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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證據於藥品發展及應用之法規科學審查考量
吳馥羽1

前言
以往藥品的審查多依賴來自於傳統隨機分派、對照性臨床試驗的療效與安全性證據，
傳統臨床試驗雖然有利於推論藥品與療效及安全性之間的因果關係，然而，其試驗結果
的外推性較低，而且試驗規劃、執行需要耗費較多的時間及成本，因此，引用來自於真
實世界的證據，以輔助及彌補傳統臨床試驗在藥品研發中的侷限性，是新時代藥品開發
乃至審查實務上的必然[1]。
美國國會在 2016 年 12 月通過了〈二十一世紀醫療法案〉[2]，旨在加速藥物研發並
鼓勵創新，以期嘉惠患者。依此法案，在既有的〈聯邦食品、藥物及化妝品法案〉增加
了 505F 章節，要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在一定的時程內規劃評估真實世界證據在下
列兩個範疇的應用：用以支持已上市藥品的適應症新增、或用以支持或滿足上市後要求
(post-approval study requirement)[3]。隨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於 2017 年，開始陸
續發布真實世界證據用以醫療器材或藥品申請案之相關指引[4-6]，產業界、學研界及各
國法規單位，亦相當重視並積極討論此議題[7-9]。本文將著重於真實世界證據於藥品發
展之可能應用，及我國於法規科學審查時的主要考量。

真實世界證據(Real-world Evidence，RWE)與真實世界數據(Real-world
Data，RWD)之定義
美國的〈聯邦食品、藥物及化妝品法案〉對真實世界證據的定義，為「Data regarding
the usage, or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r risks, of a drug derived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traditional clinical trials」[3]，而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發布的指引中，則進一步
闡明並區分為「證據」及「數據」兩個層次，真實世界證據為「Clin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usage,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r risks, of a medical product derived from
analysis of RWD」[4, 6]，換言之，真實世界證據係指在一定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之下，
以真實世界數據作為資料來源，經由適當的資料收集及分析所產生的臨床證據，此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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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用以幫助說明藥物的使用及其效益風險。而真實世界數據為「Data relating to
patient health status and/or the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routinely collected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4-6]。因此，真實世界數據是指與病患健康狀態相關，或來自於健
康照顧過程所得到的數據，這些數據為常規性地被收集，而其收集可來自於多種來源，
包含電子健康紀錄(electronic health record，EHR)、醫療保險給付資料庫、藥物上市
後研究、疾病登錄資料庫、居家照護生理監測系統、穿戴式行動裝置等。

真實世界證據與真實世界數據之適用範疇
真實世界證據與真實世界數據，可廣泛應用於藥品生命週期之各個階段，有些領域
過去已被廣泛應用，而有些領域則仍未成熟，尚待更多的討論與實例經驗累積。
一、精進臨床試驗的設計
在藥品研發階段，真實世界證據(或真實世界數據本身)，可用以精進臨床試驗的設
計、改善臨床試驗的效率，例如：協助評估試驗中受試者的納入排除條件是否可行；協
助評估疾病重要的預後因子，以利決定試驗中的分層因子或強化設計(enrichment
design)；用以設定對照性臨床試驗的假說；提供貝氏統計模型中先驗機率分布(prio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的資訊；甚至能參考電子健康紀錄或醫療保險給付資料庫，選
擇合適的醫院作為試驗中心，以增加試驗的收案效率。
二、藥品上市前療效或安全性的輔助性證據
在特定情形下，真實世界證據可在藥品上市前，作為療效或安全性的輔助性證據。
例如：對於罕見疾病而言，欲執行傳統對照性臨床試驗確實有其難度，而某些罕見疾病
藥品，其作用機轉明確、有客觀的療效評估指標，且在申請查驗登記前，已依我國「罕
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有專案進口的使用經驗。在此情形下，可由醫院病歷收集(過去)
國內患者的藥品使用情形及療效、安全性資料，經適當的分析，產生支持該罕見疾病藥
品查驗登記的真實世界證據。而對於某些發生率較低的疾病(包括部分癌症)，若藥品之
樞紐試驗採單臂設計，為了闡明該藥品相較於其他療法之優勢，可利用真實世界證據作
為外部對照組，以輔助支持該藥品之療效。
三、藥品上市後的安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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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發生率低、或者是須長期使用後才會發生的不良反應，可能不容易在臨床試驗
中被發現，因此，在藥品上市後，應儘可能收集在實際醫療情境中，藥品使用的安全性
資訊，而這些與安全性相關的真實世界證據，可以用於仿單中安全性資訊變更，例如：
新增相關安全性警語。而若藥品於上市前的臨床資料尚不足以完整評估藥品之安全性，
某些安全性疑慮無法完全釐清，亦可以考慮使用上市後主動收集之真實世界證據，補充
藥品上市後的安全性資料。
四、藥品上市後其他仿單變更
除安全性外，真實世界證據尚可用於支持藥品上市後，其他仿單內容的變更，例如：
新增或變更適應症，擴增使用族群，變更劑量、用法用量、使用途徑，於仿單中新增用
藥效果(effectiveness)的描述等。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原核准 Ibrance® (palbociclib)
用於治療荷爾蒙受體陽性、第二型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陰性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
婦女，其後依據其醫療體系(Flatiron Health)電子健康紀錄資料庫分析而得的腫瘤反應
率、醫療保險給付資料庫(IQVIA)分析而得的治療時間(duration of therapy)，並輔以來
自真實世界之安全性資料，核准 Ibrance® (palbociclib)用於荷爾蒙受體陽性、第二型
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陰性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男性乳癌患者，此即使用真實世界證據
作為上市後擴增適應症族群的案例[10]。

真實世界證據之建立流程
欲建立真實世界證據，首先應針對欲解決的問題，設立研究目標並提出研究假設，
選定真實世界數據來源，擬定研究設計與統計分析方法，有如須預先建立臨床研究計畫
書，再依此收集真實世界數據並執行數據分析，如此方可產生符合研究目標之分析結果。
此真實世界證據是否能作為法規決策的依據，關鍵之一在於真實世界證據是否有良好的
品質，可用以下三個面向評估：
1.

選定的真實世界數據是否具有適用性？

2.

擬定來產生真實世界證據的研究設計與統計分析方法，是否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學性
證據，並回答所提出的法規問題？

3.

