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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型轉換之藥動部分審查考量
王藝琳1

前言
新成分新藥在研發過程中，為了配合試驗對象、增加產品品質或安定性、增加產品
競爭力、或拓展市場改善給藥方式等，在臨床前或進入第一次人體臨床試驗，甚至是晚
期人體臨床階段，常見配方優化、或劑型轉換以配合產品定位及需求。而另一方面，新
劑型新藥因開發時程較新成分新藥短、投資成本較低，常為我國新藥開發利基市場佈局
的選題目標。
本文將介紹在研發過程發生劑型轉換需求時，可使用的藥動試驗工具，及應執行哪
些藥動連結性試驗。另依開發方向區分為「上市前劑型優化」及「上市後新劑型新藥開
發」，並搭配數個臨床實際案例分析其臨床策略。原則上，發生劑型轉換時，應依據產
品類別及研發階段規劃合適之藥動連結性試驗，以避免重複執行試驗，並連結過去已完
成的試驗成果，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及符合 3R (replacement、reduction 及 refinement)
原則精神。

劑型轉換須執行的藥動連結性試驗
本文所討論之「劑型轉換」泛指主成分(drug substance)及/或產品(drug product)
在配方、劑型、製程上的所有變化。例如變更前產品有可能已使用於動物試驗開發階段，
甚至已執行符合 GLP 之樞紐性臨床前安全性試驗。若第一次人體試驗擬使用變更後產
品來執行試驗時，就須要提供適當的連結性資料，使合理說明「以變更前產品所執行之
臨床前療效及安全性試驗資料，以推估變更後劑型產品之人體起始劑量與臨床給藥設計
合適性」;或，變更前產品已完成某些臨床藥理學試驗，若發生劑型轉換時也須要適當
的連結性資料，以支持「變更前產品所執行的臨床藥理學試驗仍具代表性」，如此可避
免重新執行相同規模的試驗。另一可能情境為 A 劑型已獲准上市，原開發廠或其他廠商
視藥品市場利基欲開發 B 劑型時，也需提供適當的連結性資料，以合理引用過去 A 劑
型已建立的試驗數據。
因此，不論上市前或上市後，廠商除了需充分說明劑型轉換的理由外，應視藥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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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程度大小，執行適當的化學製造管制項目或/及藥動試驗來連結變更前後的產品，若
經評估仍無法連結，亦可能需額外執行藥毒理試驗或臨床療效/安全性試驗，視開發階
段決定連結性試驗規模及大小。原則上，建議使用最終產品執行臨床樞紐性試驗。越接
近研發晚期或上市階段，劑型轉換所需的連結性試驗要求越嚴謹。
從藥動學的觀點，介紹劑型轉換時可利用的評估工具及相關公告
一、生體可用率或生體相等性試驗
為釐清主成分或劑型變更的影響，將變更前後產品以 head-to-head 方式執行生體
可用率試驗(bioavailability study, BA)是最直接的比較方式。透過生體可用率增輻或差
異，決定是否需要額外執行毒理試驗或其它臨床試驗。同樣地，也有可能發生「劑型轉
換」，但期望維持相同的生體可用率，以順利引用過去的歷史資料或臨床試驗數據，這
時就應考慮執行生體相等性試驗(bioequivalence study, BE)，藉由 BE 統計證明兩產品
沒有明顯的吸收速率/程度上的差異。國內公告之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準
則[1]提供了相關的試驗設計指引。原則上，在健康人執行單劑量交叉比對之 BE 試驗是
最具敏感性的試驗設計，試驗人數應經估算使具足夠的檢定力。給藥劑量、空腹或進食
狀況都應視產品特性，選擇最具代表性且適當的設計。美國 FDA、歐盟 EMA 及我國醫
藥品查驗中心，皆依各別藥品特性推出 BE 試驗設計建議[2,3,4]。雖然 BE 試驗設計建議是
針對同成分同劑型之學名藥開發，但對於「劑型轉換」而言，仍具高度參考價值。
二、配方或製程之主次要變更判定
針對查驗登記應檢送 BA 及 BE 之口服固體製劑，經核准上市後，凡涉及配方、批
量、製程及製造場所改變，應遵照速放製劑與控釋製劑主次要改變定義範圍表，檢附相
關資料。原則上，若屬次要變更，應檢附溶離率曲線比對資料；若屬主要變更則應檢附
生體相等性試驗報告。食藥署已於 108.8.8 預告修正口服固體製劑上市後變更之附件表
格[5]，相關資訊依食藥署公告為主。公告主旨雖是針對上市後變更，但上市前任何階段
的製劑變更亦是參考相同的原則。
三、體外試驗
對於吸收程度低、血中濃度難以測得的藥品，例如局部作用製劑，傳統的生體可用
率試驗無法反應變更產品前後的差異。一般來說，若有法規單位認可之體外試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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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支持變更前後產品的一致性，例如穿透性試驗、藥品釋放動力學試驗或體外結合試
驗。鼻用吸入劑及鼻用噴液劑之學名藥查驗登記及變更部分，國內已公告要求需執行 in

vitro BE study[6]。其他參考資料包括美國 FDA、歐盟 EMA 及國內之 BE 試驗設計建議
[2,3,4]

，及歐盟 EMA 胃腸道局部作用製劑之療效相等性指引[7]。

四、藥效相等性試驗
接續前述三的情況，當血中濃度不可測得，且無法規單位認可之體外試驗模式時，
美 國 FDA 及 歐 盟 EMA 皆 認 為 應 執 行 藥 效 相 等 性 試 驗 (pharmacodynamics
equivalence study)。國內目前尚無針對此議題有相關公告，因此現階段會參考國際法
規單位之規範予以要求。
五、口服製劑高低單位含量以溶離率曲線比對試驗取代生體相等性試驗
依據「口服製劑查驗登記可以溶離率曲線比對報告，取代生體可用率或生體相等性
試驗報告辦理原則」[8]，同廠牌同劑型同成分之不同單位含量產品，且屬配方賦形劑相
似者(即所有成份比例相同，或賦形劑增減屬次要變更範圍)，當速放劑型之高單位含量
產品之 BE 已獲通過，低單位含量產品得以溶離率曲線比對報告取代 BE 試驗;反之，若
低單位含量產品之 BE 已獲通過，高單位含量產品還須證明具線性藥動學特性才能適用。
控釋劑型則依公告指示，特定條件下適用。此概念亦可應用於「劑型轉換」這個主題，
即同廠牌多個單位含量產品發生劑型轉換，且需要執行 BE 作為連結性試驗時，廠商可
評估選擇其中最高或最低單位含量產品執行 BE，其餘單位含量產品若符合該公告條件
者，得以溶離率曲線比對報告取代 BE 試驗。錠劑、膠囊劑、懸浮液及口溶錠皆適用此
公告，其它特殊口服劑型則建議依個案情況與法規單位作進一步討論。
六、口服固體速放劑型依藥品溶解度及穿透性分類原則，以溶離曲線比對試驗取代生體
相等性試驗(BCS-based biowaiver)
BCS 係依據製劑主成分水溶解度及其於腸道的穿透性等特性之科學性分類方法，可
將藥品主成分分成 Class I~IV 共四大類別。當 BCS 類別合併考量製劑整體之溶離率及
賦形劑之影響時，其對於口服固體速放製劑在體內之吸收速率及程度，可作為一科學性
評估依據。現行國內藥品查驗登記已接受屬 BCS Class I 及 BCS Class III 藥品，得採 BCS
原則以溶離曲線比對試驗取代生體相等性試驗[9]。因此，當新藥研發過程中發生劑型轉
換，需要以 BE 試驗作為連結性試驗時，可考慮此公告。但 BCS-based biowaiver 僅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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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屬藥劑相等品註 1 的產品。若屬藥劑替代品註 2，例如研發過程中從錠劑變為膠囊劑，
則建議開發廠商進一步與法規單位討論。若是國內已核准上市速放錠劑，第二家廠商欲
開發速放懸浮液或膠囊劑，屬「新劑型新藥」類別者，不適用此概念。
七、動物或人體藥動比較性試驗
前述六項 PK 工具主要是針對小分子藥物，若是生物藥品於開發過程中發生劑型轉
換，則應考慮執行比較性試驗(comparability study)。由於生物藥品較複雜，製程中任
何變化皆可能影響產品特性。因此，若發生劑型轉換，應循序逐步從化學比較性試驗
(BIO-CMC comparability)、甚至是動物或人體藥動比較性試驗(PK comparability)，
來釐清劑型轉換對整體產品品質及藥物動力學上的影響。若 BIO-CMC 與藥動比較性試
驗結果，無法排除可能對療效及安全產生影響，則需進一步執行臨床療效/安全性比較
性試驗。目前國內尚無生物藥品變更相關公告，但與國內公告之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
記審查準則[10]之概念類似。美國 FDA 及歐盟 EMA 皆有生物藥品製程變更等相關公告[11,
12]

