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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於臨床比較性試驗之統計考量
林重賢、吳雅琪1

前言
依據民國104年食品藥物管理署所頒佈之「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基準」[1]，
「生
物相似藥品」的定義為「生物技術衍生之生物藥品，於品質、安全及療效，與我國核
准之原開發廠之生物藥品(或參考藥品)相似」。
生物相似藥品的概念，雖源自於傳統小分子學名藥，但由於生物製劑結構龐大且
複雜，無法比照傳統小分子學名藥，以生體相等性試驗(bioequivalence)的結果，來
連結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之療效與安全性；生物相似藥品必須考慮從品質(如
CMC)、藥理毒理、藥動藥效學、以及臨床療效與安全等四個層面，執行一系列與參考
藥品做比較的試驗，再以整體證據(totality of evidence)來評估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因
此，生物相似性藥品之研發目標，並非直接證明本身之療效與安全性，而是經由高度
相似性，來證明其與參考藥品在品質、安全及療效等，並無臨床上有意義的差異(no
clinically meaningful differences)[1-4]。
臨床療效與安全性上的比較性臨床試驗(comparative clinical trials)，旨在證明生
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間，具有類似的療效。原則上應採用隨機、雙盲、以參考藥
品為活性對照之平行設計。近期於查驗中心所發佈「Trastuzumab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
臨床研發策略指導原則」及相關文章 [2,3,4]，已詳盡描述生物相似藥品於臨床比較性試
驗之臨床考量。本篇文章針對統計考量的部分作進一步的闡述，內容包含相似性臨界
值(margin)的設定、分析群體的選擇、統計檢定方法與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範圍(95%或90%)的選取，以及樣本數的計算等，並以bevacizumab的生物相似性
藥品為例[9,10,11]。

臨界值的設定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比較性試驗原則上採用相等性(equivalence)試驗設計[2,3,4]，審
查原則與不劣性(non-inferiority)試驗大致相同 [5,6]。由於臨界值為試驗結果決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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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據，故其設定至關重要，不僅須於計畫書中事先定義，亦須詳細描述臨界值的選
取過程，包括(1)參考藥品歷史試驗的搜尋與篩選原則[9]；(2)估算參考藥品療效的統計
方法與其細節[7]；(3) 若採用二階段臨界值固定法(fixed margin method)決定臨界值，
應事先決定第一階段之信賴係數([1-α]x100%)與第二階段的保留比例(γ%)等參數[5]。
舉例來說，第三期不劣性試驗，通常於第一階段估算活性對照藥品於歷史試驗中療效
之雙尾95%([1-α]x100%=95%)信賴區間，取其下界為認定的療效，第二階段則保留
該療效之50%(γ%)或以上做為不劣性臨界值；但於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比較性試驗，第
一階段或可選擇較寬鬆的信賴係數，如以70% ~ 80%[9-11] 信賴區間取代上述之95%信
賴區間，但建議事先與法規單位諮詢信賴係數選取的合適性。
以下利用bevaci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為例，介紹其比較性試驗，以二階段臨界
值固定法選取臨界值的過程 [9-11]。首先，篩選出四項設計適當、隨機分派之歷史試驗(請
參 見 表 一 ) ， 所 有 試 驗 皆 比 較 bevacizumab 併 用 化 療 藥 品 (bevac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BCT)與單用化療藥品(chemotherapy alone, CT)第一線治療局部晚
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療效。於生物相似性藥品比較性試驗中，選擇客
觀反應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為主要評估指標，並決定分別以比率比值
(risk ratio [RR], BCT vs. CT) 與比率差異 (risk difference, RD) 進行兩組間ORR的比
較。選擇的第一階段信賴係數為70%，第二階段保留比例為50%。以上設定完成後，
則進行四個歷史試驗數據之統合分析(meta-analysis)。
表一為採用固定效果模式(fixed effect model)之統合分析結果。分別列出統合分
析所估計之比率比值(RR，BCT/CT)與比率差異(RD, BCT - CT)之點估計值及其對應之
雙尾70%信賴區間(RR：1.87 [1.714, 2.039]；RD：17.1% [14.866%, 19.33%])。
接著決定RR與RD的臨界值。建議採用對數(log-scale)轉換方式來估算RR的臨界
值，所得臨界值的上界為exp(1/2*log(1.714))= 1.3093，下界則為上界的倒數，即
1/1.3093 = 0.7638 (詳見表二)。RD臨界值的估算較為簡單，直接將信賴區間下界除
以2即為臨界值的上界，即14.866%/2 = 7.433%，下界則為上界對稱於0的負數，即
-7.433% (詳見表二)。表二除了列出信賴係數為70%之相似性臨界值，亦呈現信賴係
數為75%~95%間之RR與RD的相似性臨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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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四個 Bevacizumab 歷史試驗統合分析結果[9-11]

表二、Bevacizumab 生物相似性藥品取不同信賴係數之 RR、RD 相似性臨界值[9-11]

由於相似性臨界值設定的過程，主要依據參考藥品的歷史試驗數據。因此，參考
藥品歷史試驗所收納之病人族群，須與所擬之比較性試驗之病人族群相同，以便參考
藥品於比較性試驗中的療效，較能符合恆定性假設(constancy assumption)，並具有
檢測敏感度(assay sensitivity)[5]。

分析群體的選擇
在臨床試驗中，主要療效分析群體的選擇也是很重要。依據「臨床試驗統計指導
原則」[8]，意圖治療(intention-to-treat, ITT)群體納入所有經隨機分派的受試者。由
於 ITT 群體不會排除依從度不佳、違反計畫書、或提早退出試驗等受試者，若此等受
試者在兩組的比例太高，可能有療效評估偏差的疑慮，較不易偵測到兩組療效的差異，
使得兩組療效趨向於相似，此即為不劣性/相等性試驗以 ITT 群體分析最重要的問題。
而「依計畫書」
（Per Protocol, PP）群體排除上述所有未遵循試驗計畫書的受試者，若
比例太高，不僅納入分析之受試者人數銳減，也有選擇偏差的疑慮，且不再擁有隨機分
派兩組預後因子分布相當之良好性質。因此，對於不劣性或相等性試驗，歐盟 EMA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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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6]建議 ITT 與 PP 分析群體同等重要，且要求兩者統計分析結果皆須達到顯著，始能
宣稱試驗成功。
此外，與不劣性試驗相同，相似性比較試驗亦要求有高的品質，避免因為執行不
嚴謹，導致兩組療效差異變小(例如療效都等同於安慰劑組或背景治療)，而錯誤地宣稱
達成相似性的試驗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品質不良的試驗是無法事後以任何統計方法來
調整或補救的。

