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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
彭偉倫 1, 詹明曉1

前言
近年來，隨著免疫學的進步，了解更多免疫調控的分子與作用，進而開發出多種癌
症免疫檢查點治療藥品(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包括抗 CTLA-4 單株抗體
ipilimumab、抗 PD-1 單株抗體，如 nivolumab、pembrolizumab、抗 PD-L1 單株抗
體，如 atezolizumab、avelumab、durvalumab。這些藥品自核准上市以來，短時間
內已於美國被核准用於治療黑色素瘤(melanoma)

[1-3]

、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2-4,6]、小細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3-4]、頭頸部鱗狀細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2-3]、典型何杰金氏淋巴瘤(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2-3]、 原發性縱膈腔 B 细胞淋巴瘤(primary mediastinal B cell lymphoma)
[2]

、 泌 尿 上 皮 癌 (urothelial carcinoma)

[2-6]

、高微衛星不穩定性大腸直腸癌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colorectal cancer)

[2-3]

與 實 體 癌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solid cancer) [2]、胃癌(gastric cancer) [2]、子宮頸癌(cervical cancer)
[2]

、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2-3]、默克細胞癌(Merkel cell carcinoma) [2,5]、

腎細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 [1-3] 、三陰性乳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4]
等多種不同癌症的治療。目前，這些藥品也都已於國內核准上市，也同樣已陸續被核准
用於多種不同癌症的治療[7-12]。
在這許許多多的適應症中，最特別的是 pembrolizumab 被核准用於不限原發部位
或 病 理 分 類 ， 而 是 根 據 生 物 標 記 定 義 的 高 微 衛 星 不 穩 定 性 實 體 癌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solid cancer)
13]

[2]

，除了美國，我國以及日本也都核准了此一適應症[8,

。

高微衛星不穩定性
微衛星(microsatellite)，亦稱為簡單重複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或短串聯
重複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是基因體(genome)中以 1-6 個核苷酸(nucleot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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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單位的重複排列序列，重複的次數可達數百次之多。人類基因體至少有 500,000 個微
衛星，常見於內含子(intron)的位置，但也可以出現在其他位置[14]。微衛星的重複數目
具有很高的多型性(polymorphism)，因此可用於族群遺傳或親緣關係的探討，甚至親
子鑑定。
一個個體全身細胞特定微衛星重複的數目應該是相同的，如果體內某些細胞，例如
癌細胞，在特定微衛星重複的數目和其他細胞不同，這種情況就稱為微衛星不穩定性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為甚麼會產生微衛星不穩定性呢？由於微衛星序列重複的特性，在 DNA 複製的過
程中特別容易發生錯誤而需要校對(proof-reading)或修復(repair)，以維持基因體的穩
定性和降低自發性突變。
錯誤配對修復(mismatch repair)系統就是其中的ㄧ種修復機制，過程主要需要兩種
蛋白質二聚體(protein dimer)：hMutS 與 hMutL。首先會由 hMutS 辨認出 DNA 錯誤
配對的位置，再由 hMutL 與其他蛋白質合作，完成 DNA 修復(圖 1) [15]。
在錯誤配對修復系統內的蛋白質出現缺陷、功能不足的狀況(mismatch repair
deficiency)，DNA 複製的錯誤就無法有效地修復，錯誤也就持續累積，個體內不同細
胞內微衛星重複的數目就變得不完全相同，產生了微衛星不穩定性。
臨床上，微衛星不穩定性可以使用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或組織免疫學染色(immunohistochemistry)兩種不同的檢驗方法來判定。聚合酶連鎖
反應會選擇特定的微衛星，評估其 DNA 片段長度以判定重複的數目是否相同，美國國
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建議對 5 個微衛星進行檢測，包括兩個單核
苷酸(mononucleotide)重複位點 BAT25 和 BAT26 以及三個雙核苷酸(dinucleotide 重
複位點 D2S123、D5S346 和 DD17S250；此外，也有其他臨床文獻使用其他不同的微
衛星進行檢測。5 個微衛星中有 2 個以上或者在使用更多個微衛星進行檢查時有大於
30%以上出現微衛星不穩定性時就可以判定為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組織免疫學染色則是
檢驗錯誤配對修復系統內的蛋白質，包括 MLH1、MSH2、MSH6、PMS2，當細胞缺
少上述一種蛋白質表現，就是錯誤配對修復功能不足，也可以判定為高微衛星不穩定性
[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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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錯誤配對修復系統註 1

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
癌細胞是一連串細胞基因突變或異常的結果，因此不難想像，細胞 DNA 修復功能
的缺損，將會提高與累積基因突變的發生，因而產生癌細胞、發生癌症。Lynch 症候群
(Lynch syndrome)，又稱為遺傳性非息肉結腸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n
cancer)，就是前述錯誤配對修復蛋白質突變的一種遺傳性疾病，病人發生大腸直腸癌、

註1

Nat Rev Clin Oncol. 2010, 7(4): 19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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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小腸癌、胃癌、胰臟癌、膽管癌、卵巢癌、腦癌、上泌尿道癌與皮膚癌的
機會比一般人高，尤其是大腸直腸癌與子宮內膜癌[17]。
除了遺傳性疾病造成的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外，也有後天偶發性(sporadic) 造成
的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約 12%的大腸直腸癌病人是後天偶發性造成的高微衛星不穩
定性癌，其他常見有(>10%)的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還包括子宮內膜癌和胃癌。不過，
這些數字包括不同期別的癌症，以轉移性(第四期)癌症來說，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的發生
率比上述數字來的低，例如：第二期大腸直腸癌中約有 20%有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第三
期大腸直腸癌約有 12%、第四期大腸直腸癌則只有大約 4%[16]。
Pembrolizumab 治療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
試驗 KEYNOTE-164 與試驗 KEYNOTE-158，是核准 pembrolizumab 用於治療高
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的主要臨床試驗，兩項試驗均為多中心、無對照組、開放性設計。
試驗 KEYNOTE-164 收納了 61 位使用 fluoropyrimidine、oxaliplatin 及 irinotecan 治
療後出現疾病惡化的晚期大腸直腸癌病人，其中 90%的病人先前曾接受兩種(含)以上的
治療，根據固體腫瘤反應評估標準(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RECIST)第 1.1 版判定的客觀治療反應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為 28% (95%
信賴區間：17%-41%)；試驗 KEYNOTE-158 則收納了 94 位接受先前治療後出現疾病
惡化現象的非大腸直腸癌病人，其中 51%的病人先前曾接受兩種(含)以上的治療，根據
RECIST 第 1.1 版判定的 ORR 為 37% (95%信賴區間：27%-48%)。在中位追蹤時間 9.7
個月時，療效反應持續時間(duration of response)的中位數仍未達到(範圍：2.1+-12.5+
個月)，有 32 位病人的療效反應持續時間超過 6 個月(含)以上；整體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的中位數也尚未達到，且根據 Kaplan-Meier 估計 6 個月的整體存活率為 60%
[8]

。考量這類癌症病人已接受過多種治療、缺乏其他可用治療的醫療迫切需求(unmet

medical need)，在僅接受最佳支持性治療(best supportive care)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
有療效反應(客觀治療反應率為 0)，以及 pembrolizumab 已知的安全性，美國在 2017
年 5 月核准 pembrolizumab 用於治療於先前治療後出現疾病惡化現象且無任何適當之
替代治療選擇的高微衛星不穩定性實體腫瘤[18]，我國也在隔年(2018)核准了相同的適應
症[8]。
試驗 KEYNOTE-158 收錄了總計 20 種不同原發部位的 94 位癌症病患[8] ，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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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可能在臨床試驗過程中無窮盡地收納所有不同原發部位或病理型態的癌症，因此
還需要背後的病理基礎與藥品作用機轉來支持。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具有以下特性：
癌組織有較多的淋巴球浸潤、較多的體基因超突變(somatic hypermutation)、產生較
多的新生抗原(neo-antigen)以及在腫瘤微環境表現較多的免疫檢查點，如 PD-1、
PD-L1[18-19]。一項早期的試驗 KEYNOTE-016，收納了 20 位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病
人，包括 11 位大腸直腸癌和 9 位非大腸直腸癌(涵蓋 4 種不同原發部位癌症)病人，以
及 21 位非高微衛星不穩定性大腸直腸癌症病人，在給予每兩週一次 pembrolizumab
10 mg/kg 治療下，客觀治療反應率在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的大腸直腸癌病人為 40%
(95%信賴區間：12%-74%)、在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的非大腸直腸癌病人為 71% (95%信
賴區間：29%-96%)；相對地，在非高微衛星不穩定性大腸直腸癌症病人的客觀治療反
應率則是 0%(表一)。
表一 試驗 KEYNOTE-016 客觀反應率註 2