。
再則依開發方向將內容分為「上市前劑型優化」及「上市後新劑型新藥開發」兩大

區塊討論。

藥品開發之劑型優化
一、臨床早期劑型轉換
藥品在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階段常見以靜脈注射劑型給藥，以確認其人體耐受性或
藥效結果。但靜脈注射劑型除了需由醫護專業人員給藥，病患也需勤跑門診才能接受藥
物。因此，許多藥品開發案於研發早期常見嘗試從靜脈注射(IV)轉換至皮下注射(SC)劑
型，因可在家施打，進而提高病患用藥順從度。
若已完成人體 IV 劑型的劑量提升試驗，欲轉換劑型至 SC 劑型，應設計哪些連結性
試驗？之後的 SC 劑型又應如何設計藥動試驗？依據審查經驗，建議應考慮以下方向：
(一) 臨床前單劑量相對生體可用率(relative bioavailability, relative BA)評估，可合

註1

指具有相同有效成分及相等含量之相同劑型之藥品。

註2

指具有相同有效成分或其前驅藥物，惟劑型、含量、鹽基或酯類未必相同之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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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多個劑量組且進行重複劑量試驗。
(二) 利用最低有效濃度協助尋找 SC 劑量。
(三) 人體相對生體可用率試驗。
(四) 人體 SC 給予多個劑量組且進行重複劑量試驗。
所有新開發產品進入人體試驗前，皆需要進行臨床前動物試驗。依案例情境，IV 劑
型應已完成 GLP 毒理試驗及人體起始劑量推論。因此，SC 劑型應先於最具敏感性的動
物物種執行單劑量 SC vs. IV 之 relative BA 動物試驗，以確認 SC 劑型的體內吸收程度
及評估，是否有額外考量需補執行以 SC 給藥之毒理試驗，並協助推算人體 SC 劑量。
若 SC 產品為長期多劑量使用，應有多個劑量組別且為重複劑量之動物藥動試驗，可了
解 SC 給藥之線性藥物動力學特性、穩定狀態下的吸收程度、蓄積參數，幫助廠商評估
SC 給藥頻率。若臨床前階段已知最低有效濃度，可協助推估 SC 劑量，縮小人體試驗尋
找 SC 最適宜劑量的範圍。SC 劑型第一次進入人體試驗後，亦需確認其人體之相對生體
可用率。若可行，可考慮在單一 SC 臨床試驗內設計不同 cohort，同時評估單劑量
relative BA 試驗、及不同劑量/給藥頻率的重複劑量試驗。
二、臨床前階段劑型轉換
研發中藥品於臨床前階段發生劑型轉換很常見，需要執行的連結性資料要求也較有
彈性，應視個案而定。但若在樞紐毒理試驗(pivotal GLP toxicity study)完成後發生劑
型轉換，為衡量是否需再額外執行其他的毒理試驗，就需要執行連結性試驗。
假設某研發中藥品 A 已完成大鼠及狗兩個物種的樞紐毒理試驗，廠商欲使用新配方
產品以改善生體可用率，應在哪一物種身上執行哪些連結性試驗？
首先需選擇與人體最相關的物種並了解其藥動特性，而轉換配方需要執行一單劑量
相對生體可用率試驗。若大鼠與狗兩物種皆屬敏感物種，大鼠在 3~300 mg/kg 劑量範
圍屬非線性藥動學特性，Cmax 與 AUC 增加的幅度低於劑量提升的倍數；狗於 10~40
mg/kg 範圍屬線性藥動學特性，Cmax 與 AUC 隨劑量成比例增加而增加。兩物種在毒理
劑量下之暴露量已有明確的安全性資料。就審查經驗而言，在具線性藥動學特性的狗物
種身上執行單劑量相對生體可用率試驗，是較保守的做法。若在大鼠身上執行，因非線
性藥動學特性，有可能在高劑量無法拉高暴露量，造成難引用 GLP toxicity study 的窘
況。因此，若發生 A 藥情況，建議廠商考慮設計以下連結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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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劑量且至少三個劑量組，以釐清新配方是否具線性藥動學特性。
(二) 高劑量組之暴露量預期應涵蓋 GLP toxicity study 之最高暴露量。
(三) 依據治療機轉(mechanism of action)、藥動特性及代謝途徑，選擇與人體最
相關之物種。
三、臨床晚期劑型轉換
若於臨床階段晚期發生劑型轉換，尤其牽涉支持療效安全性的臨床樞紐試驗，所需
的連結性試驗要求更為嚴謹，需以變更前與變更後產品執行進行 head-to-head 比對。
例如樞紐試驗所使用的產品與上市產品之間發生變更、樞紐試驗執行期間同時使用變更
前及變更後產品、或是多個樞紐試驗使用不同的產品。劑型轉換之變更程度判定需依照
法規公告，如前述所介紹的藥動工具，執行符合法規要求之連結性試驗。若劑型轉換發
生於臨床樞紐試驗執行前，其藥動連結性及結果則較彈性，可視個案狀況而定。
樞紐試驗執行期間，可能同時使用變更前及變更後產品，若樞紐試驗設計含藥動採
樣且變更程度不大，依產品類別進行藥動次族群分析(subgroup analysis)，證明產品變
更不影響體內吸收程度，也可作為藥動連結的支持性資料。

上市後新劑型新藥開發
新劑型新藥開發有可能是原廠為因應專利到期，推出新劑型新藥以維持市場占有
率，或是第二家廠商評估市場利基開發新產品。但開發新劑型產品往往也涉及新使用途
徑及(或)新使用劑量。圖一代表本身為新劑型之產品，是否涉及新使用途徑及(或)新使用
劑量，而劃分出四個象限。各象限內亦例舉出常見的劑型轉換狀況。而圖二則是依藥品
查驗登記審查準則附件三[13]列出各類別其法規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藥品查驗登記審查
準則附件三[13]僅列出「最低法規門檻」，即至少須提供的資料。事實上，在藥品查驗登
記時，為支持藥品所宣稱的適應症及用法用量，亦會有額外的科學性之審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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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劑型涉及新使用途徑及(或)新使用劑量之分類

圖二、依圖一新藥類別，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之最低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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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以四個藥品為例 (Megase ES®[14]、Mirapex PR®[15]、Exelon® Film[16]及
Ozurdex®[17])，說明其研發及科學性審查考量。
一、Megace® vs. Megace® ES[14]
Megace® oral suspension 40 毫克/毫升，主成分為 megestrol acetate，適應症
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患者的厭食症、及 HIV 患者及癌症患者之惡病體質引起的體重明
顯減輕，原開發商為 Bristol-Myers Squibb Company (簡稱 BMS)。由於 megestrol
acetate 難溶於水，第二家廠商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利用 NanoCrystalTM
technology 開發第二代產品 Megace® ES，藉由縮小主成分粒徑，增加其接觸表面積、
提升溶解速率，進而增進生體可用率。Megace® ES 申請相同適應症，但因生體可用率
增加/降低給藥劑量，因此屬新使用劑量新藥(表一)，在美國 FDA 以 505(b)(2)方式申請
新藥藥證。
表一、Megace ES®口服懸浮液與 Megace®口服懸浮液之用法用量比較
®

