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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經濟模型之概念建模方法學指引簡介
張慧如1

前言
目前我國健保尚未強制廠商在建議新醫療科技納入給付時須一併提交國內藥物經
濟評估報告，僅於「全民健康保險新藥收載及核價作業須知」特別針對第 2 類新藥支付
價格，訂定了在國內進行藥物經濟學(pharmacoeconomics, PE)研究者最高加算 10%
的獎勵措施。然而在 2018 年公告的「全民健康保險高費用癌症藥品送審原則」中，針
對高費用癌症藥品給付申請規範了「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應另檢附國內藥物經濟學
研究報告，呈現新藥之成本效益等經濟評估及財務影響分析結果」，這顯示健保的藥品
給付支付決策越來越看重醫療科技是否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
，因此可以預期藥
物經濟學在國內也將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各國醫療科技評估組織在進行評估時，為了讓成本效益研究能合理模擬真實世界的
狀況，使推估結果能成為資源配置最佳化的決策參考，評議的重點多著重在模型架構適
當性以及參數推估的合理性

[1-3]

，並且必要時會由廠商或醫療科技評估組織進行模型或

參數的校正或調整，以重新推估可能的成本效益比值(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 ICER)。
觀諸國內，在藥物經濟學方法的介紹或教學上，大多仍為著重在分析方法如成本分
析(cost analysis)、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 CMA)、成本效益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及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 CUA)的介紹.
或是相關軟體或工具的實作，例如使用 TreeAge 或 Excel 來建構一個模型並進行分析，
對於藥物經濟模型建構的方法，仍少有深入介紹。然而，考量成本效益將成為健保給付
決策的重要標準，相關的研究者除了要了解藥物經濟或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礎操作方法外，
實有必要對於藥物經濟模型開發過程中的關鍵考量因素，有更為深入的了解，以讓研究
結果更能符合健保給付決策參考之需。
藥物經濟學研究主要的缺失常發生在決策問題的描述、模型架構的設定、實證資料
的使用以及模型的實現與操作等，但目前在模型建構方法學的發展上尚未完整，使得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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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研究者少有具共識的方法可供依循 。然而，因模型建構是藥物經濟研究最為根本且
重要的步驟，若是建構出不恰當的模型架構，亦會產出錯誤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將導致
錯誤的資源配置決策；因此本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在於對目前之模型建構方法學及指引進
行介紹，期能增進國內研究者對模型建構方法學及考量要點，有更為深入的了解並期待
未來在進行藥物經濟研究時，能將相關方法加以應用，以使建構的經濟模型能更恰當的
反映決策問題以及貼近真實世界的狀態。

藥物經濟模型建構之方法學指引
概念建模(conceptual modelling)指的是描述建構模型的概念與構想，而在藥物經
濟研究上，指的是以適當的簡化方式來摘述與萃取現實狀況的特質或組成。要讓藥物經
濟研究具有決策參考價值。概念建模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工作，它引導與影響著後續的模
[5]

型建構與結果分析 ；然而，由於目前相關的藥物經濟學教科書對於概念建模的方法與
過程較少著墨，導致相關研究在模型建構方法上存有歧異，研究者可能會受到不同的知
[4]

識背景、研究經驗或偏好的影響，而採取不一樣的方法來進行模型的建構 。
[6]

例如在 Gray 等人的著作 中，指出建構決策分析模型的步驟包含問題的定義、決
策模型的選擇、證據的辨識與綜整、模型的建構與分析以及不確定性的處理等，並指出
在問題定義的階段必須針對可能的治療選擇方案、目標族群病人、處置或治療施行的地
點或機構、經濟評估觀點、模型分析期間、成本與效果的測量方法以及模型的範圍與界
限進行定義，但該著作並未對細部的操作方法及細節進行描述；而目前相關醫療科技評
估組織針對經濟評估所提出之方法學指引，因大多參考此架構提出報告撰寫格式的建議
[2, 3]

，也很少進一步深入說明定義模型範圍與界限的操作或執行方法。
有鑑於藥物經濟研究在概念建模方法學上缺乏，為提升藥物經濟研究品質，

ISPOR-SMDM 模 型 建 構 優 良 研 究 規 範 工 作 小 組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 and the Society fo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Modeling Good Research Practices Task Force)於 2012 年發表健
康經濟學概念建模指引的研究報告，提出具有共識基礎的模型概念化步驟

[7]

；此外，

Squires 等人也於 2016 年提出健康經濟模型結構發展的架構，指引模型建構者利用透
[5]

明的方法來描述對研究問題的理解，以及對定量模型的摘述與描述 。以下就這 2 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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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所建議的方法進行摘述。
(一) ISPOR-SMDM 模型建構優良研究規範工作小組所提出的模型概念化指引

[7]

ISPOR-SMDM 的報告將模型概念化的過程分為 2 個部分，首先是問題的概念化，
將對於健康照護過程或決策的相關理解轉化為問題的描繪，而之後則是模型的概念化，
將要探討的問題藉由特定模型的特性或屬性呈現出來。而在問題的描繪階段，則是提出
以下 1 至 5 項良好指引：

1. 建模團隊應廣泛地諮詢相關領域專家及利害關係人，以確保模型能夠適當呈現
疾病的歷程，也能充分地反應與處理決策問題。

2. 以書面文件清楚地陳述決策的問題及建模的目標與範圍，這包含疾病的範圍、
分析觀點、目標族群、替代的治療選擇方案、健康結果測量指標以及模型分析
期間等，並要注意以下事項：
(1) 模型的結構與範圍必須符合決策問題及政策背景。
(2) 必須陳述與定義採用何種分析觀點。模型中的評估結果必須與分析觀點相
符，且若採用的分析觀點小於社會觀點，則必須說明哪些評估結果被納入
或排除。
(3) 在定義目標族群時，必須呈現會對決策會產生影響的病人特點，像是居住
地區或病患的特性，例如合併症、疾病盛行率或是疾病期別等。
(4) 病人的健康結果需與欲探討的研究問題相關，測量指標可能是某種事件、
發病案例、死亡、生命年增加、生活品質校正存活時間、失能校正存活時
間，或利害關係人認為重要的其他測量指標。
(5) 模型中所建立的介入策略必須清楚地定義介入的頻率、服務的組成要素、
劑量或強度、療程，以及次族群使用上的變異等。

3. 模型的概念化結構必須由決策問題所驅動，而非侷限於資料的可得性，並要注
意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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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較品的選擇對分析結果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必須由研究問題所決定，
而非由資料的可得性或品質所決定。所有可行的方案都應該被考慮，若要
限縮比較策略的範圍，則應要清楚地說明理由。
(2) 模型的分析期間必須足夠長到可以看到不同策略在結果上的差異，因此以
終身為分析期間可能是必要的。

4. 問題概念化應該要用在辨識模型結構的主要不確定性，且這些不確定性可以利
用敏感度分析來了解可能產生的影響。

5. 要清楚陳述模型的政策背景，包括經費贊助者、開發者，模型是單一用途或多
種用途，以及政策聽眾等。
而之後的模型的概念化部分，則會受到研究目的、模型細緻度及複雜度的影響，
對此則有以下 6 至 8 項良好指引：