在無惡化存活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與整體存活期的分析也可以看到

註2

N Engl J Med 2015; 372: 2509-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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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微衛星不穩定性與非高微衛星不穩定性大腸直腸癌的差異(圖 2A、B)，而高微衛星不
穩定性非大腸直腸癌病人的整體存活期 Kaplan-Meier 曲線，和高微衛星不穩定性大腸
直腸癌是相似的(圖 2B、D)[20]。

圖 2、試驗 KEYNOTE-016 根據微衛星不穩定性分析的無惡化存活期與整體存活期
Kaplan-Meier 曲線註 2

試驗 KEYNOTE-016 後續收納包括 40 位高微衛星不穩定性大腸直腸癌與 46 位高
微衛星不穩定性非大腸直腸癌(涵蓋 10 種不同原發部位癌症)病人的療效追蹤結果，也
[21]

呈現相似的結果(圖 3)

註3

。

Science. 2017; 357(6349): 40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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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試驗 KEYNOTE-016 根據原發腫瘤部位分析的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無惡化存活期
與整體存活期 Kaplan-Meier 曲線註 3

分析該試驗病人的腫瘤病理切片，相較於非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高微衛星不穩
定性癌症有較多的 CD8 陽性淋巴球[20]，而之前已有其他的臨床試驗顯示腫瘤淋巴球浸
潤的多寡與癌症免疫檢查點治療藥品的療效相關[22-23]。腫瘤基因的分析結果則顯示高微
衛星不穩定性癌症平均有 1782 個體基因突變(somatic mutation)，估計會產生 578 個
可能的新生抗原；相較於非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平均則只有 73 個體基因突變，造成
估計約 21 個新生抗原。而之前已有其他的臨床試驗分析顯示，腫瘤突變負荷量(tumor
mutation burden)可以用來預測不同癌症對免疫治療的效果[24]。
因 此 ， 根 據 高 微 衛 星 不 穩 定 性 癌 症 的 病 理 和 藥 品 作 用 機 轉 ( 圖 4) ， 加 上
pembrolizumab 已被核准用於多種不同原發部位的癌症治療，顯示其療效反應不受癌
症原發部位限制，仍可據以推論並支持 pembrolizumab 用於治療根據生物標記定義的
高微衛星不穩定性實體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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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癌症免疫檢查點治療藥品用於高微衛星不穩定性癌症的作用機轉示意圖註 4

最後，此適應症在美國與我國都是透過加速核准(accelerated approval)機制，廠
商後續仍需提供確認性(confirmatory)臨床試驗結果以證明其臨床效益。由於晚期高微
衛星不穩定性實體腫瘤的發生率很低，加上醫學倫理的考量，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並沒有要求在核准後執行隨機分組、對照性設計的臨
床試驗。相反地，要求廠商持續提供更多受試者的長期追蹤臨床資料[25]。考量癌症疾病
特性，在罕見癌症、不易執行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的情況下，提供 ORR 與持續療效反應
相關數據，也可能獲得一般核准(regular approval) [18]。

結語
臨床的疾病分類主要目的希望能區分病人的預後，並且能據以引導治療的選擇。傳
統上，癌症會根據原發部位以及病理型態加以分類，然而，隨者癌症基因、蛋白質表現
註4

Clin Cancer Res. 2016; 22(4): 81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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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癌細胞研究的進展，癌症有了更詳細的分類，甚至提出了新的分類方法，也可能據以
提出新的治療方法或開發新的抗癌治療藥品，法規單位也可能據以核准不同的適應症。
面對此一情況，建議應詳細審視新疾病分類方法的理論基礎、基礎的病理特性(包
含基因變化、蛋白質表現等)、臨床觀察或臨床試驗分析結果等，支持新治療方法或新
治療藥品的合理性，並據以設計臨床試驗。也建議可以及早諮詢法規單位意見，與法規
單位討論，讓有效安全的藥品得以用於治療、造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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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療器材網路安全管理法規之沿革
盧巍 1

前言
近二十年來，網際網路已經全面改變人類的生活，也促使了醫療產業逐漸朝向數位、
遠距及行動三大領域蓬勃發展。網際網路與醫療器材的結合不僅便利了醫療院所對於資
訊的儲存、傳遞與分析，也讓使用者能夠以無線的方式使用醫療器材及獲取相關資訊，
提升使用的便利性。
然於 2012 年，美國知名駭客 Barnaby Jack 公 開 展 示 入侵遙控胰島素幫浦並控
制施打劑量的過程，甚至表示可入侵心臟起搏器並釋放致命電壓，種種舉動證明有心人
士若對醫療器材進行非法訊號存取，將嚴重危及病人的生命，也使得美國政府部門與國
際大廠開始正視醫療器材可能存在的網路安全脆弱性(Cyber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為此，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遂於 2013 年開始研擬《醫療器材上市前網路安全管
理指引》(Content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management of cybersecurity in
medical devices)的初版草案，並於 2014 年頒布實施成為正式指引，提供製造廠有效
管理網路安全的相關建議，進而維護醫療器材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也降低使用者可能承
擔的風險。
於 2018 年，有鑑於日益增加的網路安全威脅需要更嚴謹的規範進行應對，FDA 發
佈上述《醫療器材上市前網路安全管理指引》之修正草案。此修正草案除建立更清楚的
網路安全管理架構，也更嚴謹地規範醫療器材網路安全的上市前要求，期望引領業界在
設計與製造過程中有更加完善的網路安全法規可依循。
承上所述，本文將以 2018 年指引草案(以下簡稱 2018 年草案)為主軸，與 2014 年
網路安全指引(以下簡稱 2014 年指引)內容作比較，釐清美國醫療器材網路安全管理的
法規最新法規要求趨勢。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療器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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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網路安全管理指引比較分析
相較於 2014 年指引，FDA 於 2018 年草案提出數個網路安全新觀念以健全整體網
路安全管理架構，包含：醫療器材網路安全風險等級、網路安全物料清單(Cybersecurity
bill-of-materials, CBOM) 、 值 得 信 賴 醫 療 器 材 (Trustworthy device) 及 標 籤 建 議
(Labeling recommendations)等，同時將新觀念帶入產品設計與上市前申請文件的要
求。FDA 將 2018 年草案分成：
I.

一般原則與醫療器材之網路安全風險評估

II.

設計「值得信賴醫療器材」：NIST 網路安全框架核心的應用

III. 具網路安全風險之醫療器材標籤建議
IV. 網路安全文檔(上市前申請文件)
以下，將就各章節依序說明 2018 年草案與 2014 年指引內容的差異。

I.