®

Megace ES Oral suspension

Megace Oral suspension

美國 FDA 案號

021778

020264

單位含量

125 mg/mL

40 mg/mL

用法用量

可與或不與食物併服
312.5 mg QD
625 mg QD

已知有明顯食物效應，但仿單未限制進
食或空腹使用
400 mg QD
800 mg QD

每日給藥體積

2.5 mL or 5 mL

10 mL or 20 mL

由於 Endo 策略為申請相同適應症，考量 Megace® ES 係改善藥物溶解度，並未改
變血中濃度經時變化，加上 Megace®本身有明顯的食物效應。因此，廠商規劃執行
Megace® vs. Megace® ES 之樞紐 BE 試驗及食物效應試驗，以順利連結 Megace®之
療效/安全性資料。樞紐 BE 試驗係以單劑量、交叉試驗設計且於健康人進食狀態下執行
BE。結果以 625 mg/5 mL 單位含量產品之 BE 試驗結果最接近對照藥品。食物效應試
驗顯示 Megace® ES 的食物效應比 Megace®小，且進食狀態之吸收程度與空腹相似，
因此 Megace® ES 可與或不與食物併服。
二、Mirapex® PR[15] (Oral IROral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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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若僅核准上市速放劑型(IR)，廠商欲申請同成分控釋劑型則屬新劑型新藥，原
則上應提供 BA 試驗及臨床試驗報告，且應有適當資料連結至國內已核准上市之速放劑
型，以連結國內現有臨床使用經驗。要求 BA 試驗的主因係 BE 之統計方式僅針對 Cmax、
AUC0-т及 AUC0-∞，而 AUC 於計算過程中，可能會掩蓋速放劑型與緩釋劑型真實的藥
動學輪廓(PK profiling)差異，難以進行完整評估。因此，要求 BA 試驗及臨床試驗，以
釐清兩劑型 PK profiling 的差異對療效與安全性的影響。台灣對於此類案件的法規要求，
亦與美國 FDA 類似。
以美國 FDA 核准之 Mirapex® PR[15] (pramipexole)為例，Mirapex® IR 共有七種
單位含量(0.125~1.5 毫克)，用於治療巴金森氏症及原發性腿部躁動症，每日三次，核
准日劑量為 0.375~4.5 毫克。原廠後來開發 PR 緩釋劑型(prolonged-release)，共七種
劑量(0.375~4.5 毫克)，改為一天使用一次。Mirapex® PR[15]除臨床試驗報告外，藥動
亦檢附以下資料﹕
(一) 不同配方之 0.375 毫克 PR 錠劑之單劑量試驗，利用體外/體內相關性(IVIVC)
建立產品規格。
(二) 以 IR 為對照組，執行 PR 產品之健康人相對生體可用率試驗，也包含 PR 劑量
產品之線性評估、多劑量藥動特性及食物效應評估。
(三) 腎功能不全族群之群體藥動學分析。
(四) 體外酒精傾瀉試驗。
除法規最低門檻「BA 試驗」外，PR 產品的線性特性、穩定狀態之藥動參數及食物
效應試驗，也是新藥查驗登記不可或缺的資料。原 IR 劑型即須針對腎功能不全患者，
進行劑量調整，新緩釋劑型開發者，也須釐清新劑型之血中濃度經時變化，對於腎功能
不全患者的影響為何。美國 FDA 要求緩釋劑型，皆須執行體外酒精傾瀉試驗，以避免
劑型設計缺失，讓服藥者暴露於高劑量傾瀉的風險中。國內雖無相關法規要求，但仍鼓
勵國內新緩釋劑型開發商，執行此類體外試驗。
三、Exelon® Film[16]
Rivastigmine 從口服膠囊發展至貼皮劑 Exelon® Film[16]，是非常成功的劑型變更
案例，藉由貼皮途徑避免首渡效應消耗藥物，大幅提升藥物的生體可用率。Exelon®
Film[16] 宣稱相同適應症，但改由皮膚吸收，貼皮劑投與劑量與口服劑型不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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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lon® Film[16]屬新使用途徑及新使用劑量新藥。廠商除了在臨床前、臨床藥動/藥效
執行相關試驗外，也執行臨床樞紐試驗，以證明新使用途徑/用法用量之療效及安全性。
兩個使用途徑皆屬全身性吸收，因此從藥動角度而言，在新使用途徑之暴露量不超過原
核准暴露量之前提下，可適當引用口服膠囊的分布、排除、藥物交互作用及特殊族群資
料，有相當程度的減免空間。在臨床前及臨床藥動/藥效分別執行以下試驗：
(一) 體外釋放試驗(in vitro release study)。
(二) 投與 14C-rivastigmine 評估靜脈、口服與貼皮給藥後，原型藥與主要代謝
物在 minipig 體內的變化及毒理動力學評估。
(三) 人體皮膚組織體外代謝試驗。
(四) 健康人單劑量相對生體可用率試驗(口服 vs.貼皮劑)；不同貼皮位置之相對
生體可用率試驗。
(五) 目標病患多劑量藥動試驗(口服 vs.貼皮劑)。
(六) 利用群體藥動學分析皮膚給藥對特殊族群的影響。
由於是皮下吸收製劑，體外釋放試驗是不可或缺的資料。在臨床前及人體藥動試驗
皆有口服 vs.貼皮劑之藥動生體可用率試驗，且同時測試原型藥及其代謝物之 AUC 比值，
以證明貼皮劑避開首渡效應，提高原型藥的吸收程度。由於 Exelon® Film[16]是長期使
用，且有多種單位含量，因此貼皮劑仍需在人體執行重複劑量試驗，且再次建立皮下吸
收之線性特性。其中較特別的是代謝部分，過去係經腸胃道給藥，因此全身性吸收前的
代謝主要發生在肝臟。改為皮下吸收後，廠商特地執行體外皮膚代謝試驗，以確認局部
(皮膚)是否有額外的代謝作用發生。
四、Ozurdex®[17]
Ozurdex®[17]是一老藥新用的成功案例，主成分 dexamethasone 已有多種劑型在
美國核准上市，包括靜脈注射、口服及眼用製劑，在人體全身暴露量及安全性已有相當
豐富且充足的資料。Ozurdex®[17]改以玻璃體內注射緩釋型植入劑，申請新適應症治療
黃斑部水腫，因此 Ozurdex®[17]為一新使用途徑，合併新療效及新使用劑量之新藥。
Ozurdex®[17] 額外執行的臨床前及臨床藥動/藥效試驗如下：
(一) 臨床前單劑量藥動試驗與多劑量毒理動力學試驗。
(二) 體外黑色素結合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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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物眼球組織分布暨代謝試驗。
(四) 三期臨床試驗合併執行藥動學評估。
以相同給藥途徑，先於動物進行單劑量及多劑量藥動試驗是必要的，以推敲未來人
體試驗的吸收程度大小。由於局部給藥可預期體內吸收程度低，藥物多蓄積於給藥位置
(眼)，且眼睛結構較複雜，難使用人體眼球進行試驗。因此，眼部製劑之分布、代謝資
料多仰賴體外及動物試驗數據，如體外黑色素結合試驗，及動物體內眼球分布暨代謝試
驗。排泄部分，可預期與其他含 dexamethasone，且具全身性吸收的產品相同。
在臨床試驗部分，因預期全身極低吸收，因此，在兩個三期樞紐試驗於最大用法用
量下，進行藥動採樣，結果證明多數採樣時間點之濃度值，皆低於定量極限(LLOQ)。在
無全身性吸收的情況下，其它體內 ADME、藥物交互作用及特殊族群等資料，則可免除。

發生劑型轉換之共通考量
新藥開發進行劑型轉化或優化時，須考慮優化後產品如何提供病患，合適的服藥方
式與給藥劑量。除了用法用量外，還包括是否與食物併服給藥、老年/兒童/肝腎功能不
全等特殊族群的給藥方式，及藥物交互作用建議，都須清楚地呈現在仿單上。因此，不
論申請產品屬何種新藥類別，食物效應試驗、特殊族群及藥物交互作用等，皆應重新討
論，確認應執行之試驗。
食物效應的影響變因非常多，包括腸胃道 pH 值、胃排空速度、藥物吸收窗改變等
等，劑型或賦形劑發生改變，也可能因食物影響造成物理或化學方面的交互作用，特別
是親脂性較高的藥物，更易受食物影響。原則上，所有的口服新藥類別的藥品，皆需評
估其食物效應。在劑型或有效成分進行物性改變或化學修飾，導致生體可用率提升的藥
物，也需要再額外進行食物效應試驗。以 atorvastatin[18]為例，早期開發係以非晶型
atorvastatin 作為原料藥，並完成多項臨床藥理試驗，包括食物效應試驗。但後來發現
結晶型 atorvastatin 更穩定，為了將原料藥從非晶型改成結晶型，廠商另執行一使用非
晶型 vs.結晶型成品之相對生體可用率試驗，結果顯示使用結晶型原料藥製成的產品
AUC 不變，但 Cmax 增加 23%。因此，最後廠商以新產品重新執行了食物效應及劑量提
升試驗。
特殊族群及藥物交互作用，建議以最終劑型/配方進行試驗，若中途有任何變更，
需先釐清變更程度，是否需要執行體內或體外連結性試驗，例如溶離率曲線比對試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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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生體可用率試驗。特殊族群及藥物交互作用再評估的原則相同：變更前產品，理應
已建立其臨床治療劑量下的特殊族群/藥物交互作用評估，若變更前產品(或上市核准產
品)之暴露量，可涵蓋新產品最大用法用量下之吸收程度，且無其它局部安全性疑慮，
則可引用過去已建立的歷史資料。若無法引用，則需以新產品進行體內評估。除了以新
產品重新執行特殊族群或藥物交互作用之臨床試驗外，藥動電腦模擬
(modeling/simulation)、族群藥動分析或樞紐試驗次族群分析等，也都可做為支持性
資料。

