胃之非溶液劑產品：藥品血中濃度不能夠被視為療
效相等性的判別標準，原因在於藥品先在胃部發生藥效，進入小腸後
才發生吸收現象。假設兩種不同溶離時間的產品，其胃部作用時間不
同，但胃停留時間重疊，胃排空時間成了小腸吸收的速率決定步驟，
導致兩產品呈現相同的血中濃度經時變化。因此指引最終版本特別重
申對此類產品而言，傳統藥動生體相等性試驗並非可靠方法、亦不足
以證實療效相等性。

7.

局部作用於小腸之控釋製劑產品：當主成分具全身性吸收，考量製劑
釋放部位與吸收部位相同，當全身性吸收起始於類似部位且吸收速率
常數(absorption kinetics)相當時，生體相等性試驗可視為療效及安全
相等性試驗的替代方法。
[說明]由於控釋製劑劑型設計較複雜，不同劑型釋放機轉的產品可能有
相同的療效相等性，對於此類藥品就必須特別限制藥品吸收窗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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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且吸收速率常數相當(即吸收速度相同)，才能確保 BE 藥動指標
足以作為療效及安全相等性試驗的替代指標。
A. 必要時，需比較糞便中的藥物含量。
8.

局部作用於小腸、直腸之非溶液劑產品：若具全身性吸收，原則上須
執行生體相等性試驗以證明其療效相等性。指引最終版本針對此兩類
製劑新增以下敘述：必要時，需比較糞便中的藥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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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8 月發表「發展治療骨關節炎藥品、醫材和
生物製劑的結構性終點指標」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張意苓

發表時間： 2018/8/22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Osteoarthritis、Structural

別： 指引草案

Endpoint
資料來源： Osteoarthritis: Structural Endpoi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rugs,
Devices,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for Treatment－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目前，治 療骨關 節炎 (osteoarthritis, OA) 都是基於 病人報 告結 果
(patient-reported outcome)來評估其疼痛與行動功能的改善，而獲
得適應症的核准。然而，針對病生理學標靶、抑制關節結構傷害的治
療仍然有限。因此，美國 FDA 於 2018 年 8 月發表指引草案，提出評
估治療骨關節炎醫療產品(包含藥品、醫材和生物製劑)，試驗的結構指
標(structural endpoint)應考量下列三點：
(1) 骨關節炎可以是一種嚴重疾病，對於修飾(modify)疾病自然過
程、以防止長期失能上具有醫療迫切需求。然而，關於此類產品
的開發，有幾個持續存在的問題，包括多重複雜的疾病機轉、結
構性改變，與徵象/症狀/功能之間關係的不一致性、缺乏疾病惡
化的標準定義，和缺少可信賴的試驗指標，來評估產品改變骨關
節炎惡化的能力。
(2) 骨關節炎是經由複雜的病理改變，而使功能損害及導致長期失
能，目前，尚不明確結構改變的幅度，是否能轉化成對病人的臨
床效益(如疼痛減少，功能增加或延長達疾病末期的時間)。因此，
法規目前未曾藉由結構性指標，用於核准(approval)骨關節炎的
治療。
(3) 如欲使用結構性指標作為加速核准的依據，申請者需比較多個隨
機對照臨床試驗取得經驗性證據(empirical evidence)，和(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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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詳盡的病程了解與產品作用機轉，藉此確認這項結構指標，能
可信地預測病人將來的臨床結果。最終的治療目標，是避免或顯
著延遲關節衰竭( joint failure)的併發症和關節置換的需求，也要
減少功能和疼痛的惡化。
2.

現今所常見結構惡化的試驗指標，尚無法可信且直接地預測病人的感
受與功能表現。因此，美國 FDA 歡迎相關領域人士，針對上述考量進
行溝通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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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2 月發表「伴有肝纖維化之非肝硬化非酒
精性脂肪肝炎(noncirrhotic NASH with liver fibrosis)治療用藥
之研發」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董淑敏

發表時間： 2018/12/03
類
別： 指引草案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關 鍵 字： Noncirrhotic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with liver
fibrosis

資料來源： Noncirrhotic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With Liver Fibrosis：
Developing Drugs for Treat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本 指 引 草 案 為 針 對 伴 有 肝 纖 維 化 之 非 肝 硬 化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炎
「 noncirrhotic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with liver
fibrosis」治療用藥之臨床研發。
1.

一般性考量，FDA 鼓勵採用疾病(NASH)動物模式以篩選及辨識具潛
力的試驗藥品；動物毒理試驗若顯示具有潛在性的肝毒性，應在藥品
研發早期制訂一項監測肝臟安全性的計畫；在尚未明瞭藥品的初步耐
受性、安全性及藥動學特性，早期試驗階段亦即第一期(phase 1)及觀
念 證 實 (proof-of-concept ， POC) 臨 床 試 驗 應 排 除 肝 臟 合 成 功 能
(synthetic function)異常的病人。

2.