6. 要將問題概念化轉化為適當的模型結構，須要一個明確的過程，包含專家諮詢、
影響圖(influence diagrams)及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的呈現等，以
確保模型結構可以反映出目前對疾病的認知及需要模擬的過程。

7. 幾種模型類型可能是合適用來分析，而常見的建模技術像是個體或世代的、決
定性或隨機性，常見的模型類型包含決策樹、狀態轉換模型、離散事件模擬、
代理人模式模擬以及動態模型等；此外，要注意以下事項：
(1) 對於簡單模型或具有特殊特性的問題（例如非常短的研究時間或非常少的
結果），決策樹可能是合適的。
(2) 假如模型的概念化涉及疾病或治療過程，且要以一連串的健康狀態來呈現，
採用健康狀態轉換模式是比較合適的。對於馬可夫模型中疾病狀態轉換無
記憶性的缺點，則可藉由增加健康狀態的數目來解決。但當健康狀態的數
目過多時，則可以採用個別的狀態轉換模型(Individual state-transi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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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在疾病或治療的過程中，個體間具有交互作用，就要使用可以呈現交互
作用的建模方法，並且測量交互作用所帶來的影響，此時可以使用的模型
有離散事件模擬、代理人模式模擬以及動態模型等。
(4) 當問題涉及資源限制時，所採用建模的方法就要能夠呈現資源限制且測量
它所帶來的影響。
(5) 對於某些不容易呈現的問題，可以結合不同的模型類型，或是採用混合模
型或其他建模方法會比較恰當。
(6) 模型的簡化是令人嚮往的，這有助於模型的透明性，且易於分析、驗證與
描述。然而，模型必須要有一定的複雜度以忠實呈現不同治療策略所產生
的價值(如健康結果及成本)差異。

8. 太簡單的模型可能會失去表面效度，但太複雜的模型又很難建構、除錯、分析、
了解與溝通，研究者考慮的分析範圍、觀點、目標族群、結果以及介入策略都
會影響到模型的細節呈現程度。
(二) Squires 等人所提出的概念建模架構

[5]

Squires 等人於 2016 年提出的概念建模架構，內容包含了良好準則的 4 個關鍵原
則，以及 1 套方法學建議。該報告認為要建構有效、可信且具調整彈性的模型，必須要
注重以下 4 個關鍵原則：
1.

必須使用系統思考來進行建模：由於健康照護系統是動態且複雜的，影響因子
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變化，若只以簡單的因果關係來設定模型，可能會產生
非預期或意料之外的結果，因此在建模時，要全面而通盤地思考系統各部分與
環境的交互作用。此外，藥物經濟建模的挑戰之一是決定要將感興趣的系統定
義在哪個層次，因為系統有許多層次，我們所關心的層次不僅是更高階層次的
一部分，也同時包含了更為細微的層次，系統性思考可以幫助建模者的思考不
侷限在單一層次或面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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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須要有問題分析與理解的紀錄文件：在進行真實世界的簡化之前，適當的描
述與說明模型的範圍及假設並做成紀錄是具有價值的，這有助於模型驗證的進
行。紀錄文件讓建模者能對感興趣的系統進行範圍界定，也可以讓建模者了解
模型中可能使用的簡化性假設所帶來的影響；此外，問題分析與理解的過程中
若能納入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並產出明確的文件，則可以增加模型的可信度。

3.

研究團隊與利害關係人的良好溝通在建模過程中是必要的：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可以提升對於問題的了解，也有助於發展適當的模型目標與規格，並且改善模
型的可信度，也可幫忙具有不同意涵術語的定義。

4.

對健康決定因子進行系統性思考是辨識介入策略主要影響的核心：健康決定因
子包含社會、經濟與物理環境以及個人特性等，這些是考量健康介入策略的核
心。健康決定因子的種類包含個人的生活型態、社會及社區網絡以及一般的社
會經濟、文化和環境條件等，這些因子相互影響著，然而，模型中不太可能將
所有健康決定因子納入，因此在研究問題了解的階段，應先系統化地反思這些
健康決定因子，再斟酌那些重要因子應該被納入模型中。

另外，方法學建議方面則提出一個包含了使建模架構與決策過程一致、重要利害關
係人的辨識、問題的了解以及模型結構的發展與調整等 4 個階段的概念建模架構(如圖 1
所示)，以下是對於這 4 個階段的細部內容摘述。
1. 第一階段：使建模架構與決策過程一致
此階段建議產出一份計畫書，描述概念建模架構的各個步驟以及完成的時間，這個
階段要決定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模式、實證搜尋的方法以及可用的資源與時間等。
2. 第二階段：重要利害關係人的辨識
可能參與的利害關係人包含病人代表、臨床專家、流行病學專家或是決策者等；利
害關係人參與建模的時間應該起始於問題了解以及模型結構發展與調整的階段。

RegMed 2019 Vol. 105

6

1. 使建模架構與決策過程
一致

2. 重要利害關係人的辨識

3. 問題的了解
(1)研究問題的概念化模型發展，描述假設的因果關係以及建模
目的
(2)描述目前資源的使用情形

4. 模型結構的發展與調整

(1)檢視既有的經濟評估研究
(2)選定模型的介入策略
(3)決定模型的範圍
(4)決定模型的細緻程度
(5)選定分析模型的種類
(6)對定量模型進行定性描述

圖 1、健康經濟模型建構的概念建模架構

[5]

3. 第三階段：問題的了解
對於問題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夠去建構一個適合的模型，此階段要對問題的因果關係
假設進行描述，並且描述目前資源利用的情形或步驟。而問題的描述可以分為以下 4 個
步驟：
(1) 詢問與描述「問題是什麼？」：以認知地圖為基礎去詢問問題是什麼，這通常
可以聚焦在決策者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上；而在描述問題的原因時，應該將可能
調整的因素納入考量。