結語
新藥研發為因應臨床需求，在不同階段皆可能面臨劑型轉換衍生的問題，如何執行
適當的連結性試驗，提供資料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本文主要統整現有國內公告，介紹目
前國內外法規單位曾遇到的劑型轉換情況，及其所應考量的藥動觀點及試驗工具。不論
是新藥上市前發生劑型轉換，或是上市後開發新劑型，都能利用藥動試驗工具，針對其
試驗產品進行第一步評估，再決定後續需補足的試驗項目，可提供開發者選擇合適的試
驗產品，並作為規劃未來產品方向及策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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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經驗思考台灣於亞洲發展跨區域
臨床試驗(MRCT)之策略
陳紀勳 1

前言
跨區域臨床試驗(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 MRCT)為目前藥物發展之趨勢。所謂
MRCT 是指一項於不同區域在相同計畫書下同時執行的臨床試驗，區域的定義可為地理
區域(geographic region)，國家或法規區域(regulatory region)。國際藥廠在全球佈局
策略中，常會面臨不同國家/區域之法規單位(regulatory authorities)有不同法規要求的
挑戰。在不同國家/區域之法規單位審查認可其計畫書下，MRCT 可於較短時間內收到
足夠的受試者，試驗結果亦較容易推論到不同區域的病人族群，有利於藥物儘快於全球
同步上市。而且依據 ICH E5 之 Q/A (R1)，若 MRCT 在某區域收納足夠之受試者，則
MRCT 亦可提供銜接性試驗資料，有可能取代銜接性試驗而減少執行銜接性試驗之負擔。
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ICH)亦於 2017 年 11 月公布 E17 Guideline：「GENERAL
PRINCIPLES FOR PLANNING AND DESIGN OF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S」，提供了藥物研發中 MRCT 設計所須之科學考量[1]。
對於罕見疾病(每個國家/區域案例極少)，受試者收納有困難(例如老人兒童受試者)
或單一國家/區域難以獨立執行之臨床試驗(例如：須要極大量受試者之心血管疾病臨床
試驗)，MRCT 亦為最佳的方案之一。圖一顯示新藥研發之 Independent strategy 與
MRCT strategy 之差異。
日本過去之新藥臨床研發策略常為圖一中的 independent strategy，因此新藥上
市的時間常較其他國家/區域來得晚。近年來日本有越來越多的案例採 MRCT 策略以縮
短新藥臨床研發時程。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新藥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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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藥研發之 Independent strategy 及 MRCT strategy 之差異
日本之 MRCT 有 2 種 [2] ：一為 Global Clinical Trials (GCTs)，另一為 GCTs
conducted in Asian regions (Asian GCTs)。GCTs 即為日本參與全球(歐、美、亞洲…..
等)之臨床試驗；Asian GCTs 則為參與臨床試驗的國家/區域僅包括日本及其他東亞族群
國家(例如台灣，韓國……)。在探討族群差異時，GCTs 是沿襲銜接性試驗的概念，將整
體 GCT 結果視為西方人資料，而將 GCT 中之某特定族群(例如日本)的次族群分析視為
銜接性資料。我國參與 GCTs 與 Asian GCTs 意義不同，參與 Asian GCTs 更可瞭解該藥
品於東亞族群/我國族群之療效安全性，對於疑似有東西方族群差異的藥物，Asian GCTs
之結果更有利於查驗登記之審查。本文將針對東亞族群特有疾病及具東西方族群差異之
治療領域，探討日本於亞洲發展 MRCT(即 Asian GCTs)之策略及案例，以作為我國於亞
洲發展 MRCT 可能標的之選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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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領域
一、流行性感冒
由於流行性感冒新病毒常源自於東南亞，因此依日本學者觀點，東亞區域在流行性
感冒相關之藥物研發佔有特殊地位[2]。
以治療流行性感冒之抗病毒藥物 peramivir 為例，日本於 2010 年 1 月核准此藥物，
核准主要臨床依據為 1 個第三期 Asian GCTs (受試者為台灣人，日本人及韓國人) 及 1
個第三期日本人試驗；第三期 Asian GCTs 共收納 1091 位受試者(台灣佔 244 位)，而
第三期日本人試驗僅收納 37 位受試者[3]。我國於 2016 年 2 月核准，美國於 2014 年
12 月核准，歐盟則於 2018 年 4 月才核准。
另一治療流行性感冒之抗病毒藥物案例為 laninamivir，日本於 2010 年 9 月核准
此藥物，申請者為第一三共；核准臨床依據包括 2 個日本第二期試驗，1 個台灣第二期
試驗(180 人)，1 個第三期 Asian GCTs (受試者為台灣 188 人，日本 787 人，香港 7
人及韓國 21 人)，1 個第三期日本人試驗及 2 個第三期日本小兒試驗。[3] 美國及歐盟皆
尚未核准此藥物。
第三個案例為 Favipiravir，是為對抗新興流行性感冒病毒之藥物，日本於 2014 年
3 月核准，核准主要臨床依據為 1 個第三期 Asian GCTs (受試者為台灣 140 人，日本
540 人及韓國 82 人) [3]。美國及歐盟皆尚未核准此藥物。
以上 3 個案例共同點為日本率先比美國及歐盟早上市，核准之主要臨床依據包括第
三期 Asian GCTs，且其受試者包括我國病患；顯示在這個治療領域，日本法規單位及
研發廠商傾向執行包括我國受試者之第三期 Asian GCTs 作為樞紐試驗。
二、近視(myopia)相關疾病
東亞族群近視盛行率較歐美高[4,5]，因此近視相關疾病之治療藥物研發宜考慮執行
Asian GCTs [2]。
高 度 近 視 脈 絡 膜 血 管 新 生 (myopic CNV) 會 導 致 失 明 ， aflibercept 是 一 種
anti-VEGF 藥物，日本於 2014 年 9 月核准 aflibercept 用於 myopic CNV；核准主要
臨床依據為 1 個第三期 Asian GCTs (受試者為台灣人，日本人，香港人，新加坡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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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此臨床試驗共收納 121 位受試者(台灣佔 10 位)

[3]

