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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複方新藥查驗登記臨床審查重點與考量
湯依寧1

前言
根據現行藥事法[1]及藥事法施行細則[2]，新複方藥品屬新藥範疇，其定義為「二種
以上已核准成分之複方製劑具有優於各該單一成分藥品之醫療效能者」。由上述定義可
知，新複方新藥的精髓在於是否具有「優於各該單一成分藥品之醫療效能」的優勢，例
如: 更快達到療效起始時間、更好的療效、或是有相同的療效但副作用較少等；同時也
必須考量複方藥品的缺點，例如：累積毒性、較難進行劑量調整等。含有新活性成分的
複方藥品，比照新成分新藥，不在此篇文章之涵蓋範圍。
任何新複方藥品申請查驗登記，臨床審查重點考量如下[3]：
(1) 新複方之樞紐試驗報告是否足以支持療效及安全性。
(2) 複方中個別單方在臨床上所代表的意義(contribution)為何？樞紐試驗設計是
否能呈現個別單方所代表的意義？
(3) 若各單方均已核准且可單獨使用，則是否已有足夠資料支持新複方具有優於各
單方之療效。
(4) 若各單方均已核准且可單獨使用，則此新複方除改善藥物順從性外，是否具臨
床與公衛之價值，尤其是若個別單方原核准用於不同適應症。
(5) 若其中某個單方臨床上無法單獨使用，該單方目的是在於改善另一個主成分的
醫療效能(如增加吸收、減少抗藥性等)，則是否提供足夠資料支持此新複方之
療效與安全性。
(6) 若新複方有不同劑量，樞紐試驗是否已涵蓋所有劑量。
(7) 若屬長期使用藥物，是否有足夠資料支持長期使用的療效與安全性？
(8) 宣稱之適應症是否合乎醫療常規(例如第一線或後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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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否有族群差異疑慮。
(10) 利益風險評估 (Benefit-Risk Assessment)。
(11) 廠商提供之中文仿單擬稿內容是否恰當。
以下為不同特性複方藥品可能的幾種情況(非詳盡列舉)[4]：


由具相同藥效作用(pharmacodynamics effects)的兩種以上成分組合，並且與
各單方成分的適應症相同（例如：含兩種以上降壓成分的複方藥品，用以治療
高血壓）。



由具不同藥效作用的兩種以上成分組合而成，宣稱適應症與其中一單方的適應
症相同，但與其他單方的適應症不同，目的在於改善/減輕複方藥品中其他活
性成分的不良反應（例如，含有鴉片類止痛劑及鴉片受體拮抗劑的複方藥品，
用以減輕疼痛，並且可緩解服用鴉片類止痛藥產生的便秘症狀）。



由具不同藥效作用的兩種以上成分組合而成，適應症與其中一單方的適應症相
同，加入其他成分的目的在於改善其他活性成分的藥動特性（例如，用於帕金
森氏病治療中，含 Levodopa 和 Carbidopa 的複方藥品）。



對於不符合臨床治療基本原理、隨意合併的複方組合，法規單位不予鼓勵，故
廠商需於查驗登記時提出做出該複方組合的合理性，而法規單位將於審查時判
定。不具可接受性的複方藥品舉例如下：



由具不同藥效作用的兩種以上成分組合而成，但這些成分通常適用於治療臨床
上未具合理相關性的兩種疾病/狀態（例如，在治療不想懷孕的憂鬱症女性時，
使用含抗憂鬱劑和口服避孕藥的複方藥品）[4]；



複方藥品的組合沒有必要性，例如用止痛藥及制酸劑之複方治療胃食道逆流所
引起的輕微胃痛及脹氣等腸胃症狀[5]。

療效及安全性考量[6]
用以建立複方藥品的整體效果及正向的風險效益之實證基礎(evidence base)，預期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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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需要使用複方藥品的目標族群。應該參考擬治療疾病的治療準則來決定目
標族群。



證明各單方對於療效及風險效益的貢獻。各活性成分可能具有加成(additive)
或協同(synergistic)效果。在協同效果之情況下，各單方本身可能沒有或只有
最低的療效(efficacy)。

該實證基礎可以包括:使用複方藥品進行的臨床試驗和/或各單方合併使用的臨床試
驗、文獻、或臨床試驗和文獻的組合來加以支持。若臨床試驗為各單方藥品合併使用(free
combination)，請一併參照【章節二、4】對於銜接性資料的要求。
以下就常見的臨床使用狀況，說明療效安全性資料的要求。
1.

作為對單方藥品療效反應不佳患者的附加治療(add-on indication)

新複方藥品預期用來治療曾嘗試過一種以上現行臨床常用的單方治療後，療效反應
仍然不佳的患者，所謂療效反應不佳，須根據該適應症領域的療效標準來定義。一般而
言，這些患者都接受過足夠時間的治療，且各單方均以最適劑量使用後，療效仍不理想。
必須以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來證明，對於療效反應不
佳的患者，複方藥品的療效優於各單方，方可宣稱其具有較優性(superiority)或加成療
效(add-on efficacy)。通常的試驗設計為，針對使用 A 單獨治療療效反應不佳患者，比
較(A+B)及(A+Placebo)兩個治療組別，以及針對使用 B 單獨治療療效反應不佳患者，
比較(A+B)及(B+Placebo)兩個治療組別的療效安全性。當臨床治療準則說明 A 或 B 中
只有其中一種當作起始治療是合宜的，也許可以只採取其中一種試驗設計，例如，僅針
對使用 A 單獨治療療效反應不佳患者，比較(A+B)及(A+Placebo)兩個治療組別，但在
此種設計下，即使試驗成功，也只能宣稱複方藥品可用以治療對於 A 單獨治療療效反應
不佳者的患者。對於試驗設計的考量，例如納入和排除條件、療效指標選取和試驗期間
等，須視宣稱適應症而定，應參考相關的基準。藥動、藥效及療效/安全性試驗需可評
估複方藥品所有單位含量及劑量範圍。
若是各單方已有相當多的長期合併使用資料，或許可以用以取代以複方藥品本身執
行的長期臨床研究。
2.

直接作為起始治療(initial combina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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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複方藥品會直接用於治療患者，而不是使用單方開始治療再根據每個患者的療效
反應來逐步加入其它單方。此狀況必須要特別注意選擇合適的目標治療族群。必須要合
理說明起始治療即開始使用複方藥品的優點大於其缺點（例如：未增加不必要的治療、
未引起安全問題等）。
如何設計可支持新複方藥品適用於起始治療的療效/安全性試驗，端看其作用原理
為何。在有些臨床疾病已知使用單方治療是不適當的(例如：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因此直接以複方藥品作為起始治療是合理的。
以下就不同的臨床作用原理分述之。
2.1 療效較優性
2.1.1 複 方 藥 品 中 各 單 方 對 於 擬 治 療 適 應 症 均 有 已 證 實 療 效 (established
efficacy)
此種情況下，各單方對於擬治療適應症均有療效貢獻，但使用複方藥品作為起始治
療的臨床療效高於各單方，則須執行隨機對照試驗以證明:
(1) 在特定時間點具有療效較優性，以及
(2) 可接受的安全性。
設計可為 3 臂試驗，直接比較(A+B)、A、B 三個治療組別的療效安全性，其療效
結果須呈現(A+B)>A 且(A+B)>B。在患者中進行適當的因子設計(factorial design)臨床
試驗，可以進一步支持複方藥品的劑量選擇。
以因子設計進行之臨床試驗並不一定可以做為第一線治療(first-line therapy)，仍
須逐案評估。以下以高血壓適應症為例，說明複方藥品作為第一線治療之額外考量。
根據 EMA Guideline on clinical investigation of medicinal products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2016 June 23)[7]，複方降血壓藥品可做為第一線或第二、
三線治療。如聲稱第一線治療，則此複方藥品之單方劑量可能較各單方單獨使用時為低
(subtherapeutic dose)，而若有充分的臨床理由( justification)，則也有可能使用原先
之有效劑量(therapeutic dose)。
<情境一>以 subtherapeutic dose 之複方藥品做為第一線降血壓治療，通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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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輕度或中度高血壓患者，科學上至少有以下要求：
1)