第二期(phase 2)研發考量，一項能夠支持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之第二
期研發計畫應提供以下內容：
(1) 組織學指標之療效證據，亦即降低發炎、纖維化改善或兩者。
(2) 適 當 分 析 治 療 效 應 大 小 (effect size) 及 組 織 學 評 估 的 變 異 性
(variability)，以支持第三期臨床試驗統計分析及檢定力的規劃。
(3) 適當的劑量反應資料以支持第三期臨床試驗劑量選擇。
(4) 由治療反應時間進程(time course)以獲知第三期臨床試驗適當的
治療持續時間(duration)；考量組織學改變所須的時間，第二期試
驗的持續時間應至少為 12-18 個月。

RegMed 2019 Vol. 100

44

3.

第三期(phase 3)研發考量
(1) 病人族群/主要招募條件
病人納入條件，由於組織學基線值(baseline histology)對於療效
評估非常重要，進行組織學診斷伴有肝纖維化之非酒精性脂肪肝
炎(NASH with liver fibrosis)應接近試驗招募的時間(六個月
內)；FDA 接受 NASH 活性指數(NSAH activity score，NAS)大
於或等於 4 且發炎及肝細胞氣球化(ballooning)各項至少 1 個點
數，伴隨 NASH Clinical Research Network (CRN)纖維化分期
(stage)大於 1 (stage 1 fibrosis)但低於 4 (stage 4 fibrosis)，作
為重要的納入條件。
(2) 試驗設計及療效指標
A.

試 驗 應 採 雙 盲 (double-blind) 、 安 慰 劑 對 照
(placebo-controlled)設計。

B.

臨 床 療 效 指 標 ， FDA 建 議 以 肝 臟 組 織 學 改 善 (liver
histological improvements)作為療效指標，具有合理地預
測臨床效益以支持加速性核准(accelerated approval)，如
下：


總 體 組 織 病 理 學 判 讀 (overall histopathological
reading) 顯 示 脂 肪 性 肝 炎 消 退 (resolution of
steatohepatitis)且 NASH CRN 纖維化程度沒有惡化；
或



NASH CRN 纖維化改善程度大於或等於 1 個分期且脂肪
性肝炎沒有惡化；或



同時具有脂肪性肝炎消退及纖維化改善。

(3) 安全性考量，用來支持核准的安全性資料庫(safety database)應
包含在相關劑量的多劑量試驗中曾經暴露於該藥品的病人。
4.

兒科考量，由於兒童 NASH 相較於成人 NASH 具有不同的組織學特
徵，由目前僅有藥動學或藥效學資料之成人療效外推至兒童並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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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同時申請 510(k)和 CLIA 豁免的
研究建議」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蒲芊蓉

發表時間： 2018/11/29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CLIA Waiver

別： 指引草案

資料來源： Recommendations for Dual 510(k) and CLIA Waiver by Application
Studies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目的為提供製造廠可同時申請 510(k)及 CLIA 豁免(CLIA
waiver)之途徑選擇。美國 FDA 認為這項申請途徑，將會因免除 CLIA
要求，加速具有簡單且準確的體外診斷試劑醫療器材(IVD)產品上市，
嘉惠病人與廠商。此申請途徑不適用新體外診斷試劑醫療器材之
510(k)申請。

2.

依現行 510(k)或 CLIA 豁免之申請途徑，兩者所提出的驗證資料通常
包含比較性(comparison)及再現性(reproducibility)研究，兩者主要差
異為執行這些試驗之人員：


510(k)：通常由經訓練過的操作員進行。



CLIA 豁免：需由未經訓練之預期用戶(intended user)執行。

申請人為滿足 510(k)及 CLIA 豁免之申請要求，通常選擇執行一組比
較性及再現性研究，由未受訓練的測試者，採簡單的方式進行，可用
以證明申請產品與類似品的實質等同(510(k))，並易於操作，且在不當
操作情形下，其測試結果不具有顯著的危害風險(CLIA 豁免)。
3.

為精簡審查這些資料，FDA 於 2012 年發布之 MDUFA 修正案(Medical
Device User Fee Amendments；醫療器材使用者付費修正案)建置同
時申請 510(k)和 CLIA 豁免之途徑(Dual submission)，以減少審查時
間。

4.

FDA 建議同時申請 510(k)及 CLIA 豁免時，須包含以下內容：可呈現
及確定產品是「簡易」的產品敘述內容、風險分析、故障警報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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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機制、穩健性研究(Flex studies)、分析研究(analytical studies)、
比較性研究、再現性研究、臨床性能研究、標籤標示。以上的內容請
參照 FDA 指引 1988 年臨床實驗室改進修正案(CLIA)豁免申請-體外診
斷醫療器材製造廠指南(Recommendations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mendments of 1988 (CLIA) Waiver Applications
for Manufacturers of 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s)
5.