RegMed 2019 Vol. 105

7

(2) 考量「為何這是一個問題？」：思考的主軸通常與健康效益最大化或是公平性
議題有關。
(3) 發展因果關係的連結：Squires 等人提出一組有助建構因果關係的問題清單，
包含疾病的自然病史、相關的健康決定因子是否是重要的影響因子，以及有助
於了解每個因子是否會產生其他正向或負向的結果的廣泛提問，最後則是確保
能捕捉複雜動態系統的相關提問，例如有沒有其他因子可以解釋結果，因子之
間有無其他可能的因果連結，人們之間的互動會不會影響結果，或是事件的發
生時間或順序是不是重要等。因為問題的了解是一個反覆的動作，因此持續再
檢視這些問題有助於發掘其他可能的因果關係。
(4) 納入介入策略：建模者可以先詢問如何可以避免問題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了解
目前實務上的選擇方案有哪些。Squires 等人也對此提出一組問題清單來幫研
究者思考介入策略以及它們可能帶來的影響，包含思考決策過程有無限定介入
策略的類型或是限定目標族群，或是思考介入策略帶來的影響以及目前實證研
究的概況，以及針對動態複雜系統的相關提問，例如有無其他第三方會降低介
入策略的影響，或是思考介入策略還有沒有其他重要的影響沒有被考慮到等。
4. 第四階段：模型結構的發展與調整
這個階段要建立一個適當模型結構，包含以下 6 個步驟：
(1) 檢視既有的健康經濟模型：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檢視相同研究領域已經使用過
的模型，這可以比較各個模型的建模者如何選擇模型結構與推估參數，以及比
較各個模型在分析結果上的差異；此外，文獻回顧步驟也有助於判斷哪些重要
因子會影響分析結果，了解可以協助決定模型細緻程度的可得資料有哪些，以
及了解現有經濟評估研究的優勢與限制等。
(2) 選定模型中的介入策略與比較品：由決策者或研究委託人來界定模型中的介入
策略，而他們提案的依據主要是參考介入策略在治療效果上的證據，或是依照
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而在比較品的選擇上，盡可能由介入策略的試驗中去
選擇在臨床實務上具有代表性的比較品。
(3) 決定模型的範圍：界定模型的範圍才能描繪出因子之間的重要交互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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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依據對於問題的了解來界定模型範圍，決定要納入那些重要的因子，以
及礙於時間及資源的限制因而要排除掉那些因子。此外，此步驟不應太過依賴
既有的實證或受限於研究時間限制，對於重要的影響因子都要將其約略的納入
模型中，而不是完全將其自模型中排除。
(4) 決定模型的細緻程度：基於模型範圍，決定要納入哪些因子，及定義因子之間
的關係，必須先了解哪個部分進行更細緻的處理可以帶來更多的益處。建模者
可以依據對問題的了解程度、所需的額外時間、現有的證據以及整體的時間限
制等來權衡模型的細緻程度。
(5) 選擇分析模型的種類：要依據問題的特性選擇適合的模型種類，常見的靜態分
析模型有決策樹及馬可夫模型，但有些研究為了處理更為複雜的系統，會使用
動態的代理人模擬(agent-based simulation, ABS)來進行分析。
(6) 對定量模型進行定性的描述：利用定性圖來呈現模型結構的發展過程，這有助
於利害關係人、建模者或是任何對模型感興趣者之間的溝通；此外，因為在研
究的過程中概念建模會一直調整，因此建議將過程中所建構的模型類型加以記
錄，讓最終選定模型的理由更為透明。

結語
就如同相關研究所指出，許多研究者對於概念建模的方法仍缺乏共識，因此相關學
會或學者為了提升藥物經濟學概念建模的品質，才會進行方法學指引的建立，期望能讓
相關研究者在進行藥物經濟研究時有所依循。雖然本篇文章所介紹的 2 個指引在架構或
呈現方式上略有不同，但仍可歸納出幾個概念建模的操作方法重點，包括產出問題分析
的書面文件(或是模型建構的計畫書)、納入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繪製因果關係圖，以及
不應過度依賴既有證據來決定模型中的重要因子等，相關研究者仍可依據研究需求自行
斟酌調整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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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藥查驗登記實施退件機制(Refuse to File; RTF)
之成效評估分析
廖珮汝 1、林純江2

前言
為確保我國上市學名藥之品質、有效性及安全性，我國參酌醫藥先進國家管理制度，
藉由上市前審查及上市後監視，來維護民眾用藥品質及安全權益。因此學名藥於我國上
市前，應依藥事法第 39 條[1]、藥品查驗登記準則第 40 條[2]，及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
相等性試驗準則[3]與相關公告，備齊符合法規要求之送審文件，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簡稱 TFDA)申請藥品查驗登記。
醫藥品查驗中心(簡稱 CDE)經衛生福利部授權，賦予提升審查品質、效率重要使命。
對於藥品審查標準與原則已參考先進國家對相關藥品的審查模式，由具法規科學技術之
專業專職審查團隊，協助辦理學名藥品查驗登記(簡稱 ANDA)技術資料評估，在 CDE
團隊審查原料藥與製劑的品質及安全性無虞後，將可獲得 TFDA 核准，取得許可證上市。
國內絕大多數的藥廠以生產學名藥為主，為促進國內學名藥產業發展與兼顧品質、
有效性與安全性，近年來 TFDA 陸續公告實施多項學名藥查驗登記改革措施，積極努力
使學名藥的審查變得更有效率、透明以及更具有可預測性，期望藥品審查核准後能儘早
上市，提供患者更多不同的選擇。本文將探討與分析，ANDA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
實施退件及部分退費機制(Refuse to File; RTF)[7] 與一次補件之成效，並列舉常見的 RTF
缺失，提供業者未來準備 ANDA 文件資料的參考。

學名藥法規演進與公告實施歷程
為 與 國 際 審 查 機 制 接 軌 ， TFDA 參 照 國 際 醫 藥 法 規 協 和 組 織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ICH)的規範，於 105 年 1 月起全面要求業者檢送製劑
使用之原料藥來源需符合藥品優良製造作業規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以確保原料藥與製劑的品質及安全性無虞。爾後也陸續公布學名藥查驗登記相
關政策措施如圖一所示，其中最具影響者為：1) 105 年公告自 106 年 7 月起全面要求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專案管理組

2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藥劑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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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藥查驗登記須檢附原料藥技術性資料政策，以確保原料藥的製造品質並落實源頭管
理；2) 106 年 1 月起實施學名藥查驗登記 RTF 機制政策，CDE 依「學名藥查驗登記之
行政及技術性資料查檢表」，初步篩選是否達退件標準，使審查人力能快速投入送件資
料較為完善與優良之案件，提升審查效率，並也藉由 RTF 退件機制同步提高業者送件品
質；及 3) 106 年 1 月起實施學名藥查驗登記審查流程及時間點管控措施，明列審查過
程中每個 milestone 辦理天數，增強審查透明度與可預測性，同時將過往兩次補件機會
更改為一次補件，以縮短案件辦理流程。如圖二所示。

圖一、學名藥查驗登記相關政策與公告歷程[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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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學名藥查驗登記審查流程及時間點管控[4]

ANDA RTF 實施成效之歸納分析
一、受理案件量及製造國別統計分析：
自 104 年起至 107 年 12 月底止，CDE 各年度承辦 ANDA 新案受理件數，如圖三
所示。廠商為因應 104 年 5 月 13 日部授食字第 1041402989 號公布西藥及醫療器材查
驗登記審查規費調漲，以致在 104 年受理件數 333 件相較 105 年 235 件、106 年 232
件及 107 年 197 件有顯著增加。國產製造及輸入進口比例，四年平均約為 56.6%vs.
43.4%，輸入國家依申請件數排名第 1 為印度，第 2、3 名國家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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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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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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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件