。歐盟於 2015 年核准

aflibercept 用於 myopic CNV，美國則尚未核准此適應症。
另一案例為 ocriplasmin，ocriplasmin 為蛋白質酶，用於治療 vitreomacular
traction (VMT)；美國於 2012 年 10 月核准，歐盟則於 2013 年核准。廠商則於日本執
行一第三期臨床試驗 J-12-075，試驗於 2013 年 7 月開始進行，預計收納 251 位受試
者[6]。
三、精神科藥物
日本學者認為精神疾病涉及外因性因子，例如文化及生活型態，因此新藥研發須執
行傳統之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2]，而不能以銜接性試驗外推 global trials 之結果。
以治療 schizophrenia 的藥物 lurasidone 為例，廠商執行了 5 個 global trials；在
亞洲則執行了 2 個 Asian GCTs，收納台灣、日本，馬來西亞及韓國受試者[6]。
另一治療 schizophrenia 的藥物案例為 cariprazine，廠商執行了 3 個 global trials；
在亞洲則執行了 1 個 Asian GCTs，收納台灣、日本及韓國受試者[6]。
由於精神科用藥臨床試驗失敗率較高(尤其是憂鬱症藥物)，且通常 GCTs 會執行 3-5
個或更多試驗，以獲得較多成功之試驗，但 Asian GCTs 執行數目較少，因此 Asian GCTs
在試驗設計及試驗執行上須嚴謹以免造成 false negative 之結果。
Schizophrenia 之治療在我國及日本有外因性差異，我國病患以門診治療為主，而
日本病患幾乎都住院，目前尚未得知這兩類病患是否對藥物反應有差異；在執行 Asian
GCTs 時可考慮以國家或門診/住院作為隨機分派之分層因子。
四、糖尿病藥物
日本學者認為日本人在 insulin secretion 及 insulin resistance 上與西方人有內因
性差異[2,7]，以日本 PMDA 自 2007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間核准之藥物來看，有 5 種
降血糖藥物有執行 Asian GCTs，這 5 種藥中有 4 種藥係日本與美歐同步核准的。
須注意的是，日本在 2012 年前使用的糖尿病療效指標 HbA1c 是 JDS value
(Japanese Diabetes Society value)，與其他國家使用的 HbA1c 檢測方法不同，呈現
數據時須經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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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心血管疾病臨床試驗
某些心血管疾病臨床試驗，例如欲證實降低 MACE (未死亡中風，未死亡心肌梗塞
及血管疾病之死亡)風險之試驗，常須要數千位或上萬之受試者。若受試者人數不足，
其結果可能難以判讀而影響決策之論述。以下列舉 2 個案例。
一、Prasugrel
Prasugrel 是一種 P2Y12 血小板抑制劑，在歐洲及美國核准用於急性冠心症(acute
coronary syndrome)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PCI)後之心血管事件預防，歐美核准之
劑量為 60 mg 負荷劑量之後每日 10 mg。其樞紐試驗 TRITON-TIMI 38 收納了 13,608
位受試者(92%為白種人)，其 MACE 發生率在 prasugrel 組為 9.4%，對照組 clopidogrel
為 11.5%，prasugrel 組療效優於對照組(HR=0.812，p<0.001) [8]。
由於種族差異，日本人將負荷劑量降低為 20 mg，之後每日 3.75 mg；並以此劑量
執行一項第三期臨床試驗 J301；試驗 J301 之設計與歐美試驗 TRITON-TIMI 38 類似，
但僅收納 1,363 位受試者(皆為日本人)，療效指標為 MACE1 (未死亡缺血性中風，未死
亡心肌梗塞及血管疾病之死亡)。試驗結果，MACE1 發生率在 prasugrel 組為 9.3%，
對照組 clopidogrel 為 11.8%，HR 為 0.773 (95% CI：0.557-1.074) [9]。
當一個藥物因種族差異而須用較西方人低的劑量時，必須以此低劑量再執行確認性
試驗以確認療效，而不能以銜接性試驗外推西方人試驗結果。因此試驗 J301 須視為一
確認性試驗。與歐美試驗 TRITON-TIMI 38 相較，日本試驗 J301 受試者人數少了許多(僅
為歐美試驗之十分之一)。試驗 J301 之 HR 為 0.773 與 TRITON-TIMI 38 之結果近似，
且 95% 信賴區間上限為 1.074，已趨近於 1。
二、Ticagrelor
Ticagrelor 亦為一 P2Y12 血小板抑制劑，在歐洲及美國核准用於降低急性冠心症
(acute coronary syndrome)後之栓塞性心血管事件發生率，歐美核准之劑量為每日
180 mg。其樞紐試驗 PLATO 收納了 18,624 位包括歐洲，美洲及亞洲受試者，其 MACE
發生率在 ticagrelor 組為 9.3%，對照組 clopidogrel 為 10.9%，ticagrelor 組療效優於
對照組(HR=0.84，p=0.0003) [10]。
我國亦有 92 位受試者參與此試驗，然其次族群分析卻顯示療效趨勢與整體結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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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如圖二) [10]，亦即 HR>1。這有可能是因為受試者人數過少，而導致其次族群分析與
真實(truth)有所偏離。
日本未參與此試驗，而另執行一銜接性試驗 PHILO，PHILO 試驗的 ticagrelor 劑
量與 PLATO 試驗相同，試驗設計亦與 PLATO 試驗類似。該試驗收納了 801 位受試者，
包括日本 721 位，台灣 35 位及韓國 44 位。其 MACE 發生率在 ticagrelor 組為 9.0%，
對照組 clopidogrel 為 6.3%，HR 為 1.47 (95% CI: 0.88-2.44) [11]。

圖二、Plato 試驗療效次族群分析
PLATO 試驗及 PHILO 試驗的經驗顯示，以 MACE 為療效指標之心血管疾病樞紐試
驗須要極大量的受試者，若要執行其銜接性試驗，亦須要有足夠之受試者，避免試驗結
果難以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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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日本對於第三期臨床試驗之策略有 3 種： 1) 在東亞族群執行傳統確認性試驗，2)
執行銜接性試驗，及 3) 加入 Global Clinical Trials (即 global MRCT)。在無內因性及
外因性差異下，Asian GCTs 是目前我國與日本合作研發新藥之重要合作模式；Asian
GCTs 可以是第三期確認性試驗或是銜接性試驗。
依據日本學者之觀點[2]，適合執行 Asian GCTs 之藥物包括下列治療領域：
(1) 流行性感冒
(2) 近視(myopia)相關疾病
(3) 精神科藥物
(4) 糖尿病藥物
另外，以 MACE 為療效指標之心血管疾病臨床試驗都須要大量的受試者，若要在
東亞族群執行傳統確認性試驗或銜接性試驗，Asian GCTs 可增加受試者來源並加速收
案。除了上述之治療領域外，其他治療領域(尤其是收案困難之疾病，例如罕藥)亦可為
推廣 Asian GCTs 之標的。
我國於亞洲發展 MRCT 目的，在藉由與我國內因性與外因性相似之國家合作收案，
以加速新藥研發。對於有東西方族群差異疑慮之新藥，Asian GCTs 可能為最佳研發策
略。
依衛生福利部規定，在我國執行臨床試驗須在教學醫院，目前已有 137 個醫院可執
行臨床試驗，且醫療品質已達國際水準。在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IRB)方面，有 24 家 IRB
經 FERCAP (Forum for Ethical Review Committees in Asian & Western Pacific
Region)認證，有 24 家 IRB 經 AAHRPP (Association for the Accredition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Program)認證。因此在亞洲國家中，我國已有極佳之臨床試驗環
境，業者在計畫執行 Asian GCTs 時可考慮多在我國收案，以加速東亞族群之新藥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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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7 月發表「新生兒臨床試驗之臨床藥理學考
量」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洪惠淳

發表時間： 2019/07/29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clinical pharmacology,

別： 指引草案

neonatal studies
資料來源： General Clinical Pharmacology Considerations for Neonatal Studies
for Drugs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Guidance for Industry-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目的為協助計畫於新藥申請案(NDAs)、生物製劑申請案(BLAs)
及變更案(supplements)執行新生兒臨床試驗之廠商，提供試驗規劃
的一般性考量與建議，目前為草案階段，尚在收集公眾意見中。

2.

本指引的重點為小兒族群下的次族群─新生兒，故可補足美國 FDA 於
2014 年發表的「General Clinical Pharmacology Considerations for
Pediatric Studies for Drugs and Biological Products」，於文中簡稱
為「小兒試驗指引」，該指引內容可參考 2015 年 2 月 4 日出版之第
52 期當代醫藥法規月刊「小兒臨床試驗之臨床藥理學考量」，以及針
對一般小兒藥物動力學考量，可參考 2016 年 8 月 5 日出版之第 70
期當代醫藥法規月刊「小兒藥動/藥效學試驗法規介紹」。

3.

新生兒的胎齡(gestational age，GA)、出生後年齡(postnatal age，
PNA)及其他因素(如潛在疾病、併發症)，與其器官、組織的功能表現
及發育成熟度相關，是影響藥動/藥效學特性的重要因素。舉例：GA 24
周且 PNA 4 周的新生兒，其負責藥物吸收、分佈、代謝及排泄的器官
或組織發育成熟度會與 GA 28 周但剛出生的新生兒不同。

4.

本指引對新生兒期(neonatal period)的定義如下所列，與 2017 年 8
月發布之 ICH E11 所用定義一致：
(1) 足月兒、足月後產兒(term and post-term newborn)：出生日至
出生後 27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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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產兒(preterm newborn)：出生日至預產期後 27 天內
此定義之考量與一般認定之新生兒期相近，即 44 周內的孕週數
(post-menstrual age，PMA)為新生兒。
5.

新生兒可依出生時的 GA 與/或體重再進行次族群歸類，此舉有助於臨
床試驗收納具相似基準特性的受試者，減少試驗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問題。另，因藥物在新生兒的藥動特性變化與 PNA
高度相關，故進行次族群歸類時，須將 PNA 納入考量。

6.

於新生兒族群執行藥動/藥效學試驗的基本概要、試驗設計與小兒族群
的概念相似，相關內容可參考「小兒試驗指引」
，以下第 7 至 8 點介紹
新生兒族群之特殊考量。

7.