證明複方中的各單方對於降血壓療效的貢獻(documented contribution)；

2)

此複方藥品之降血壓療效必須優於或不劣於各單方核准之最低有效劑量；

3)

此複方藥品相較於使用各單方之最低有效劑量時，應顯示較優之安全性。

<情境二>以 therapeutic dose 之複方藥品做為第一線降血壓治療，通常目標為更
即時的達到控制血壓效果(in a more timely fashion)，而對於某些初始血壓較高(≧
160/100 mmHg 或是較目標控制值>20/10 mmHg)或是具有心血管危險因子的病人
來說，使用單方降血壓藥品是不夠的，複方藥品可能較適用於此類病人，但同時，過於
迅速的降血壓可能導致姿態性低血壓等副作用。因此，謹慎的選擇病人族群是首要考量。
只有中度或嚴重高血壓病人，和/或心血管疾病之高風險族群，才適用於以 therapeutic
dose 之複方藥品做為第一線治療。除了證明各單方對於降血壓效果之貢獻的基本要求
外，療效確認性試驗應為平行設計，應要比較「逐步調升單方後加入第二個單方，並且
逐步調升第二個單方」以及「逐步調升複方」之間的降血壓效果。
USFDA 於 2018 年亦發布了有關治療高血壓之複方藥品的臨床指引[8]，此指引係針
對「合併兩種以上已核准藥品作為複方藥品」之研發。複方藥品可能帶來的助益包括：
(1) 合併降血壓機轉不同的藥品(例如：利尿劑搭配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angiotensin-receptor blocker 或 beta-blocker)，以小於各單方
最高使用劑量組合，可以作為起始治療；
(2) 可提供不同劑量範圍的複方藥品，作為調整劑量之用。
此類藥品之第三期臨床試驗的設計考量如下：
 若複方藥品之各單方先前均已被核准用於治療高血壓，則通常以此複方藥
品執行一個雙盲、隨機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應足以證明其治療效果。
 應選擇適合以兩種以上藥品作為起始治療的病患，作為臨床試驗的族群。
應參考最新的臨床治療準則。通常血壓的基礎值越高，越容易展現藥品的
降血壓效果，同時也比較不易產生因為降血壓帶來的耐受不良。
 應在每次給藥間隔結束前(at the end of the dosing interval)量測療效，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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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同時顯示對於收縮壓及舒張壓的效果。
2.1.2 複方藥品中有一個活性成分為藥動增強劑(PK enhancer)
複方藥品為藥動增強劑與一個以上具有療效活性成分之組合。試驗設計與章節2.1.1
所述要求相當，但若經體外、非臨床和/或藥效試驗結果顯示藥動增強劑對於複方藥品
的療效沒有直接貢獻，則可能可以採用兩組試驗設計，僅比較複方藥品及具有療效之活
性成分，即證明(A+B)>A，而無須以藥動增強劑單獨作為治療組別之一。
2.1.3 複方藥品中的一個以上活性成分對於擬宣稱適應症沒有直接效果，但複方組
合有協同效果(synergistic effect)
在此種情況下，複方藥品中一種（或多種）活性成分本身對擬宣稱適應症沒有療效
(efficacy)，但是實驗室數據（例如生物標記）顯示複方藥品具有協同效果，在此情況下，
如果有充分的實驗室數據(例如體外試驗結果)、非臨床試驗資料、以及人體藥效資料，
則在臨床試驗當中可能免除向上調升劑量(up-titration)或是逐一加入各單方的部分。樞
紐試驗的設計應根據該適應症治療領域的臨床準則，仍然需要證明複方藥品的療效安全
性優於具有療效之單方活性成分，即(A+B)>A，而無須以沒有直接效果的活性成分單獨
作為治療組別之一，在臨床試驗中也可能容許使用安慰劑或標準治療做為對照組。
2.2 增加安全性
如果作用原理是使用複方藥品作為起始治療可以提高安全性，應以隨機對照試驗證
明：複方藥品組別以及逐步調升各單方劑量組別，在兩組的患者均已使用最適劑量時，
在特定時間點具有相似的療效控制。此外，臨床試驗應證明複方藥品的安全性有所提高，
即納入明確定義的安全性事件作為共同主要指標。在試驗計畫書中須明確定義這些安全
性指標，並且試驗應顯示安全性有顯著益處。安全性評估應以會在開始治療後早期發生
的不良事件為主，這些不良事件可能起因於過強的藥理學作用。
舉例來說，在複方藥品中添加一種活性成分，可抵消或減輕由另一種活性成分所引
起的不良事件。如果可用體外、非臨床和/或藥效試驗結果顯示該活性成分對複方藥品
的療效沒有貢獻，則無需以該增加「安全性」之活性成分單獨作為治療組別之一。另一
種情況是，複方藥品中含有的單方劑量較單獨使用各單方為低(sub-therapeutic dose)，
則應進行複方藥品與最適劑量各單方的比較，設計可為3臂試驗，比較(低劑量A+低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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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B)、最適劑量A、最適劑量B的療效安全性。
2.3 臨床上不適合以單方治療的適應症
以治療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為例，單方藥品極易產生抗藥性，在此狀況下臨床試
驗以單方藥品作為對照組不符合醫學倫理，因此樞紐試驗設計為新複方藥品與現行標準
併用療法的比較。須證明新複方藥品有較優或不劣於現行標準併用療法之療效，與較優
或相當的安全性。新複方藥品和現行標準併用療法也許有部分相同的活性成分，或是比
現行標準併用療法有更多活性成分組合。
3.

其他考量

當 各 單 方 合 併 治 療 沒 有 如 【 1. 對 於 療 效 反 應 不 佳 患 者 的 附 加 治 療 (add-on
indication)】或【2.直接作為起始治療(initial treatment)】之要求，提供臨床試驗和/
或文獻資料，僅僅執行 free combination=fixed combination 之生體相等性資料，無
法滿足上市所需的技術性資料要求。
有一種情況是，新複方藥品中含有的各單方，其適應症雖然相關，但不相同，例如
含有降血脂及降血壓之複方藥品，其適應症為治療具有高度心血管風險的病人。此種情
況下的基本要求，為證明各單方對於宣稱適應症的貢獻，以及複方藥品對於宣稱適應症
本身具有正向風險效益比。此外，至少必須探討各單方的藥動及藥效學交互作用，藉以
了解各單方對於臨床指標(例如: 心血管事件)的效果是否會受到併用的影響。
4.