試驗之統計假說、顯著水準與90%或95%信賴區間的選擇
若設定型一誤差率為α，選擇雙尾(1−α)×100%信賴區間為常見估計藥物療效的方
法。一般新藥第三期確認性試驗設定α為5%，採用雙尾95%信賴區間。然而，於某些
情況，例如藥物生體相等性或生物相似性試驗中，α可設為10%，此時採用的是雙尾
90%信賴區間。究竟該選取雙尾95%或雙尾90%信賴區間為相似性試驗的評估標準，
須先釐清相似性試驗與較優性、不劣性試驗假說之差異，以下分別介紹連續型變數與
二分法變數於相等性試驗的統計假說、統計量、與區間估計。表三並以連續型變數為
例，整理三種統計假說下以統計檢定方法及信賴區間方法的決策原則。
一、連續型變數(continuous endpoint)相等性統計假說之統計量與區間估計
令 μT 與 μR 分別為試驗組和對照組之母群體平均值，(-δ, δ)為相等性臨界值範圍，
δ>0。相等性試驗之虛無假說(H0)與對立假說(Ha)可先拆開寫成(1)式，再拆解為兩個
單尾檢定的虛無假說與對立假說如(2)與(3)式。
H0：μT - μR ≤ -δ or μT - μR ≥ δ vs. Ha1：-δ <μT - μR < δ…………………………(1)
H01：μT-μR ≤ -δ vs. Ha1：μT-μR > -δ AND…………….………….………………(2)
H02：μT-μR ≥ δ vs. Ha2：μT-μR < δ…………………….…………………………(3)
(2)與(3)式說明相等性假說檢定是同時檢定兩個虛無假說，其中一個為「試驗藥品
劣於對照藥品」的虛無假說，另一個則為「試驗藥品優於對照藥品」的虛無假說，當兩
個檢定都成功推翻虛無假說，則可宣稱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的療效具相似性[12,13]。
𝑦̅ −𝑦̅𝑅 +𝛿

𝑇
上述兩個假說檢定之統計檢定量分別為𝑇3 = 𝑠𝑒(𝑦
̅

̅ 𝑅)
𝑇 −𝑦

𝑦̅ −𝑦̅𝑅 −𝛿

𝑇
、 𝑇4 = 𝑠𝑒(𝑦
̅

；其中𝑦̅𝑇 、

̅𝑅)
𝑇 −𝑦

𝑦̅𝑅 分別代表試驗藥品、對照藥品之評估指標測量值的平均值，se(𝑦̅𝑇 − 𝑦̅𝑅 ) 為(𝑦̅𝑇 − 𝑦̅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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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誤。假若兩個假說檢定的顯著水準都設定為單尾，當兩個檢定都成功推翻虛無
假說，亦即𝑇3 > t1−𝛼 (顯著不劣於對照藥品) 且 𝑇4 < −𝑡1−𝛼 (顯著不優於對照藥品)時，方
可宣稱試驗藥品與對照藥品的療效具相似性。
另，定義(𝑦̅𝑇 − 𝑦̅𝑅 )之(1-2)x100%信賴區間的估計量為
CI(1-2)x100%= (𝑦̅𝑇 − 𝑦̅𝑅 − 𝑡1− ∗ 𝑠𝑒(𝑦̅𝑇 − 𝑦̅𝑅 ), 𝑦̅𝑇 − 𝑦̅𝑅 + 𝑡1− ∗ 𝑠𝑒(𝑦̅𝑇 − 𝑦̅𝑅 ))
其中，𝑡1−𝛼 是t分佈的100x(1-α)百分位。經簡單的推導可得到單尾顯著水準設為
之統計檢定量與雙尾(1-2)x100%信賴區間的結果是一致的，即當(1-2)x100%信賴區
間完全包含於(-δ , δ)(即CI(1-2)x100%⊂ (-δ , δ))，則可宣稱達到相等性的試驗目標。
表三、連續型變數在三種統計假說下之統計檢定量與信賴區間方法之決策原則

二、二分法變數(binary endpoint)相等性統計假說之統計量與區間估計
Bevaci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比較性試驗採用ORR為主要評估指標，ORR為二
分法變數，該試驗分別以比率差異(RD)及比率比值(RR)進行組間比較，以評估兩組療
效的相似性。以下以ORR之RD與RR為例，介紹二分法變數之假說檢定與其他重要的
考量。
(一)RD定義為試驗組之ORR(𝑝𝑇 )，減去對照組ORR(𝑝𝑅 ) 的估計值，在相似性臨界值範
圍設定為(-δ, δ)，δ>0時，統計假說可寫成：
H01: 𝑝𝑇 − 𝑝𝑅 ≤ −δ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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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1: 𝑝𝑇 − 𝑝𝑅 >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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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2: 𝑝𝑇 − 𝑝𝑅 ≥ δ vs.

Ha2: 𝑝𝑇 − 𝑝𝑅 < 𝛿

在 合 適 條 件 下 ， 其 假 說 檢 定 之 檢 定 統 計 量 𝑇5 與 𝑇6 及 (1-2)x100% 信 賴 區 間
(CI(1-2α)x100%)估計如下：
𝑝̂ −𝑝̂ +𝛿

𝑝̂ −𝑝̂ −𝛿

𝑇

𝑇

𝑇
𝑅
𝑇
𝑅
𝑇5 = 𝑠𝑒(𝑝
與 𝑇6 = 𝑠𝑒(𝑝
̂ −𝑝̂ )
̂ −𝑝̂ )
𝑅

𝑅

𝐶𝐼(1−2𝛼)𝑥100% = 𝑝̂𝑇 − 𝑝̂𝑅 ± 𝑧1−𝛼 ∗ 𝑠𝑒(𝑝̂𝑇 − 𝑝̂)
𝑅
其中，𝑝̂𝑇 與 𝑝̂分別為試驗組與對照組之ORR的估計值，於bevacizumab生物相
𝑅
似性藥品之比較性試驗中，ORR定義為各組達到完全緩解(complete response, CR)或
𝑝̂𝑇 (1−𝑝̂𝑇 )

部分緩解(partial response, PR)的受試者人數比率，se(𝑝̂𝑇 − 𝑝̂)=
√
𝑅

𝑛𝑇

+

𝑝̂𝑅 (1−𝑝̂𝑅 )

，

𝑛𝑅

為 (𝑝̂𝑇 − 𝑝̂)
𝑅 之標準誤估計，𝑛 𝑇 、𝑛𝑅 則分別為試驗組與對照組的樣本數。當顯著水準
設 定 為 單 尾5%時，若𝑇5 > 1.645 且 𝑇6 < −1.645，或𝐶𝐼90% 落於臨界值範圍內 (即
𝐶𝐼90% ⊂ (−δ , δ))，則可宣稱生物試驗組與對照組具療效相似性。
上述合適條件包含以下兩項: (1) 兩組的樣本數要足夠大，方可採用Z值(Z-value)
檢定法，(2) 二分法變數屬離散數值，採用常態逼近 (normal approximation) 的統
計檢定易有低估變異量(或標準誤)的疑慮。因此宜採用適當的調整方法，以避免型一誤
差的擴增。有關調整方法，在文獻上已有廣泛的討論[14-19]，以下介紹兩個常見的調整
方法: 其一由信賴區間的修正來著手，例如使用Hauck and Anderson連續性調整
′
(continuity correction, CC)(𝐶𝐼1−2𝛼
)，其中CC = 1/(2*min(nT, nR)) [14,15,16]。

′
𝐶𝐼1−2𝛼
= 𝑝̂𝑇 − 𝑝̂𝑅 ± (𝑧1−𝛼 ∗ 𝑠𝑒(𝑝̂𝑇 − 𝑝̂)
𝑅 + 𝐶𝐶)