以下為執行新生兒藥動/藥效學試驗前須考量之重點概要：
(1) 吸收：一般而言，非靜脈注射途徑給藥之藥物在新生兒的吸收可
能與大齡小兒(older children)不同，例如：胃酸、胃腸道排空速
率、吸收處的表面積、胃腸道代謝酵素、胃腸道的藥物穿透性、
膽道功能、轉運蛋白的表現、不同的給藥途徑、腸道灌食的型態
以及皮膚成熟度等皆須考量。
(2) 分佈：相較於成人及大齡小兒，新生兒具較高的身體總含水量、
較低的藥物-血漿蛋白及藥物-組織結合率，新生兒的血漿蛋白濃
度及組織發育程度隨周齡改變，進而影響藥物分佈。鑑於新生兒
發生高膽紅素血症的風險，若藥物可能與白蛋白的結合，則應評
估藥物藉競爭作用從白蛋白結合位取代膽紅素的情況。
(3) 代謝：已有研究顯示部分代謝酵素(如 CYP3A7、CYP3A4)在新生
兒具較高的表現量，於試驗規劃階段應妥善回溯科學性文獻，瞭
解藥物的代謝途徑。因許多代謝途徑於新生兒出生後的個體發育
(postnatal ontogeny)尚未明確，執行額外的體外或動物試驗可
能有其必要性。適當情況下，可在新生兒執行微劑量試驗
(microdosing studies)，評估新生兒與大齡小兒的潛在代謝差異。
(4) 排泄：新生兒的腎絲球濾過率(ｇ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
較低，特別是在 PMA 小於 32 周的新生兒。當藥物排泄主要經由
腎臟時，PMA 與 PNA 會顯著影響新生兒體內的藥物暴露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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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蛋白系統(尤其主動運輸類蛋白)於新生兒的個體發育差異亦
可能影響藥物的藥動學表現。
(5) 清除率：清除率於不同 PMA 及 PNA 的新生兒可能具明顯的差
異，故評估新生兒次族群的清除率有其必要性，且可視藥品特性
及試驗可行性進行分室採樣(compartment sampling)，例如採集
腦脊液，以助於決定新生兒的最佳劑量。
(6) 藥效學(Pharmacodynamics)：過去已有的小兒及成人暴露量-反
應(exposure-response)資料有助於新生兒試驗的規劃，若臨床指
標無法適用於新生兒，則可選擇合適的生物標記(biomarkers)作
為替代指標。於試驗中應盡可能收集並分析新生兒的藥動/藥效學
數據，評估暴露量-反應間的關聯性，並與大齡小兒及成人的結果
比對。
(7) 藥物基因質體學(pharmacogenomics)：若已有的大齡小兒及成
人資料顯示藥物基因質體學的差異會影響藥物的藥動學、療效及
安全性，則建議於新生兒族群進行藥物基因質體學的分析。
8.

以下為新生兒藥動/藥效學試驗設計之建議：
(1) 提供新生兒療效/安全性證據的一般性策略：因新生兒具獨特的疾
病進展，以成人或大齡小兒的療效結果外推至新生兒的策略並不
常見，對開發新生兒適應症的大部分藥品而言，須於新生兒執行
適當且控制良好(well-controlled)的臨床試驗。另，無論證明療
效的策略為何，皆須提供藥物於新生兒的安全性數據。
(2) 試驗族群：應盡可能涵蓋所有用藥族群，以評估藥品在不同 PMA
及 PNA 新生兒的情況。
(3) 劑量選擇：應參考成人、大齡小兒藥動/藥效學數據及小兒試驗指
引中建議的評估因子，來進行新生兒劑量的選擇。此外，因新生
兒的成長發育隨年齡變化快速，在一小段期間後便可能需要進行
劑量調整，故劑量選擇也應將 PMA 及 PNA 納入考量。假使對新
生兒的試驗劑量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則須以劑量調定(titration of
the dose)、調整性試驗設計(adaptive trial designs)或使用藥物
血中濃度監測(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等方法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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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試驗。
(4) 劑型：新生兒劑型的開發與小兒試驗指引中所建議的方向相似，
而須另外考量的面向包含活性成分的鹽基、賦形劑及單位含量的
體積等。其中，因新生兒的器官發育尚未成熟，為避免蓄積，賦
形劑的使用應儘量最少化，且不應使用具已知毒性的賦形劑(如乙
醇、丙二醇及苯甲醇)。另外，應評估腸外或腸內給藥過程中，藥
品與給藥管路(tubing)、共服液體(如營養液)及其他治療藥品間的
交互作用風險。
(5) 採樣點的考量：
A.

應以最少的採血量內得到最多藥動資訊為目標進行設計，目
前稀疏採樣(sparse sampling)是較為實用的方法。

B.

新生兒的紅血球壽命較成人短，規劃採血次數及體積時，須
考量 GA、PNA、疾病種類及嚴重度對紅血球生成速率的影
響，並設定新生兒可接受採血的最低血紅素數值。

C.

彙整多個學術中心與科學研究與倫理審查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發表之文獻，新生兒採血
量的限制範圍為單次採血量或 24 小時內不超過 1~5%全身
血量，1 個月內不超過 3~10%全身血量。

D.

機 會 採 樣 (opportunistic sampling) ， 又 稱 再 利 用 採 樣
(scavenged sampling)為使用先前用於臨床評估所收集之
檢品(如血液、腦脊液或支氣管液)，來進行藥物濃度的分析。
相較於傳統的藥動採樣方法，機會採樣可提高新生兒藥動試
驗執行的可行性。

E.

因機會採樣下的檢品，其最初目的通常不是用於探索藥動特
性，有別於傳統的藥動採樣流程，故須確保檢品採樣、保存
及處理過程中的安定性。此外，應評估此類檢品的採樣時間
點是否具代表性，及其藥物濃度與一般前瞻性藥動採樣檢品
所得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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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7 月發表「非活性成分資料庫之使用」指引
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林憶珊

發表時間： 2019/07/10

內容歸類： 藥品品質、化學製造管制

類

關 鍵 字： Inactive ingredient database

別： 指引草案

資料來源： Using the Inactive Ingredient Database -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針對藥品開發階段如何使用 FDA 的「非活性成分資料庫
(inactive ingredient database, IID)」提供建議，內容包含如何使用資
料庫評估賦形劑的安全性，並描述資料庫的架構、資料庫的賦形劑數
據 及 介 紹 命 名 (nomenclature) 、 最 大 效 價 值 (maximum potency
level)與測量單位(units of measure)等資訊。

2.

非活性成分資料庫為已核准上市藥品(NDA 與 ANDA)之賦形劑清單，
該資料庫不包含因安全問題而下市之藥品的賦形劑。資料庫內容包括
賦形劑如下資訊：
(1) 成分名稱(Ingredient name)：命名主要是依據該賦形劑於全球物
質註冊系統(Global Substance Registration System, GSRS)所
登錄的名稱。
(2) 給藥途徑(Route of administration)：係指使用該賦形劑之已核
准藥品的給藥途徑。
(3) 劑型(Dosage form)：係指使用該賦形劑之已核准藥品的劑型。
(4) 賦 形 劑 的 化 學 物 質 註 冊 編 號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Registry Number, CAS registry number)：提供簡易辨識賦形劑
之化學結構及其他相關訊息的編號。
(5) 單一成分識別碼(Unique Ingredient Identifier, UNII)：為全球物
質註冊系統所指定之獨特的字母數字編碼，可用於辨識分子結構
及描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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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大效價(Maximum potency)：為已核准藥品之賦形劑的最高含
量。非活性成分資料庫列出賦形劑於各種劑型中每劑量單位
(dosage unit)之最高含量。對於局部給藥藥品及其他以百分比呈
現產品配方之藥品，最大效價為該藥品之最高配方百分比。
3.

非活性成分資料庫中所顯示的最大效價通常被描述為每種給藥途徑及
劑型之賦形劑的最大含量。最大效價並不代表該賦形劑的每日最大暴
露量(maximum daily exposure, MDE)。
(1) 最大效價與每日最大暴露量的差異：例如賦形劑於非活性成分資
料庫中於口服膠囊口服給藥途徑之最大效價為 500 毫克，然而活
性成分之最高劑量為每日兩粒膠囊，則賦形劑之每日最大暴露量
為 1000 毫克。
(2) 不同劑型的最大效價：最大效價於不同劑型的單位不相同，例如
口服固體劑型之賦形劑的最大效價以重量表示，單位一般為毫
克；口服液體劑型之賦形劑的最大效價單位於 2015 年起，改以
總配方重量之百分比表示；局部給藥產品之賦形劑的最大效價單
位則以重量/重量百分比(%w/w)、重量/體積百分比(%w/v)或體積
/體積百分比(%v/v)表示；注射劑型(parenteral dosage form)之
賦形劑的最大效價也以總配方重量之百分比表示，單位為重量/
體積百分比(%w/v)；使用前須事先調製之粉末或凍乾粉末注射藥
品，其賦形劑之最大效價通常顯示為調製後成品中賦形劑的含量
百分比。
(3) 在非活性成分資料庫中少數的輸入資料(entries)缺乏最大效價
值。例如，當賦形劑用於老藥，其數值難以被驗證時；當賦形劑
的 量 非 固 定 時 ， 以 “NA” 表 示 ； 藥 物 - 裝 置 複 合 式 藥 品
(drug-device combination products)，因為裝置組件的評估方
式和藥物中的賦形劑不同，無法提供最大效價之資訊。

4.