生體相等性驗證

有兩種情況：
(1) 市面上已有相同劑量之固定複方藥物，欲上市之藥品為學名藥：與一般學名藥
之要求相同，需提供本品完整之品質資料及與原廠藥之生體相等性試驗資料，
通常不需要臨床療效及安全性試驗資料。
(2) 當 所 提 供 的 療 效 安 全 性 驗 證 資 料 是 來 自 於 各 單 方 合 併 使 用 時 (free
combination)，必須要提供複方藥品與各單方同時服用時的生體相等性資料，
以做為銜接，方可引用其試驗結果。此外，如用法、用量或服藥時間與某一單
方稍有不同或非為標準療法，則可能需提供臨床資料說明此差異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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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9]
治療觀念改變，審核藥物之要求也會隨之而變，因此所有上述對新複方藥品之要求
會隨著醫學之進步與臨床上使用多種單方藥品進行合併治療(free combination)之累積
經驗而調整，除此之外，法規單位也會考量到藥物管理、病患服藥行為及公衛影響而適
度調整審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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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法規發展及審查效率分析
蔡孟庭 1

前言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Human cell therapy products)，係指使用取自人類自體
(autologous)細胞或同種異體(allogeneic)細胞，經過處理後施用於病人，以達到治療
或預防疾病的目的。當傳統醫學技術無法治療新興疾病或老化所帶來之各種醫療需求時，
人體細胞應用於疾病治療遂成為一個新的方向。
早期我國將細胞治療視為新醫療技術人體試驗，屬衛生福利部醫事司職掌業務，衛
生 福 利 部 在 2010 年 1 月 1 日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局 註 1(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 TFDA)成立後，細胞治療人體試驗轉由 TFDA 管理，此重大管理
政策變革，使其由新醫療技術改為新醫療產品，同時將細胞治療產品比照藥品的管理方
式，審查標準與重點為確保產品的品質、療效及安全性，並針對產品的製程及管控、藥
毒理特性以及臨床試驗設計、結果等技術資料進行實質審查。近年來，由於細胞治療技
術的蓬勃發展，加上病友團體的大聲疾呼下，衛生福利部率先於 2016 年 4 月 14 日新
增「人體試驗管理辦法」第三條之一[4]，以附屬計畫方式使特定情況病人族群，在無法
納入人體試驗收案條件時，有機會使用試驗中產品。
鑑於細胞治療產品之成分異質性、製程特殊性及治療複雜性，其風險管控有別於化
學或生物製劑，以藥事法管理，並未能完全涵蓋細胞治療產品範疇，同時使得臨床上細
胞治療技術的使用，缺乏彈性空間等因素，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乃研議於藥事法外另訂
專法管理之。因此，衛生福利部採取兩項措施，一於 2018 年 9 月 6 日修訂「特定醫療
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7]，新增項目條文，將國外已施行、風險
性低，或已經於國內實施人體試驗累積達一定個案數，安全性可確定、成效可預期之細
胞治療項目，納入特定醫療技術管理，開啟細胞治療技術與細胞治療產品雙軌管理制度。
而後，參考先進國家再生醫療產品管理制度，研擬「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9]，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

註1

2010 年 1 月 1 日，行政院衛生署整併食品衛生處、藥政處、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管理局，成立「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於 2013 年 7 月改組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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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細胞及基因之商品化、規格化、製程加工達標準一致化，並予以規範，期能促進再生
醫療領域發展、維護病人接受治療權益。該法案草案業經行政院 2018 年 10 月 18 日院
會通過，並於 2018 年底進入立法院審議，雖未能於 2019 年會期中通過，期待在 2020
年新國會可再次提案進行審議，盡快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生效後頒佈實施。本文將回溯整
理過去十年期間，有關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相關的法規公告歷史沿革與重要里程
碑，介紹現行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審查流程，及探討分析細胞治療床試驗案的審
查效率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法規演進與公告實施歷程
為鼓勵細胞治療新興醫療產品的研究發展，並精進臨床試驗的法規環境、審查制度
及審查效能，TFDA 於 2010~2019 年間，進行了一系列的法規修訂及公告，逐步建立
法規科學審查標準與申請文件標準化。相關重要政策變革與法規演進，如圖一所示。

圖一、人類細胞治療法規歷史沿革

(一)建立審查標準與試驗申請文件標準化與一致性。TFDA 早先於 2011 年公告「體
細胞治療及基因治療臨床試驗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規範(草案)」與「體細胞治療臨床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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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基準(草案)」
，提供申請者準備資料的參考，強調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審查標準
須符合科學性、安全性及社會倫理性，並保障受試者權益。於 2014 年整併相關草案後，
公布「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與審查基準」[1]，包含申請作業程序，明定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需檢附之相關資料。並且明確規範於送件前，應先向查驗中
心申請諮詢，確認資料之完整齊備後，始可正式提出送件申請。而後由於考量部分申請
者具有送件經驗及公司研發策略時程規劃，遂於 2017 年 1 月，修正「人類細胞治療產
品臨床試驗之送件前諮詢流程」[5]，將送件前諮詢從強制性轉變為可選擇性的雙軌制，
提供申請者不同機制的研發選擇。
細胞治療產品研發過程從臨床前到各期程臨床試驗，以達其最終目標：申請查驗登
記，取得上市許可。而因為查驗登記之技術文件審查考量與要求有異於其他藥品，故
TFDA 於 2015 年訂定「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查基準」[2]，闡述對於人類細胞
治療產品查驗登記之品質、安全及療效的要求，期望在保障民眾用藥安全前提下，建立
完善且公開的審查標準，帶動國內細胞治療產品的發展。同年，為確保用於細胞或基因
治療的人類細胞產品無傳染性疾病的風險，後續頒布「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捐贈者合適性
判定基準」[3]，說明捐贈者合適性的判定條件，規範相關傳染病及其病原的篩選及測試。
近期，TFDA 為使申請者清楚瞭解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之申請與審查必要項目，
特制定「人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申請應檢附資料查檢表」[10]，降低審查過程中因資
料不足所致公文往返而延宕時程，或致未能核准的情形。因此強烈呼籲申請者應先依循
查檢表準備符合法規科學文件資料，並自我評估檢視，以提升送件資料品質及完備性。
(二)精進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審查效能與優化流程。TFDA 於 2017 年 8 月，
公告「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審查流程精進措施」[6]，主要增訂「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產品臨
床試驗計畫」的快審機制。針對符合：多國多中心(需包含德國、美國、英國、法國、
日本、瑞士、加拿大、澳洲、比利時、瑞典等十大先進國之一)、非 First in Human 之
臨床試驗計畫；或同實驗室製程之產品，於國內已核准執行過臨床試驗，申請供學術研
究用(Investigator-initiated)之非樞紐試驗臨床試驗計畫等條件之一者，原則上不提會，
審查時間縮短為 30 天。隔年，TFDA 為提升審查效率，公告「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審查
流程及時間點管控」[8]，將「新興生技人體試驗計畫」依風險程度分級管理，區分 3 個
不同的審查流程和時間表，計有風險較低之快審機制(30 天)，一般標準審查程序(45 天)
和風險高屬性複雜需提再生醫學諮議小組會議之程序(150 天)，在兼顧安全性與科學性
的前提下，有效地配置與運用技術審查人力，縮短審查時間，提升臨床試驗審查時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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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期性。如圖二所示。