333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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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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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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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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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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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4 年~107 年 ANDA 新案之輸入/國產受理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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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04 年~107 年輸入學名藥查驗登記新案之前三名國家
二、實施 ANDA RTF 退件機制之結果分析：
配合 TFDA 學名藥查驗登記 RTF 退件機制政策，106 年起 1 月 1 日起學名藥查驗
登記申請案，須依「學名藥查驗登記之行政及技術性資料查檢表」進行評估。統計分析
106 年及 107 年 ANDA 新案受理案件量為 232 vs. 197；續審件數 155 vs. 169；RTF
件數 77 vs. 28；RTF 比例為 33% vs. 14%，RTF 退件數和比例均呈現顯著下降趨勢，如
圖五所示。此乃經由法規單位舉辦多次說明會，業者日趨明瞭法規需求，也依循查檢表
準備符合法規科學文件資料，並自我評估檢視，提升送件資料品質及完備性。
探討 106 年與 107 年 ADNA RTF 退件案件之製造國別分析，106 年 RTF 退件數為
77 件，其中 40 件輸入，37 件國產，兩者 RTF 退件數相近；然而 107 年 RTF 退件數
28 件，23 件輸入，5 件國產，輸入相較國產之退件數為 4~5 倍，推測國外藥廠對於我
國審查標準與法規要求較不熟悉。另一個因素，由於國產藥品在申請 ANDA 時，多數
完成生體相等性試驗(Bioequivalence，簡稱 BE)送審或取得 BE 核備，已大致符合藥物
動力學(簡稱 PK)法規要求；而輸入藥品，PK 部分會併同化學製藥與管制部分(簡稱 CMC)
在案內進行 RTF 評估。由於 106 及 107 年 ANDA 有 PK 缺失分別為 24 件及 8 件，故
輸入藥品比國產藥品之 RTF 退件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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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06 年與 107 實施 ANDA RTF 退件機制評估結果
三、ANDA RTF 退件案件之後續追蹤分析
106 年及 107 年 ANDA RTF 退件案件重新申請相比為 39 件 vs. 19 件，比例為 50.6%
vs. 67.9%。經第二次 RTF 評估後，106 年 39 件中，續審 34 件(87.2%)，RTF 退件 5
件(12.8%)；107 年 19 件中，續審 17 件(89.5%)，RTF 退件 2 件(10.5%)。如表一所示。
結果顯示約有 50~70%業者有意願再度申請學名藥查驗登記，通過續審比例近達 9 成，
且再次被 RTF 退件比例有明顯下降。
表一、106 年與 107 年實施 RTF 退件案件之後續追蹤分析
RTF 件數

重新申請件數

重新申請之 RTF 評估結果(件

(比例)

數及比例)
續審

RTF 退件

106 年 77 件

39 (50.6%)

34 (87.2%)

5 (12.8%)

107 年 28 件

19 (67.9%)

17 (89.5%)

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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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天數、補件天數、遵限率與核准率統計分析：
審查天數方面：104 年至 107 年 12 月底止之新受理案件(扣除 107 年審查中 39 件
數，不列入統計)，進行審查天數(以中位數)統計分析。在 104 年及 105 年未實施 ANDA
RTF 退件機制(簡稱舊制)時期，法規單位審查天數分別為 207 天及 188 天。而自 TFDA
106 年公告實施 ANDA RTF 退件機制與一次補件(簡稱新制)後，106 年及 107 年審查天
數則大幅縮短至 114 天及 135 天，如圖六所示，審查時效與先進國家相比毫不遜色

註1

。

補件天數方面：104 及 105 年二次補件舊制時期，業者有 2 次補件機會準備資料
回覆法規單位提問，每案平均所需補件天數(以中位數統計)，分別為 121 天及 128 天，
長達 4 個多月，時程極為冗長。而自實施新制後，在 106 年及 107 年每案平均補件天
數分別為 65 天及 86 天，補件天數顯著縮短。如圖六所示。
准駁率部分，104 年及 105 年舊制時期，廠商有 2 次補件機會，審查通過首輪准
予登記分別為 51%及 42%，不准率分別為 49%及 58%。而 106 年及 107 年經 ANDA
RTF 退件制度判定為續審之案件，只有一次補件機會，而首輪准予登記分別 37%及 38%，
如圖七所示。若不准案進行申復，如同舊制 2 次補件機會，106 年核准率可達到 72%。
而 107 年受理案件，因有 39 件新案審查中，約有 9 成首輪不准案件尚在準備資料未提
出申復並未納入統計，故截至 108 年 5 月底止之核准率為 47%，日後將持續追蹤，並
即時更新最終數據統計結果。如圖八所示。由此可觀察到: RTF 措施促使廠商加強自我
檢視送審文件的品質與完備性，提升送件人員素質並優化整體送件資料品質，以加速審
查時效，功不可沒。
遵限率部分，104 年及 105 年舊制時期，案件量多且多數資料品質參差不齊，又因
為審查人力與能量嚴重不足，逾限情況屢屢發生，導致符合 TFDA 辦理天數之遵限率分
別為 39.6%及 41.8%。而自實施新制後，逾限情況大為改善，106 與 107 年遵限率高
達 95.6%及 100%。顯見廠商提供品質優良資料齊備案件，有利於法規單位將審查人力
投入符合藥品優良送審規範之案件，減少多次補件耗用的時間與人力，提升藥品審查能
量及效率。如圖九所示。

註1

以美國為例，ANDA 審查天數為 10 個月(300 天)，更新至: 201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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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04 年~107 年學名藥查驗登記之審查天數和補件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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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104 年~107 年學名藥查驗登記之新受理案首輪核准率
107 年★：新受理案已完成 117 件數做統計，尚有 39 件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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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106 年~107 年學名藥查驗登記新受理案+申復案之核准率
★：新受理案已完成 117 件數做統計，尚有 39 件審查中不列入統計。

*：大部分首輪不准案件尚未提出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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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104 年~107 年學名藥查驗登記審查天數及遵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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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NDA RTF 退件之常見缺失項目
106 年及 107 年 ANDA RTF 案件分析主要缺失為 CMC，次要缺失為 PK 部分，106
年與 107 年相比，RTF 退件比例(33% vs.14%)有顯著下降，CMC、PK 與行政各類別缺
失比例亦皆有降低。如圖十所示。

106 年

107 年

圖十、106 年與 107 年 ANDA RTF 退件主要缺失項目註 2

CMC 缺失部份，結果顯示兩年主要的缺失項目為第 1 項至第 3 項，次要缺失共同
項目為第 8、9、10 及 12 項(次要項目累積 4 項，即達到 RTF 退件門檻)。如表二所示。
BE 缺失部分，兩年中輸入學名藥共同的缺失為主要項目第 3 項及次要項目第 7、
7.1、8 及 8.1 項(需累積 4 項)達到 RTF 退件門檻，如表三所示。
綜合上述結果，業界日漸掌握法規單位對送審文件之要求，提供的資料更為齊備與
完整，使 RTF 比例於施行第 2 年度就顯著下降；而 RTF 缺失項目大多數為次要項目缺
失，且年度間的重複性高。

註2

PK 缺失部分涵蓋生體相等性試驗及溶離曲線比對試驗，僅統計輸入案件。

RegMed 2019 Vol. 105

19

表二、106 與 107 年 ANDA RTF 查檢表常見 CMC 缺失
CMC

項

缺失內容

次

106 年

107 年

(件次)

(件次)