在藥品臨床試驗申請(IND)階段，依據試驗階段評估賦形劑的安全性。
可查詢非活性成分資料庫以獲得先前使用的經驗，並針對每日總暴露
量、劑型、給藥途徑與病患族群等因子，整體評估製劑中賦形劑的適
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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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藥申請(NDA)時，若申請者雖然使用列於非活性成分資料庫之賦形
劑，但使用更大量或不同的給藥途徑，則此時資料庫並不足以提供足
夠之資訊來支持藥品安全性，申請者應於新藥申請時提供賦形劑之安
全性證據。

6.

學名藥申請(ANDA)時，申請者可引用非活性成分資料庫清單來證明賦
形劑含量之合理性，或提供支持賦形劑含量高於最大值之安全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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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8 月發表「男性乳癌：治療藥物開發」指引
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歐岱欣

發表時間： 2019/08/26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Male breast cancer, cancer

別： 指引草案

drug development, cancer
clinical trial, eligibility criteria
資料來源： Male Breast Cancer: Developing Drugs for Treatment-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背景：在所有乳癌統計案例中，僅不到１%患者為男性。相較於女性
患者，男性患者經常在年齡較大時確診乳癌，病程較晚期，也較容易
發生淋巴結轉移。由於乳癌在男性患者非常罕見，因此在探討乳癌治
療的臨床試驗往往不會納入男性受試者，核准用於男性乳癌患者的治
療也十分有限。在臨床上往往是依據女性受試者參與之臨床研究與數
據等經驗來治療男性乳癌患者，針對男性乳癌患者的治療相關臨床數
據仍不足。

2.

US FDA「藥品審評和研究中心(CDER)」與「生物製品審評和研究中
心(CBER)」聯合發表此項草案，針對探討乳癌治療的臨床試驗提出以
下兩項建議：
(1) 受試者納入條件應包含女性與男性：
若要排除男性受試者，則需提供有明確科學依據的理由。試驗收
納男性受試者的比例可能較低，但這並不足以成為排除男性受試
者的理由。
(2) 針對某些特定乳癌藥品，若臨床試驗中未納入男性受試者，或男
性受試者比例很低的情況：
A.

若根據其藥理作用機制來外推預期療效與安全性不會有性別
差異，則可將男性患者納入 US FDA 已核准的適應症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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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非臨床試驗資訊或文獻來作為外推依據。
B.

若因某些特定因素（如賀爾蒙依賴或內分泌治療）影響，可
能存在男性患者與女性患者療效與安全性差異的風險。在這
種情況下，US FDA 建議可利用小型單臂臨床試驗及真實世
界數據(Real-World Data)的研究，來進一步支持藥品的療效
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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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8 月發表「胃輕癱(Gastroparesis)藥物治療
之臨床評估」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楊哲宇

發表時間： 2019/08/13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Gastroparesis,

別： 指引草案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atient global impression of
severity, patient global
impression of change
資料來源： Gastroparesis：Clinical Evaluation of Drugs for Treat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的主要目的：乃是協助廠商在發展治療特發性與糖尿病性胃輕癱
(idiopathic and diabetic gastroparesis)的藥物時，以 FDA 建議的方
式來設計臨床試驗，並選擇合適的試驗終點(clinical endpoints)。本指
引草案取代了 2015 年度的指引草案，舊版可參考當代醫藥法規月刊第
60 期(30 頁)。
2. 胃輕癱主要以症狀的輕重作為疾病嚴重程度的指標，一份定義良好且可
信賴的病人報告結果(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量表，是評估
療效的理想工具。
3. FDA 建 議 將 五 項 胃 輕 癱 的 主 要 症 狀 ： 噁 心 、 嘔 吐 、 飯 後 飽 脹
(postprandial fullness)、早飽感(early satiety)，以及腹痛都納入 PRO
量表中的評估項目。
4. 廠商在執行試驗前，需先定義那些症狀是此藥物主要評估療效的指標
(如：噁心、嘔吐)，那些症狀並非此藥物主要改善的症狀，以作為之後
仿單宣稱療效時的依據。
5. 建 議 試 驗 採 用 隨 機 雙 盲 安 慰 劑 對 照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的試驗設計，並包含 1-2 週的篩選期(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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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篩選期的設計是為了讓試驗主持人評估病人是否符合收納及
排除條件，並且讓病人學習使用 PRO 量表。在篩選期也可以蒐集病人
的症狀(至少 7 天)，作為基線值(baseline values)。之後，再執行至少
12 週的治療期，來評估治療後與基線值相比，病人症狀的改善或惡化。
6. 此外，FDA 也建議後續再執行隨機對照長期安全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long-term safety study)，並說明若治療後症狀未改善是
否投予救援藥物(rescue medication)。
7. 特發性胃輕癱與糖尿病性胃輕癱應該分開執行試驗，但可以同時收納在
一個臨床三期試驗。糖尿病性胃輕癱病人在進入試驗時血糖的控制要穩
定，否則可能會干擾治療效果。
8. FDA 建議當評估噁心、飯後飽脹、早飽感以及腹痛等四個項目時，可
以 用 0~4 分 (0=none,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very
severe)作為病人評估症狀嚴重程度的分數。噁吐的嚴重程度則以每天
嘔吐的次數作為評估，廠商需要事前先定義何謂「吐一次」，以免病人
在回報嘔吐次數時出現誤差。
9. FDA 建議可以從治療後五項主要症狀的變化(或選擇其中幾項的變化)
作為主要試驗指標(primary endpoint)。胃排空時間(gastric emptying
time)不應該被當作主要試驗指標，因為胃排空時間的變化不見得與病
人症狀改善(或惡化)有關。
10. 廠商需要事前定義，所使用的評估量表變化級距幾分以上才算有臨床意
義的進步(或退步)。FDA 建議可以使用病人總體印象－嚴重度(patient
global impression of severity, PGIS)或病人總體印象－變化(patient
global impression of change, PGIC)的方式，從一些臨床二期試驗中
累積的資料，來定義變化級距幾分以上對病人算是有意義的進步(或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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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6 月公告新版「診斷用超音波系統暨超音波
轉換器上市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葉錫誼

發表時間： 2019/06/27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Diagnostic Ultrasound

別： 指引

System、Transducers、Acoustic
output
資料來源： Marketing Clearance of Diagnostic Ultrasound Systems and
Transducers -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重點內容： 1.

此新版指引係用於取代 2008 年公告之前版指引「Information for
Manufacturers Seeking Marketing Clearance of Diagnostic
Ultrasound Systems and Transducers」。

2.

於新版指引中，美國 FDA 公告新的管理政策，針對屬於「超音波脈動
都卜勒式影像系統(CFR 892.1550)」、「超音波回音影像系統 (CFR
892.1560)」
、
「診斷用超音波轉換器(CFR 892.1570)」分類分級品項的
醫療器材，允許製造廠針對已取得 510(k)上市許可的產品進行修改，
若完全符合下列條件，則可豁免 510(k)法規管理要求:
(1) 超音波設備的修改，不會改變其預期用途；
(2) 該設備不屬於需要申請標籤再製與驗證的重複使用性產品；
(3) 修改後的超音波設備，仍採用經臨床充分驗證之工作模式，例如
A-mode、B-mode、M-mode、Doppler、Speckle-tracking、
Tissue Harmonic Imaging、Combination Mode 等；
(4) 修改後的超音波設備，輸出強度不會超出指引建議的最大限值；
(5) 超音波設備修改後所具有的診斷相關參數，仍然不會超出下列通
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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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requency：1-2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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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k rarefactional pressure：0-7MPa



Number of Cycles in Pulse：1-100
(此項限制不適用於連續式都卜勒超音波 CW Doppler 及編
碼激發 coded excitation 技術)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 (PRF)：100Hz-20KHz

(6) 超音波設備的修改，不涉及利用超音波能量產生新的機械效應或
熱效應以進行影像處理或測量工具之應用；
(7) 超音波設備的修改，如果涉及測量和分析，則測量及分析的方法
都必須清楚敘明，而且除了射頻(radio frequency)訊號的處理
外，其他的處理方式都必須是可復原的，或是確保使用者仍可獲
得未經處理的原始影像；
(8) 超音波轉換器每次與系統主機連接時，皆可自動執行功能測試；
(9) 超音波轉換器的表面溫度未超出相關標準/指引容許範圍；
(10) 針對於體腔內使用的超音波轉換器，須提供使用者適當的清潔滅
菌指示。
3.