圖二、新興生技人體試驗計畫(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審查流程及時間點管控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審查流程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比照藥品臨床試驗審查模式，由 TFDA 授權委託財團
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簡稱 CDE)進行技術文件資料評估，
完成審查報告後，送交 TFDA 核駁，再函覆申請者。若案內有特別議題或風險程度較高
者，將諮詢外部委員或提請再生醫學諮議小組，審查流程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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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審查能量的建立與審查效率分析
TFDA 為促進國內人類細胞治療發展，精進審查流程與時效，並配合政策措施與審
查能量的累積，漸進式更改人類細胞治療臨床試驗審查流程，粗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10~2014 年 8 月)，因早期尚未成立「再生醫學諮議小組」，且內部
與外部審查經驗尚處於探索學習階段，故每件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計畫案，於
CDE 完成初審後，逐案提至藥物諮議委員會註 2。此階段整體的審查時間註 3 為 162〜305
天。
第二階段(2014 年 9 月~2018 年 9 月)，考量細胞治療研究之特殊性及新穎性，TFDA
於 2014 年 8 月 8 日成立「再生醫學諮議小組」，同時聘請細胞研究之專家學者加入專
家庫，建立外部專家審查能量。此階段，CDE 完成審查評估後，逐案提至再生醫學諮議
小組。在會議過程中，CDE 與相關專家委員討論溝通，達成一致性審查觀點，審查時間
縮短至 104〜223 天。

註2

藥物諮議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成立目的，為針對化學製劑與生物製劑提供專業諮詢及審查建議。

註3

審查時間計算為從案件受理到 TFDA 發核駁函(不含廠商補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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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2018 年 9 月至今)，考量 CDE 審查結果與再生醫學諮議小組決議，兩者
之間具有相當程度一致性，TFDA 調整審查流程為：無需逐案提至再生諮議小組會議討
論，由 CDE 評估認為有科學疑義或倫理議題時，再提案至再生醫學諮議小組會議審議。
此階段，藉由審查程序精進，審查時間縮短到 50~70 天以內，如圖四所示。
上述結果顯示，隨著政策的制定、法規的完善、經驗的累積，及審查能量的成熟健
全，並配合風險程度分級管理，使得技術審查人力運用更具效率，使得平均審查天數逐
年降低之趨勢。

平均審查天數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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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196

223
179

(

350
300
天 250
數 200
150
日 100
50
0

137

132

104
61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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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10~2019 年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案歷年平均審查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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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計畫申請概況
統計分析 2010~2019 年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案共計 80 件，依試驗期程區
分，結果顯示第一期試驗占大宗，約 54％，其次為第二期試驗約 25％，而第一/二期及
第三期試驗，各為 16％及 5％。以細胞來源區分，顯示多數為自體細胞，約 67.5%，
同種異體細胞，約 32.5%，如圖五所示。

圖五、2010~2019 年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概況
進一步分析細胞類型與研究領域，結果顯示細胞類型主要為「間葉幹細胞、脂肪(幹)
細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約 25%，其次為「免疫細胞(含 T 細胞、NK 細胞、
樹突細胞) (Immune Cells )」，約 22%，如圖六所示。

圖六、2010~2019 年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之細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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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研究領域最多的是「癌症相關」治療領域，約 22％。其次是「神經相
關」和「心臟及血管相關」等研究領域，各 19％和 14％，如圖七所示。
綜合上述，國內近年來執行人類細胞治療臨床試驗樣態，主要以自體細胞治療癌症
相關的早期臨床試驗。

圖七、2010 至 2019 年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之治療領域

結語
近年來，細胞治療的研究，有別於傳統藥品的新興治療產品與方式，已逐成變為備
受國際間矚目的新興領域。綜觀先進國家對於細胞治療的發展，美國首先於 1997 年核
准 細 胞 治 療 產 品 Carticel® ， 現 今 紛 紛 有 許 多 產 品 在 各 國 核 准 上 市 ， 如 美 國
(Provenge®,HEMACORD®) 、 歐 盟 (Holoclar®, Zalmoxis®) 及 日 本 (TEMCELL® ,
HeartSheet®)等等，此外，國際上許多細胞產品亦在研發或臨床試驗中，未來預期將有
更多產品陸續核准上市，而這新興領域產品的研發到上市的法規科學管理方式，最具挑
戰尚待解決。生醫產業中，臨床試驗是驗證醫療技術及產品效果的最重要環節，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
筆者觀察到，細胞治療新穎型臨床試驗的法規制定及審查能量的建立，是需要時間
與經驗的累積，也需與相關領域的專家持續不斷的溝通討論及建立審查共識。政府的政
策方針，無疑是生技產業發展重要推手，各類相關的法規及政策的推行都直接或間接的
俾利推動台灣新興生技醫療的發展。至今 TFDA 已制定多項法規、公告及政策措施，建
議持續蒐集歐美日先進國家的細胞治療產品法規進展，以強化我國法規環境與建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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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能量，期許我國生醫產業鏈能夠跟上全球的趨勢，提升我國細胞治療產品之國際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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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1 月發表「簡易新藥上市申請、修正及補充
之優先審查」政策程序指導手冊(MAPPs)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白書睿

發表時間： 2020/01/30

內容歸類： 學名藥

類

關 鍵 字： ANDA, amendments and

別： CDER's Manual of
Policies and

supplements、priority review、

Procedures (MAPPs)

prioritization factor

資料來源： Prioritization of the Review of Original ANDAs, Amendments, and
Supplements
重點內容： 1.

此政策程序指導手冊為第五版，取代 2017 年 11 月發行之第四版。此
政策程序指導手冊說明美國 FDA 有關簡易新藥上市申請(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 、 修 正 (amendment) 及 補 充
(supplement)之審查優先順序考量，並提供優先條件(prioritization
factor)協助判斷申請案是否符合優先審查(priority review)。

2.

符合優先條件之申請案可適用優先審查，優先條件共有下列 10 項：
(1) 申請案的品項於橘皮書(the "Orange Book")中包括對照藥品
(reference listed drug, RLD)僅有少於 4 個(< 4)上市許可，且申
請案並未受專利或對照藥品銷售專屬權阻擋上市許可。
(2) 申請案屬 Paragraph IV(見註 1)，且資料齊備並符合下列其一者：
A.

申請資料最早齊備者，可適用優先審查直到 180 天銷售專屬
期屆滿(見註 2)。

B.

非申請資料最早齊備者，因為申請案受到申請資料最早齊備
者 180 天銷售專屬權阻礙上市許可，故僅在申請資料最早齊
備者 180 天銷售專屬期屆滿後，申請案始可適用於優先審查。

C.

申請案的品項於橘皮書中包括對照藥品僅有少於 4 個(< 4)上
市許可，且非上述兩點之其他 Paragraph IV 申請案。

(3) 申請案屬 Paragraph III(見註 1)，且申請品項於橘皮書中包括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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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該品項僅有少於 4 個(< 4)上市許可，且非複雜成品申請案之
申請時間為專利或對照藥品銷售專屬期屆滿前 24 至 36 個月、或
複雜成品申請案之申請時間為專利或對照藥品銷售專屬期屆滿前
36 至 48 個月者(見註 3)。
(4) 申請案可減輕、解決或預防藥品短缺(drug shortages)。
(5) 申請案符合特定審查計畫，例如「美國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
(6) 申請案與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相關。
(7) 申請案與某些政府採購計畫相關，例如「全政府品質保證計畫
(Government-Wide 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要求之架儲
期延長或包裝變更案等。
(8) 申請案受法定授權(statutory mandates)或依循法令要求，例如
依循法令要求之成品配方組成或仿單變更申請案等。
(9) 申請案依循 21 CFR §314.70(b)(4)，因公共衛生或是延遲將導致
申請者面臨重大困難者，例如申請者因面臨爆炸、暴風等災害導
致廠房損壞或遷廠之變更案。
(10) 申請案同時符合單一來源("sole source")之下列三點說明：
A.

申請案的對照藥品已列入橘皮書之停產章節(discontinued
section)。另橘皮書之有效章節(active section)僅收載不超
過一個相同品項學名藥，且此相同品項學名藥並非依 FD&C
Act §505( j)(2)(C)核准之請願式學名藥(見註 4)。

3.