一般原則與醫療器材之網路安全風險評估
自 2014 年指引頒布實施至今，FDA 始終認為醫療器材的網路安全監督是製造廠、

經銷商、醫療院所人員及使用者的共同責任。其中，身為產業鏈上游的製造廠，其責任
在於設計開發一系列具備網路安全架構的醫療器材，同時依循品質系統法規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QSR)之設計控制規範(21 CFR 820.30(g)-Design controls)進行測
試，確保醫療器材具備辨識與處理「威脅(Threats)和脆弱性(Vulnerabilities)」的能力，
以符合使用者需要及產品預期用途。
然於 2018 年修訂草案時，FDA 理解到單純的規範「威脅和脆弱性」並不足以確保
醫療器材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故於修訂草案中納入醫療器材網路安全風險等級、網路安
全物料清單(CBOM)等概念，藉此引導製造廠採用基於風險管理的方法，設計並開發具
有適當網路安全保護的醫療器材，並對醫療器材全生命週期之網路安全風險和其緩和措
施(Mitigation)進行評估，以持續確保醫療器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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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療器材網路安全風險等級
醫療器材若可與其他器材相連接（以無線或有線方式）
、可插入攜帶式儲存裝置
（如：
USB 或 CD）或可與網際網路連接，則比不具對外連接能力的醫療器材更容易受到網路
安全的威脅。有鑑於此， 2018 年草案新增醫療器材「網路安全風險等級」之定義，其
中包括：
(一) 高程度風險：
具備與「外部」連結能力的醫療器材，包含以有線或無線方式連結至其它醫療器材、
非屬醫療器材之裝置或網際網路，且若發生網路安全事件，可能直接造成病人傷亡者。
具體示例包含：植入式心臟除顫器、心臟起搏器、腦刺激器、胰島素幫浦等，而與
前述裝置連動的系統器材亦屬此類。
(二) 標準程度風險：
不符合上述「高程度風險」分類的醫療器材，則屬標準程度風險。
藉由以上定義產生之「醫療器材網路安全風險等級」，有助於製造廠在設計製造時
進行合理的網路安全管控，且亦能指引製造廠於上市前申請時提交適當且完善的網路安
全管理文件。此外，此風險分級方式不等同於美國聯邦法規法典第 21 冊(21 CFR)的醫
療器材分級分類描述。舉例來說，不具連網性的冠狀動脈支架(高風險性醫療器材)，其
「醫療器材網路安全風險等級」將低於可遠端遙控的胰島素幫浦(中風險性醫療器材)。
二、網路安全物料清單(CBOM)
美國 FDA 於 2018 年草案新導入 CBOM 的概念。所謂 CBOM 為一清單，詳列包
含(但不限於)商用軟體、開放原始碼軟體及市售套裝軟體，和硬體組件內容。此清單功
能在於引導製造廠識別其資產、威脅和責任。同時製造廠可透過 CBOM 的建立，達到
確實遵守品質系統法規(QSR)的採購控制規範（21 CFR 820.50）
，審慎評估材料供應鏈，
建立並保存採購數據及資料，以管控任何影響產品安全的變更，達到確保產品網路安全
的目的。CBOM 的導入，可協助製造廠進行網路安全風險評估與管理，同時 CBOM 也
是上市前申請所需檢附的風險管理文檔之一，有助於 FDA 於產品於上市前審查時，了
解其是否滿足於所適用的法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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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設計「值得信賴醫療器材」：NIST 網路安全框架核心的應用
2014 年指引中，FDA 參考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 原 針 對 國 家 關 鍵 基 礎 設 施 所 發 布 之 網 路 安 全 框 架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CSF)，並引用其中的五項核心(Core)作為醫療器材的網路
安全設計概念，此五項核心分別為：識別(Identify)、保護(Protect)、偵測(Detect)、應
變(Respond)及復原(Recover)。
2018 年草案中，FDA 導入「值得信賴醫療器材」的新觀念，並於產品設計的規範
增編五項 CSF 核心，協助製造廠對於產品及其網路安全控制項目進行設計。同時也引導
製造廠於後續上市前申請時，參照前述之「醫療器材網路安全風險等級」
，提交具備「值
得信賴醫療器材」特色的網路安全框架核心設計文件。
一、值得信賴醫療器材(Trustworthy device)
FDA 於 2018 年草案說明所謂「值得信賴醫療器材」應俱備以下特色：


面對網路安全相關入侵及濫用具有相當的防禦性。



能提供合理程度的可靠性和可用性，且可合理地被正確操作。



可合理且合適地執行其預期功能。



能遵守被廣泛接受的安全程序。

此外，FDA 認為在相關文檔中說明醫療器材的可信賴度，將有助於 FDA 更有效、
快速地評估該醫療器材在網路安全方面的安全及有效性。
二、網路安全框架核心(Cybersecurity framework core, CSF core)
針對五項網路安全框架核心：識別(Identify)、保護(Protect)、偵測(Detect)、應變
(Respond)及復原(Recover)，FDA 於 2014 年指引僅概略說明對應之要求，包含：


針對產品識別(Identify)、保護(Protect)功能，僅提及應「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
者進行存取」與「確立內容的可信度」之相關要求。



針對產品偵測(Detect)、應變(Respond)及復原(Recover)功能，僅以下列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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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允許醫療器材在正常使用時，同步進行安全危害的偵測(Detected)、辨識

1.

(Recognized)、記錄(Logged)、時間控制(Timed)、處理(Acted)安全措
施的功能。
2.

在檢測到網路安全事件時，提供使用者適當解決方法的相關資訊。

3.

產品應具備即便遭遇網路安全危害，仍能保護其關鍵功能的特色。

4.

提供經身份驗證的高權限使用者保存和恢復醫療器材配置的方法。

相較於 2014 年指引，FDA 於 2018 年草案新增的考量如下：


針對產品識別(Identify)、保護(Protect)功能，除原有規範內容外，應另具備保
護資產及其功能性的能力，並以維持來往資訊的鑑別性(Authenticity)、可取
得性(Availability)、完整性(Integrity)及機密性(Confidentiality)為主要目標，
降低使用者可能承受的風險。



針對產品偵測(Detect)、應變(Respond)及復原(Recover)功能，應增加其規範
內容，更嚴謹地規範產品應設計成具有預測及應對動態網路安全風險的能力，
包括：針對網路安全的例行更新(Updatability)與修補(Patches)、緊急應變措
施。

表一為兩指引於「網路安全框架核心」規範內容大綱比較。
表一、「網路安全框架核心」規範內容大綱比較
2018 年草案
A.

2014 年指引

識別(Identify)、保護(Protect)醫療器 識別(Identify)、保護(Protect)

材資產及功能性
1.

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

△

(a).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者及醫療器材進 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者進行存取
行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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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驗證和檢查安全關鍵命令的授權
2.

△

確立內容的可信度-確保密碼，數據和 確立內容的可信度

執行程序的完整性
(a).程式完整性

(編按：針對程式完整性， 2014 年指引要
求製造廠考慮採用「程式碼簽章憑證
( Code signature verification)」的認證方
式來限制軟體及韌體的更新，並使用系統
程序方式，使被授權的用戶能下載可識別
版本的軟體及韌體。然而，此項要求已於
2018 年草案中刪除，FDA 改建議其他方式
以達到資料之完整性。)

(b).資料完整性

(編按： 針對資料完整性， 2014 年指引僅
建議應針對資料傳輸的過程進行加密驗
證，以確保器材安全地數據傳輸)

(c).執行完整性

△

3.

維持資料的機密性

B.

偵測(Detect)、應變(Respond)及復原 偵 測 (Detect) 、 應 變 (Respond) 及 復 原

(Recover)-預期設計
(a).使產品能及時檢測網路安全事件

△

(Recover)


(編按： 於 2014 年指引未有對應之完

整章節說明相關內容，僅要求允許器材在
正常使用時，同步進行偵測(Detected)、辨
識(Recognized)、記錄(Logged)、時間控
制(Timed)、處理(Acted)安全措施的功能。)
(b).使產品能應對並遏制潛在網路安全事 
件的影響

(編按： 於 2014 年指引未有對應之完

整章節說明相關內容，僅要求器材在檢測
到網路安全事件時，能為終端使用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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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解決方法的資訊。)
(c).使產品能恢復因網路安全事件而受損 
的功能或服務

(編按： 於 2014 年指引未有完整章節

說明相關內容，僅要求設計上，即使器材
的網路安全受到損害，器材仍需具備保護
其關鍵功能的能力。並需提供經過身份驗
證的高授權用戶保存和恢復器材配置的方
法。)

△(無相關內容規範)
以下就表一刊載之大綱內容順序，逐項說明各項核心所要求之產品設計要求。
A.

識別(Identify)、保護(Protect)醫療器材資產及功能性
FDA 為防止醫療器材及系統的鑑別性(Authenticity)、可取得性(Availability)、完整

性(Integrity)及機密性(Confidentiality)降低而對多數病人造成傷害，故提供了有關身份
驗證，授權和加密的設計建議如下。
1.