美國 FDA 針對診斷用超音波系統暨轉換器的 510(k)查驗登記要求，仍
維持與前版指引相同的雙軌制，製造廠可宣稱產品的超音波輸出強度
符合美國 FDA 針對不同應用部位制定的最大限值(Track 1)，或提供產
品符合超音波輸出顯示標準(Output Display Standard)之佐證文件
(Track 3)。但若為胎兒用之都卜勒超音波設備，除了用於胎兒心律監
控的醫療器材可遵循 Track 1 法規途徑，其餘用途的產品皆必須符合
Track 3 的上市要求。

4.

美 國 FDA 新 版 指 引 中 採 認 的 超 音 波 輸 出 顯 示 標 準 僅 限 IEC
60601-2-37；機械效應及熱效應的測試標準，則僅採認 IEC 62359，
與前版指引有所不同。

5.

新版指引中，針對 510(k)的上市要求與前版指引大致相同，但另新增
下列項目：
(1) 於 Indication for Use 中，必須將合格操作者的定義清楚敘明；
(2) 軟體確效部分，美國 FDA 直接敘明一般診斷用超音波設備的軟體
風險等級(Level of Concern)屬於中等風險(moderate)，應依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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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FDA 公告的軟體確效指引提供相關文件。此外，製造廠亦必須
依照產品特性提供網路安全相關資料；
(3) 製造廠必須設計讓超音波轉換器與系統主機連接或使用時，能自
動執行適當的功能檢測(Transducer element check)，同時亦必須
設計當超音波轉換器疑似出現問題時，能讓使用者啟動相關的功
能檢測；
(4) 於超音波輸出強度最大限值部分，屬於 Track1 的經顱都卜勒超音
波 設 備 (transcranial Doppler) ， 若 未 照 射 到 眼 部 ， 則 將 比 照
Peripheral Vessel 類別進行管理。
(5) 於標示部分，美國 FDA 要求製造廠必須提供有關維持超音波設備
正常使用的操作指示和維修相關資訊。
(6) 若涉及將已上市之超音波顯影劑應用於新的預期用途，則於超音
波設備進行 510(k)上市申請時，需合併進行相關審查，美國 FDA
建議製造廠可事先與美國 FDA 進行 pre-submission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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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8 月核准「用於改善晚期心臟衰竭症狀之新
醫療器材」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葉錫誼

發表時間： 2019/08/16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Advance heart failure、

別： 新聞

Barostim Neo System
資料來源： FDA approves new device to impro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art failure
Summary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Data (SSED) for Barostim Neo®
System
重點內容： 1.

美 國 FDA 公 告 核 准 一 項 具 突 破 性 醫 療 器 材 資 格 (Breakthrough
Device designation)的新型植入式電刺激裝置「Barostim Neo®
System (P1800508)」
，可用於改善晚期心臟衰竭病患的相關症狀，包
括容易疲倦、呼吸急促、心悸、下肢水腫等。

2.

「Barostim Neo® System」包含一個植入於鎖骨下方的脈衝電刺激產
生器(pulse generator)，以及一條用於刺激頸動脈上壓力感受器
(baroreceptors)的電極。此壓力感受器會感測血液流過頸動脈的血壓
變化，再將相關調控訊息藉由副交感神經系統的迷走神經(afferent
vagus nerve)傳遞至腦部的孤束核 (Nucleus Tractus Solitarius)，當
此受器受到電極產生的電刺激時，會促使腦部發出訊息至心臟和血
管，使血管舒張，同時也會抑制壓力荷爾蒙(stress-related hormones)
的生成，藉此來改善心臟衰竭症狀。

3.

依美國 FDA 公告的安全及有效性資料摘要(Summary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Data, SSED)，「Barostim Neo® System」適用於具有
正常心律，並依紐約心臟協會(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NYHA)
指南分類為 Class III 或雖為 Class II 但近期曾被評估為 Class III、但
無法接受心臟再同步化治療(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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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T)的晚期心臟衰竭病患，且其左心室射出分率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35%、NT-proBNP 1600 pg/ml。
4.

「Barostim Neo® System」於 2014 年 8 月即已取得歐盟上市許可，
截至 2019 年 3 月底，累計共有 298 例病患植入該產品，且未曾發生
與產品的安全及有效性相關的召回事件。

5.

美國 FDA 核准此項新醫材器材的上市，是基於一項具隨機分配及平行
對照組的多國多中心前瞻性臨床試驗結果，該試驗共納入 408 名晚期
心臟衰竭病患，其中的 125 名受試者除了接受常規治療方式外，亦同
時植入「Barostim Neo® System」。試驗結果顯示，植入 6 個月後，
病患的六分鐘行走距離及生活品質評估指標(Minnesota Living with
Heart Failure Questionnaire Quality of Life, MLWHFQ QOL)皆獲
得具統計意義的改善。

6.

美國 FDA 雖然已經核准此項醫療器材的 PMA 上市許可，但仍要求須
進一步執行上市後臨床試驗，藉以評估此項醫療器材是否確可延長病
患生命及降低住院治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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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函知修正「指示藥品審查基準」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

摘要整理： 余珮菁

發表時間： 2019/08/05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指示藥品審查基準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81407137 號

資料來源： 修正「指示藥品審查基準」及其配合事項，業經衛生福利部於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5 日以衛授食字第 1081406576 號令及 108 年 8 月 5 日衛授食字
第 1081407126 號公告發布。
重點內容： 一、 凡符合本基準之「外用痔瘡劑」及「點(噴)鼻製劑」類別之藥品，請
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依據本基準內容，完成標籤、仿單、外盒變
更作業。
二、 修正本基準「外用殺菌及抗菌劑」，含有效成分 Nitrofurazone 及
Sulfadiazine，其用途(適應症)增加「燙傷之初期照護」
，其餘修正以
畫底線表示。
三、 公告事項一及二變更核准後，其庫存品應依據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2 項辦理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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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藥品上市後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變更退件機制
(Refuse to File; RTF)查檢表」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

摘要整理： 楊綵瑜

發表時間： 2019/08/20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查驗登記、上市後變更、退件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81408566 號

機制、RTF

資料來源： 公告「藥品上市後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變更退件機制(Refuse to File; RTF)查
檢表 」
重點內容： 1.

衛生福利部於 101 年 7 月 24 日署授食字第 1011405725 號公告，及
102 年 10 月 25 日部授食字第 1021453148 號公告，申請新藥查驗登
記須依通用技術文件(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CTD)格式辦
理，申請案件未依該格式檢送或內容嚴重缺失得視情況退件。

2.

為提升審查透明度，並配合藥事法第四章之一西藥之專利連結之施
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依據「藥品上市後適應症及用法用量
變更退件機制(Refuse to File; RTF)查檢表 」核對廠商送審文件，其缺
失達退件標準者，則於收文當日起 14 天內通知廠商，未收到退件通知
者，進行後續實質審查。

3.

申請商申請適應症依首家變更，檢附之「藥品專利狀態之聲明表」涉
及該專利權或請求項之專利權應撤銷，或該新藥未侵害專利權或請求
項(P4)，其送審資料經審查符合資料齊備者，則於收文當日起 14 天內
函復「資料齊備函」。

4.

「藥品專利狀態之聲明表」專利狀態之聲明，涉及下列情形者並進入
實質審查者，不另行發函。
(一)對照新藥未有任何專利資訊之登載(P1)。
(二)該專利權或請求項之專利權已消滅(P2)。
(三)該專利權或請求項之專利權消滅後，始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藥
品許可證(P3)。

RegMed 2019 Vol. 108

39

5.

上述公告及附件檔案可至食藥署網頁> 業務專區 > 藥品 >查驗登
記專區>新藥查驗登記申請區>相關公告下載。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2984&id=3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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