B.

申請案未受專利或對照藥品銷售專屬權阻擋上市許可。

C.

申請案未符合其他的優先條件。

符合優先條件之優先審查申請案可縮短審查目標天數(shorter goal
date)或加速審查(expedited review)。若已訂定申請案之審查目標天
數，不會因隨後判定申請案符合優先條件而再修改審查目標天數。

4.

同時符合多個優先條件之申請案不會比僅符合一項優先條件之申請案
有更多好處。同時申請不同單位含量之申請案，若其中之一單位含量
申請案判定符合優先條件，則所有單位含量申請案均適用於優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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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根據美國 FD&C Act §505( j)(2)(A)(vii)學名藥申請者須向 FDA 檢送關
於對照藥品專利之四項特定認證(certification)之一，分別為：
(1) Paragraph I：對照藥品未有任何專利資訊之登載。
(2) Paragraph II：對照藥品對應之專利權已消滅。
(3) Paragraph III：對照藥品對應之專利權消滅後，始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核發藥品許可證。
(4) Paragraph IV：對照藥品對應之專利權應撤銷，或申請藥品許可
證之學名藥未侵害對照藥品對應之專利權。

2.

根據美國 FD&C Act §505( j)(5)(B)(iv)，Paragraph IV 之學名藥上市
申請，其申請資料最早齊備者，最終核准後可取得 180 天之銷售專屬
期(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於此期間屆滿前不再核發其他學名
藥許可證。

3.

根據美國學名藥使用者付費法案承諾書(GDUFA II Commitment
Letter)，複雜成品(complex product)包括：
(1) 複雜原料藥(如原料藥為胜肽類、聚合物、混合物、天然來源等)、
複雜配方組成(如微脂粒、膠體等)、複雜遞輸途徑(如局部作用藥
品，包括眼用或耳用懸浮液、乳劑或凝膠等)或複雜劑型(如經皮吸
收劑型、定量吸入劑、緩釋注射劑等)。
(2) 複雜藥品-醫療器材複合產品(如自動注射器、定量吸入劑等)。
(3) 其他複雜產品，其案件的複雜性或不確定性可能藉由較早科學性
介入而受益者。

4.

請願式學名藥(petitioned ANDA)可參見當代醫藥法規月刊第 109 期
『美國 FDA 於 2019 年 5 月發表「如何決定應以 ANDA 或 505(b)(2)
方式申請上市許可」指引』
。請願式學名藥的申請可允許劑型、給藥途
徑、劑量或部分活性成分與對照藥品不同，申請時不須提供完整安全
性及有效性資料，申請前通常提供與對照藥品具相同治療效果的資料
申請適用性請願(suitability 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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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20 年 2 月發表「ICH M9 指引：以 BCS 分類為基
礎的生體相等性試驗免除」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張貽婷

發表時間： 2020/02/10

內容歸類： 生物藥劑

類

關 鍵 字： Biopharmaceutical

別： ICH guide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BCS),
biowaiver
資料來源： ICH M9 guideline on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based
biowaivers
重點內容： 1.

歐盟 CHMP 於 2020 年 1 月採用 ICH 於 2019 年 11 月發表 M9 指引：
以 BCS 分類為基礎的生體相等性試驗免除，以下簡稱 BCS-based
biowaiver。以下內容將與我國 BCS-based biowaiver 申請指引互相
對照，不一致之處以雙底線表示，我國指引未詳述之處則以單底線表
示。

2.

BCS-based biowaiver 目的在減少生體相等性試驗的執行，例如：用
以取代生體相等性試驗。BCS 基於主成分溶解度和腸道穿透性的科學
特性，將主成分分為 Class I (高溶解度，高穿透性)、Class II (低溶解
度，高穿透性)、Class III (高溶解度，低穿透性)及 Class IV (低溶解度，
低穿透性)共四大類別。BCS-based biowaiver 僅適用於速放製劑，如
用以將藥品輸送至全身循環之口服固體劑型或是懸浮劑型。而療效濃
度範圍狹窄之藥品，並不適用本指引。複方產品若所有主成分皆符合
Class I 或 Class III 特性時，亦可適用本指引。

3.

BCS-based biowaiver 僅適用主成分列屬於 BCS Class I (高溶解度，
高穿透性)或是 Class III (高溶解度，低穿透性)之藥品。有三種情形可
適用：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的主成分須完全相同；若兩藥品的主成分
含不同鹽基時，當兩種鹽類的主成分均屬於 BCS Class I 時，亦可適
用；前驅藥品(pro-drugs)若是以原型藥的形式吸收時，亦可適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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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藥品與對照品藥的主成分是不同的酯、醚、異構體、異構體混合
物、藥物複合物或衍生物時，因這類型的差異可能導致有不同的生體
可用率，則不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4.

溶解度：
(1) 主成分高溶解度定義：藥品單次最高治療劑量(highest single
therapeutic dose)可完全溶解於等於或小於 250 毫升的水性媒
液(aqueous media)環境，媒液條件為 371°C、pH 範圍在 1.2
-6.8。若單次最高治療劑量不符合此標準，但對照藥品的最高單
位含量(highest strength)有符合上述條件，需額外提出得以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的合理性說明。
(2) 執行主成分溶解度試驗時，應在 371°C 之 pH 1.2 -6.8 範圍內選
擇至少三種 pH 值媒液，須包含 pH 1.2、4.5 及 6.8，若主成分在
此 pH 範圍內可預期有較低的溶解度時，則應評估該 pH 媒液的
溶解度。
(3) 可利用搖瓶法或其他合理的方法執行溶解度平衡實驗，主成分添
加後與完成溶解度平衡時，皆應測量記錄媒液的 pH 值是否仍維
持在設定的 pH 值(±0.1)，必要時可調整 pH 值為一致。此外，亦
可考慮以單次最高治療劑量評估是否可完全溶解於 250 mL 的媒
液，或以等比例但較少的給藥量及媒液體積中評估。
(4) 每個 pH 值媒液的溶解度試驗要重複執行至少三次測定，以確認
溶解度試驗方法的合適及確效。此外，應證明主成分在溶解媒液
中具有足夠的安定性，若主成分不安定有>10％的降解，將無法
確定其溶解度，以至於無法確認溶解度的分類。除實驗數據外，
可提供文獻數據來支持溶解度的分類。

5.

(腸道)穿透性
(1) 穿透性的評估應優先採用人體藥動學試驗資料，如絕對生體可用
率或質量平衡試驗。
(2) 高穿透性定義：藥品絕對生體可用率85%；當≥ 85％投藥劑量以
原型藥品(或≥85％的原型藥品、1 期氧化代謝物與 2 期結合代謝
物的總和)於尿液中排除；有關糞便排除的數據，僅能考慮氧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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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代謝物，經還原或水解反應生成的代謝物，除非有證據顯示
這些代謝物不會在藥品吸收前產生，否則應不予以計入藥品吸收
量。糞便中的原型藥物量並不能計入藥品吸收量，除非有適當的
證據顯示糞便中發現的原型藥物是經過吸收後再由膽道、腸分泌
至腸道或係從不穩定的結合代謝物經由腸道微生物轉換而來。人
體體內數據可以接受文獻資料。
(3) 穿透性試驗也可藉由經確效及標準化的體外 Caco-2 細胞法進行
評估，如果主要是以體外細胞系統方式推斷藥品為高穿透性，則
應證明高穿透性的結果不受主動運輸的影響，詳細內容請參考指
引中附件 I “Caco-2 細胞穿透性測定方法注意事項”。
(4) 若未能證明具有高穿透性，基於 BCS 分類的目的，該主成分則被
認為屬低穿透性。
(5) 使用質量平衡研究(除尿液中含有≥ 85％劑量的原型藥品之外)與
體外 Caco-2 研究來支持高穿透性，需要提供額外的數據來證明
主成分在胃腸道的安定性。胃腸道的安定性可以用藥典或模擬的
胃液和腸液來證明，藥物溶液應在 37ºC 下培養一段時間(例如在
胃液中 1 小時與在腸液中 3 小時)。定量藥物濃度的分析方法應經
過確效。若主成分有顯著降解(> 10%)則排除於高穿透性的分類。
6.