研究的執行是否能符合法規單位的要求？例如：真實世界數據的收集是否嚴謹？研
究是否有監測(monitoring)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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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數據的適用性
真實世界數據可來自於電子健康紀錄、醫療保險給付資料庫、藥物上市後研究、疾
病登錄資料庫、居家照護生理監測系統、穿戴式行動裝置等。不同類型的數據來源或是
同類型下不同的資料庫，都各自有其優勢及限制，研究者應充分了解資料來源的特性，
並依據研究目的選取適當的數據來源。而所謂真實世界數據的適用性，應就數據相關性
(relevancy)及數據可靠性(reliability)進行評估[5, 11]。
一、數據相關性(Data Relevancy)
數據相關性是指所選取的真實世界數據來源，是否能提供研究目的所需的各種重要
數據。舉例來說，是否能提供足夠的人口學特徵，如：性別、年齡、族裔、體重、生活
習慣；是否能提供足夠的疾病相關變項，如：組織學分類、嚴重度、先前治療、與該疾
病相關的預後因子；是否能提供與藥品暴露相關的變項，如：藥品種類、藥品投與時間、
藥品投與劑量；以及是否能提供療效指標變項(outcome)，如：腫瘤反應、存活狀態。
其中療效指標變項是後續進行分析時，甚為重要的資訊，應特別注意其定義是否明確而
客觀。除上述項目外，另需評估真實世界數據來源是否有足夠的人數與追蹤期。此外，
若數據來源並非本國資料庫，須評估其分析結果是否能外推至我國患者族群。
二、數據可靠性(Data Reliability)
真實世界數據之可靠性，取決於真實世界數據如何被收集(accrual)以及其數據品質
的管控(quality control)。所謂數據收集可為提取過去已經存在的數據，或是累積未來
將產生的數據。應依據研究目的，事先定義要收集的各種與用藥、治療結果變項、或可
能影響治療結果的干擾變項。不同的數據來源(where)、提取時間(when)或收集條件
(how)都可能造成數據結果的不一致，因此，收集數據前應先詳細定義要收集的數據變
項、單位、數據收集的時間區間(time windows)等。例如：若療效指標變項來自於病歷
或影像學檢查報告等非結構性數據，應有明確的操作型定義。此外，須確保數據的可溯
源性，亦即可以追溯數據原始的型態、產生的時間、格式、內容、長度、條件等。數據
的品質管控則包括數據的準確度(accuracy)，例如：實驗室檢驗項目之數據是否合理；
數 據 完 整 度 (completeness) ， 例 如 ： 數 據 缺 失 的 程 度 及 原 因 ； 及 數 據 透 明 度
(transparency)，例如：當法規單位對於關鍵數據有疑慮時，是否能回頭檢視數據的正
確性，也有助於評估分析結果的可再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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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真實世界證據之研究設計
產 生 真 實 世 界 證 據 的 研 究 設 計 可 分 為 介 入 性 (interventional) 或 是 觀 察 性
(observational)；可為前瞻性(prospective)或是回溯性(retrospective)。沒有任何單一
研究設計可以適用所有的法規用途，也沒有任何一種研究設計絕對優於其他種類的設計。
研究者應依據其欲探討的特定法規問題，選擇適用的研究設計類型。以下將介紹幾種能
產生真實世界證據的研究設計類型。
一、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的定義為受試者預先被決定在試驗中將接受什麼樣的治療或處置，為介入
性的研究。傳統臨床試驗(traditional clinical trial)所得到的數據結果，即便透過適當的
分析方式，仍不能稱之為真實世界證據。然而，若研究方式為務實性臨床試驗(pragmatic
clinical trial)或是混合型臨床試驗(hybrid clinical trial)，則有可能產生真實世界證據。
(一) 務實性臨床試驗(Pragmatic Clinical Trial)[12]
一般而言，傳統的隨機分派臨床試驗，對於受試者的納入排除條件有較嚴格的限制，
對於試驗過程中的併用藥品種類、試驗藥品的劑量調整原則、不良事件的處理流程均有
完整的規範，一方面希望能維護受試者於試驗期間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一個
同質性較高的族群中評估藥品的療效。此外，有專責的研究人員，確保用藥的順從性及
規律返診檢查；有專屬的個案報告表，確保試驗數據紀錄詳實。相較之下，所謂的務實
性臨床試驗，則是指在設計試驗時融入務實的元素，使其更為接近臨床醫療情境。舉例
而言，務實性臨床試驗可以簡化受試者的納入排除條件，使臨床上所有可能接受到該治
療的患者族群，皆有機會被納入試驗中；務實性臨床試驗，可以減少對於治療的限制，
臨床醫師在試驗期間，將能依照病患用藥的反應，隨時增減試驗藥品的劑量，或者給予
其他所需要的併用治療。務實性臨床試驗，一般會避免過於密集的返診追蹤，並減少不
必要的檢驗或檢查。此外，利用現有的真實世界數據，可以大幅減少臨床試驗所需額外
收集的資訊，例如：可由電子健康紀錄取得部分的基期疾病特性、實驗室檢驗數據、或
影像學檢查結果；也可由醫療保險給付資料庫取得住院、手術等重大相關事件或者用藥
情形。
大型簡單試驗(large simple trial)[13-14]屬於務實性臨床試驗的一種，若希望能在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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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試驗中評估某個極為重要的臨床事件，然而其發生率極低，或是需要觀察很長的時間
才會發生，例如：死亡、腦出血、心肌梗塞等，則試驗可能需要收納極多的受試者。為
了增加試驗的效率及可行性，可考慮大型簡單試驗的研究方式，即為了因應大量的受試
者，簡化試驗程序，減少不必要的返診及檢查，只收集重要的療效或安全性指標。若為
一次性的介入性治療或預防措施，如疫苗接種，亦適用這樣的研究方式。
綜上所述，在傳統臨床試驗理想化的情境中，所觀察到的療效及安全性結果，未必
能外推至一般患者族群，務實性臨床試驗所產生的真實世界證據，則可以彌補傳統臨床
試驗在這方面的不足，提高試驗結果的外推性。此外，務實性臨床試驗可以增加試驗的
效率及可行性，縮短研發時間、減少研發成本。然而，務實性臨床試驗也並非沒有使用
上之限制，若欲由電子健康紀錄或醫療保險給付資料庫，取得主要的研究結果變項，則
該項目必須具有客觀的評估條件，且不會隨著評估者的不同而有明顯改變，例如：死亡、
出血、腫瘤體積等。
(二) 混合型臨床試驗(Hybrid Clinical Trial)
混合型臨床試驗的試驗架構及設計，大致依照傳統隨機分派臨床試驗的精神，但融
合了務實的元素，即有一部分的療效或安全性評估指標，可由真實世界數據收集，例如：
可以利用穿戴式行動裝置收集受試者的心率、步行距離；也可以利用電子健康紀錄或醫
療保險給付資料庫，來收集受試者因疾病急性發作而住院或至急診就醫的紀錄。混合型
臨床試驗所得到的數據結果，透過適當的分析方式，也可以產生真實世界證據。
(三) 單臂臨床試驗之外部對照組
不論是傳統臨床試驗、務實性臨床試驗或是混合型臨床試驗，理想上皆需設立對照
組以客觀評估試驗藥品的療效及安全性。但有時基於疾病本身的特性或是基於倫理考量，
執行對照性臨床試驗並不可行，例如：罕見疾病或某些特定的癌症。在僅有單一組別的
情況下，欲評估治療的效果及安全性須仰賴外部資訊作為對照。此外部資訊可來自於其
他已完成的臨床試驗，將過往的試驗結果與目前單一組別的結果，進行跨試驗的數據比
較；而外部資訊亦可來自於真實世界數據，例如電子健康紀錄、醫療保險給付資料庫、
或各種整合型的健康資料庫。
真實世界證據可作為外部對照，以與臨床試驗所觀察到的療效及安全性結果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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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注意，來自外部的真實世界數據與目前臨床試驗的數據之間，是否具有可比性，例
如：資料庫中是否有完整的病患人口學特徵、基期器官功能、疾病特性及治療史等資訊，
以便能選取與臨床試驗受試者族群條件相似的對照組。此外，需考量該資料庫資料收集
的時間及來源。因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區對於疾病的診斷標準及常規治療可能不同。
而對於主要的結果變項，則應了解該資料庫對此結果變項的定義，及資料收集的方式，
以評估是否可能在兩方進行分析比較時造成偏差。而若為無惡化存活期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等與時間相關的結果變項，則需注意由該資料庫既有的資料
中，是否能合理地定義開始及結束的時間。此外，資料庫本身最好具有相當的規模，以
便經由與臨床試驗受試者類似條件篩選後，仍能有合理的人數，使該外部對照組具一定
的代表性。若單一來源的真實世界證據，無法完全滿足上述條件，則須有多個不同來源
的真實世界證據，而這些不同來源的證據與試驗組相比較，須呈現相當一致而穩健的結
果。
二、觀察性研究(Observational Study)
觀察性研究指不主動介入或分配每位患者所接受的治療，而僅觀察研究族群接受治
療後產生之結果變項，如世代研究(cohort study)，或是依據結果變項去分析過往曾接
受的治療，如病例對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若研究開始時，尚未接受治療且尚
未發生結果變項時，稱之為前瞻性(prospective)研究；反之，若研究開始時，研究族群
已接受治療且結果變項已發生，則稱為回溯性(retrospective)研究。此處所指之結果變
項，可以是治療效果，也可以是因為治療而產生的不良事件。
觀察性研究也應如同臨床試驗有完善的研究計畫，數據收集及數據分析的方法皆必
須於研究執行前確認，如果該研究之結果，欲用以作為藥品查驗登記或適應症變更之申
請，更應將研究計畫書事先提交法規單位，並與法規單位討論其研究方法，是否適用於
相關法規用途。數據收集及數據分析的各個環節一有更動，皆可能會影響研究的結果，
甚至產生完全相反的結論，尤其是回溯性研究，由於所有的治療結果皆已發生，更須避
免此爭議。目前國內僅規定經衛生福利部核准執行之藥品臨床試驗計畫，需於「台灣藥
品臨床試驗資訊網」公開(衛授食字第 1061412167 號公告)，對於觀察性研究，則尚無
相關要求，但為增加所提交研究結果之可信度，研究者仍應盡力確保研究計畫包括研究
方法之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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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性研究與臨床試驗最大的不同，在於患者所接受的治療由醫師決定，然而臨床
實務上醫師的決策並非隨機，往往會依據患者的疾病狀態、年紀、重要器官功能等因素
決 定 患 者 應接受何種治療，因此無可避免地將產生適應症干擾 (confounding by
indication)的問題。此外，每位臨床醫師也可能依據過往藥物使用經驗，或對不同治療
之熟悉程度，而有各自的偏好。上述的適應症干擾，或其他的選樣偏差(selection bias)、
數據偏差(information bias)尚可於數據收集，或分析階段以各種方法盡量加以控制，
然而，無法被測量的干擾因子(unmeasured confounders)既無法被控制，也無從估計
其對於分析結果的影響。在臨床試驗中可透過隨機分派的方式，使各種可能影響預後的
因子於不同組別之間盡量平衡，然而在觀察性研究中則難以解決此問題。
由於研究方法學上的限制，觀察性研究對於因果關係之確立，甚至關係強弱之判定
較為困難。因此，觀察性研究之結果，並不適合單獨作為藥物療效的確認性證據，但事
先定義且執行良好的觀察性研究，其產生的真實世界證據或可做為療效之支持性證據。