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
(a).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者及醫療器材進行存取
(1) 透過驗證使用者身份，限制醫療器材的存取權限（如：使用者 ID 和
密碼，智慧卡，生物辨識技術）。
(2) 使用自動「時間控制」方法，於使用環境下自動終止系統內的工作階
段。
(3) 採用「分層授權模型」，透過使用者身分（如：護理人員、病人、照
護者、系統管理員）或醫療器材功能來區分存取權限。
(4) 使用妥善的驗證方式（如：多因素認證(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給予特殊身分者如：系統管理員，技術人員及維護人員存取權限）。
(5) 加強密碼保護，避免使用常態性或容易被破解的密碼(如：於多項醫
療器材使用相同密碼、自動記憶密碼、無法或難以變更的密碼或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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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而易猜的密碼)，並避免於公共場合重複使用任何用於特殊醫療
器材的密碼。
(6) 考慮在醫療器材及其連接埠外裝置實體的鎖鑰，以降低被篡改的風
險。
(b).認證和檢查安全關鍵命令的授權
(1) 使用驗證機制以防止未經授權的醫療器材之存取、未經授權之軟體執
行。
(2) 進行軟體及韌體(包含可能影響系統操作的軟體及韌體、應用程式及
防毒軟體)更新之前，需經使用者的身份驗證，此項目為 2014 年指引
既有規範，而 2018 年草案續保留編列於此。
(3) 於醫療器材上使用強化的加密認證法，進行人員身分、訊息、命令以
及所有其他通訊路徑(如適用)的認證。
(4) 醫療器材所有對外的連線皆需進行驗證，舉例來說，如果醫療器材連
接至外部伺服器，即使這個連接是經由一個或數個已經存在的可信任
通道，醫療器材本身及伺服器仍須進行交互認證。
(5) 透過軟體及韌體內容的標記對其進行驗證，如：數位簽章(Signatures)、
訊息鑑別碼（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s, MACs））
、版次號碼
或詮釋資料(Metadata)等資訊。且預計安裝的軟體版次應有數位簽章
或訊息鑑別碼，而醫療器材應有數位化資訊(如：產品型號、序號)供
授權使用者辨識。
(6) 根據授權憑證或同等級的驗證資訊執行授權檢查，如：醫療器材程式
的設計者，其權限應經過加密認證保護，或者該權限在受到軟體攻擊
時無法被其它器材(如：家用螢幕)所複製。
(7) 醫療器材應設計為「默認拒絕(Deny by default)」模式，意即醫療器
材應預設成自動拒絕連接未經允許的線路或其它裝置，如：傳輸控制
協定(TCP)、USB、藍芽及序列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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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僅執行器材基礎功能的權限，應以最低權限原則來規範。
2. 確立內容的可信度-確保密碼，數據和執行程序的完整性
於 2014 年指引中，FDA 刊載以下三點作為「確立內容可信度」的規範：
(1) 製造廠可考慮採用「程式碼簽章憑證(Code signature verification)」
的認證方式來限制軟體或韌體的更新。
(2) 採用系統程序方式，使被授權的使用者能從官方網頁或連結下載可識
別版本的軟體及韌體。
(3) 可考慮採用加密方法，確保數據於醫療器材間可以安全地傳輸。
而於 2018 年草案中，FDA 將上述第(1)、(2)點移除，僅保留上述第(3)點。此外，
FDA 針對「確立內容的可信度」新增以下規範。
(a).程式完整性
(1) 僅允許安裝經過加密認證的軟/韌體的更新檔。使用經加密簽章的更
新檔來確保軟體版本維持在最新狀態，有助於防止醫療器材在未經授
權情況下降低保護層級(降級或回滾攻擊, Downgrade or Rollback
attacks)。
(2) 在可行的情況下，確保軟體在執行前其完整性已經驗證，如：具數位
簽章的白名單(Whitelisting，編按： 為特定的電子郵件來源名單，
特別容許該來源的電子郵件進入收件匣)。
(b).資料完整性
(1) 驗證所有接收資料的完整度，確保資料於暫存或傳輸的過程中未被竄
改，並仍可完善執行預期的程序或符合預期的規格。
(2) 確保醫療器材可安全地傳輸數據，如果合適的話，使用加密方法及對
於資料傳輸的目的地進行認證。此項 2014 年指引已作要求，而 2018
年草案進一步將「對資料傳輸的目的地進行驗證」內容，將其列入資
料完整性的考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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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醫療器材安全性及有效性重要的資料，應保護其完整性。
(4) 以 NIST 所建議之網路安全標準或同等強度標準以加密保護醫療器材
間的連線。
(5) 針對醫療器材使用獨立加密安全通訊密鑰，防止單一密鑰被破解後於
多個醫療器材登入。
(c).執行完整性
可行情況下，當醫療器材執行程式碼時，應採用業界公認最佳的方式來維護或驗證
程式碼的完整性。
3.

維持資料的機密性

在 2018 年草案，FDA 規範製造廠應採用「憑證」或「加密」的方式維持資料的機
密性，以避免對病人可能導致傷害的任何資料被揭露。兩種方式皆有其重要性，若無法
維持「憑證」的機密性，則許多病人都將受到傷害。而若資料於暫存或傳輸的過程缺乏
「加密」機制對敏感資訊進行保護，則可能導致資訊被濫用而造成病人傷害(Patient
harm)。
此 外 ， 2018 年 草 案 規 範 範 疇 並 未 涵 蓋 受 保 護 健 康 資 訊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PHI)，這是因為 FDA 認為未能有效維護 PHI 的機密性並不被視為造成「病
人傷害」
。然而，FDA 提醒仍須依照適用的聯邦法和州法(包括健康資訊可移植性和責任
法案, HIPAA)，在產品全生命週期中，製造廠和(或)其他產品使用單位仍有義務根據不
同的情形，對 PHI 的有效性、完整性與機密性進行維護。
B.

偵測(Detect)、應變(Respond)及復原(Recover)-預期設計
1. 使產品能及時檢測網路安全事件
(1) 允許醫療器材在正常使用時，同步進行安全危害的偵測(Detected)、辨識
(Recognized)、記錄(Logged)、時間控制(Timed)、處理(Acted)安全措施的
功能。此項目為 2014 年指引既有規範，而 2018 年草案續保留編列於此。
(2) 產品須設計為允許例行性的安全和防毒掃描，避免影響醫療器材的安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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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3) 產品的設計需確保能夠保留資安鑑識證據。設計的機制應具備根據安全事件
創建、存儲記錄檔。記錄檔內容應包括： 記錄檔的位址、如何儲存、回收或
封存，以及自動分析軟體（如：入侵檢測系統(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如何讀取記錄文件進行分析識別。偵測之安全事件則應包括配置改變
(Configuration changes)、網路異常、登錄嘗試和異常流量(如：對未知單
位提出存取要求)等。
(4) 產品設計應有明確的安全配置以限制脆弱性的潛在影響。安全配置可以包括
端點保護，如：防毒軟體、防火牆及其規則、白名單、定義安全事件參數、
記錄檔參數或實體的安全檢測。
(5) 產品應設計可啟用「軟體配置管理」
，並允許授權使用者以電子化獲取的方式
(意即機器可讀, Machine readable)追蹤和控制軟體的變化。
(6) 產品其生命週期(包含產品設計)，應利於對醫療器材型號和產品線之中的脆
弱性進行多重分析。
(7) 產品設計上應提供機器可讀且具電子化格式的 CBOM，以便醫療器材內部執
行時自動分析利用。
2. 產品設計能應對並遏制潛在網路安全事件的影響
(1) 在檢測到網路安全事件時，醫療器材應提供使用者適當解決方法的相關資訊。
此項目為 2014 年指引既有規範，而 2018 年草案續保留編列於此。
(2) 醫療器材應設計成可進行軟體修補及更新，以解決未來可能的網路安全脆弱
性。
(3) 醫療器材應設計為便於進行(快速)驗證、確效和測試軟體修補及更新。
(4) 設計架構應有助於軟體修補及更新檔的快速安裝。
3. 使產品能恢復因網路安全事件而受損的功能或服務
(1) 產品應具備即便遭遇網路安全危害，仍能保護關鍵功能的特色。此項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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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指引既有規範，而 2018 年草案續保留編列於此。
(2) 提供經身分驗證的高授權使用者保存和恢復器材配置的方法。此項目為 2014
年指引既有規範，而 2018 年草案續保留編列於此。
(3) 醫療器材系統組件應具備適應組件間長時間中斷連線情形的能力。
(4) 醫療器材需能適應潛在的網路安全事件，如：中斷網路、阻斷服務攻擊（Denial
of service, DoS）、頻寬過載、網路連線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 QoS)
的破壞和過度訊號抖動情形（Excessive jitter, 即接收數據過程中的延遲變異
情形）。

III. 具網路安全風險之醫療器材標籤建議
FDA 規範醫療器材之「標籤」乃根據聯邦食品、藥品、化妝品法案(FD&C Act)而
執行，其中於 502(f)、502(a)及 201(n)，主要敘述標籤的適當性與錯誤標籤定義，而於
21 CFR 801.5、801.109(c)，則分別規範對於一般使用者及專業技術人員應標明之訊息，
如：醫療器材所有操作條件、目的或用途(包含：危險、警告、預防措施、禁忌症等)。
於 2018 年草案中，FDA 考量具有網路安全風險的醫療器材，其「標籤」應提供使
用者與網路安全風險相關的注意事項，遂新增於 2014 年指引未包含之章節「標籤建議」
，
要求製造廠應考量如何制訂合適的「標籤」以含括產品的資安設計、使用方法、產品架
構等資訊，充分向使用者傳達以下資訊：
1.

針對預期使用環境所推薦的網路安全控制措施（如：防毒軟體，防火牆），應
提供使用者相關之醫療器材簡介和產品規格說明。

2.

描述產品特色，說明醫療器材的網路安全即便受到侵害，也能保護其關鍵功
能。

3.

說明產品備份和還原功能，以及如何恢復產品原始配置的過程。

4.

關於網路基礎架構的配套措施，應提供使用者具體指引以便醫療器材可以按預
期運作。

5.

描述產品目前所使用或可新增的安全配置，包括：防毒軟體，防火牆/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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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白名單、安全事件參數、登錄記錄參數或物理安全檢測等保護機制。
6.

提供接收/發送數據的網路連接埠(Network ports)或其它介面(Interfaces)的
清冊，描述連接埠用於資料的傳入或傳出，並將未使用的連接埠予以禁用。

7.