藥品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的要件包括：主成分符合 BCS Class I
與 Class III 者、為口服速放劑型並具有全身性作用、以及受試藥品與
對照藥品屬相同的劑型與劑量。當主成分單次最高治療劑量不符合高
溶解度定義，但最高單位含量有符合時，若具有線性藥物動力學特性
(劑量需橫跨最高單位含量及單次最高治療劑量)，則亦可適用
BCS-based biowiaver。具有頰下(buccal)或舌下(sublingual)吸收的
藥物產品則不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7.

作為合格的 BCS-based biowaiver，關於藥品賦形劑和體外溶離比對
的標準如下：
賦形劑：
(1) 原則上申請品與對照品應該一致。若二者的賦形劑不同，首先應
評估該賦形劑是否會影響體內的吸收，再對該賦形劑的量進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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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可能影響藥物吸收的賦形劑有糖醇（例如甘露醇 mannitol，
山梨糖醇 sorbital）和表面活性劑（例如月桂基硫酸鈉 sodium
lauryl sulfate）。
(2) 對於 BCS Class I 類主成分，允許賦形劑在質量和數量上存在差
異，若有可能影響吸收的賦形劑，則應使用與對照藥品相同的賦
形劑且含量應相似(即在對照藥品中賦形劑含量的±10％以內)，另
外，可能影響吸收之賦形劑的累積差異應在±10％以內。
(3) 對於 BCS Class III 類主成分，所有賦形劑在質量上應相同且在含
量上相似（膜衣或膠囊殼賦形劑除外）
。可能影響吸收的賦形劑在
質量上應相同且在數量上相似(即在對照藥品中賦形劑含量的±
10％以內)，並且這些賦形劑的差異總和應在±10％以內。
BCS Class III 藥品之賦形劑含量相似的條件：
賦形劑類型

相較於該賦形劑在對照藥品使用的含量
百分率

可能影響吸收的賦形劑：
個別賦形劑

10%

差異總和

10%
相較於 core 重量的含量百分率(w/w)之
差異

所有賦形劑：
填充劑(Filler)

10%

崩散劑(Disintegrant)
Starch

6%

Other

2%

結合劑(Binder)

1%

潤滑劑(Lubricant)
Ca. or Mg. Stearate

0.5%

Other

2%

滑動劑(Glidant)
Ta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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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0.2%

所有賦形劑的差異總和之限值

10%

體外溶離比對：
(1) 採用 BCS-based biowaiver 時，應使用代表性批次的受試藥品與
對照藥品進行體外溶離曲線比對試驗。除非另有說明，受試藥品的
批量應為生產規模的 1/10 或 100,000 個劑量單位(以較大者為
準)。體外溶離曲線比對試驗應使用藥典設備和經確效的分析方法
執行。體外溶離曲線比對試驗的條件：




儀器：攪拌槳裝置或網籃裝置
媒液的體積：900 毫升或更少(建議使用成品檢驗（QC）條
件的體積)。






媒液的溫度：371C
轉速：攪拌槳裝置-50 rpm，網籃裝置-100 rpm。
應使用至少 12 個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
三種緩衝液：pH 1.2，pH 4.5 和 pH 6.8。應使用藥典緩衝液。
在最低溶解度的 pH 值若與上述緩衝液不同，則可能需要另
外執行。





不接受添加有機溶劑，不應添加表面活性劑。
除非使用原位檢測方法，否則在收集過程中應過濾樣品。
對於已證明具有交聯作用 (cross-linking)的明膠膠囊或片
劑，媒液可以使用酶。

(2) 非常快速溶離特性(very rapid dissolution characteristics)之定義
為，在一定溶離條件下，藥品的平均溶離率可在 15 分鐘內達到 85
％以上。快速溶離特性(rapid dissolution characteristics)之定義
為，在一定溶離條件下，藥品的平均溶離率可在 30 分鐘內達到 85
％以上。
(3) 主成分列屬 BCS Class I 者，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在所有試驗條件
中，均應顯示非常快速溶離或快速溶離，且基於 f2 比較具有相似
溶離表現，才符合 BCS-based biowaiver 資格。主成分列屬 B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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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II 者，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均應顯示非常快速溶離特性，才
符合 BCS-based biowaiver 資格。
(4) 關於溶離相似性因子(f2)計算公式以及評估條件如下：
𝑓2 = 50 ∙ log {[1 + (1⁄𝑛) ∑






𝑛

(𝑅𝑡 − 𝑇𝑡)2 ]

−0.5

𝑡=1

∙ 100}

至少三個溶離時間點（不包括零）。
試驗藥品的溶離時間點應相同。
取試驗藥品每個溶離時間點的平均值計算。
試驗藥品溶離平均值皆溶出 85%以後，僅得取一個時間點計
算。



為能使用平均數據計算 f2，早期的時間點(最多至 10 分鐘)
變異係數不應超過 20％，其他時間點不應超過 10％。當變
異係數過大會使 f2 評估不準確，此時將無法決定溶離表現的
相似性。

(5) 對於含多種劑量(strength)產品申請 BCS-based biowaiver 時，應
在每個劑量中比較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的溶離曲線。
註：以上內容將與我國 BCS-based biowaiver 申請指引互相對照，不一致
之處以雙底線表示，我國指引未詳述之處則以單底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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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3 月發布「要求對氣喘或過敏用藥
montelukast 藥品新增嚴重身心副作用之加框警語(Boxed
Warning)；及建議限縮過敏性鼻炎的使用」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王竣鋒

發表時間： 2020/03/04

內容歸類： 藥品安全

類

關 鍵 字： Montelukast、asthma、

別：

新聞

neuropsychiatric events、
allergic rhinitis、leukotriene、
suicidality
資料來源： FDA requires Boxed Warning about serious mental health side
effects for asthma and allergy drug montelukast (Singulair); advises
restricting use for allergic rhinitis
重點內容： 1.

Montelukast 是一種具有選擇性及口服有效的白三烯素(leukotriene)
受體拮抗劑，於我國核准適用於預防與長期治療成人及小兒的氣喘，
包含預防日間及夜間氣喘症狀，及防止運動引起的支氣管收縮。緩解
成人及小兒的日間及夜間過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症狀。

2.

美國 FDA 經評估治療氣喘與過敏藥品 montelukast 之風險與效益
後，正加強現有仿單中之嚴重行為變化與情緒相關變化之警語。
Montelukast 成 分 藥 品 仿 單 已 包 括 神 經 精 神 病 學 相 關
(neuropsychiatric events)副作用之相關警語，包括自殺想法或行
為。然而，許多專業醫療人員、病人及照護者並未意識到此風險。經
評估現有資訊並於 2019 年 9 月 27 號召集專家小組會議後，美國 FDA
認為有必要提出更強而有力之警語，因此，要求將此類風險列於加框
警語中。

3.