結語
在藥品研發的進程中，真實世界證據並不能全面取代傳統臨床試驗，但可用以彌補
傳統臨床試驗的不足，作為藥品上市的支持證據之一。欲使用真實世界證據，應先考量
藥品目前所處的研發階段及開發目標應依循之法規途徑，才能進一步評估所需的證據強
度，以及真實世界證據在整個送審案件資料裡所扮演的角色及比重。針對不同的法規途
徑，選取相關並可靠的真實世界數據來源，以適當的研究設計及統計分析方法，嚴謹地
收集及分析數據，如此方能產出高品質的真實世界證據。而對於使用真實世界證據的規
劃，應事先與法規單位討論溝通並達成共識。
真實世界證據過去多用以藥物安全性之評估、或用以輔助臨床試驗之設計，未來可
望有更多更廣泛的應用，包括：作為藥品上市前支持藥品療效的輔助性證據、作為單臂
臨床試驗的外部對照組、或作為藥品上市後適應症或用法用量變更的依據。然而，仍需
有資料庫的整合及研究分析方法學上的精進，而這將是產官學界日後須共同努力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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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錠在化學製造與管制之審查重點與考量
陳煜勳 1

前言
咀嚼錠係經患者咀嚼後吞嚥的口服固體製劑，為了使無法順利吞服藥品的患者使用，
咀嚼錠應具易於咀嚼與咀嚼後容易吞服之特性。咀嚼錠於非處方(OTC)與處方藥品是常
見的劑型。
當患者吞服整顆咀嚼錠或吞嚥咀嚼不完全的咀嚼錠時，可能會造成患者胃腸阻塞
(gastrointestinal obstruction)。當咀嚼錠的硬度過高時，可能造成患者牙齒損傷或斷
裂。鑒於上述咀嚼錠之不良反應，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簡稱 FDA)重新審視已核准的咀嚼錠，並發現部分已核准的咀嚼錠對硬度(hardness)、
崩 散 (disintegration) 與 溶 離 度 (dissolution) 等 關 鍵 品 質 屬 性 (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未進行完善的評估。因此，美國 FDA 於 2018 年 8 月發表「咀嚼錠品質屬
[1]

性之考量」指引 ，該指引內容主要闡述研發咀嚼錠應評估的關鍵品質屬性。
鑒於咀嚼錠之化學製造與管制的重要性，本文章將依通用技術性文件格式，闡述咀
嚼錠之成品部分的化學製造與管制之審查重點及考量，提供產業相關產品的參考。