提供被授權使用者系統更新流程與方法，說明如何從製造廠下載可識別版本的
軟體及韌體。

8.

描述醫療器材在檢測到異常情況(網路安全事件)時的通知設計。網路安全事件
類型包括：配置改變、網路異常、登錄嘗試、異常網路流量(如：向未知使用者
發出要求)。

9.

描述鑑識證據的記錄擷取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基於網路安全事件所保留的任
何記錄檔。記錄檔內容應包括： 記錄檔的位址、如何儲存、回收或封存，以
及自動分析軟體（如：入侵檢測系統(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如何
讀取記錄文件進行分析識別。

10. 描述經身份驗證的特權使用者保存和恢復醫療器材配置的方法。
11. 提供使用者詳細的醫療器材系統圖。
12. 提供 CBOM 清單，其應包含(但不限於)商用軟體、開放原始碼軟體及市售套裝
軟體，和硬體組件，使醫療器材使用者如：病人、供應商和醫療院所能夠有效
地管理其資產，了解已識別之脆弱性對醫療器材以及連接系統的潛在影響，並
研擬維護醫療器材基本性能的對策。
13. 適時提供使用者安全連網配置和服務的技術說明，引導使用者於發生網路安全
脆弱性或事件時及時作出反應。
14. 提示使用者，於製造廠中止提供安全軟體修補或更新的服務後，若仍繼續使用
該醫療器材，則使用者的網路安全風險可能會隨著時間的而增加，故需多加留
意醫療器材於製造廠中止服務(End of support)後的醫療器材網路安全。

IV. 網路安全文檔(上市前申請文件)
於 2014 年指引中，針對上市前申請應提交之網路安全文件，FDA 僅提出五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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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網路安全分析報告，詳述與產品相關的網路安全風險及危害，以及所設計
的解決方法及考量因素

2.

提供可追溯矩陣圖，將產品設計之網路安全控制項目與所對應之預期風險作連
結對應。

3.

提供摘要，說明於產品全生命周期提供驗證的軟體和修補的更新計劃，以及如
何持續確保醫療器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若為加強網絡安全而進行的醫療器
材軟體更新，則不需經過 FDA 審查或批准。)

4.

提供風險管控摘要，說明如何確保醫療器材從製造廠到使用端(醫護、病人)之
間，皆能保持其完整性，如：保持無惡意軟體。

5.

針對預期使用環境所推薦的網絡安全控制措施（如：防毒軟體、防火牆），應
提供使用者相關之器材簡介和產品規格說明。

而於 2018 年草案中，FDA 除保留上述 2014 年指引的內容外，進一步將上市前申
請文件細分為「產品設計文檔」與「風險管理文檔」兩大類，並增列對應要求。
A.

產品設計文檔

在「產品設計文檔」，此部份保留上述 2014 年指引之第 3 點內容，並要求產品設
計 文 檔 應 包含三部份：對應網路安全風險等級的產品設計文件、系統圖 (System
diagrams)及設計功能摘要，以利說明產品基於風險的產品設計和所設置網路安全防禦
水準的適當性。


對應網路安全風險等級的產品設計文件

FDA 建議製造廠根據醫療器材之「醫療器材網路安全風險等級」提供符合值得信賴
醫療器材特色及 CSF 核心架構的產品設計文檔。
(一) 高程度風險
若為高程度風險之醫療器材，需根據五項核心：識別(Identify)、保護(Protect)、偵
測(Detect)、應變(Respond)及復原(Recover)，提交符合其核心架構的所有產品設計文
件，如前述章節「II 產品功能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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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準程度風險
標準程度風險的醫療器材，將可改以基於風險管理的說明文件，解釋不需進行網路
安全設計監控的緣由，而無須檢附五項核心架構所要求的所有文件。


系統圖(System diagrams)

FDA 建議，製造廠以系統圖呈現「II.產品功能與設計」內容並整合為系統層級和樹
狀圖，可協助衛生主管機關對整個產品系統進行分析。FDA 認為，系統圖應含以下內容：
(1) 網路、架構、流程和狀態圖。
(2) 介面、組件、資產、通訊路徑、通訊協定和網路連接埠。
(3) 包括網站、伺服器、互動式系統及雲端商店等通訊資產或系統組件的
驗證機制和管控方式。
(4) 使用者於使用資產及通訊通道時的角色定位與責任。
(5) 加密方法之描述應包含採用之方法、密鑰(Cryptographic key)使用的
類型與層級以及在整個系統中的使用方式(如：一次性使用、密鑰長
度、採認標準、金鑰對稱性或其他方式等)。且應詳述與軟/韌體更新
相關的加密保護細節。


設計功能摘要

相較於 2014 年指引內容，2018 年草案修正強調設計功能摘要應針對可使軟體在
其全生命週期進行必需之更新與修補的「產品設計特色」進行說明；此外，本次亦刪除
2014 年指引內容：若僅為加強網絡安全而進行的醫療器材軟體變更，則通常不須經過
FDA 的審查或批准。(內容比較呈現於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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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設計功能摘要比較
2018 年草案

2014 年指引

提供描述產品設計特色之摘要，說明如何於 提供摘要，說明於產品全生命周期中提供驗
產品全生命周期中，提供所需之驗證軟體和 證軟體和修補的規劃，持續確保醫療器材的
修補，持續確保醫療器材的安全性和有效 安全性和有效性。
性。

若僅為加強網絡安全的醫療器材軟體變
更，則通常不須要經過 FDA 的審查或批准。
B.

風險管理文檔

在 2018 年草案「風險管理文檔」的要求中， FDA 除保留上述 2014 年指引內容(第
1, 2, 4, 5 點)，另建議製造廠將產品設計與威脅模型、臨床危害、降低風險的措施和產
品試驗結合，建立一個安全的設計架構來進行風險管理。
1.

系統層級威脅模型(System level threat model)

在 2018 年草案新增內容中，FDA 建議製造廠建立系統層級威脅模型，將各系統層
級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供應鏈相關的風險（如：確保產品維持無惡意軟件）
、產品設
計、生產和連線配置（如：連線或連網環境）均納入風險考量，並保留其中對於產品完
整性的要求(如：確保產品維持無惡意軟體)。而原 2014 年指引所列「針對預期使用環
境所推薦的網路安全控制措施（如：防毒軟體，防火牆），應提供使用者相關之器材簡
介和產品規格說明」之內容(如表三)，則於 2018 年草案編列至「III. 網 路 安 全 風 險 醫
療器材的標籤建議」進行規範。
表三、系統層級威脅模型-產品完整性要求的內容比較
2018 年草案

2014 年指引

提供製造廠建立系統層級威脅模型，將各 製造廠應提供風險管控摘要，說明如何確
系統層級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供應鏈相 保醫療器材從製造廠到使用端(醫護、病人)
關的風險（如：確保產品維持無惡意軟 之間，皆能保持其完整性，如：確保產品
件）
、產品設計、生產和連線配置（如：連 維持無惡意軟體。
線或連網環境）均納入風險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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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分析報告

2.

FDA 於 2014 年指引並未說明網路安全風險與控制的具體做法，僅要求製造廠提供
網路安全分析報告，詳述產品可能受到之意圖(Intentional)或非意圖(Unintentional)的
網路安全風險及危害，以及所設計的解決方法及考量因素。

網路安全分析報告 包

含：


網路安全風險清單，具體詳述設計中考慮的所有網路安全風險。



網路安全控制清單，具體詳述為醫療器材建立的所有網路安全控制的理由。

於 2018 年草案，FDA 則提供了具體的網路安全風險與控制報告的方法，引導製造
廠於上市前申請更加有所依循。


網路安全風險清單，除應具體詳述設計中考慮的所有網路安全風險外，FDA
建議製造廠提供風險描述，並採用「可開發性分析」取代「機率」來描述風
險發生的可能性。然若製造廠提供了發生風險的機率值，FDA 則建議製造
廠應提供計算方式來說明解釋。



網路安全控制清單，除應具體詳述為醫療器材建立的所有網路安全控制的理
由外，報告內容應含括與醫療器材之相關網路安全風險，以及所有風險緩解
和產品設計的考慮因素，包括：
a.

與存取控制、加密/解密、防火牆、入侵檢測/預防及防毒軟體等相關的
可驗證功能/子系統列表。

b.
3.