除此之外，美國 FDA 亦建議對 montelukast 適應症之一「過敏性鼻
炎」
，應限縮在經其他抗過敏藥物治療無效或無法耐受的過敏性鼻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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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非所有的過敏性鼻炎病人。美國 FDA 同時亦要求提供新的病人
用藥指引(medication guide)來教育病人和病人雙親/照護者更清楚
瞭解這類精神副作用的風險。若是治療氣喘病人，美國 FDA 建議處方
montelukast 之前應該要審慎考量其效益與風險（例如：詢問病人的
精神病史。）
4.

我國核准含「montelukast」成分之藥品製劑許可證共 32 張，其中文
仿單已於：
「注意事項」刊載「病人服用 Montelukast sodium 曾經報
告有神經精神事件(見副作用)。由於其他因素也可能會導致這些事件，
並不清楚是否與 Montelukast sodium 有關。醫師應與病人和/或照顧
者討論這些不良經驗。指導病人和/或照顧者，如果發生神經精神變
化，應通知其醫師」
。
「副作用-上市後使用經驗」刊載「精神病學異常：
躁動包括侵略性行為或敵意、焦慮、沮喪、定向障礙、注意障礙、夢
境異常、言語困難(口吃)、幻覺、失眠、記憶損害、強迫症、精神運動
性過度活躍(包括易怒、坐立不安、顫抖)、夢遊、自殺的想法和行為
(suicidality)、抽搐(tic)」。

5.

澳洲 TGA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亦曾於 2018/7/12
發布相關安全資訊(Montelukast Safety Review)。我國分別於 2008
年、2009 年及 2018 年多次發布新聞稿提醒醫師及病患或其照護者。
然而在我國並未限縮本品的核准適應症，因此無論是氣喘或過敏性鼻
炎的病人使用含 montelukast 的藥時，需密切監視病患服藥後的認知
行為及可能出現的身心不良反應，同時也提醒病患切勿自行停藥，倘
若有任何疑問應儘速洽詢醫師或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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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3 月發表「第二型糖尿病：改善血糖控制新
藥的安全性評估」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張三姍

發表時間： 2020/03/10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別： 指引草案

(T2DM)、improve glycemic
control、cardiovascular risk、
cardiovascular events、safety
database
資料來源：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Evaluating the Safety of New Drugs for
Improving Glycemic Control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將取代 2008 年 12 月所公佈之「評估治療第二型糖尿病新
藥之心血管風險」指引，以及 2008 年 2 月所公佈之「糖尿病：治療
及預防的新藥與生物製劑之研發」指引草案。

2.

根據 2008 年指引所述，所有研發用來改善第二型糖尿病(T2DM)病人
之血糖控制的新藥，皆須顯示出不會造成無法接受之心血管風險
(cardiovascular risk)上升，因此藥廠完成了許多心血管結果試驗
(cardiovascular outcome trials, CVOTs)。綜合這些試驗結果發現，
臨床試驗納入大量患有糖尿病併發症和共病症之病人，對於評估新藥
的安全性是可行且有價值的，可以有效評估其心血管風險。而截至目
前為止，沒有 CVOTs 被認定會增加缺血性心血管事件(ischemic CV
events)之風險，甚至有些 CVOTs 顯示會降低心血管事件(CV events)
之風險。因此，FDA 於 2018 年召開專家會議，審視從 2008 年以來
的 CVOTs，並重新討論 2008 年指引的適用性。此次會議強調下列安
全性評估方法的重要性，，包括核准前提供足夠的安全性數據，持續
關注心血管安全性且不僅限於動脈粥狀硬化事件，以及根據研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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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的風險進而做上市後要求。而非如過去般對此類新藥做一體適
用的要求。
3.

評估改善 T2DM 血糖控制新藥的安全性有以下考量：
(1) 安全性資料庫(safety database)的規模大小：T2DM 病人通常需
要數十年的治療，因此核准用於 T2DM 病人的血糖控制新藥，必
須 在 短 期 臨 床 試 驗 中 顯 示 出 明 確 (well-characterized) 的 安 全
性，但有些安全性問題只有在長期使用中才能確認，因此評估這
類藥物，需要有充足的病人數接受較長的治療時間，以完整評估
該藥物長期使用的安全性。故申請新藥查驗登記時，其安全性資
料庫應包含對照性臨床試驗(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及對照性臨
床試驗之延伸試驗，且符合下列暴露條件：



第三期臨床試驗中，至少達 4000 人-年之新藥暴露量且包含
所有劑量組之研究。




至少有 1500 名病人接受新藥暴露達一年以上。
至少有 500 名病人接受新藥暴露達兩年以上。

(2) 藥物研發過程中的病人特徵：患有 T2DM 的病人通常亦患有共病
症或糖尿病併發症(如：慢性腎病、心血管疾病)，因此在評估用於
T2DM 病人改善血糖控制新藥的安全性，應納入足夠數量合併患
有心血管疾病、慢性腎病的 T2DM 病人，以及患有 T2DM 的老
人族群。故申請新藥查驗登記時，廠商應提供第三期臨床試驗中，
包含下列族群的安全性資料：



至少有 500 名接受新藥暴露的 T2DM 病人合併患有第 3 或 4
期慢性腎病。



至少有 600 名接受新藥暴露的 T2DM 病人有已知的心血管疾
病(如：曾患有心肌梗塞、有紀錄的冠狀動脈疾病、曾經中風、
周邊血管病變)。



至少有 600 名接受新藥暴露的 T2DM 病人為 65 歲以上的老
人。

可能有病人同時符合上述三項中超過一項的分類，但必須至少有
1200 名病人符合上述至少一項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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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考量：



不良心血管結果(adverse CV outcomes)是 T2DM 病人的重
要後遺症及死亡原因，因此廠商應使用嚴格的方法來收集心
血管不良事件，並由盲性判定委員會進行評估(assess by
adjudication)



有些情況下，進行上市前安全性評估時，可能會要求在藥物
研發過程中累計最小數量的相關不良事件，以排除有意義的
風險程度，這些不良事件亦須由盲性判定委員會評估。FDA
預期這些需要額外收集安全性資料的情況，可在開始執行第
三期臨床試驗前確認並討論。



廠商應設置數據安全監測委員會，以針對臨床試驗中的安全
性資料做獨立性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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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2 月公告「精簡化 510(k)準備及審查程序自
願性 eSTAR 試行計畫」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簡廷翰

發表時間： 2020/02/26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試行計畫、pilot program、

別： 新聞

510(k)、eSTAR
資料來源： The FDA Announces Voluntary eSTAR Pilot Program to Streamline
510(k) Preparation and Review
重點內容： 1.

美 國 FDA 提 出 電 子 化 送 件 範 本 及 資 源 (electronic submission
template and resource, eSTAR)自願性試行計畫 (voluntary pilot
program)，期望藉由電子化範本，來引導醫療器材上市前通知(510(k))
的申請者準備完整的送件資料。eSTAR 的特色包含：
(1) 自動化格式(如：表格建構、自動填入等)；
(2) 與 CDRH 內部審查用範本相符的格式內容與架構；
(3) 可整合多種審查相關資源(如：FDA 公告指引、product code 資
料庫等)；
(4) 引導各項送件資料的準備；
(5) 自動確認送件資料是否齊備 (意即 FDA 將不會對針對 eSTAR 送
件案件進行初篩審查(refuse to accept review, RTA review))；
(6) 免費使用。

2.