代表性成品批次製造紀錄是否為查驗登記申請日前二年內所

主要

1

生產。

20

17

2

是否提供批次製造紀錄之繁體中文或英文版本。

7

9

24

9

17

9

25

13

25

13

27

17

38

17

17

9

項目

是否提供符合規定批量之至少一批先導性批次達六個月加速
3

試驗及六個月長期試驗之安定性試驗結果或送審資料已包含
達保存期限之長期試驗資料，可免除加速試驗。
是否提供成品製造廠之原料藥檢驗規格以及原料藥分析方法

7

（如檢品與標準品之配製方法、儀器設備參數設定、檢測方
法、計算式等）。
是否提供代表性成品批次（批次製造紀錄之批次）所使用之

8

原料藥檢驗成績書（含原料藥製造廠及成品製造廠出具者）。
是否提供成品製造廠所使用之一級標準品以及工作標準品之

次要

9

項目

資料。
是否提供成品製造廠連續三批量產批量之製程確效計畫書及

10

報告書（報告書僅輸入藥品適用）。
是否提供代表性批次（批次製造紀錄之批次）所使用之所有

12

賦形劑檢驗成績書（包含不殘留於最終成品之溶劑）。
是否提供代表性批次（批次製造紀錄之批次）成品之檢驗成

15

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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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6 與 107 年 ANDA RTF 查檢表常見 PK 缺失
項

缺失內容

次
主要
項目

3

7

是否有提供分析方法確效報告 (包含確效試驗層析圖譜)。
BE 試驗所選用之對照藥品，其製造廠與國內所核准之製造廠
是否相同。

106 年

107 年

(件次)

(件次)

23

5

18

6

次要

7.1

若否 (或無法得知)，廠商是否有提供相關連結性資料。

12

5

項目

8

是否有提供系統適用性測試 (system suitability)報告。

8

7

若否 (或無法得知)，廠商是否有提供相關連結性資料。

7

6

8.1

結語
國內製藥產業以生產學名藥為主，為鼓勵學名藥研發、製造與銷售，提高病人之醫
療可近性，我國除參照國際規範建立完善且嚴謹之法令規定，確保上市學名藥品之品質、
有效性與安全性外，近期更頒布諸多公告，藉以提升送件品質與審查效率，期望加速藥
品儘早上市。自 106 年起實施學名藥查驗登記案 RTF 退件機制與一次補件新政策，相
較過去舊制時期之審查天數、補件天數、遵限率、核准率與案件總辦理時程，皆有全面
大幅改進，RTF 比例在 107 年亦較 106 年有大幅降低，歸納其原因，一為藉於 RTF 制
度的施行，提升了送件資料的品質與齊備性，使審查人力投入符合藥品優良送審規範之
案件，審查端效率大幅精進。二為法規單位致力於 ANDA 法規教育與宣導，提升廠商
送件人員素質並優化整體送件資料品質。
依 CDE 統計數據顯示，輸入藥品之 RTF 比例較國產高，推測國外藥廠對於我國審
查標準與法規要求較不熟悉。另 106 年與 107 年兩年 RTF 缺失項目，皆因 CMC 與 PK
1 項主要缺失或累積 4 項次要缺失而被退件，而兩年度的缺失樣態具高重疊性。此建議：
國內外業者於資料準備送件前，利用 CDE 公佈各項研發策略指導原則註 3、[16-17]與 CDE
網站之學名藥相關問答集(FAQ)註 4 查詢並參考相關資訊，以降低 RTF 機率。此外，CDE

註3

研發策略指導原則 http://www.cde.org.tw/knowledge/?pid=13

註4

藥品審查 FAQhttp://www.cde.org.tw/faq/?uid=1

RegMed 2019 Vol. 105

21

也定期舉辦教育宣導講座，積極輔導與協助業者建立送審文件實作及撰寫，以提升業者
送審資料的正確性與完整性。綜合以上各項輔導服務措施，CDE 盡力協助學名藥業者突
破審查及法規困境，兼顧醫藥產業發展與健全的健康照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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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9 年 2 月發表「已有科學佐證的植物藥與傳統植
物藥上市許可/登記申請之非臨床資料要求」指引(修正第一版)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鄭芳宜

發表時間： 2019/02/25

內容歸類： 植物藥非臨床

類

關 鍵 字：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別： 指引

non-clinical documentation,
toxicity
資料來源： Non-clinical documentation in ap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 registration of well-established and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Revision 1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針對已有科學佐證(well-established)之植物藥上市許可與傳
統植物藥登記申請資料的準備與評估提供建議。本指引的更新係參考
會員國與歐洲審查程序及制定歐盟植物藥專論的經驗，並考量相關指
引包括 Assessment of genotoxicity of herbal
substances/preparations (EMEA/HMPC/ 107079/2007)、
Selection of test materials for genotoxicity testing for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EMEA/HMPC/67644/2009)及 ICH S2 (R1) on genotoxicity
testing and data interpreta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intended for
human use (CHMP/ICH/126642/2008)。

2.

本指引說明已有科學佐證的植物藥以文獻申請(bibliographical
application)上市許可所需的非臨床資料最低要求，及傳統植物藥簡化
登記(simplified registration)之專家報告(expert report)應探討的非
臨床安全性方面之議題。本指引亦可用於歐盟植物藥專論制定或傳統
植物藥藥材名冊建立之評估。

3.

已有科學佐證植物藥或傳統植物藥中的許多植物原料藥(herbal
preparations)，因長期供藥用及/或食用，而被認定具安全性。然而，
若被認定或疑似具安全性疑慮時，可能須進行非臨床研究。某些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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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臨床試驗(例如基因毒性試驗或局部耐受性試驗)的資料缺乏或不完
整，也可能被認定具安全性疑慮，應提供這些額外的特定非臨床試驗
資料，以支持上市許可或登記申請。
4.

若具充足且詳細記載之人體使用經驗，則傳統與已有科學佐證的植物
藥藥材/原料藥之單一劑量及重覆劑量毒性、毒理動力學、免疫毒性及
局部耐受性等試驗非為必要。同樣地，若無預期性的特定風險，則藥
理試驗包括主藥效、次藥效、安全性藥理及藥動學亦非為必要。對於
植物藥藥材/原料藥與其他藥物間可能產生的藥物動力學交互作用
(pharmacokinetic interaction)須加以討論。

5.

由於藥物安全監視(pharmacovigilance)及長期使用經驗無法作為不
具基因毒性的證據，應評估植物原料藥的基因毒性。許多活性成分的
基因毒性資料，通常資料不足以進行安全性評估，若該些資料無法進
行安全性評估時，則須進一步執行基因毒性試驗。

6.

當沒有致癌性疑慮的情況下，植物藥藥材/原料藥之致癌性試驗非為必
要。然而，即使具致癌性疑慮，也不一定須進行致癌性試驗，決定是
否執行致癌性試驗的考量如下：
(1) 該疑慮是否為基因毒性試驗的結果，且是否能以體內基因毒性試
驗釐清？
(2) 該疑慮是否基於可能的表觀遺傳學機制(epi-genetic
mechanism)？
(3) 現有的科學性資料(非臨床、臨床、流行病學、上市後資料等)是否
足以在考量預期用途的情況下推翻該疑慮？
(4) 現有的科學性資料(非臨床、臨床、流行病學、上市後資料等)是否
足以顯示植物藥的利益大於風險？

7.