對其他功能性、數據和連接埠需求造成影響的可驗證安全措施列表。

網路安全風險測試報告

為確保妥善的進行網路安全風險控制，FDA 於 2018 年草案新增要求製造廠提供相
關風險控制測試的描述，如：執行特定安全政策的效益、所需傳輸條件下的產品性能或
穩定性和可靠性等。建議具體之風險測試報告內容應包括：
(1) 測試醫療器材性能
(2) 系統中第三方之防毒軟體其安全及有效性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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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靜態和動態密碼分析，包含常態性、預設的、過於簡易的、易破解的密碼的
測試
(4) 脆弱性掃描
(5) 穩健性測試
(6) 邊界分析
(7) 滲透測試
(8) 第三方測試報告
4.

可追溯矩陣圖

2014 年指引建議製造廠提交可追溯矩陣圖，將實際的「網路安全控制項目」連結
對應至「考量之風險」。而 2018 年草案則具體說明製造廠「考量之風險」應基於「安
全風險(Security risk)與危害分析(Hazard analysis)」之結果提出。
5.

CBOM

針對 2018 年草案新提出的 CBOM 概念，FDA 建議此 CBOM 應與國家脆弱性數據
庫 (National vulnerability database, NVD) 或 類 似 的 「 已 知 脆 弱 性 」 (Known
vulnerability)資料庫進行交叉比對，並提供「已知脆弱性」的排除標準及不排除的理由。

結語
由 2018 年草案可見美國 FDA 對於醫療器材的「網路安全管理」隨著科技的快速發
展而漸趨嚴謹，然本次修訂並非只嚴格要求製造廠遵守相關規範，FDA 在提出全新觀念
的同時，也針對 2014 年指引內容有更加詳盡明確的說明，因此製造廠也將更了解具潛
在網路安全風險之醫療器材，並於其產品從設計開發、生產製造到上市申請階段，有更
明確的方向可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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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8 年 12 月發表「關於植物藥與傳統植物藥品質
之問答集」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蔡濰澤

發表時間： 2018/12/18

內容歸類： 植物藥

類

關 鍵 字： Herbal medicinal

別： 問答集

products、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quality
資料來源： Question & answers on quality of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重點內容： 本問答集針對植物藥與傳統植物藥進行問題釋疑，當代醫藥法規月刊第 37
期(第 16 頁)曾介紹該問答集(EMEA/HMPC/41500/2010)，目前問答集已
更新至 Rev.6，並新增許多內容，現將內容新增部分列於下方：
1.

植物藥活性物質聲明(declaration of the active substances)之項目
(1) 應聲明 植物 藥中植 物 藥藥材 (herbal substances) 以及萃 取物
(native extract) 之 萃 取 比 例 (genuine drug extract ratio,
DERgenuine)，以及萃取步驟所使用之溶劑。
(2) 萃取物應於萃取製程結束後進行定量，包含存在於萃取物中的水
或是溶劑，但不包括萃取製程後添加之賦形劑(excipient)。
(3) 同樣地，對於萃取所使用之溶劑應明確提供其濃度，並排除原始
存在於植物藥藥材中之水分。

2.

植物藥規格與測試(specification & testing)之項目
(1) 若植物藥材(herbal substances)已收載於歐洲藥典或其他官方認
可 (referred to in Annex I of Directives 2011/83/EC or
2011/82/EC)之藥典，此植物藥材之品質規格必須符合藥典之個
論(monograph)，若藥典個論未包含含量(assay)檢測項目，申請
者無須建立植物藥材之含量檢測；反之，若植物藥材未收載於藥
典，則申請者應建立通盤性的規格，至少包含鑑別(identity)、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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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purity)以及適合之含量檢測，若未建立應提供相關合理性說
明，另植物製劑(herbal preparations)之規格若源自於植物藥
材，則應包括適當之含量測定。
(2) 若植物製劑(herbal preparations)收載於歐洲藥典或其他官方認
可之藥典，但未包含含量(assay)檢測項目，申請者無須建立植物
製劑含量檢測(例如：肉桂(cinnamon)、沒藥(myrrh)、龍膽根酊
劑(gentian tincture))，然而考量有效成分於最終成品之定量為法
定要求，而最終成品之有效成分通常經由含量計算而得，故仍須
依 據 相 關 指 引 Reflection paper on markers used fo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and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EMEA/HMPC/253629/2007)於植物製劑規格中選擇適當指標
物質(markers)之含量。
(3) 若 於 萃 取 、 純 化 或 製 程 中 使 用 包 括 丙 酮 (acetone) 、 乙 醇
(ethanol) 、 甲 醇 (methanol) 、 異 丙 醇 (isopropanol) 、 甲 苯
(toluene)、二甲苯(xylene)、己烷(hexane)、環己烷(cyclohexane)
以及石油醚(petroleum ether)等溶劑，應考量苯(benzene)之殘
留，並於規格中管控或提供無須管控之合理性，管控標準參照 ICH
之限量(2 ppm)。
3.

元素不純物(elemental impurities)之項目
(1) 關於元素不純物之管控，雖然植物藥與傳統植物藥不屬於 ICH
Q3D 與 Ph. Eur. 5.20 之範疇，然而若是在歐盟地區，對於元素不
純物管控之限量仍應符合 ICH Q3D 與 Ph. Eur. 5.20 之規範。
(2) 關於元素不純物，植物藥與傳統植物藥應符合歐洲藥典植物藥的
專論(herbal drugs)對特定重金屬之限量規範，而對於元素不純物
之管控除了依據 GMP 指引外，應針對管控限量提供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之原則。
(3) 承上，若為新申請案，應提供對元素不純物風險評估之摘要，此
評估應包含對元素不純物風險評價(risk evaluation)之結果；若為
已核可產品(already authorized/registered products)，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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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僅需提交於風險評估中影響產品品質之變更項目(例如：不純
物檢測之變更)。
4.

植物藥活性物質為揮發油(essential oils as active substances)
(1) 揮發油製程中所使用之水皆須符合歐洲藥典專論對「water for
extraction」之要求，包含植物生長之水源與首先接觸植物之水
源也應提供規格並進行管控，規格限量可參考飲用水(drinking
water)的要求或經由歷史批次及風險考量而得，測試項目應考量
所有會影響品質之重大風險與水中汙染源(包含自身栽植環境或
周圍環境)，並針對相關參數加以管控，檢測頻率也需符合 GMP
規範。
(2) 目前可接受揮發油藉由進行混批之方式得到符合歐洲藥典規格之
批次，而混批前之初始批次(primary batches)規格可適度放寬，
但須提供放寬規格之合理性。

註解：Herbal preparations 為植物藥材經由萃取、蒸餾、壓榨、分餾、純化、濃縮或
發酵之處理後所得，包括搗碎或粉末的植物藥材、酊劑、萃取物、揮發油、壓榨
汁及處理過之滲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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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2 月發表「新藥查驗登記或臨床試驗申請之
生體可用率試驗考量要點」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杜建龍

發表時間： 2019/02/26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Bioavailability Studies、NDAs、

別： 指引草案

INDs
資料來源： Bioavailability Studies Submitted in NDAs or INDs- General
Considerations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於 2019 年 2 月發佈本指引草案，以取代 2014 年之指引草
案「新藥查驗登記或臨床試驗申請之生體可用率與生體相等性試驗考
量要點」(Bioavailability and Bioequivalence Studies Submitted in
NDAs or INDs - General Considerations)。

2.

本指引草案將原草案內容之生體相等性(Bioequivalence，BE)相關字
句與段落刪除，改以生體可用率(Bioavailability，BA)之描述來說明新
藥查驗登記或臨床試驗申請案中的藥品配方比對考量，本文將就新版
草案內容新增之處進行重點介紹。

3.

生體可用率為一活性成分從藥品產品中被吸收的速率與程度，包含絕
對生體可用率(absolute BA)與相對生體可用率(relative BA)。當產品
間的生體可用率呈現不相似時，案件申請者須以劑量-反應
(dose-response)或濃度-反應(concentration-response)數據說明此
吸收速率和程度的差異不影響藥品的安全與療效，或者應考量重新設
計配方、改變製程方法、或提供更多的療效安全性數據以作為支持性
證據。

4.

在某些案例中，即使最高血中濃度(Cmax)以及時間-濃度曲線下面積
(AUC)呈現相似的生體可用率結果，仍會被視為不足以判定兩者無療
效安全性差異。例如達最高血中濃度之時間(Tmax)不同，使得不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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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整 體 的 濃 度 - 反 應 波 形 (shape

of

the

systemic

concentration-time profile)不同，此時，則需要更多數據資料，例
如 部 分 時 間 - 濃 度 曲 線 下 面 積 (partial AUC) 、 暴 露 量 - 反 應 評 估
(exposure-response evaluation)或者臨床試驗(clinical studies)來
評估兩個產品之間的差異。
5.