審查重點與考量
以下依通用技術文件格式，分別敘述咀嚼錠之成品部分的化學製造與管制之審查重
點及考量。
一、成品性狀及配方組成
應描述成品的組成，包括各成分之名稱與單位含量，且應說明各成分的功能及品質
參考標準。如成品製程中使用水或其他溶劑，且該些溶劑已於成品製程中移除，亦應載
明該些成分之名稱、功能及品質參考標準，且可註明該些溶劑已於成品製程中移除。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藥劑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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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劑開發/起源發現經過
成品之配方開發經過、製程開發過程、容器封蓋系統的選擇、成品的物理化學性質
及生物學性質等，均應於此章節提供相關說明。
在咀嚼錠的製造過程中，應考量咀嚼錠的物理性質，一般而言，咀嚼錠應具以下特
性：1) 易咀嚼；2) 患者可接受的味道；3) 合適的大小與形狀；及 4) 易崩散，以促進
藥品之溶離。
咀嚼錠與一般的口服錠劑的配方開發皆應考量流動性(flow)、潤滑性(lubrication)、
崩散(disintegration)、感官特性(organoleptic properties)、可壓縮性(compressibility)、
相容性(compatibility)及安定性(stability)，但相較於一般的口服錠劑，感官特性對咀嚼
[2]

錠特別重要 。
咀嚼錠的配方開發時，應先了解有效成分的物化性質(例如：顏色、氣味、味道、
晶型、粒徑大小、吸濕性、溶解度等)，而後決定稀釋劑(diluent)、滑動劑(glidant)、崩
散劑(disintegrant)、潤滑劑(lubricant)、甜味劑(sweetening agent)及矯味劑(flavoring
agent)等賦形劑的選擇。咀嚼錠的設計與開發，可選用適當的崩散劑，以促進有效成分
的釋放。且可選擇適當的甜味劑及矯味劑以遮蓋藥品的味道。此外，亦應評估賦形劑與
賦形劑間及/或賦形劑與有效成分間之可能的交互作用。
開發咀嚼錠時，應考量以下：
1. 患者的接受度及體內表現(patient acceptability and in vivo performance)
應評估患者對咀嚼錠之感官特性(如：味道、口感及餘味等)的接受度，當咀嚼錠
難以被患者完全地咀嚼，或不經意地吞下整顆咀嚼錠時，應評估咀嚼錠的形狀
及大小是否會有造成患者窒息或胃腸阻塞的風險。
2. 關鍵品質屬性
咀嚼錠之關鍵品質屬性包括硬度、崩散、溶離度及其他可能影響生體可用率
(bioavailability)及生體相等性(bioequivalence)的因素。另外，咀嚼錠的大小、
厚度、脆度與味道皆會影響患者服用咀嚼錠的依從性。例如咀嚼錠的味道難以
被患者接受時，患者可能不願咀嚼，而選擇直接吞下整顆咀嚼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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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咀嚼錠時，應考量之關鍵品質屬性：
(1) 硬度
咀嚼錠的硬度值設定應考量其於製造過程、包裝過程及運銷期間可承受之外力
衝擊，亦應評估咀嚼錠使用族群之容易咀嚼的程度。錠劑硬度可以各種單位表
示(如：kilopond (kp)、kilogram-force (kgf)、Newton (N)及 Strong-Cobb
Units (scu))，但該硬度的分析結果應與規格訂定之單位一致。
一般而言，咀嚼錠的硬度值應小於 12 kp，但仍應評估咀嚼錠的大小與形狀，
進而設定適當之咀嚼錠的硬度值。當咀嚼錠的硬度值設定較高(如：≥ 12 kp)
時，應評估該硬度設定值之合理性，其中，合理性的評估可經由體內試驗(in
vivo study)或體外試驗(in vitro study)，以證明咀嚼錠在未咀嚼前，於受試者
的口腔唾液中或少量的模擬唾液中停留短時間(約 30 秒)後，即有顯著的崩散
與/或降低咀嚼錠的硬度。
(2) 崩散
當咀嚼錠的崩散時間越短時，則患者因咀嚼不完全而發生胃腸阻塞的機會將下
降。當咀嚼錠開發時，應使用適當的崩散劑，以助咀嚼錠快速崩解。且應使用
完整的咀嚼錠進行適當之體外崩散試驗。
(3) 溶離度
咀嚼錠的體外溶離度試驗應使用整顆咀嚼錠，並依一般速放劑型(IR)之溶離度
試驗進行，且應使用已建立的溶離設備及測定方法進行。
(4) 其他
當咀嚼錠具有其他關鍵品質屬性時，亦應予以評估。例如：當咀嚼錠的組成包
含具功能性膜衣之顆粒時，應確保咀嚼錠在經患者咀嚼後，該膜衣仍具有預期
性的功用。
三、製造
本節應提供成品之製造廠、批次配方、製程及製程管制之描述、關鍵步驟及半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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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製程確效及/或評估等項目。
成品製程(包含製造、包裝等)之製造廠廠名與廠址，應載明於藥品查驗登記申請書
與技術性資料中。若成品之試驗項目係委外執行，應於技術性資料中說明試驗執行單位
及地址。
成品批次配方應以適當方式呈現量產規模之各成分的使用量，且此資料應與成品之
製造管制標準書(含下料量)或批次製造紀錄相當。如成品製程使用水或其他溶劑，但該
些溶劑已於成品製程中移除，亦應說明該些溶劑之批次使用量，且可註明該些溶劑已於
成品製程中移除。
錠 劑 常 用 的 製 造 方 法 有 濕 式 顆 粒 法 (wet granulation) 、 乾 式 顆 粒 法 (dry
[3]

granulation)及直壓法(direct compression)等三種 。製造咀嚼錠時，應嚴加控管製程
之操作條件，並於製程及製程管制之描述提供流程圖、製程敘述，依製程步驟說明原料
下料順序、使用設備、操作條件(如：時間、溫度、濕度、速度、pH 值、壓力等)，並標
示製程中管制項目，指明關鍵步驟，提供製程各檢驗項目、取樣方式、檢驗方法及允收
標準等。
製程確效及/或評估應提供成品之製程確效計畫書及報告書。製程確效計畫書應制
訂製程中管制與關鍵步驟之檢驗項目、取樣方式、檢測頻率及允收標準。製程確效報告
書應依據計畫書內容，提供成品連續三批量產規模的製程確效結果，以證明製程具再現
性，且製得之成品品質具一致性。
四、成品管制
成品檢驗規格應包含可監控成品品質的試驗項目，並提供各試驗項目之允收標準、
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確效及具科學性的合理說明。咀嚼錠的管制項目可參考 ICH Q6A、
USP <2> oral drug product – product quality tests 及中華藥典(通則 4036) 口服藥
品：藥品品質試驗等制定。一般而言，口服錠劑之品質試驗如表一所示，其中，特定試
驗項目應依據有效成分及成品的性質進行評估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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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口服錠劑之品質試驗

[4, 5, 6]

一般試驗


性狀(description)



鑑定(identification)



含量測定(assay)



不純物(impurities)


有機不純物(organic impurities)



無機不純物(inorganic impurities)
特定試驗



揮發物含量(volatile content)