有關生育力的生殖毒性試驗通常非為必要，除非有疑慮。例如：文獻
報告顯示具類激素(hormone-like)作用及其他內分泌干擾或傳統用法
會影響生育力時，則須提供更詳細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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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2 月發表「競爭性學名藥治療 (competitive
generic therapy)」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張凱琳

發表時間： 2019/02/27

內容歸類： 學名藥

類

關 鍵 字： Competitive generic therapy

別： Guidance

(CGT), CGT exclusivity
資料來源： Competitive generic therapies
重點內容： 1.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C Act) 506H 以及
2017 年 FDA Reauthorization Act (FDARA) 定義「競爭性不足學名
藥 (inadequate generic competition)」為橘皮書 (Orange Book)
有效章節 (active section) 中僅有一個核准藥品，該核准藥品可為對
照藥品 (reference listed drug, RLD)，或為相同 RLD 之學名藥，而該
學名藥之 RLD 已不再生產 (discontinued)。藥品若為競爭性不足學名
藥，即可在申請者要求下作為「競爭性學名藥治療 (competitive
generic therapy (CGT))」接受美國 FDA 之研發協助與審查。

2.

FDARA 法規針對判定為 CGT 之藥品創設新型 180 天銷售專屬期
(CGT exclusivity)，並規定獲得 180 天 CGT 銷售專屬期之首位經核准
申請者 (first approved applicant) 應符合下列條件：
(1) 獲 核 准 之 學 名 藥 申請 ANDA 案 件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 為 CGT，且其對應之 RLD，在 ANDA 案件
申請時並無任何橘皮書記載之未過期專利或專利銷售專屬期。
(2) 於 ANDA 案件核准後 75 個日曆天之內上市販售。

3.

申請者可在提出學名藥案件申請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 同時或之前提出藥品為 CGT 途徑之申請。但若
美國 FDA 對 ANDA 之 refuse-to-receive (RTR) 決定失效，將會考量
接受未及時申請之 CGT 途徑請求案 (request for designation)。
4.

CGT 途徑請求案應提供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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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先預定之 ANDA 案號。
(2) 可支持請求案符合 CGT 途徑 (FD&C Act 506H 規定) 之聲明
書，應包含足以辨識申請案依據之特定藥品或對照藥品資料，如
申 請 案 號 、 商 品 名 ( 如 適 用 ) 、 對 應 CGT 途 徑 之 藥 品 劑 量
(strength)。
(3) 可判斷為「競爭性不足學名藥」之資訊。
5.

經判定得以 CGT 申請者，可要求美國 FDA 在研發期間召開會議，如
產品開發會議 (product development meetings) 及申請送件前會
議 (pre-submission meetings)，討論研發期間之科學及/或法規相關
疑問，或討論 ANDA 申請案內容及格式。美國 FDA 將會視下列因素
考量是否回應相關要求：
(1) 特定藥品項目開發之複雜程度 (例如：美國 FDA 尚未發布該產品
專屬指引 (product-specific guidance)，且已發布之生體相等性
一般指引無法適用；或申請者另提出替代性生體相等性評估方
法，從體外試驗轉為臨床指標比較試驗 (comparative clinical
endpoint study)，但該產品已有美國 FDA 發布之產品專屬指引。
美國 FDA 會回應此類申請者要求，與申請者召開會議討論相關議
題)。
(2) 對公眾衛生之潛在影響程度，包含治療狀況之嚴重性，受影響之
病患族群大小，以及是否可取得替代性治療方式。
(3) 對美國 FDA 資源及其他既有工作量之影響。

6.

美國 FDA 通常會加速審查判定為 CGT，且申請者已在申請前召開諮詢
會議 (pre-ANDA meetings) 之 ANDA 案件，但若該案件之對照藥品
(RLD) 尚 有 未 過 期 之 專 利 或 專 利 銷 售 專 屬 期 (patent challenge
exclusivity)，因不符合 CGT 銷售專屬期之資格，通常不會加速審查。

7.

CGT 案 件 之 加 速 審 查 並 不 會 有 更 短 的 GDUFA 目 標 期 限 (goal
date)。但美國 FDA 會採取下列行動加速審查：
(1) 召開審查期中會議
(2) 協同審查 CGT 途徑案件
(3) 遵 循 優 良 ANDA 評 估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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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8.

依據 FD&C Act section 505( j)(5)(B)(v)，首位經核准申請者之申請案：
(1) 為最早 (the first day) 取得所有相同 CGT 申請案之核准者
(2) 並非專利銷售專屬權適用者
(3) 並非專利銷售專屬權失權 (forfeiture) 者所對應之藥品

9.

首位申請者可自願取消 (relinquishment) 或選擇性減免 (selective
waiver) CGT 銷售專屬期。前者為完全放棄銷售專屬權；後者為允許
特定 ANDA 申請案件在銷售專屬期被核准。

10. 除非首位申請者提供美國 FDA 書面資料確定上市銷售日期，否則美國
FDA 不會依 CGT 銷售專屬期停止核發後續 ANDA 申請案之上市許
可，美國 FDA 亦會認定未在 75 個日曆天內提供書面資料確定上市銷
售日期之 CGT 銷售專屬期喪失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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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9 年 3 月發表「藥品、原料藥、賦形劑及直接包
裝材料之滅菌」指引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李錦祺

發表時間： 2019/03/08

內容歸類： 化學製造管制

類

關 鍵 字： Active substance, aseptic

別： 指引

processing, container, decision
trees, excipients, filtration,
finished dosage form,
sterilisation, sterilisation
assurance level, terminal
sterilisation, post-aseptic
processing terminal heat
treatment
資料來源： Guideline on the sterilisation of the medicinal product, active
substance, excipient and primary container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適用於人用及動物用之化學藥品及生物藥品，不適用於動物用
之免疫藥品。

2.

歐盟 EMA 於 2019 年 3 月發表本指引，以取代 2016 年之指引草案
「Draft guideline on the sterilisation of the medicinal product,
active substance, excipient and primary container」
，當代醫藥法規
月刊第 71 期(2016-09-05)曾介紹該指引草案。本文比較新舊版本差
異後，摘要說明最終指引之重點更新部分。

3.

對於無菌產品之滅菌方法(如，蒸氣滅菌、乾熱滅菌及無菌過濾等)，本
指引提供相應之規範及應檢附之資料。

4.

若蒸氣滅菌條件符合歐洲藥典通則 5.1.1 所載之條件(即≥121°C、≥15
分鐘)，則無須檢附滅菌確效資料；其他滅菌條件(小於 121°C 或低於
15 分鐘者)，則應檢附滅菌確效資料，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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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裝載方式及分布(包含最難加熱的位置)、性能驗證結果；
(2) 物理效能(熱滲透)及微生物效能(生物指示劑試驗)驗證，至少包含
三次滅菌結果，且無菌保證程度(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 SAL)
達 10-6。微生物效能驗證應選用歐洲藥典通則 5.1.2 所載之生物
指示劑，且其 D121 值(微生物耐熱參數)不得低於 1.5 分鐘。
5.

若使用能量較低的滅菌法或滅菌確效所選用之生物指示劑 D121 值低於
1.5 分鐘，除前段所述之滅菌確效資料外，應提供其他資料如下：
(1) 滅菌溫度之合理性說明；
(2) 生物指示劑之合適性。

6.