另一個方法則修改𝑇5 與𝑇6 檢定統計量中的變異數[16,17,18,19]，修正後統計量分別為𝑇5 ′
與𝑇6 ′：
𝑇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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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𝑇 −𝑝̂𝑅 +𝛿
𝑝̃𝑇 (1−𝑝̃𝑇 ) 𝑝̃
(1−𝑝̃
𝑅)
+ 𝑅
√ 𝑛
𝑛𝑅
𝑇

與 𝑇6 ′ =

𝑝̂𝑇 −𝑝̂𝑅 −𝛿
𝑝̌𝑇 (1−𝑝̌𝑇 ) 𝑝̌
(1−𝑝̌
𝑅)
√
+ 𝑅
𝑛𝑇
𝑛𝑅

6

其 中 𝑝̃𝑇 與 𝑝̃𝑅 為 符 合 虛 無 假 說 H01 之 𝑝𝑇 − 𝑝𝑅 = −𝛿 條 件 下 之 最 大 概 似 估 計 量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 MLE)；𝑝̌與𝑝
̌則為符合虛無假說H
02之 𝑝𝑇 − 𝑝𝑅 = 𝛿
𝑇
𝑅
條件下之最大概似估計量。其對應之信賴區間(CI(1-2α)x100%)為
CI(1-2α)x100% = 𝑝̂𝑇 - 𝑝̂𝑅 ± 𝑧1−𝛼 √

𝑝̃𝑇 (1−𝑝̃𝑇 )
𝑛𝑇

+

𝑝̃𝑅 (1−𝑝̃𝑅 )

。

𝑛𝑅

̂
(二) RR定義為試驗組之ORR估計值𝑝𝑇 ，除以對照組之ORR估計值𝑝𝑅 ，RR的估計量為RR
=𝑝̂/𝑝
𝑇 ̂
𝑅 。建議在進行假說檢定與信賴區間估計前，先行將ORR估計值作對數
(log-scale)轉換，即
H0: log(RR) ≦-δ or log(RR) ≧ δ vs. H1: -δ < log(RR) < δ
經前述變異數修正後 [16,17,18,19]，檢定統計量𝑇7 與𝑇8 與信賴區間(CI(1-2α)x100%))的公
式如下：
𝑇7 =

log(𝑝̂𝑇 )− log(𝑝̂𝑅 )+𝛿
(1−𝑝̃ ) (1−𝑝̃ )

√ 𝑛 𝑝̃𝑇 + 𝑛 𝑝̃𝑅
𝑇 𝑇
𝑅 𝑅

與 𝑇8 =

log(𝑝̂𝑇 ) − log(𝑝̂𝑅 )ㄧ𝛿
(1−𝑝̌𝑇 ) (1−𝑝̌
𝑅)
+
𝑛𝑇 𝑝̌𝑇
𝑛𝑅 𝑝̌
𝑅

√

(1−𝑝̃𝑇 )

CI(1-2α)x100% = log(𝑝̂)
̂)
𝑇 - log(𝑝
𝑅 ± z1−𝛼 √

𝑛𝑇 𝑝̃𝑇

+

(1−𝑝̃𝑅 )
𝑛𝑅 𝑝̃𝑅

比較性試驗之樣本數計算
由於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比較性試驗，許多以二分法變數(如ORR)為主要評估指標，
本文就以二分法變數為例，說明如何決定樣本數。樣本數的計算一般須考慮以下五個
參數: (1) 型一誤差(α)：通常選擇單尾5%，(2) 型二誤差(β)或檢定力(1-β)：建議檢定
力至少80%(或β<20%)，(3)參考藥品之ORR預期值，(4)相等性臨界值(δ1,δ2)，一般以
RD進行組間的比較，常用對稱的上下界 (-δ,δ)(δ>0)；以RR進行組間的比較，臨界值
上下界的關係常為倒數關係δ2=1/δ1(δ2>1)，取對數轉換後則對稱於0，即(-δ,δ)，其
中-δ=log(δ1 )，δ=log(δ2)，最後須考慮(5)提早退出試驗的比例(%)(dropout rate)。
樣本數的計算在生體相等性試驗(或生物相似性試驗)與一般療效確認較優性試驗
有兩項主要的差別，其一是顯著水準的不同，生體相等性試驗(或生物相似性試驗)多採
用單尾5%；而療效確認較優性試驗多採用雙尾5%，在標準常態分布下，對應的參數
值分別為 𝑍1−5% = 1.645 𝑣𝑠. 𝑍1−0.05/2 = 1.96；其二是試驗同時檢定的假說數，前者同時
檢定兩個假說(每一個假說檢定其檢定力要求為1-/2)，而後者只檢定一個假說(檢定力
RegMed 2021 Vol.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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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為1-)，對應的檢定力參數前者為𝑍1−𝛽/2，後者為𝑍1−𝛽 。
以下先介紹二分法變數分別以RD或RR進行組間比較之樣本數計算公式。再依據
bevaci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比較性試驗之實際數據來估算樣本數。
(一) 相似性試驗以RD進行組間比較，臨界值為(-δ,δ)，當兩組受試者人數相同時(1:1
比例)，每組所需樣本數的公式為 [16]：
(𝑍1−𝛽/2 √𝑝𝑅 (1 − 𝑝𝑅 ) + 𝑝𝑇 (1 − 𝑝𝑇 ) + 𝑍1−𝛼 √𝑝𝑅′ (1 − 𝑝𝑅′ ) + 𝑝𝑇′ (1 − 𝑝𝑇′ ) )2
𝛿2

當試驗組的成功率預設為𝑝𝑇，對照組為𝑝𝑅，上式中的𝑝𝑇′ 及𝑝𝑅′ 可假設𝑝𝑅′ = 𝑝𝑅 及𝑝𝑇′ =
𝑝𝑇 (方法一)；或是找出一組𝑝𝑇′ 及𝑝𝑅′ 數值滿足相等性試驗之虛無假說𝑝𝑇 − 𝑝𝑅 = −𝛿 或
𝑝𝑇 − 𝑝𝑅 = 𝛿 ， 如 𝑝𝑇′ =

(𝑝𝑇 +𝑝𝑅 −𝛿)

(𝑝𝑇 +𝑝𝑅 −𝛿)
2

(方法二) [16]。

2

與 𝑝𝑅′ =

(𝑝𝑇 +𝑝𝑅 +𝛿)
2

； 或 𝑝𝑇′ =

(𝑝𝑇 +𝑝𝑅 +𝛿)

與 𝑝𝑅′ =

2

(二) 相似性試驗以RR進行組間比較，臨界值範圍為(𝑒 −𝛿 , 𝑒 𝛿 )，當兩組受試者人數相同
時(1:1比例)，每組所需樣本數的公式為[16]：
2

(𝑍1−𝛽/2 √(1 − 𝑝𝑅 )/𝑝𝑅 + (1 − 𝑝𝑇 )/𝑝𝑇 + 𝑍1−𝛼 √(1 − 𝑝𝑇′ )/𝑝𝑇′ + (1 − 𝑝𝑅′ )/𝑝𝑅′ )
𝛿2

當 試 驗 組 的 成 功 率 預設 為 𝑝𝑇 ， 對 照 組 為𝑝𝑅 ， 上 式 中 𝑝𝑇′ 及𝑝𝑅′ 可 假 設 𝑝𝑅′ = 𝑝𝑅 與
𝑝𝑇′ = 𝑝𝑇 (方法一)；或是找出一組𝑝𝑇′ 及𝑝𝑅′ 數值滿足相等性試驗之虛無假說
𝑝𝑇
𝑝𝑅