藥品開發過程中，有以下不同階段的配方產品，須執行比較產品間生
體可用率的試驗：(1)藥品開發早期臨床試驗產品與藥品開發晚期臨床
試驗產品、(2)臨床試驗產品與執行安定性(stability)試驗產品、(3)臨
床試驗產品與預計上市產品、(4)不同單位含量之產品，以及(5)申請
505(b)(2)新藥類別之產品。

6.

在某些情況下，生體可用率可透過體外試驗(例如溶離試驗
(dissolution)、藥品釋放試驗(drug-release testing))進行評估，相關
法規考量與試驗設計可參考以下美國 FDA 指引：(1) Dissolution
Testing of Immediate-Release Solid Oral Dosage Forms 、 (2)
Extended-Release Oral Dosage Forms: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 Vitro/In Vivo Correlations、(3) Dissolution
Testing and Specification Criteria for Immediate-Release Solid
Oral Dosage Forms Containing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 Class 1 and Class 3 Drugs Guidance for Industry。

7.

口服溶液劑、酏劑、糖漿劑、酊劑或其他溶液劑型，若能自行證明藥
品活性成分從產品釋放，以及不具有會影響藥品吸收之賦形劑，則通
常能免除體內試驗的生體可用率數據。但若此溶液劑具有共溶劑
(co-solvents)或者為緩衝溶液(buffer solution)，因其在體內接觸胃液
可能造成藥品沉澱，此種狀況下申請者應考慮執行體內試驗。

8.

緩釋劑型，若具有配方賦形劑成相似比例之不同單位含量產品，但其
體外溶離試驗呈現不同單位含量產品具有不同的釋放速率曲線，則仍
須執行單劑量禁食狀態下的劑量相等性評估試驗(dosage-strength
equivalence

assessment

study) 或 者 劑 量 比 例 性 試 驗

(dosage-strength proportionality study)。
9.

緩釋劑型，若其不同單位含量產品不具配方賦形劑成相似比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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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當最高單位含量與最低單位含量產品皆已證實與對照藥品呈現具
有生體相等性時，中間單位含量產品才得以體外溶離試驗來評估生體
可用率。
10. 關於生體可用率試驗中，以統計方法判定的離群值(outlier)並不可從
生體可用率試驗的統計分析報告中移除，僅有當此離群值為違反試驗
計畫書(protocol violation)時，才能將其移除於試驗結果統計。
11. 生體可用率試驗的對照藥品為已上市產品時，生體可用率試驗要以禁
食或與食物併服狀態執行，須參考已上市對照藥品的仿單給藥方式。
例如：對照藥品仿單載明須與食物併服，則生體可用率試驗須以禁食
以及與食物併服兩種狀態下執行；或者對照藥品仿單載明須與食物併
服以避免耐受性問題，則生體可用率試驗則以與食物併服狀態執行。
12. 控釋劑型須以最低以及最高單位含量產品，執行酒精影響之體外溶離
試驗。其試驗建議以 0%, 5%, 10%, 20%以及 40%之酒精濃度，於 0.1N
HCl 以及 QC 媒液下執行，若 QC 媒液條件尚未確定，則以上述酒精
濃度分別在模擬腸胃道三個 pH 值(pH 1.2, 4.5, 6.8)的媒液條件下執
行。依據此酒精影響的體外溶離試驗結果，將會決定是否要求體內與
酒精併服的生體可用率試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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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8 年 12 月發表「生物標記驗證：證據架構」
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陳瑱芳

發表時間： 2018/12/11

內容歸類： 藥物研發

類

關 鍵 字： Biomarker Qualification,

別： 指引草案

Evidentiary Framework
資料來源： Biomarker Qualification: Evidentiary Framework –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DA Staff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乃美國 FDA 依據「21 世紀醫療法案」及「聯邦食品藥物
化妝品法案」（FD＆C 法案）針對生物標記開發廠商，發展合格的生
物標記時需要的考量提供建議。本指引草案討論生物標記開發計畫的
建議組成，包括決定支持生物標記驗證的證據類型和強度，以及這些
組成如何相互關聯來為證據架構提供訊息。合格的生物標記將可提供
藥物研發及法規審查具體的解釋和應用。

2.

證據架構旨在定義支持生物標記驗證所需證據的類型與強度。證據架
構包含四個特定面向如下：
(1) 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
：說明此生物標記在藥物研發的
需求。例如生物標記的使用可促進具有醫療迫切的藥品研發。
(2) 使用的情境（Context of Use，COU）：COU 描述此生物標記在
藥品研發中的特定用途，包含
A. 生物標記的類別，例如此生物標記是診斷性、監測性、藥效性
或反應性、預測性、預後性、安全性、易感性或風險性生物標
記
B. 在藥品研發中的建議用途，例如用於藥品研發的階段與目的，
臨床試驗目標族群或模型系統及與此生物標記的生物學和預
期效用相關的作用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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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利益評估（Assessment of Benefits and Risks）：評估經過
驗證符合使用條件之生物標記的潛在效益，以及生物標記在藥品
開發中的建議用途(proposed use)及相關的潛在風險強度。
(4) 確定科學上足以支持 COU 的證據（Determining Evidence That
Is Scientifically Sufficient To Support COU）：生物標記之驗證
取決於為所提出的 COU 選擇生物標記適當性、生物標記的測量
品質以及生物標記與擬研究結果的相關性。驗證的證據包含臨床
確效（生物標記與結果的相關性）和分析方法確效（分析性能特
徵）。
3.

藥品研發決策立基於合格的生物標記，因此用於測量生物標記的檢測
方法應當具有足夠的穩健性、敏感性和特異性。檢測方法的評估系統
包含用於檢測的來源或材料、檢測方法本身以及結果解讀的方式與標
準等三個部份。

4.

統計分析的目標是評估生物標記和擬研究結果之間的關聯程度和確定
性。本指引草案敘述了生物標記驗證數據的來源，研究設計和統計考
量以評估生物標記與擬研究結果之間的關聯性。生物標記數據的驗證
可以參考 ICH E9 臨床試驗統計指導原則。

5.

美國 FDA 預計將在生物標記驗證指引中提供更詳盡的證據考量（例如
在統計和分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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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4 月發布藥品安全通告：「針對特定的治療
失眠處方藥品仿單黑框警語新增夢遊行為可能會造成嚴重傷害之
風險」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邱鈺庭

發表時間： 2019/04/30

內容歸類： 藥品安全

類

關 鍵 字： Eszopiclone, zaleplon,

別： 新聞

zolpidem, complex sleep
behaviors
資料來源： FDA adds Boxed Warning for risk of serious injuries caused by
sleepwalking with certain prescription insomnia medicines
重點內容： 1.

Eszopiclone、zaleplon 和 zolpidem 用於治療難以入睡或難以維持
睡眠狀態之成人失眠症，為鎮靜安眠用藥(sedative-hypnotics)，已核
准上市多年。此類安眠用藥藉由降低大腦活動來幫助入眠，而有品質
的睡眠對於生理及心理健康有正面的影響。

2.

美國 FDA 發布警訊，將此類藥品之仿單「黑框警語」新增夢遊行為可
能會造成嚴重傷害之風險。美國 FDA 指出，某些常用於治療失眠的處
方藥品可能會因睡眠行為，包括夢遊、夢駕(sleep driving)或是在未完
全清醒的情況下從事某些活動，而發生少見但嚴重的傷害。這些複雜
性睡眠行為(complex sleep behaviors)有時可能會致死。相較於其他
治療失眠處方藥物，eszopiclone、zaleplon 以及 zolpidem 較有可
能發生這些睡眠行為，因此美國 FDA 擬於 eszopiclone、zaleplon 以
及 zolpidem 仿單的「黑框警語」和病人用藥指引中新增上述風險。
此外，亦將先前因使用這些藥品發生複雜性睡眠行為的病人列為禁忌。

3.

無論病人是否有複雜性睡眠行為病史，皆有可能發生這種因複雜性睡
眠行為導致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的情形，即使是使用最低建議劑量或僅
使用一次劑量，都可能發生上述不良反應。不論是否併服酒精或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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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神經抑制劑(tranquilizers、opioids、anti-anxiety medicines)，這
些睡眠行為亦可能在使用 eszopiclone、zaleplon 以及 zolpidem 等
藥品後發生。
4.

美國 FDA 從內部不良事件通報系統(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資料庫及醫學文獻收集自 1992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發生的不良事件，共整理出 66 件服用 eszopiclone、zaleplon 或
zolpidem 後發生嚴重傷害或死亡的複雜性睡眠行為，其中有 20 件死
亡案例、46 件嚴重傷害的非死亡案例，包括意外用藥過量、跌倒、燒
傷、淹溺(near drowning)、因接觸極低溫導致截肢、一氧化碳中毒、
溺死、失溫、車禍、及自我傷害如槍傷和意圖自殺；這些病人通常並
不記得發生過這些複雜性睡眠行為。關於此類藥品造成複雜性睡眠行
為的機制目前仍未能完全了解。

5.