若無菌過濾(sterile filtration)所用之濾膜可能滲出有毒物質至待過濾
溶液，則應提供濾膜之可滲出物(extractable)及可浸出物(leachable)
等相關評估資料。

7.

關於無菌製備(aseptic processing)，若使用成型/充填/密封技術
(blow-fill-seal technology)製備無菌成品，應以生物指示劑執行確
效，並確認該製程所產出之包裝容器其無菌保證程度可達 10-6。

8.

本指引提供包裝容器的滅菌方法決策樹，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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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6 月發表「伴有代償性肝硬化之非酒精性脂
肪肝炎(NASH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治療用藥之研發」指
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王竣鋒

發表時間： 2019/06/03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Nonalcoholic

別： 指引草案

steatohepatitis、NASH、
compensated cirrhosis
資料來源：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
Developing Drugs for Treat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本指引草案目的是協助廠商針對治療「伴有代償性肝硬化之非酒精性脂肪
肝炎(NASH)」病人的藥品開發。指引重點在於第三期臨床受試者、臨床終
點、及安全性考量。有關於美國 FDA 針對伴有肝纖維化 NASH 病人治療
用藥的早期研發，請參考當代醫藥法規月刊第 100 期(44-45 頁)。
1.

代償性 NASH 肝硬化的病人透過組織病理切片，可以觀察到肝細胞簇
集在結節內，並且被胞外間質厚厚包裹著。隨著病程惡化，病人的肝
臟逐漸失去代償，出現肝門脈高壓的併發症及缺乏合成功能，最終導
致肝臟衰竭。因此，代償性 NASH 肝硬化病人的治療目標包含延緩肝
纖維化、預防肝臟失去代償、減少肝臟移植的需求以及改善存活期。
目前美國 FDA 尚未核准此類藥品。

2.

有關三期試驗受試者族群收納條件，廠商須確認肝硬化的成因為
NASH，並排除其他慢性肝臟疾病(例如：酒精性肝病、病毒性肝炎、
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自體免疫性肝炎等等)。

3.

試驗計劃書須說明如何確診代償性 NASH 肝硬化。組織學上可依照切
片結果診斷(例如 NASH Clinical Research Network CRＮ第４級)；美
國 FDA 鼓勵廠商提出科學證據，以生化或影像學等非侵入式生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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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取代傳統肝臟切片。
4.

試驗計畫書亦須說明如何排除失去代償能力的 NASH 肝硬化病人，包
含但不限於下列證據：肝門脈高壓(例如：血小板過低、食道靜脈曲張、
腹水、肝性腦病變病史及脾臟腫大)、膽紅素升高和 PT/INR 凝血時間
延長。病人在篩選到納入試驗的期間若失去肝臟代償能力，就不適合
進入隨機分配。

5.

某 些 條 件 下 的 病 人 可 以 納 入 這 類 試 驗 ： (1) 病 人 具 有 Gilbert's
syndrome 病史但直接膽紅素在正常範圍內；(2)第二型糖尿病病人在
加入試驗之前，降血糖藥物需穩定使用至少三個月。

6.

代償性 NASH 肝硬化病人可能正接受 pioglitazone 或維生素 E 的治
療。這類病人可以在參與試驗前選擇停藥，或是在參與試驗前六個月
固定藥品劑量，並在試驗進行時維持該劑量。

7.

雖然能夠預期 NASH 病人的肝功能指數會呈現異常，但是若 AST/ALT
超過 5 倍正常值上限則很有可能代表其他肝臟共病(例:酒精性肝病、自
體免疫性肝病)。因此，試驗不適合招募這類病人。同樣地，膽紅素超
過正常值上限或 ALP 超過 1.5 倍正常值上限的病人也不適合參與試
驗。

8.

試驗招募應排除下列病人：(1)已列於肝移植等候名單、(2)肝臟 MELD
score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12、(3)曾有肝細胞癌病
史或接受過肝細胞癌治療。

9.

廠商應執行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的三期臨床試驗來評估試驗
藥品於代償性 NASH 肝硬化的療效。廠商可在試驗執行前與美國 FDA
討論分層因子(例如第二型糖尿病、使用維生素 E 或 pioglitazone)。

10. 試驗療效指標需跟安慰劑比較自隨機分配到第一次發生下列各種事件
的時間：(1)腹水相關併發症，包含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利尿劑抗性
腹水及肝性肋膜積水等；(2)食道靜脈曲張出血；(3)肝性腦病變；
(4)MELD score≥15 (表示需排入待移植名單)；(5)接受肝臟移植；(6)
全因性死亡。
11. 目前沒有足夠證據支持廠商可以病理組織學的改善作為療效替代指標
來取得此類藥品的加速核准。美國 FDA 仍然預期以傳統法規核准的途

RegMed 2019 Vol. 105

31

徑來評估治療代償性 NASH 肝硬化的新藥。
12. 考量到試驗藥物的安全性，廠商應建立於試驗計畫書訂定監測肝功能

的指引，並成立專家會議來判定是否發生符合計畫書定義的藥物性肝
傷害案例。另外越來越多證據指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與心血
管疾病的關係，執行代償性 NASH 肝硬化試驗也需要監測心血管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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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2 月核准第一個「具備協同運作功能的胰島
素幫浦」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盧巍

發表時間： 2019/02/14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alternate controller enabled,

別： 新聞

ACE、insulin pump、
diabetes)、interoperable
資料來源： FDA authorizes first interoperable insulin pump intended to allow
patients to customize treatment through their individual diabetes
management devices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核准 Tandem Diabetes Care 之新型胰島素幫浦 t:Slim X2
™。此產品使用互通性技術(interoperable technology)，為可交互控
制輸液 (alternate controller enabled，ACE)幫浦，可以和其他糖尿
病治療器材如:自動胰島素給藥系統(automated insulin dosing，
AID)、血糖持續監測器(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s，CGMs)或血
糖檢測儀等協同運作，建構糖尿病治療系統，協助病患量身定制糖尿
病管理計畫。

2.

t:Slim X2™在運作上，可為病患設定施打固定或變動劑量的胰島素，
並以數位的方式連接至外部糖尿病管理器材(如 AID)接收注射指令。
未連接外部器材時，也可獨立運作為病患注射胰島素。

3.

由於 t:Slim X2™功能可與其他糖尿病治療器材協同運作，與過往獨立
運作的胰島素幫浦(Class II)及屬於糖尿病管理系統(Class III)不同，故
其透過 De Novo (DEN180058)途徑，獲得美國 FDA 上市許可證。

4.

美國 FDA 將 t:Slim X2™判定為 Class II 器材，並建立該類產品之特別
管 制 (special controls) 要 求 ， 包 含 確 保 該 類 器 材 的 準 確 性
(accuracy)、可靠性(reliability)、網路安全性(cybersecurity)、ACE
胰 島 素 幫 浦 的 臨 床 關 聯 性 (clinical relevance) 及 幫 浦 效 能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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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於協同運作的幫浦性能資料上，美國 FDA 審查了
t:Slim X2™是否可在使用者所設定的給藥速率及藥量下，準確而穩定
地施打胰島素。FDA 亦評估該幫浦與外部器材連接的穩定性、網路安
全性及相關失效之安全模式。
5.