自願性 eSTAR 試行計畫的宗旨為強化醫療器材商的 510(k)送件準備
及 FDA 審查的一致性及效率。FDA 將會評估出：以 eSTAR 產出之具
完整架構的送件資料，是否可提升 FDA 的審查效率；以及，與先前推
出之送件範本 eCopies、eSubmitter 比較，以期讓安全、有效且優質
的醫療器材得以更快的進入市場。

3.

FDA 目前開放醫療器材商申請參加 eSTAR 試行計畫，預計招收最多 9
名參加者。參加者應為醫療器材業界中具普遍代表性之廠商，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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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邦 公 報 (Federal Register) 公 告 之 要 求 條 件 。 ( 詳 情 請 見 公 告 ：
Improving 510(k) Submission Preparation and Review: Voluntary
Electronic Submission Template and Resource Pilot Program;
Request for Comments)
4.

eSTAR 試行計畫的參加者應符合並遵守以下要求：
(1) 須為 FDA 審核錄取者；
(2) 審核錄取後三個月內，必須以 eSTAR 格式提出傳統、特殊或簡化
510(k) 醫 療 器 材 申 請 案 「 不 可 為 複 合 性 產 品 (combination
product)」；
(3) 必須申請至少一件與人體組織接觸並且搭配軟體使用的 510(k)醫
療器材申請案；
(4) 必須依據上述聯邦公報公告 I.C 段內容，提供 eSTAR 的使用回饋；
(5) 送件的 eSTAR 資料必須完整(complete)，如 eSTAR PDF 檔案開
頭所示。(編按：eSTAR PDF 於檔案開頭設有功能變數以偵測各段
內容是否有被確實填寫，未完成的文件將顯示”STATUS： eSTAR
INCOMPLETE”，並說明未完成之文件將不會被審查。)

5.

eSTAR 與 FDA 於 2018 年 9 月公告之 eSubmitter 範本的差異點在於：
(1) 以業者熟悉的 Adobe Acrobat 為文件架構軟體，故使用介面上較
不陌生；
(2) 與 FDA 內部審查使用之內容格式更為相似；
(3) 文件中可使用之整合資料庫資源(如：用於審查資料中加註參考的
國際標準)新增可填入 FDA 指引之欄位；
(4) 可於文件上加上註解說明；
(5) 支援圖片與動態彈出文字，並可加入參考資料附件及修正文件；
(6) 支援行動裝置及 Mac 作業系統。

6.

eSTAR 僅為引導 510(k)送件資料準備的範本格式，完成 eSTAR 資料
填寫並不會自動送件。廠商如欲送件，應將 eSTAR PDF 檔案存於數位
儲存裝置中(CD、DVD 或 USB 硬碟，不接受 SD 卡)，與列印出的送
件申請書(cover letter)一併寄至 FDA 文管中心。

7.

下載使用 eSTAR 範本是完全免費的，然而以 eSTAR 格式申請 5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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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依據 510(k)申請案之公告繳交申請規費。
8.

以 eSTAR 格式送件之 510(k)申請案，審查流程上除省略初篩審查階段
外，其餘與一般 510(k)申請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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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2 月發表「腹腔鏡手術用組織粉碎器之產品
標示」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簡廷翰

發表時間： 2020/02/26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腹腔鏡手術、組織粉碎器、

別： 指引草案

laparoscopic power
morcellator (LPM)、
laparoscopy、fibroids、肌瘤。
資料來源： Product Labeling for Laparoscopic Power Morcellators - Draft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旨在說明腹腔鏡手術用組織粉碎器(laparoscopic power
morcellator, LPM)的產品標示內容與格式之相關建議事項。

2.

目前的科學研究發現，於婦科腹腔鏡手術使用 LPM 切除子宮肌瘤時，
可能導致潛藏於肌瘤內的惡性腫瘤被散播至其他腹腔位置，造成惡性
腫瘤的醫源性轉移及病情惡化。

3.

因此，FDA 建議製造廠於 LPM 產品標示提供以下相關資訊：說明隨
病患年齡增加的相關風險、說明可能造成良性或惡性腫瘤組織散播的
風險，以及與組織收集裝置(containment system)之搭配應用說明。
FDA 相信上述資訊將有助於提升 LPM 應用於婦科手術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

4.

本指引草案適用於宣稱可用於各種腹腔鏡手術及婦科腹腔鏡手術專用
的 LPM 產品，不論其造成組織粉碎的工作原理為何(如：電燒、射頻)。
本指引不適用於宣稱非婦科手術用之 LPM 產品。子宮鏡手術用組織粉
碎器(hysteroscopic morcellator)亦不適用於本指引，因 FDA 相信依
據目前子宮鏡手術用組織粉碎器之適應症及操作方式，該類型粉碎器
並無法讓惡性肉瘤組織散播進入腹膜，故並不會產生與本指引所指之
LPM 產品相等程度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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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指引草案主要目的並非完整表列出婦科手術用之 LPM 產品之應標
示內容，而是建議額外加入 FDA 認為與 LPM 之有效性及安全性相關
的重要資訊。正確的 LPM 產品標示及充分的說明將有助於提升醫師及
病患對於 LPM 使用於婦科手術之風險意識。這些資訊主要用於提醒醫
師，並建議醫師將資訊與病患分享、說明。

6.

FDA 建議 LPM 產品標示應加上一個加印粗線外框的警告標語(boxed
warning)，其內容如下：
(1) 子宮組織可能潛藏未被發覺的癌症組織；
(2) 以 LPM 進行子宮肌瘤手術時將可能散播這些癌症組織，導致病患
的長期存活率下降。

7.

FDA 建議 LPM 產品應於產品禁忌症及警告說明部分，加註 LPM 用於
婦科手術所可能產生之風險相關關鍵資訊，其內容如下：
(1) LPM 禁止於婦科手術中用於粉碎已知或可能藏有惡性腫瘤之組
織；
(2) 對於 50 歲以上或已停經的病患，或可經陰道或微創手術創口進行
全組織切除方式(en bloc tissue removal)移除組織的病患，禁止
以 LPM 移除含有可疑的子宮肌瘤的子宮組織；
(3) 罹患隱性癌症(包含子宮肉瘤)之風險隨著年齡提高，尤其是 50 歲
以上的婦女；
(4) 未搭配組織收集裝置使用的粉碎器系統，已知可能造成良性子宮
組織的散播，包含寄生性肌瘤(parasitic myomas)、瀰漫性腹腔
肌瘤症(disseminated peritoneal leiomyomatosis)；
(5) LPM 必須要搭配組織收集裝置才可使用。組織收集裝置必須與
LPM 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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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預告「真實世界證據支持藥品研發之
基本考量(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陳淑玲

發表時間： 2020/02/19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函

關 鍵 字： 真實世界證據、藥品研發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91400596
號

資料來源： 預告「真實世界證據支持藥品研發之基本考量(草案)」
重點內容： 1.

真實世界證據為國際最新臨床應用趨勢，可用於精進臨床試驗設計，
並作為藥品上市前後療效或安全性之輔助性證據，各國皆重點發展真
實世界證據之應用並制定相關規範。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參酌
國際最新管理規範趨勢，訂定「真實世界證據支持藥品研發之基本考
量(草案)」，以供國內藥品研發依循。

2.

本 次 草 案 內 容 將 載 於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署 網 站 ( 網 址 ：
http://www.fda.gov.tw/ )/業務專區/藥品/政策法規公告專區/藥品相
關公告/預告草案專區。

3.

本次公開草案之內容倘有任何意見或修改建議者，請於發函日次日起
60 日內發文至食品藥物管理署陳述意見。

RegMed 2020 Vol. 114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