乾燥減重(loss on drying)或水活性(water activity)



水分測定(water determination)



殘留溶劑(residual solvents)



崩散(disintegration)



溶離度(dissolution)



錠劑脆度(tablet friability)



錠劑斷裂力(tablet breaking force)



劑型單元含量均一度(uniformity of dosage units)



微生物(microbial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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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容器封蓋系統
應描述成品之容器封蓋系統，其中，直接包裝(primary packaging)應提供各組件
的材質與規格，規格應包含外觀、鑑別等試驗項目；非功能性之間接包裝(secondary
packaging)組件可提供簡要說明；具功能性之間接包裝組件則應提供各組件的規格。
六、安定性
成品應依據「藥品安定性試驗基準」或 ICH Q1 提供安定性資料。安定性試驗內容
應包括成品在儲存期間易受影響之特性及可能影響品質、安全及療效等性質的試驗。

結語
咀嚼錠為普遍使用的口服固體製劑之一，其藥品之品質、安全性及有效性皆與化學、
製造與管制息息相關，建議應從咀嚼錠的研發階段考量各項關鍵品質屬性，並以此研究
結果來建立管制策略，進而確保藥品的品質，更可增加患者使用咀嚼錠的依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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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9 月發表「以層析法分析生物檢品時，評估
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之問答集」
發表單位： US FDA

摘要整理： 周筱樺

發表時間： 2019/9/14

內容歸類： Biopharmaceutics

類

關 鍵 字： Internal standard、

別： 問答集

chromatographic bioanalysis
資料來源： Evaluation of Internal Standard Responses During Chromatographic
Bioanalysis: Questions and Answers
重點內容： 1.

此問答集主要針對各類新申請案件(IND、NDA、ANDA、BLA)，及補
件 (supplement) 案 所 提 交 的 層 析 分 析 資 料 中 ， 對 於 內 部 標 準 品
(Internal Standard；IS)偵測訊號的變異，提出評估建議。

2.

臨床試驗與臨床前試驗常使用層析定量分析物濃度，內部標準品偵測
訊號的變異(IS response variability)，即可能影響分析物濃度的準確
性。此問答集為 US FDA 對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的變異，與其可能對
分析物濃度準確性影響的想法，及針對根本性問題進行調查與探討的
建議。此問答集共有 5 題，以問題(Q)與回覆(A)之方式進行陳述。

3.

問題一：分析化學中的內部標準品是什麼？為何生物檢品分析要使用
內部標準品？
回覆一：內部標準品通常為待測分析物的結構類似物；或該分析物的
穩定同位素，常用於層析法中校正因檢品處理及分析過程產生之變
異。內部標準品會於萃取前添加至所有檢品，包括檢量線標準品
(calibration standards; Cals)、品管檢品(quality controls; QCs)與受
試者檢品(subject samples)。所選用的內部標準品，應與待測分析物
具相似的物化性質，如此可預期與待測分析物有相似的表現，並反應
出檢品處理與分析過程待測分析物任何可能的改變。

4.

問題二：造成內部標準品的偵測訊號產生變異的來源可能有哪些？
回覆二：根據實驗設計，添加至所有檢品的內部標準品的用量是相同
的。然而，即使在同一分析批次，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I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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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異仍可能會發生，可能是因檢品製備或處理過程中的人為誤差、
分析過程中儀器設備發生問題，及基質偵測訊號(matrix effects)所造
成。
5.

問題三：在哪些情況下，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有發生變異，但不會影
響分析結果的準確性？
回覆三：在同一分析批次中，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範圍，
與檢量線標準品/品管檢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範圍相
似時，此時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的變異，不會影響分析結果的準確性；
舉例如下。


例一：同一分析批次中，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與檢
量線標準品/品管檢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為相似
(見 Figure 1)。



例二：同一分析批次中，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逐漸
飄移或出現重覆模式(gradual drift or repeating pattern)，但其
範圍仍與檢量線標準品/品管檢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
訊號為相似(見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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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題四：在哪些情況下，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發生變異會對分析結果
的準確性造成影響？
回覆四：在同一分析批次中，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範圍，
不同於檢量線標準品/品管檢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範
圍時，此時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的變異，將影響分析結果的準確性；
舉例如下。


例一：一個或多個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的偵測訊號，完全不
同於大多數受試者檢品內部標準品的偵測訊號，且檢量線標準品/
品管檢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的偵測訊號並不具相似的變異
模式(見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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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的偵測訊號逐漸增加或減少，且
在此批次受影響範圍中，並無品管檢品(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
號結果穿插其中(見 Figure 4)。



例三：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一致地較檢量線標準品/
品管檢體(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高或低(見 Figu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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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所有分析批次內全部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的散佈圖
(scatter plot)，有助於判斷該變異趨勢，是否會影響分析結果準確性。
7.

問題五：對於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的變異，申請者該如何陳述其疑慮
與考量？
回覆五：當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超出檢量線標準品/品
管檢品(Cals/QCs)允收標準的範圍，此時所測定出的受試者檢品濃度
可能不準確。因此，申請者應確認此差異是否會影響資料的準確性。
當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明顯不同於檢量線標準品/品管
檢品的偵測訊號(已事先定義於 SOP；見 Figure 3)，即應遵循先前建
立之重新分析的標準作業程序。重新分析的標準應合理，且每個檢品
重新分析的次數與最終數值的採用皆應於實驗開始前已建立於 SOP
內。
當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值呈現逐漸偏移的模式，且變異範圍
中並無檢量線標準品/品管檢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結
果(見 Figure 4)，應對受試者檢品進行重新分析。在重新分析批次內，
若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與檢量線標準品/品管檢品的內
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相似，且各檢品重新分析後所得的濃度，與其原本
分析所得的濃度之差異在 20%內，則可無需進一步研究造成偏差的原
因。報告所採用之檢品濃度數值應遵循事先建立的步驟。然而，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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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析中，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與檢量線標準品/品管
檢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相似，但各檢品重新分析後所
得的濃度，與其原本分析所得的濃度之差異超過 20%，則申請者應採
用重新分析所得的檢品濃度。
當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一致地較檢量線標準品/品管檢
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品偵測訊號高或低(見 Figure 5)，此時這些受
試者檢品應進行重新分析。重新分析時，若受試者檢品的內部標準品
偵測訊號，再次未落在檢量線標準品/品管檢品(Cals/QCs)的內部標準
品偵測訊號範圍內，且重新分析所得的檢品濃度數值與原數值具可比
較性(comparable)，需執行額外的試驗以評估基質(matrices)的變異
性(受試者檢品的基質 vs.檢量線標準品/品管檢品基質)，不致影響分析
結果的準確性。評估方式可為 (但不限於 )以該受試者之空白基質
(predose matrix)配製品管檢品(QCs)後，進行分析、以配製檢量線標
準品/品管檢品(Cals/QCs)的基質，將這些受試者檢品進行連續性稀
釋、或其他科學上合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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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9 年 10 月「對藥品上市許可持有者，發表亞硝
胺類資訊問答集」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雲文沂