= 𝑒 𝛿 ，如𝑝′𝑇 =

𝑒 −𝛿 (𝑝𝑅 +𝑝𝑇 )
(1+𝑒 −𝛿 )

與𝑝𝑅′ =

(𝑝𝑅 +𝑝𝑇 )
；或𝑝𝑇′
(1+𝑒−𝛿 )

=

𝑒𝛿 (𝑝𝑅 +𝑝𝑇 )
與𝑝𝑅′
(1+𝑒𝛿 )

=

𝑝𝑇
𝑝𝑅

= 𝑒 −𝛿 或

(𝑝𝑅 +𝑝𝑇 )
(方法二) [16]。
(1+𝑒𝛿 )

無論是RD或RR，簡單來說方法一與方法二是兩種不同估算變異數的方法。但由於
方法二是在虛無假說下對變異數的估計，可確保型一誤差是被控制的，因此從法規單
位的觀點，選擇方法二較為適當。
舉 bevacizumab 生 物 相 似 性 藥 品 之 比 較 性 試 驗 為 例 ， 假 若 由 歷 史 試 驗
bevacizumab併用化療治療的ORR估計為0.38，提早退出試驗者約為5%，在型一誤
差為單尾5%，檢定力為80%，以RR進行組間比較，相似性臨界值為0.7638(log-scale)，
當採用方法一計算，每組所需的樣本數約為385人(共770人)，考量5%退出比例，試驗
須要納入約811位受試者，運算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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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

方法一

=

(𝑍1−𝛼 + 𝑍1−𝛽/2 )2 (

1 − 𝑝0 1 − 𝑝1
+
)
𝑝0
𝑝1

𝛿2

若採用方法二計算，則𝑝𝑇′ =

=

𝑒 −𝛿 (𝑝𝑅 +𝑝𝑇 )
(1+𝑒 −𝛿 )

1 − 0.38 1 − 0.38
+
)
0.38
0.38
≈ 385
(log(0.7638))2

(1.645 + 1.28)2 (

=

0.7638∗(0.38+0.38)
(1+0.7638)

= 0.329，𝑝𝑅′ =

(𝑝𝑅 +𝑝𝑇 )
(1+𝑒 −𝛿 )

=

0.431，每組所需的樣本數約為392人(共784人)，考量5%退出率，試驗須收納約826
位受試者。

𝑛

方法二

=

(1.28√

1 − 0.38 1 − 0.38
1 − 0.329 1 − 0.431 2
+
+ 1.645√
+
)
0.38
0.38
0.329
0.431
≈ 392
(log(0.7638))2

表四呈現以RR進行組間比較時，於不同相似性臨界值、檢定力及採用不同方法(方
法一與方法二)所估算之樣本數。其中，當其他參數維持不變，則臨界值下界愈接近1，
或是檢定力愈大，則所需樣本數愈多。另外，採用方法二所需樣本數略高於方法一。
表四、Bevacizumab生物相似性藥品，以RR進行組間比較之樣本數估計[9-11]

結語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比較性試驗，原則上是採用相等性試驗設計，審查原則與不劣
性試驗大致相同。統計考量包括臨界值須事先設定，且其選取須有合理的依據；樣本
數計算應有檢定力的考量；分析群體則ITT與PP同等重要，且分析結果須一致顯示與參
考藥品的相似性始能宣稱試驗成功。值得一提的是，癌症藥物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比較
性試驗，多以二分法變數為主要評估指標，惟該項變數屬離散數值，採用常態逼近的
統計檢定易有低估變異量的疑慮，宜採用適當的調整方法，以避免型一誤差的擴增。

RegMed 2021 Vol. 125

9

參考文獻
1.

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基準; 2015.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349&doctype2= assessed
2021/02/18.

2.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Trastuzumab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臨床研發策略指導原
則. 2020. https://www.cde.org.tw/knowledge/?pid=13 assessed 2021/03/08.

3.

陳紀勳, 詹明曉.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臨床審查考量. 2018; RegMed, 92.

4.

許巧縈, 林重賢, 陳紀勳.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臨床研發策略-以trastuzumab為例.
2020; RegMed, 122.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for industry: non-inferiority
clinical trials. 2016. https://www.fda.gov/media/78504/download assessed
2021/03/08.

6.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Points to consider on switching between
superiority and non-inferiority. 2000.
https://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points-consider-switc
hing-between-superiority-non-inferiority_en.pdf assessed 2021/03/08.

7.

林資荃. 統合分析(Meta-analysis)簡介. 2014; RegMed, 48.

8.

ICH E9 Statistical Principles for Clinical Trials. 1998.
https://www.ema.europa.eu/en/ich-e9-statistical-principles-clinical-trials assessed
2021/03/08.

9.

Botrel TEA, Clark O, Clark L, Paladini L, Faleiros E, Pegoretti B. Efficacy of
bevacizumab (Bev) plus chemotherapy (CT) compared to CT alone in
previously untreated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ung Cancer 2011;
74(1): 89-97.

10. He K, Chen H, Gwise T, Casak S, Lemery S.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in
Evaluating a Biosimilar Product in an Oncology Clinical Study.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6; 22(21): 5167–5170.
11. Isakov L, Jin B, Jacobs IA. Statistical Primer on Biosimilar Clin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Therapeutics 2016; 23(6): e1903-e1910.
RegMed 2021 Vol. 125

10

12. Chow SC, Shao J. A note on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assessing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2002; 23: 515-520.
13. Chow SC, Zheng J. The use of 95% CI or 90% CI for drug product
development — a controversial issue?. Journal of Biopharmaceutical
Statistics 2019; 29(5): 834-844.
14. Li Z, Chuang-Stein C. A Note on Comparing Two Binomial Proportions in
Confirmatory Noninferiority Trials. Drug Information Journal 2006; 40:
203-208.
15. Hauck WW, Anderson S. A comparison of large sample confidence interval
methods for the differences of two binomial probabilities.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1986; 40: 318-322.
16. Rothmann MD, Wiens BL, Chan ISF: Design and analysis of non-inferiority
trials.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2012.
17. Chan, ISF. Exact tests of equivalence and efficacy with a non-zero lower
bound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Statistics in Medicine 1998; 17: 1403-1413.
18. Farrington CP, Manning G. Test statistics and sample size formulae for
comparative binomial trials with null hypothesis of non-zero risk difference
or non-unity relative risk. Statistics in Medicine 1990; 9: 1447-1454.
19. Chan ISF, and Zhang Z. Test-based exact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difference of two binomial proportions. Biometrics 1999; 55: 1201–1209.