醫療照護人員不應開立 eszopiclone、zaleplon 或 zolpidem 處方，
給曾在使用這些藥品後發生複雜性睡眠行為的病人，並提醒病人若發
生複雜性睡眠行為須停止使用此類藥品。而病人若發生在未完全清醒
時從事一些活動等複雜性睡眠行為、或不記得用藥期間從事哪些活
動，應停止用藥且立即聯絡醫療照護人員。

6.

我國核准含 eszopiclone 成分藥品製劑許可證共 3 張、含 zaleplon
成分藥品製劑許可證共 14 張、含 zolpidem 成分藥品製劑許可證共
25 張，其中文仿單皆已刊載「夢遊」等相關風險，惟未將複雜性睡眠
行為列於「黑框警語」及未將先前因使用這些藥品發生複雜性睡眠行
為的患者列為禁忌。

7.

我國業於 97 年、98 年及 103 年發布新聞稿提醒醫療人員及民眾注
意，於 101 年發函要求醫療院所應於含 zolpidem 成分藥品之藥袋上
加刊：
「服用後請立即就寢，若有夢遊現象，應立即回診就醫」
、
「可能
有頭痛、昏昏欲睡及暈眩、記憶障礙、夢遊等副作用。若有任何疑問，
或服藥後發生任何異常反應，務必洽詢您的醫師或藥師」，並於 102
年部授食字第 1021452225A 號公告含 zolpidem 成分藥品再評估結
果相關事宜，要求於仿單「警語及注意事項」處刊載「使用本藥治療
後，應小心避免從事駕駛或操作機械能力之行為，以避免危險；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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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晨可能會有思睡之風險，在服藥後需有 7-8 小時的睡眠時間」。
8.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2019 年 5 月 23 日發布「Eszopiclone、
Zaleplon 及 Zolpidem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以提醒醫療
人員及民眾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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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3 月發表「含有動物來源材料醫療器材(體外
診斷醫療器材除外)之法規考量」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周郁欣

發表時間： 2019/03/15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Materials Derived from Animal

別： 指引

Sources、Medical Devices
資料來源： Medical Devices Containing Materials Derived from Animal Sources
(Except for 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s)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針對所有含有或暴露於(如製程中的試劑)動物來源材料(如牛、
羊、豬、禽)的醫療器材，提供安全與製程的考量、上市前審查要求、
品質系統法規(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QSR)，及產品製程中消除
病毒汙染的特定方法等相關建議。本指引不適用於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及含有源自人體組織的醫療器材。

2.

本指引取代美國 FDA 於 1998 年 11 月 6 日發布的舊版指引，兩者相
異之處如下：
(1) 1998 年的舊版指引僅針對傳染性海綿狀腦病 (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 TSEs)，即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提供建議。而本指引則針對
所有動物來源材料可能攜帶的病毒病原體和所有種類 TSEs 的潛
在風險，提出法規考量及上市前審查要求。
(2) 1998 年的舊版指引主要考量地理因素(geographical factors)對
動物來源材料的影響。而本指引除地理因素外，又進一步提出妥
善的動物養殖架構在確保動物材料來源的安全性中佔有重要地
位。另，本指引針對傳染性疾病的控制，建議製造廠需記錄動物
組織來源和病毒去活化的驗證。
(3) 相較於 1998 年的舊版指引，本指引與現行最新版本的 ISO 2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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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標準配合使用，其中 ISO 22442-1、ISO 22442-2、ISO
22442-3 為動物組織之選擇和處理，以及評估醫療器材中病原體
污染風險的標準。
3.

一般而言，上市前提交的文件應包括明確資訊或減輕風險的方法。當
醫療器材製作過程中使用動物來源材料時，更應將以下幾點納入考量：
(1) 動物組織收集的控管：記錄動物組織的來源和處理，以及了解製
造和滅菌過程對消除人類病原體的能力。
(2) 動物組織成分的製程管控：FDA 建議製造廠應詳實記錄醫療器材
製程中使用的每種動物來源材料和相關設施的資訊。
(3) 滅菌：由於此類醫療器材的滅菌驗證相當複雜，若需要逐案評估，
可參照 FDA 認可的滅菌標準進行確效。針對特定類型醫療器材，
建議與 FDA 進一步討論適宜的滅菌程序。
(4) 針對傳染性海綿狀腦病議題：鑑於疾病潛伏期較長，致死率高，
目前尚無有效的篩檢方式，因此建議收集並記錄指引中所列出的
資料，以及上述「動物組織的收集」和「動物組織成分的製造管
控」部分中列出的資訊。

4.

若未來因 ISO 22442 系列標準修訂而導致本指引內容發生重大變化，
FDA 將酌情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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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4 月核准「協助評估移植用肺臟之灌注系統」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周郁欣

發表時間： 2019/04/26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Perfusion System、Lung

別： 新聞

transplantation
資料來源： FDA approves device to help increase access to more lungs for
transplant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於 2019 年 4 月核准含有 Steen SolutionTM 灌注液的 Xvivo
灌注系統 (Xvivo Perfusion System)。本系統可將原被認為不符合移
植條件的肺臟，在正常體溫的體外環境下，維持通氣、充氧及灌注保
存液長達 5 小時，以利移植團隊在此期間可對欲移植的肺臟進行更謹
慎的評估，確認移植的可能性。

2.

目前肺臟移植仍為肺部疾病末期的唯一療法。然因移植肺臟之品質不
良、潛在的功能受損、對移植器官之品質有所疑慮，或是等待時間不
足以尋得匹配的捐贈者等種種原因，導致從器官捐贈者中成功取得肺
臟數量的比例僅有 15％。

3.

美國 FDA 最初於 2014 年以滿足人道用途器材免除(Humanitarian
Device Exemption)之條件，核准 Xvivo 灌注系統上市。然根據 HDE
法規要求，本系統每年最多僅能使用於 8,000 名患者；而現今本系統
已通過上市前核可（Pre-market Approval，PMA）
，使得每年使用病
人數量不再受到限制，預期可增加供移植的肺臟數量以及增加更多病
人因這項技術受惠的可能性。

4.

本系統的臨床資料包含 332 名捐贈者肺臟的研究數據，共分為三組：
第一組為對照組，最初即認為捐贈者肺臟適合移植，經標準保存程序
後提供給 116 名受捐贈者；第二組為最初認為捐贈者肺臟不適合移
植，經過 Xvivo 灌注系統處理後，植入 110 個受捐贈者；第三組為使
用 Xvivo 灌注系統處理後，仍被認為不合適移植而未植入病人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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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的受捐贈者一年後存活率為 94％，第二組(經 Xvivo 灌注系統
處理且移植者)的受捐贈者一年後存活率為 86.4％，此兩組的存活率經
評估後，並不具有臨床顯著性差異。
5.

本系統能協助肺臟移植團隊對原本判定無法用於移植的捐贈者肺臟功
能進行更審慎的評估，未來將使眾多等待移植的病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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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國產學名藥查驗登記快速審查
機制」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楊智盛

發表時間： 2019/04/18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國產學名藥、快速審查機制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81403394
號

資料來源： 國產學名藥查驗登記快速審查機制
重點內容： 1.

政府為鼓勵國內自行研發生產、擴大我國生技醫藥產業規模，針對有
意外銷之學名藥，加快其查驗登記審查，以利國內藥品許可證之取得，
並符合外銷目的國須檢附許可製售證明之要求，以期產品及早於國內
及外銷目的國上市。

2.

以在國內製造或委託我國製造廠製造、申請學名藥查驗登記，無資料
專屬及專利爭議，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以快速審查機制申請：
(1) 獲經濟部工業局「製藥產業轉型升級計畫」 補助之學名藥。
(2) 獲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相關單位執行「高值化藥品國
際化專案法規輔導辦法」文件輔導之學名藥 。

3.

符合此機制之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案將以快速審查程序處理，縮短審
查時程 90 天（即監視成分學名藥查驗登記於 120 天內完成審查；
非監視藥品學名藥於 90 天內完成審查)。

4.

國產學名藥查驗登記快速審查機制相關內容，載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網站之「學名藥重要資訊」網頁(網址：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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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函知修訂「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

摘要整理： 楊智盛

發表時間： 2019/05/15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臨床試驗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81404577 號

資料來源： 函知修訂「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
重點內容： 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08 年 5 月 15 日發布「藥品臨床試驗
申請須知」修訂版，供業者參考依循。

2.

相關內容載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業務專區>藥品>
臨 床 試 驗 ( 含

BE

試 驗 ) 專 區 網 頁 ( 網 址 ：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4254&id=2
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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