發表時間： 2019/10/09

內容歸類： 化學管制製造

類

關 鍵 字： Nitrosamines、NDMA、NDEA、

別： 問答集

Sartans
資料來源：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Information on nitrosamines for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holders”
重點內容： 歐盟 EMA 曾在 2019 年 9 月 19 日發佈公告「供藥品上市許可持有者參考
之亞硝胺類資訊」，要求藥品上市許可持有者(marketing authorisation
holders，MAH)，應該對所有具化學合成原料藥之人用藥品評估亞硝胺類
(nitrosamines，例如 NDMA)不純物的風險，並檢測任何有該風險之產品；
若檢測到亞硝胺類不純物，應通報主管機關，以便採取適當監管措施。
本文對前述公告進一步提出問答集，說明應評估亞硝胺風險的藥品類型、
優先順序、如何評估、時限、限量標準、變更類型、職責，以及亞硝胺類
不純物來源等事項，進行更詳細解說，以下摘錄其重點。
1. 使用化學合成原料藥之人用藥品，皆應執行風險估評，並且應依據風險
考量決定優先順序。考量因素包含每日最大劑量、治療時間、適應症與
接受治療之病患人數，例如，高劑量與長時間使用之藥品應列為優先評
估。
2. 藥品上市許可持有者應與原料藥製造廠、成品製造廠共同合作，並參考
ICH Q9 之品質風險管理原則，ICH M7 關於毒理學評估、管控策略，
與原料藥製程變更原則，執行風險評估。本問答集建議藥品上市許可持
有者與製造廠執行風險評估時，應遵循下列(1)-(3)項原則，並且應使用
已確效之分析方法，檢測數批具代表性之起始物、中間體、原料藥或成
品作為佐證，其中批次數目之選擇應具科學合理性。
(1) 應考量原料藥製程中使用之試劑、溶劑、催化劑、起始物，以及中
間體形成、製程之不純物與降解產物等組合，是否有形成亞硝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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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純物之風險。
(2) 應考量是否有亞硝胺類不純物汙染之風險(例如，從回收物料、設
備、降解產物、起始物或中間體)。
(3) 應考量成品製造或儲存期間，是否可能形成亞硝胺類不純物。
3. 所有藥品之風險評估，應於公告發佈後六個月內完成，並通報主管機
關；若評估結果確認產品有亞硝胺類不純物風險存在，則應依風險高低
執行成品驗證性檢測(confirmatory testing)，一旦檢測出亞硝胺類不
純物，無論檢測值，皆應通報主管機關，並評估對病患之直接風險與採
取適當措施，以減少對病患之危害。
4. 若藥品上市許可持有者確認製程或產品規格等須進行變更，則應提出變
更申請；驗證性檢測與變更申請，應於公告發佈後三年內完成；若發現
對公眾健康有直接風險，則應縮短時程。
5. 以下列出目前已確定之亞硝胺類不純物潛在來源：
(1) 存在二級、三級胺或四級銨鹽，或製程使用之物料(例如，溶劑、試
劑或催化劑)易降解成二級或三級胺情況下，於相同或不同製程步驟
使用亞硝酸鈉(NaNO2)或亞硝化(nitrosating)試劑。
(2) 原料藥製程中使用受汙染之物料。
(3) 使用回收物料，包含來自對回收物料內容不瞭解與例行性使用非專
用(non-dedicated)設備之委外商。
(4) 使用受汙染之外購起始物或中間體。
(5) 同一產線不同製程或因操作錯誤，所造成的交叉汙染(例如，相分離
不完全)。
(6) 來自起始物、中間體、原料藥、成品製造或儲存所發生之降解過程(包
含由亞硝酸鈉或亞硝化試劑殘留所引起之降解過程)。
(7) 使用某些包裝材料。一家藥品上市許可持有者已在儲存於泡殼
(blister)中之成品觀察到亞硝胺類不純物汙染，並推測鋁箔片上的硝
化纖維印刷底漆可能與墨水中的胺反應形成亞硝胺，並於某些包裝
條件下轉移至成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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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9 年 6 月發表「以復發事件(recurrent events)
作為評估指標而得具臨床意義並採用有效統計分析的療效結果之
合格性評價」(草案)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林重賢

發表時間： 2019/06/19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Recurrent event, Estimand,

別： 指引草案

Chronic Heart Failure,
Mortality
資料來源： Draft qualification opinion of clinically interpretable treatment effect
measures based on recurrent event endpoints that allow for efficient
statistical analyses
重點內容： 有關 EMA 是否可接受以復發事件(recurrent events)作為評估指標而得具
床意義並採用有效統計分析的療效結果，EMA 提出建議如下：
復發事件，泛指同一個病人在觀察期間，重複發生同一類型症狀之事件，
且此類事件通常和疾病負擔有關，在有些情況也意指疾病惡化。這類型的
指標常應用於評估事件終點（如死亡）進展十分緩慢的疾病，且降低死亡
率往往亦非此類疾病主要治療目標，例如多發性硬化症復發、慢性阻塞性
肺病及氣喘的惡化、偏頭痛發作、糖尿病患者低血糖事件及癲癇發作等。
在這些慢性病，因首次事件發生所需時間(Time to first event)，較不具臨
床意義，故鮮少作為主要療效指標。為兼顧臨床及方法學考量，以下皆以
慢性心臟衰竭(CHF：Chronic heart failure)為案例說明。
1.

臨床背景說明：以 CHF 為例，樞紐試驗通常是以首次事件發生所需時
間作為主要療效評估指標，例如單獨以死亡率(Mortality)或與心臟衰
竭惡化相關的複合性指標(Composite endpoint)，如發生首次因心臟
衰竭住院(heart failure hospitalization, HFH)所需時間。樞紐試驗的
死亡率分析，須包含全因性死亡率(all-cause mortality)與心血管相關
死亡率(cardiovascular mortality)。HFH 復發事件在心臟衰竭病人較
常觀察到，但相較於發生首次 HFH 所需時間較少被拿來作為療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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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復發事件仍是支持藥物療效的重要依據，建議考慮將復發事件
納入共同主要評估指標(co-primary endpoint)，但同時須以明確的方
法策略定義事件。若僅基於復發事件而設計的較小型臨床試驗可能會
有是否具臨床意義的爭議，例如，復發事件可能與死亡率呈現負相關、
方法學問題以及失去關於死亡率相關資訊。
(1) 死亡率：
全因性死亡率及心血管相關死亡率的分析結果，皆須呈現其穩健
性(Robust)，且一般而言，複合性指標涵蓋範圍(如 HFH)亦同，
結果一致性不局限於整體分析族群，有時候次族群分析結果若明
顯不一致性，亦可能導致療效族群限縮的推論(排除該次族群)。但
疾病治療方式伴隨時間而演進，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逐年降低，臨
床試驗結果不易呈現降低死亡率的療效，若死亡率結果呈現中性
(非惡化)，藥品也可能基於降低住院率的效益而獲得核准。
(2) HFH 復發事件：
HFH 復發事件可呈現心臟衰竭病人的疾病負擔程度，在某些情況
下也可呈現 CHF 病人的預後程度。儘管再住院頻率的改善可作為
一個復發事件之療效指標，但必須非常注意，再住院率及死亡率
這兩者指標的結果，如前段描述是存在衝突的(因治療方式進步，
改善住院率而延緩死亡)，故兩指標並不可以完全互相取代。因
此，若以再住院為基礎計算所需樣本數，雖可降低樣本數，卻損
失更多死亡率的資料佐證，然此違背首要原則(療效上仍需兼顧全
族群及次族群在死亡率的穩健性結果)，且減小樣本數策略本身易
重現死亡率結果的不一致性，以及無法排除死亡率療效中性結論
(非惡化)的可能性。
2.