RegMed 2021 Vol. 125

11

藥品給付協議制度簡介及國際經驗
賴育賢 1

前言
隨著新科技的發展，愈來愈多藥品與醫療器材進入市場時，只存在有限證據，長期
效果和安全性卻具有相當不確定性，使支付者註

1

在決策時面臨困難，在有限資源下得

面對更多壓力。為了兼顧病人之新藥可近性(accessibility)、分散支付者因不確定性而增
加之風險(risk)、廠商(製藥公司、代理商或出資者)投資回收利益，支付者與廠商便有動
力透過簽定藥品給付協議(managed entry agreements, MEA)，使風險分散在雙方，
並促進雙方達到共識。

不確定性與風險
對於支付者而言，探討給付藥物時之評議架構與要素一般而言除了藥物本身特性，
例如效能、不良反應、或方便性等之外，更看重和已給付藥物相比之相對療效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與經濟分析、實務執行議題等。外在環境因素方面則涵蓋
目標族群是否具有未獲滿足醫療需求、可獲益族群人數與比例、是否滿足病人偏好、財
務系統是否可負擔等[1-4]。以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健保)為例，在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 42 條中，即明定醫療服務與藥物給付項目與支付標準之訂定，應考量人體健康、醫
療倫理、醫療成本效益及保險財務四大面向[5]。然而，當廠商申請藥物給付時，不一定
能夠提供並呈現穩健且足以證明各項宣稱之證據，以致給付審議(appraisal)時缺乏給付
後之可信預估，即造成「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造成之影響主要為預估失準所導致之風險；又依影響層面可分為臨床效益
(clinical benefit)風險與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或財務衝擊(budget impact)風
險。以下依不確定性來源與其可能導致風險分別說明。
首先，廠商為申請藥物上市許可，須對主管機關提供證據以確認藥品用於所申請適
應症之效能(efficacy)、安全性、品質，此時提出之確認性臨床試驗(pivotal trial)多半為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醫藥科技評估組

註1

Payers，泛指給付或補助之公立或私人部門；若為保險方式則稱為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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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慰劑比較之臨床試驗證據；而廠商又多於新藥上市後立即申請給付，即有可能缺少
與現有已給付藥品比較之比較性試驗證據，以致提高新藥之相對療效不確定性。此外，
在臨床試驗與真實世界可能存有落差。臨床效益與成本效益之分析資料來源為臨床試驗
結果，而由於臨床試驗中具有完善設計、標準化與單純化之目標受試者族群、受控環境
如密集追蹤等特性，因此支付者需考量試驗中所得到之結果，是否可實際於給付之臨床
應用情境中再現[6]。
另一方面，近年來各國藥物主管機關逐漸加快審查時程，許多藥品可能係以替代性
指標進行之臨床試驗結果，並依加速核准方式[7-9]取得上市許可註 2，而第三期確認性試
驗(confirmatory trial)仍未完成或結果尚未成熟，使藥品取得上市許可時之臨床證據，
相對而言無法充分提供新藥效益。然而，可獲得加速核准之藥品其適應症多半具有臨床
上未滿足需求(例如缺乏有效治療之罕見疾病或生命末期)之特性，使支付者必須面臨在
僅有替代性指標證據或主要指標結果不成熟時，在難以預估新藥給付後是否可達到預期
臨床效益，或是否會出現無法預期之不良反應等情形下，進行決策。
臨床療效特性仍有不明之處之藥品亦可能會增加不確定性。例如 PD-1/PD-L1 藥品
註 3

在初次獲得核准上市時，由當時之試驗數據難以估計少數可存活至臨床試驗結束族

群之未來預期存活時間長度，亦難以釐清何種條件病人可獲得長期效益。因此，支付者
可能會設定給付條件限縮給付範圍，待更多證據產生後再做調整。例如，cetuximab 初
獲我國健保給付用於直腸結腸癌時，並未限制 RAS 基因型[10]；但隨著更多臨床證據出
現，隨後修正給付規定，限制 RAS 基因型未突變者方可使用[11]。此外，特殊藥品(例如
bortezomib, lenalidomide 等治療多發性骨髓瘤藥品)須要在使用後以特定指標判定療
效，若未能適時判定發生療效時，則會使藥品費用預估結果具不確定性與風險；或例如
骨質疏鬆症初級預防藥品之臨床效益會受病人配合度影響。
上述臨床效益不確定性，會使支付者難以判斷新藥品在臨床效益上是否較已給付藥
品佳或其臨床效益提升程度，繼而增加臨床療效風險，影響後續成本效益分析結果穩健
程度；亦有可能影響財務衝擊分析結果。

註2

例如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2018 年修訂「新藥查驗登記加速核准機制」
，使治療嚴重威脅生命疾病
[9]

藥品可以替代療效指標(surrogate endpoint)進行之臨床試驗結果，申請加速核准上市 。
註3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受體抑制劑或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配體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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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目標族群估算與實際符合族群人數落差、給付條件與實務執行上之落差，
亦有可能會增加財務衝擊預估之不確定性與風險。例如，非以客觀測量標準設定給付條
件，而是以病人自述結果(patient-reported outcomes)等主觀指標作為標準時，可能
會受醫師或病人等之處方行為影響，而使符合條件之病人數與原財務衝擊評估結果有出
入；或藥品具有多重適應症，臨床實務上醫師可能將新藥品用於治療非給付之適應症，
而超過原財務衝擊估計[12]。
最後，由於醫療科技不斷進步，隨著醫療技術與藥品發展，新藥給付審議時評估之
臨床地位可能有所改變，進而使相對療效、成本效益與財務預估有所變化；例如，新藥
原先用於後線治療，爾後前線治療證據成熟，使治療地位變化。此時，原先評估與評議
時所採納之成本效益與財務衝擊便有所變化。

全球市場定價策略
隨著醫藥科技進步迅速，新藥費用成長快速，然資源有限，無法無限制擴增，因此，
支付者需盡其所能控制新藥費用成長速率。對支付者來說，常用控制新藥費用政策方式
之一，為參考鄰國或世界各國價格訂定給付價(international reference pricing)[13]。無
論是將其作為協商參考，或是直接以此方法作為核定價格方式，皆會導致廠商在提出價
格時必須考量到全球主要市場利潤而需要維持給付價格(published or list price)，特別
是會公開藥品給付價格之保險單位，或是延遲上市時間[14]，以免影響其全球利潤。我國
健保亦面臨此情形，導致新藥納入給付時，支付者與廠商難以達成價格共識，而致新藥
進入健保時間較其他國家晚的現象。

風險分攤與給付協議
不確定性對於決策審議會議而言，主要在於難以決定給付與否和給付範圍，傳統決
策方式，即「給付」或「不給付」已無法處理與分攤不確定性所造成之風險 (如：藥物
實際效果不彰、或是超出成本效益或財務影響預估結果)，其決策責任與財務風險皆由
支付者承擔。因此，對支付者與廠商而言，簽訂給付協議以分攤風險，使風險維持在可
預見程度，可維持雙方與病人最大利益。此外，由於協議具保密性質，因此可維持一定
公告給付價格。
自 1995 年起，逐漸有支付者採用各式管控計畫以求控制財務風險或是療效風險[15,
16]