美國 FDA 提醒，此類協同運作的幫浦產品，尚須留意現行輸液幫浦產
品可能發生的相關風險，包括感染，出血，疼痛或皮膚過敏（如發紅，
腫脹，瘀傷，瘙癢，疤痕或皮膚色變等）
。其他風險如管道中影響藥物
輸送的堵塞和氣泡產生，可能增加低血糖、高血糖和脂肪代謝的風險，
進而導致糖尿病酮酸中毒 (diabetic ketoacidosis，DKA）症狀。在
器材間連接及線路上的風險則包括器材間的連線中斷或其餘網絡安全
脆弱性(cybersecurity vulnerabilities)，使得輸液幫浦接收或辨識錯
誤指令，進而導致的不正確的藥品輸送，危及病患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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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3 月發表「醫療器材製造廠查廠流程及標準
的審視與更新」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盧巍

發表時間： 2019/03/29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Medical device、firm、

別： 指引草案

inspection、surveillance
資料來源： Review and Update of Device Establishment Inspection Processes
and Standards-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再授權法案(FDA Reauthorization Act，FDARA)
於 2017 年 8 月通過後，其中 704(h)(1)章節敘明，FDA 應著手審視並
更新美國境內及境外醫療器材製造廠的「查廠流程及標準」。
2. 經審視與醫療器材查廠相關的指引、手冊、計畫與內部標準流程後，
FDA 認為應統一查廠流程與標準，並針對流程相關文件進行改版，包
括 Investigations Operations Manual 與訓練教材，使其與查廠流程
及標準一致。
3. FDA 建立以下三項內容，更新查廠流程與標準，以促進整體流程的連
貫性:

(1) 預先公告與溝通(Pre-announcement and Communication)
在統一查廠流程和標準之下，FDA 於例行監視查廠(surveillance)
或上市前查廠(pre-approval inspection)前，稽查員將以電話連繫
製造廠，且應於查廠前的合理時間內進行預先公告。對於美國境內
製造廠，預先公告不得少於五個連續日(含假日)；而對於境外製造
廠，則可能因各國規定之不同而超過五天前進行預先公告。通知內
容上，稽查員應明確告知製造廠當次查廠的性質，如:簡化查廠
(abbreviated inspection)、全面查廠(comprehensive inspection)
或上市前查廠(pre-approval inspection)。
在此更新的程序中，稽查員在預先公告期間內，將與製造廠協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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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進行查廠的工作時間，且在適度範圍內，稽查員也應提前告知製
造廠在查廠過程中可能要求提出的相關記錄。然根據 704(h)(1)章
節，本草案不包含誘發性查廠(for-cause inspection)，因此 FDA 仍
保留無預警查廠的相關權利。

(2) 標準查廠時程(Standard Inspection Timeframe)
FDA 的標準查廠時程為 3 至 6 個連續工作日，時程長短端視查廠的
性質（例如:簡化查廠、全面查廠）以及上市前查廠所涵蓋的範圍而
定。於預先公告時，稽查員應告知製造廠預期的查廠時程，而查廠
時程的安排則可能受到製造廠運營的複雜性、資深員工的行程以及
發現缺失的種類等因素影響。
此外，查廠時程可能因其他因素而必須延長，包括 FDA 對產品進行
上市後安全監控，例如:產品召回、不良事件通報(Medical Device
Reports)及消費者投訴。在此更新的程序中，除非稽查員或製造廠
一方認為有任何原由而需要額外的時間進行溝通，否則無論該製造
廠位於美國境內或境外，所有查廠時程均應在標準且為連續工作日
的時間範圍內完成。FDA 認為，FDA 或製造廠均可能發生需要額外
時間進行溝通的情形，故延長查廠時程的狀況是可接受的，不過雙
方對於此例外狀況的溝通仍應在查廠時程所訂定的範圍內進行。

(3) 稽查過程中的溝通 (Communication During Inspections)
FDA 更新的程序中，稽查員應定期與製造廠溝通，在時間和情況的
允許下，盡可能或每天與製造廠討論查廠過程中所注意到製造廠品
質管理的狀況，以盡量減少發生錯誤和誤解的情形。若 FDA 或製造
廠任一方預先告知且經雙方同意下，此溝通的過程可被記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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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申請原料藥查驗登記暨原料藥主檔案之技術性
資料案，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送審資料達嚴重缺失者，施行退
件及部分退費機制(API, DMF Refuse to file；API, DMF RTF )」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唐佩妤

發表時間： 2019/05/20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DMF、API 、RTF、原料藥、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81404003 號

查檢表

資料來源： 申請原料藥查驗登記暨原料藥主檔案之技術性資料案，自 108 年 7 月 1 日
起，送審資料達嚴重缺失者，實施退件及部分退費機制
重點內容： 1.

為增進審查效率及提升送件品質，自 2019/7/1 起申請原料藥查驗登記
或原料藥主檔案之技術性資料，按其送件類型對應之表一至表四「原
料藥查驗登記暨原料藥主檔案退件機制查檢表」，核對廠商送審文件，
作為退件或續審之依據。

2.

各查檢表適用範圍分述如下：
(1) 查檢表一：依 102 年 2 月 21 日署授食字第 1021400426 號
公告檢送「原料藥查驗登記審查技術資料查檢表」檢齊資料，或
依 102 年 2 月 21 日署授食字第 1021401257 號公告檢送
「原料藥主檔案技術資料查檢表」檢齊資料。
(2) 查檢表二：檢送之原料藥技術性資料為引用已核准之資料。
(3) 查檢表三：依 100 年 6 月 21 日署授食字第 1001403285 號
「原料藥主檔案精實送審文件」號公告檢附資料。
(4) 查檢表四：依 104 年 2 月 24 日部授食字第 1031413543 號
「具 EDQM 之 CEP/COS」公告檢附簡化技術性資料。

3.

依送件類型對應之表一至表四查檢表，均自收案日起 7 日內函請廠商
行政補件(檢送 Closed part)，廠商須於收到行政補件公文 30 日內回
復，食品藥物管理署依據對應之查檢表，達退件標準者，於收到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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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第 14 日，或未於 30 日內回復者，發函通知退件(RTF)，未收到退
件通知函者，則進入實質審查，不另行發續審函。
4.

為提高製劑之原料藥具 DMF，無須檢送申請製劑查驗登記案號或欲使
用於藥品製劑許可證字號。

5.

依據「西藥及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審查收費標準」申請原料藥許可證或
原料藥技術性資料規費為新台幣 60,000 元，倘達「原料藥查驗登記暨
原料藥主檔案退件機制查檢表」退件標準者，退還新臺幣 40,000 元。
待檢齊所需文件後，需重新送件，並重新繳納原規費。

6.

相關公告及問答集，公告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業務專
區 > 藥品 > 查驗登記專區> 原料藥主檔案(DMF 申請)申請區 > 相
關公告 > API 查登及 DMF 案件查檢表-公告版。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001&id=2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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