FDA 建議比較性與再現性研究的試驗設計應包含：試驗地點應具可代
表豁免測試中之預期用途、受試者族群應能代表預期病人族群、預期
的樣品類型及使用模式、未受訓練的操作員將代表預期的使用者、依
時間的推移進行比較性研究，其研究結果須包含定量試驗及定性試
驗。前述建議可參閱 1988 年臨床實驗室改進建議修正案(CLIA)對體外
診斷設備之更新版中，第三章 A 小節(2)與(3)項中的一般建議及第三章
A 小節之方案 4。
另外，若欲使用管制型(醫院使用)而非免除管制(家用)的即時檢驗
(Point-of-Care/ POC)時，在 CLIA 免除的比較性研究中之預期使用者
群體則不足以代表管制型 POC 的群體，故 FDA 建議可額外提供一個
或數個管制型 POC 試驗證據。在任何包含管制型 POC 的試驗中心，
其經過培訓的操作員代表必須經過篩選。若擬於 POC (管制型)申請中
獲得 510(k)許可，除了同時申請 CLIA 豁免以外，另須提出與 FDA 討
論之研究設計總結。

6.

對於比較性研究之設計和分析，以建立與測試準確性相關性能特徵，
可遵循 FDA 認可標準，例如：
 定量測試：CLSI EP09, CLSI EP21, EP27
 定性測試：CLSI EP12
此標準包括選擇適當的比較方法(CM，comparative method)；若此
IVD 沒有普遍接受的比較方法時，可用已上市的醫療器材或其他具充
分證明的方法作為比較方法。

7.

再現性研究應包含 3 個變化點(sites)作代表，於各試驗設計點皆有相
同數量，且由未經訓練操作員執行。再現性研究之設計及分析，可遵
循 FDA 認可標準：CLSI EP05、CLSI EP12。建議之變化性(var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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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不同的試驗中心、不同的未經訓練的操作員、不同的日期、不
同的執行方式、不同的批次和部分重複。若試驗品為單元成組化器材
(unitized device)，需先與 FDA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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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2 月核准「協助量測母乳營養成分之診斷
分析儀」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蒲芊蓉

發表時間： 2018/12/21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Breast milk diagnostic test

別： 新聞

資料來源： FDA permits marketing of a diagnostic test to aid in measuring
nutrients in breast milk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核准 Miris 人乳分析儀(Miris Human Milk Analyzer)。該分
析儀使用紅外光譜系統分析人乳樣品，用於協助醫護人員量測母乳中
的營養成分，包括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質的含量，和計算總固體
(total solids)及熱量。此項檢測提供醫護人員對於新生兒/嬰兒因早產
或其他醫療情況具有生長發育問題風險之營養管理。本產品屬處方醫
療器材(prescription device)，須經訓練後的醫護人員才可使用。

2.

本產品屬創新且為中-低風險醫療器材，適用 De Novo 法規途徑申請
上市(DEN180007)。

3.

本產品送審資料中有一項分析研究，內容藉由 112 份人乳樣本，針對
由該分析儀所得之估計值，與採用單獨的檢測方法 (independent
methods)得到的各營養含量的真實值，進行分析比較，兩者得到相似
的結果。Miris 人乳分析儀可有效測定人乳中的蛋白質、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的含量。Miris 人乳分析儀可能存在某些限制，例如：哺乳母
親服用特定藥物可能會干擾量測的準確度。

4.

醫護人員應仔細評估 Miris 人乳分析儀之檢測結果並結合臨床評估(如
體重和成長情況)，以便於和父母討論有關嬰兒/新生兒營養管理計畫
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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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非臨床試驗優良操作規範(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賴巧芙

發表時間： 2018/11/22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非臨床試驗、GLP

文

號： FDA 風字第 1071106233
號

資料來源： 公布「非臨床試驗優良操作規範(草案)」
重點內容： 1.

為俾利我國非臨床試驗機構拓展海外市場及考量國際合作，食品藥物
管理署參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GLP(1997 年版)之內容制定旨揭
草案，並作為後續食品藥物管理署 GLP 認證之查核標準。

2.

旨揭草案載於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之「公告資訊」網頁，如以下網址：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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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函知修正「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教育訓練採認及課
程辦理須知」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

摘要整理： 楊綵瑜

發表時間： 2018/11/26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細胞治療技術、教育訓練

文

號： 衛部醫字第 1071667862 號

資料來源：

修正「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教育訓練採認及課程辦理須知」

重點內容： 1.

衛生福利部前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函知「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教育
訓練採認及課程辦理須知」。

2.

承上，本次修訂為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 9 月 6 日所發布「特定醫療
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之第十一條規定，施行
細胞治療技術之醫師，應為該疾病相關領域之專科醫師，並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
(1) 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細胞治療技術相關之訓練課程。
(2) 曾參與執行與附表三特定細胞治療技術相關之人體試驗。

3.

「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教育訓練採認及課程辦理須知」公告網頁路
徑：衛生福利部/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醫事司/生醫科技及器官捐贈
/細胞治療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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