。目前，學界將財務分攤協議(cost sharing arrangement)與以成效為基礎風險分攤

RegMed 2021 Vol. 125

14

協議(performance-based risk sharing arrangement)統稱為藥品給付協議(MEA)或風
險分攤協議(risk sharing agreement)；然而，各國在實務上使用各式不同名稱並給予
不同定義。以財務分攤為目的之協議方式，涵蓋折價、還款、個人用量上限、價量協議
等；而以療效為基礎之協議，則可再區分為依實際使用效果給付(performance-linked
reimbursement)及依實證發展給付(coverage with evidence development)[17]。財務
協議方案，主要在控管支付者給付之藥品成本，以及藥品使用人數或使用量之不確定性
所造成風險。以成效為基礎之協議方案，則主要是處理療效或成本效果方面之不確定性，
例如視療效結果決定給付與否。實務上以成效為基礎之協議方案亦可融入財務分攤協議
所使用之管控方法，例如劑量上限或依比例分攤藥品費用。以我國健保而言，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以下簡稱支付標準)中稱為「給付協議」
，並區分為藥品與
特材；藥品部分可再細分為價量協議(price-volume agreements)與其他協議[18]註 4。
一般而言，折扣類型財務協議方案最受廠商及支付者青睞，因其對行政資源、人力
成本造成負擔最小[19]；而以成效為基礎之方案需要有良好之登錄追蹤與評估機制、清楚
客觀定義之結果指標、模式等等方案，障礙較多，達成難度較高。早期由於各國資料收
集科技尚不發達，進行以成效為基礎之協議時多有困難，大多以財務結果為基礎之給付
協議為主；然而近期隨著科技進步，電子病歷在各國施行後使療效指標收集難度下降，
因此以成效為基礎方案有成長的趨勢[16]。此外，前述以加速許可方式取得上市核准之藥
品逐漸增加，導致臨床不確定性升高，以及近年資料科學、真實世界數據或證據(real
world data or evidence)興起，收集實際使用資料並轉化為證據，以提供日後檢討依據
等因素，亦可能為提高簽訂以成效為基礎方案意願之因素。

英國與澳洲藥品給付協議制度
以下舉英國、澳洲為例，說明藥品給付協議於二國公共醫療系統內運作方式。
一、英國
2007 年，英國公平交易辦公室(Office of Fair Trading)研究報告認為當時藥品價格
並未充分反映其價值，建議政府應以價值為基礎核定價格(a value-based approach to
註4

包含依療效結果為基礎與依財務結果為基礎兩大類；前者包含改善整體存活方案、延緩疾病惡化方案、
臨床療效還款方案，後者包含固定折扣方案、藥費補助方案、藥品搭配方案。此外，同成分不同廠牌
或同藥理分類藥品可設定共同分攤還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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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ing)[13] 。因此，英國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註

5

與英國製藥工業協會

(Association of the British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以下簡稱 ABPI)，在 2009 年簽
定更新之藥品價格規範計畫(Pharmaceutical Price Regulation Scheme, 以下簡稱
PPRS)時[20]，導入「病人可近性方案(Patient Access Scheme [PAS])」。當英國國家健
康暨照護卓越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以下簡稱
NICE)以現有可得證據評議藥品價值，而結果可能無法支持定價(list price)時，可透過
PAS 改善成本效益，增加病人獲得所需藥品。PAS 之審查及決定，與「英格蘭國民健康
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England, 以下簡稱 NHS England)是否應給付新藥品
之審議流程」互相獨立。前者是由 NICE 中獨立之「病人可近性方案溝通單位(Patient
Access Scheme Liaison Unit)」進行，而給付與否則經由 NICE 之科技評議(Technology
Appraisal)或其他評議流程，考量新藥品之臨床、經濟與其它證據後，做出建議。
2019 年，各方 註

6

簽定新版方案，並改名為原廠藥品定價與可近性自願方案

(Voluntary Scheme for Branded Medicines Pricing and Access，以下簡稱 VPAS)[21]。
此更新方案目的為透過施行各種措施，促使病人可獲得具有顛覆性創新與成本效益藥品，
達到有利於病人結果與支持藥品創新，並期藉由參與簽署之廠商成員控制原廠藥品
(branded medicine)於 NHS 中之銷售額成長率，於事先協定之一定水準內，達到建立
英國可負擔機制。
根據VPAS，NHS England於2019年11月發布藥品商業架構草案(Commercial
Framework for Medicine, 以下簡稱架構草案)[22]註7。架構草案強調為使NHS England
盡早排定各產品處理順序與了解未來新藥品對病人影響程度，NHS England會與NICE
合作主動鼓勵廠商早期參與(例如在前瞻性評估[horizon scanning]時)。NHS England
在架構草案中，維持過去已廣泛使用之各式協議，並整合為4個具有商


病人可近性方案 (Patient Access Schemes)



保密商業協議 (Confidential Commercial Arrangements)



管控近用協定 (Managed Access Agreements)

註5

代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之衛生健康部處理藥價議題

註6

除原有之英國衛生部與英國製藥工業協會雙方外，NHS England 作為獨立方參與簽署

註7

原定於 2020 年初發布正式版本，但由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疫情爆發，
因此正式版本已延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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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衝擊測試 (Budget Impact Test)

以下分別說明 4 種商業性協議選擇。
(一) 病人可近性方案 (PAS)
PAS 是最基本，所有廠商在所有案件皆可提出之方案。架構草案中之 PAS 與現行
類型與內容相同，分為簡單型與複雜型。架構草案指出，若廠商欲在 NICE 評估與評議
時以 PAS 價格計算，則應於初次提交證據時即提供 PAS 予 NICE。PAS 由 NICE 內部獨
立之 PASLU 處理審查流程，並給予 NHS England 審查意見；待 NHS England 核可後，
PAS 內容方能應用於 NICE 科技評議申請案中。簡單型 PAS 方式，為廠商提供一定程度
價格折扣；由於額外行政負擔最少，故簡單型 PAS 為 NHS England 最偏好的選擇。簡
單型 PAS 內容可為機密，即不公開折扣內容。然而，當藥品有多項適應症時，此折扣價
格必須適用於所有適應症；意即，單一藥品僅能有一項價格，NHS England 並不接受
單一藥品在不同適應症有不同價格(blended pricing or pricing by indication)。因此，
若申請評議新適應症時，廠商提出簡單型 PAS 或更新既有 PAS 時，該價格會影響既有
已給付之適應症。由於 PAS 審核過程與 NICE 科技評議互相獨立，因此 NHS England
強調即使核可簡單型 PAS 方案(折扣價格)，並不代表 NHS England 之願付價格
(willingness to pay)即為該折扣價格，給付建議仍是由 NICE 科技評議相關流程所決
定。
複雜型 PAS 與簡單型 PAS 最重要差異為前者內容完全公開，而後者內容維持機密。
在複雜型 PAS 中，廠商必須提出論述支持選用複雜型 PAS 處理有關風險，並說明風險
是如何由廠商與 NHS England 均分。架構草案與 VPAS 中並未詳細說明複雜型 PAS 涵
蓋內容；但自 PPRS 2014[19]中可知非折扣方式皆屬於複雜型 PAS，包含還款、免費供
應一定量藥品、劑量上限、以結果為基礎方案等。
(二) 保密商業協議
VPAS 中具體提出加強型商業協議(enhanced commercial arrangements)。此類
協議與複雜型 PAS 不同點在於，簽訂複雜型協議同時可維持內容保密。VPAS 賦予 NHS
England 可直接考慮與廠商簽定商業性協議之時機；若廠商可提供低於 NICE 成本效益
閾值條件時，則可容許更寬鬆的商業彈性。因此，架構草案中強調保密商業協議可由
NHS England 單方面決定是否提案簽定；相對而言，PAS 則為廠商預設可提出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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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S England 會考慮提出保密商業協議之情境有：(1)廠商有意願提供非常具價值的提
案，且／或(2)該藥品市場有特殊或獨特情形，導致難以透過一般方式導入市場。
對於第(1)種情境，一般而言，廠商所提出之成本效益須改善至 NICE 標準成本效益
閾值下限以下；改善愈多，便可透過保密商業協議取得愈多商業彈性。此協議中可簽定
使用之方案內容如表一所示範例。值得注意的是，VPAS 提及此類協議內容可同時涵蓋
多種複雜型商業協議，因此保密商業協議內容可自表一範例中擇一簽訂，亦可同時混搭
多種方案內容。
表一、NHS England 架構草案中保密商業協議可使用的方案內容範例
方案類型