統計方法學議題：目前統計方法學針對復發事件的估計，尚有其假設
與限制。但某些情形下，若藥物效果對死亡率之療效為中性(非惡化)，
仍有部分方法可作為支持其療效證據所使用。
(1) 計算治療組 HFH 發生率：
目前計算 HFH 發生率的方法主要有兩類，分別是觀察時間加權法
(exposure-weighted)及病人加權法(Patient-weighted)。後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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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上需注意，當特定病人群觀察期偏短但復發事件多，將導致
結果變異程度高；另兩者的計算基礎不同，故闡釋發生率的概念
上略有不同：若以年發生率來評估，前者的估計結果，較能對整
體族群提供正確資訊，然而，如果每個人的追蹤時間幾乎都相等，
後者的估計，反而較能提供更多訊息。
(2) 以 HFH 發生率來評估療效：
RR(risk ratio)皆可用前述二方法計算得之。但除非每個觀察者的
觀察時間相同，否則因計算基礎定義不同，其 RR 值將有所不同，
例如，若明顯降低死亡率而增加病人存活時間(觀察)，則觀察時間
加權法估計所得之 RR 值療效較佳，相反地，此時病人加權法又
較不被終點事件(死亡)所影響。因此，若療效在試驗組與對照組對
死亡(疾病進展終點)有不同影響，將使觀察時間不同，再次呼應前
段內容，復發事件的療效估計不易作為單一的療效獨立闡釋。
(3) 申請方提出之計畫：本次之建議內容，非強調或給予何種復發事
件之估算方法。


目前接受以觀察時間加權法(exposure-weighted)為基礎，
乃考量多數統計方法仍以此基礎所發展，並避免病人加權法
(Patient-weighted)有高變異的缺點。相較於傳統的 Cox
regression，在估算復發事件時，可考慮採用負二項分佈回
歸 (NB：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LWYY
(Lin-Wei-Yang-Ying)、WLW (Wei-Lin-Weissfeld)及 PWP
(Prentice-Williams-Peterson)等方法，須特別注意在死亡率
(終點事件)療效上，若非負面時，可能出現擴增型一誤差疑
慮，此時，前兩者方法在復發事件的療效估計較為妥適。



模擬分析：基於死亡率(觀察終點)的療效，對復發事件的療效
有所影響，統計模擬之分析情境，需考量兩種基本狀況：觀
察終點發生率極低的情境，以及會出現觀察終點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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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9 年 10 月發表「適應症用詞(wording)指南」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董淑敏

發表時間： 2019/10/21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Therapeutic indication

別： 指南

資料來源： Wording of therapeutic indication-A Guide for Assessors of
Centralised Applications
重點內容： 1.

本指南旨在對新成分新藥或新適應症申請案的審查過程，建立適應症
核定程序的一致性。

2.

適應症的評估應考量包括申請資料如臨床試驗實際研究的族群、治療
背景如現行治療建議、試驗族群的利益和風險是否適用於所宣稱的目
標族群。因此適應症的核定需要針對利益/風險評估的影響因子，進行
多面向的分析(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3.

在決定適應症的用詞時，以下組成元件(components)可應用於大多數
的治療領域，分述如下：
(1) 目標疾病或病症


應明確定義目標疾病/病症且為臨床認可。



應明確定義藥品的作用如治療、預防或診斷。



應避免使用如「長期性治療」之用語，因為通常很難定義此
項宣稱所需的研究時間(study duration) 。



一般不會引用試驗指標(endpoints)，然而若為緩解特定症狀
可能可納入，例如 X 藥品用於患有行走障礙之多發性硬化症
成年病人之行走改善。



如僅以特定類型的疾病/病症為研究標的，適應症的核定將限
制在該類型。

(2) 目標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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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明確定義目標族群且為臨床認可。



相關次族群的利益/風險評估結果是否為正面是很重要的考
28

量，因為會影響適應症的用詞。


本指南第六頁列表呈現針對未研究或資料有限的次族群進行
利益/風險評估結果，相關適應症的用詞。若評估結果為正面
則適應症對於次族群不需要有限制；若評估結果為負面(由於
療效不足)，則適應症納入限制性條件如年齡限制、疾病嚴重
度；若評估結果為負面(由於安全性)，則此次族群列入仿單禁
忌症，例如嚴重腎功能不全者。

(3) 治療順位(place)如第一線或第二線


考量所研究的病症是否有明確定義的治療路徑(treatment
pathway)；該治療是否已定義第一線及後線的療法？曾用於
何種族群/治療路徑？是否可由相關研究結果經由利益/風險
評估結論外推至其他線治療、較廣的使用。



若資料可外推至其他線治療或藥品已被研究用於一線及後
線，則適應症不需要特別指出第一線或第二線。



若藥品用於第一線治療之研究，但是該資料被認定無法支持
第一線治療之適應症宣稱；然而針對某些族群如疾病晚期且
較少治療選擇之病人，具有治療效果同時利益/風險評估結果
為正面，則可以考慮限制於第二線/三線治療或對第一線治療
不適合或無法耐受的病人。



若藥品用於第二線/三線治療之研究，是否需要特別指定病人
沒有反應或無法耐受之先前療法(previous treatments)的考
量如下：


是否預期特定的先前療法其治療順序可能會影響新療法
的療效或安全性



若非上述情況，可能可使用如「對常規治療無反應」的
表達方式來取代特定的先前療法。

(4) 單獨治療/合併療法


合併療法是否需要指定特別的合併治療組合之考量，如試驗
所使用的治療組合其利益/風險評估結果預期可能與其他組
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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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藥品使用之強制性條件，如伴隨的飲食措施、生活型態改變或特
定的篩選方法，可能亦須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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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9 月發布「簡化 510(k)案」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廖韋政

發表時間： 2019/9/13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Abbreviated 510(k) Program、

別： 指引

Guidance(簡化 510(k))、
Medical Devices
資料來源： The Abbreviated 510(k) Program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重點內容： 1.