說明

預算上限

當該產品或產品組合超過最高預算衝擊時，返還超出範圍金額予中央

價量協定

在一定病人數量內，以商定價格給付；超過時則分階段降價或返回全額。

成本分攤

廠商負擔初始治療費用。

起始／停止使用標準

設定病人起始與停止使用標準。

以結果為基礎之協定

當病人使用藥品後未達預期效果或未反應時，返還藥費或給予折扣。

註：可使用之方案並非僅限於此表所列；亦可組合使用

對於第(2)種情境，VPAS 中提及英國衛生部、NHS England、ABPI 瞭解到單一
定價可能會導致藥品申請給付新適應症時造成總獲益下降，導致無法維持商業模式。
因此，個別藥品如有特殊情形而需要以特殊方式處理時，可透過保密商業協議方式達
到客製化協議，且是以個別藥品個別考量。架構草案中指出，這類情形至少需符合圖
一的考量流程，方可進一步討論簽訂保密商業協議。對於合併不同藥品療法，VPAS
中雖已說明各方皆瞭解在維持商業競爭需求下，會須要更加特殊且客製化之協議做法
來兼顧潛在的效益；但架構草案中僅提出，NHS England 和 NICE 會持續與 ABPI 合
作處理這方面的問題，並未詳加說明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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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在明確不同的適應症中皆可提供顯著的健康效益

若缺乏商業上的彈性時，廠商會失去大量營收

廠商無法在後續年度中回收前述失去的營收

進一步討論商業協議中可提供之彈性

圖一、NHS England 架構草案中保密商業協議的討論考量流程
(三) 管控近用協定
在 NICE 進行科技評議時，若新藥有可能通過 NICE 評議並獲得給付，但臨床資料
仍具有不確定性，導致後續成本效果估計上也具有不確定性時，NICE 會建議廠商與 NHS
England 簽訂管控近用協定。管控近用定分為兩部分：資料收集協定(Data Collection
Agreement)，與 PAS 且／或商業性近用協定(Commercial Access Agreement)[23]。
簽訂管控近用協定而獲得給付是一種過渡性給付狀態，故 NICE 會在未來特定時間
再次進行評議並決定是否轉為常規給付。在資料收集協定方面，協定內容是由 NICE 科
技評議委員會決定，藉由持續收集一定時間的資料以減少臨床不確定性。而在 PAS 與商
業性近用協議方面，草案架構中並未有具體說明，但在架構草案問與答中，說明當廠商
提出更多附加價值提案時，即可適用商業性近用協議方案，且可與簡單型 PAS 搭配使用
[23]

。在管控近用協定中，廠商會受到要求在協定期間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價格；但在個

別協定中也會簽定退出條款。
架構草案說明在過去實務經驗中，癌症藥品與符合 NICE 高度專門科技評議(Highly
Specialised Technologies)之藥品(由於病人人數非常少，通常臨床證據會有明顯的不
確定性)經常會簽訂管控近用協定；實務上，2016 年起透過癌症藥品基金(Cancer Drug
Fund)給付之藥品，皆已簽訂此類型協定。值得注意的是，架構草案中說明未來管控近
用協議並非僅能用於上述情境，NICE 仍在探尋其他可適用的情境。NHS England 在斟
酌是否要簽訂管控近用協定時，關鍵點是要考量臨床實務證據收集問題，與收集到的臨
床實務證據所提供的健康結果是否為解決臨床不確定性之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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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務衝擊測試方案
基於 NHS England 可負擔性，若新科技在獲得給付後首 3 年每年預期潛在財務衝
擊高過 2,000 萬英鎊時，NHS England 會與廠商磋商，作為要求變更法定資金來源
(variation to the statutory funding requirement)的替代做法。此討論目的在減輕給付
該科技時對於其他 NHS 給付服務的立即性衝擊。若雙方磋商無法達成協議時，NHS
England 可能會需要變更法定資金來源註 10。對於需要申請進行財務衝擊測試之案件，
NHS England 會從：(1) 首 3 年內任一年度的財務衝擊；(2)任何可減輕 NHS 成本之市
場競爭者或外在因素兩方面，考量該案件應提供多少附加價值。若一項已獲得 NICE 指
引建議給付新治療科技所造成財務衝擊愈大，NHS England 會認為其應提供愈多附加
價值。然而，架構草案中並未詳細說明 NHS England 期待獲得之附加價值內涵。
二、澳洲
澳洲衛生部自 2008 年起制訂「契約協定(Deed of Agreement)」指引[12]，為說明
廠商與澳洲衛生部簽訂協定之指引。2011 年起則另外正式建立管控給付方案(Managed
Entry Scheme)架構，並於 2015 年更新架構並改稱為 Managed Access Program
(MAP)[24-26]；此架構主要是處理當 PBAC 認為臨床療效結果具不確定性時，在收集藥品
實際使用後療效資料的同時提早將藥品納入給付。以下簡要說明相關資訊。
(一) 契約協定
契約協定可分為特殊價格協議(Special Pricing Arrangement)與風險分攤協議
(Risk-sharing Arrangement)。特殊價格協議為保密協議，旨在提供廠商保密折扣。
1.

特殊價格協議

特殊價格協議運作方式為廠商在銷售後還款給澳洲政府，目的僅為使公開支付價與
實際支付價分離。簽定特殊價格協議需滿足下列條件：



該藥品是用來治療特殊重要醫療情形，且 PBAC 建議此藥品可對欲治
療之病人族群產生額外重大利益。

註 10

無論是由 NHS 整體預算或是各地醫療委員會小組(Clinical Commissioning Groups)預算出資，NHS
England 會需要更長時間去處理預算問題；即不受須於 NICE 建議後 90 天內落實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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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AC 建議該藥品與任何現有可得之替代療法相比，具有獨特性質；
或在已給付之對照藥品已具有類似協議方案時，建議收載該藥品。



該藥品實際支付有效價格(effective price)須低於或與 PBAC 建議達
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之藥品價格一致，且此結果與澳洲聯邦政府
(Commonwealth)補助(subsidised)之公開價格(published price)相
比，可對澳洲政府產生明顯財務上優勢，使澳洲政府不得不同意合
約。



若在其他國家有類似藥品補助合約，且廠商已通知澳洲衛生部，則實
際價格及任何已提出之合約須與其他國家一致。



廠商必須提出說明為何須使用區分公開支付價與實際有效價格之給
付方式，並且提供下列文件：


簽訂特殊價格協議理由，包含財務影響，說明為何必須簽定合
約；



說明已詳細確認其他所有給付方式皆不適用，而此類型合約是唯
一方式文件；



承認澳洲政府對接受任何合約協議有決定權；



承諾在契約協議指引中所規範之，有簽訂特殊價格協議之資訊會
於澳洲藥品給付健保藥品補助系統(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以下簡稱 PBS)以及 Therapeutic Relativity Sheets 中
公開發布；



承諾為了使任何定價合約生效，廠商與澳洲政府間必須簽訂契約
協議。

2.