依據美國 FDA 聯邦食品藥物及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C Act)第 510(k)章節規定，任何醫療器材產品如
擬於美國上市，則至少需於 90 天前向 FDA 提交 510(k)上市前通知
(premarket notification)申請，以取得上市許可執照。本指引係用於
取代 FDA 於 1988 年提出之「The New 510k Paradigm：Alternate
Approaches to Demonstrating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in
Premarket」指引文件中所描述之簡化 510(k)申請程序與措施。

2.

本指引旨在提供一個取得 510(k)上市前通知的選擇性管道；申請商於
送件時可選擇使用合適之指引文件(guidance document)、產品特殊
管制(special controls)、及(或)自願性符合之共通參考標準(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s)，以證實擬申請上市產品符合 FDA 要求之安全
性及有效性。FDA 相信透過此選擇性管道，有助於簡化申請商送件負
擔，且能加速 FDA 審查程序與效率，同時保障民眾健康安全。此簡化
之 510(k)並不影響原本 FD&C 法案第 510、513 條及 21CFR 807(E)
章節關於產品上市前的規範要求。

3.

510(k)簡化案應包括總結摘要報告，並於報告中描述所使用之指引文
件(guidance document)，如何支持證明產品的實質等同性，及/或擬
申請產品符合該類產品特殊管制(special controls)之要求。如採用指

RegMed 2019 Vol. 110

31

引文件(guidance document)作為支持產品具實質等同性之依據，則
總結摘要報告，應敘明任何與指引文件之差異處，例如：採用未列於
指引文件中之替代方法。申請商亦可使用自願性符合之共通參考標準
(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s)，提交 510(k)簡化案，藉由此共通
標準，來證實擬申請產品與已上市類似品具等同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申請商需依據本指引之附錄 A 提供相關資訊，並依據另一份指引
「 Appropriate Use of 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s in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Medical Devices」，提供符合性聲明文
件，以利輔助支持產品安全與有效性；與 510(k)簡化相關之文件檢送
細節可參閱本指引之附錄 A。有關本指引及其附錄 A 完整公告細節，
可至本文之資料來源連結網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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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0 月發布「由於分離及碎片問題，Medtronic
醫療器材公司召回 6 French Sherpa NX 系列之導引導管產品」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廖韋政

發表時間： 2019/10/8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召回 Recalls、不良反應、

別： 新聞(CDRH News)

Medical Devices
資料來源： Medtronic Recalls 6 French Sherpa NX Active Guide Catheters Due to
Separation and Fragmentation Issue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0 月 8 日，發布一則醫療器材的第一等級(即最
嚴重等級)召回警訊；此次召回的產品為美敦力(Medtronic)公司，於
2017 年 3 月 10 日至 2019 年 3 月 14 日期間，所製造的 6 French
Sherpa NX 系列之導引導管產品。美國 FDA 基於若使用前述受影響的
產品，可能會導致使用者之嚴重傷害甚至死亡，故將其歸屬為第一等
級召回級別。

2.

此次召回之主要原因為美敦力公司發現 6 French Sherpa NX 系列的
導引導管，其遠端外層材質(不鏽鋼編織層)可能發生分離脫落之品質不
良情況。當使用該導引導管時，脫落的物質碎片可能會殘留於患者的
血液中。與此狀況相關的潛在風險包括手術介入處置、持續性血管阻
塞、血管壁損傷、血栓形成、栓塞、心臟病發作或死亡等嚴重不良健
康後果。美敦力公司目前收到五項客戶客訴，其中受影響的導引導管
產品，尚未接到任何嚴重傷害或死亡等不良事件通報。

3.

美敦力已於 2019 年 6 月 15 日，發出一項緊急矯正召回措施通知給所
有受影響的客戶，協助客戶鑑別並移除受影響的導引導管庫存產品，
同時，通知客戶相關產品回收之連絡服務方式，各地的美敦力代表亦
可協助客戶退還該產品，並選擇合適的替代產品。有關此召回的詳細

RegMed 2019 Vol. 110

33

聯繫方式及完整的發布訊息細節，可至本文之資料來源連結網址取得。
4.

經查，我國核准與前述召回產品相關之第二等級醫材許可證共 1 張：
衛署醫器輸字第 019092 號「美敦力」雪爾帕導引導管(英文品名：
「Medtronic」 Sherpa NX Active Guide Catheters)，其用途為「為
了引進治療儀器而提供穿越通道所設計，此導管是使用於冠狀動脈或
周邊血管系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2019 年 5 月 27 日及
7 月 1 日發布該許可證產品之回收警訊，並說明受影響規格型號及相
關矯正措施，國內目前尚無任何嚴重傷害事件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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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暨線上申請
作業平臺(ExPress)」線上申請推行期程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許芸嘉

發表時間： 2019/10/2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暨線上申請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81407569A

作業平臺(ExPress)

號函
資料來源：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暨線上申請作業平臺(ExPress)」線上申請推行期程
重點內容： 1.

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藥品許可證之「展延案」
、
「自請註銷案」及「藥
品上市後行政變更案」採全面線上申請，紙本送件不予受理。
採全面線上申請項目如下列：
(4) 藥品中、英文品名變更登記
(5) 藥品藥商名稱變更登記(不涉及權利移轉者)
(6) 藥品藥商名稱變更登記(國外藥廠合併)
(7) 藥品代理權移轉登記
(8) 藥品製造廠名稱變更登記
(9) 藥品製造廠地址變更登記（門牌整編）
(10) 藥品製造廠公司地址變更登記
(11) 藥品許可證遺失補發或污損換證

2.

有關線上申請入口網站及使用者操作手冊，請至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
(http://e-sub.fda.gov.tw/dohclient/Manager/Login.aspx) 查 詢 相
關資訊。

3.

為邁向全面無紙化，請於 109 年 7 月 1 日前申請「經濟部商工電子公
文交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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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預告「藥品查驗登記電子通用技術文
件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許芸嘉

發表時間： 2019/10/17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查驗登記、電子通用技術文件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81410018
號

（Electronic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eCTD）

資料來源： 預告「藥品查驗登記電子通用技術文件指引(草案)」
重點內容： 1.

隨著國際醫藥法規之進步，發展藥品查驗登記電子通用技術文件
(Electronic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eCTD)送件已成目前國
際的趨勢，為推動我國查驗登記與國際法規協和化及提升產業發展，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擬定「藥品查驗登記電子通用技術文件指
引」（草案），詳如公告網頁附件。

2.

為順利推動 eCTD，爰自 110 年開始，將依「輸入新藥/生物藥品」
、
「國
產新藥」及「學名藥」順序試辦施行 eCTD 送件。

3.

有關「藥品查驗登記電子通用技術文件指引」
（草案）可至食品藥物管
理署網頁下載：業務專區>藥品>新藥專區>新藥相關公告（網址：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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