風險分攤協議

風險分攤協議則涵蓋其他財務方面協議，包含補助上限返還協議(subsidisation
cap and reimbursement arrangement) 、 共 同 契 約 協 議 (shared deeds of
agreement)、提供資料協議(data provision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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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上限返還協議之基礎為衛生部與廠商雙方合意之估計結果，用於處理整體支出
不確定性之風險和成本效果有關之風險。返還上限通常是以金額表示，而返還百分比會
隨著風險程度而有不同。此類型協議也可能會有設計「分層」
，即訂有多個總支出上限，
返還比例隨著總支出上限分層而增加。
當 PBAC 建議 PBS 收載新藥或擴增已給付藥品之適應症時，若 PBS 已給付其他藥
品用於治療該目標族群，且該已給付藥品廠商與衛生部有簽訂契約協議，則前者會需要
與後者一同簽訂「共同契約協議」。此時，新給付藥品(new medicine)就成為原已給付
藥品簽訂契約中所謂之「新品項(new drug)」；而在大部分案例中，此新品項會加入已
給付藥品之既有契約，並同意適用該既有契約中已實施之內容。此設計用來幫助管理多
個契約協議、促進公平性、促進加速競爭品項收載流程，確保給付藥品間具平等性(equity)
及公平性(fairness)。當一項藥品要加入既存契約時，已給付藥品及新品項藥品雙方廠商
必須同意釋出特定資訊，以便使共同協議定案；此外，新品項之契約時間是依既有契約
所涵蓋之時程進行。新廠商可以因不希望加入既存約定方案而選擇不繼續進行收載流程。
然而，若廠商希望不加入既有協議方案但仍希望獲收載建議，廠商可能需要將案件退回
到 PBAC 審議流程，並提出證據來支持。在共同協議中，各廠商會依照各品項之市佔率
分配還款比例。
提供資料協議絕大多數是收集更多額外證據以提供 PBAC 評估收載品項之成本效
果。此協議會根據需求變動內容；資料收集範圍自藥品使用量、提供既有資料，到建立
全新流程都有可能。
特定類型契約可能會依預期可減少之特定風險，而修正或新增額外標準條款。契約
協定指引強調，此處所提及之協議類型，例如依 PBAC 要求提供資料或保證不超出 PBS
使用限制所簽訂之協議，與衛生部為了降低藥品成本相關風險所需之協商和後續達成之
協議方案目標不同。
(一) MAP
對於 PBAC 在一般情形下無法接受、拒絕建議給付之新藥或新適應症申請案，MAP
可在臨床需求高度未滿足之特殊情形下，解決因臨床上或經濟上之不確定性問題，而使
PBS 有可能收載。此機制試圖加強給付申請時提供給決策者證據之強度及品質。
透過 MAP 決定給付，屬於依實證發展給付架構。以此方式決定給予初步給付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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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可產生之證據更具說服力，且有可能解決 PBAC 發現之具體不確定性。PBAC 會
就初步考量時認定之不確定性來源，以及在申請案中提供之證據是否足以支持該藥品可
透過 MAP 架構收載表示意見。若新藥透過 MAP 方式獲得初步給付建議時，尚無法對
未來證據成熟時之給付價格達成共識，則 PBAC 可在未來有額外資料解決不確定性時，
再次考量由廠商重新提出之給付協議(managed entry resubmission)與價格變更。此初
步給付會持續至事先訂定之特定時間點，完成額外證據收集與最終審查為止。
MAP 需符合以下條件：



該藥品臨床上有高度急迫未滿足需求；評估層面包含盛行率與疾病嚴重度、替
代治療可得性，與建議給付的新藥滿足此需求之程度；



由於臨床效果程度不確定，及／或此藥品對PBS整體且／或個別病人而言成本
相當高，除透過MAP機制外，PBAC不會以廠商擬議價格建議收載此藥品；



收集到的資料與證據可解決由PBAC發現並確認之不確定性，且須令PBAC滿意；
該證據在合理時間內是可靠、可評估的；



PBAC日後複審時可納入所有其他相關證據進行考量，並非僅參考此框架下之
證據

1.

MAP 規範

若廠商於主要申請案中要求考量 MAP，則需要提出下列說明或證據：


證明有高度臨床需求之聲稱；



在PBAC進行初步考量時，所有可用資料，包含與替代結果有關之證據；



由廠商發現並確認之不確定性，包含臨床方面、經濟分析方面、財務方面；



會對遞增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n, 以下簡稱
ICER)產生潛在衝擊之已確認不確定性，其完整敏感度分析；



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以下簡稱RCT)證據或其他
非RCT證據詳細資料，以及討論說明前述證據將如何解決廠商所確認不確
定性；須涵蓋與未來再次送件(managed entry resubmission)時，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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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臨床效果價值或效益程度(或未來可能發生之其他情形)有關部分；


預計再申請送件之時間表。

在 MAP 申請案評估過程中，PBAC 會依照初步考量時可用之證據進行收載及核價
建議、確定決策中不確定性之關鍵點(可能與申請案中廠商提出的相同或不相同)、確定
解決不確定性部分所需之證據、提交證據之時程表、證據結果可能造成之後果，最終決
定簽訂 MAP 是否適當。
2.

契約協議

契約協議會搭配於與 MAP 同時進行，作為控制／分攤風險之工具。契約載明下列
內容：


雙方合意之初步價格；



由PBAC確定之臨床效果價值或程度(或未來之其他情形)之不確定性範
圍；



再申請之時間表；



一旦RCT證據(或未來有其他非RCT證據)可用於支持臨床效果預期程度或
價值時，PBAC重新考量申請案之意向聲明。



雙方承認可能存在其他未被發現之不確定性部分，且會影響到初步估算之
ICER。



雙方約定之再協商條款，將管控內容視為再協商之觸發條件(再協商之觸
發條件為簽定當時之ICER有所變化或價格提升)；但亦可以其他明確、一
般性的管控內容替代。



當RCT結果(或未來其他非RCT結果)無法得到滿意結果時，廠商須保證以
原同意價格供應



再申請時，廠商承諾揭露對臨床效果(或未來其他情境)有影響之預期／非
預期改變或證據(例如，廠商可能選擇不同／修改後之經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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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爭品(competitors)

MAP 中提及，若已有透過 MAP 收載之藥品(意即該藥品已簽定 MAP)治療某特定
目標族群情境，而該 MAP 觀察時間內有申請案之藥品亦申請用於相同情境(競爭品)時，
此情形可能會改變未來臨床需求程度，但應不會增加獲得之經生活品質校正生存年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首先進入市場已簽訂 MAP 之藥品應會有進行中之試驗，
而競爭品有可能會沒有進行中之相似 RCTs。此狀況會有數種可能，例如競爭品可能會
有：


進行中試驗及替代性資料，可提供類似於已簽訂MAP藥品之證據；或



有替代性資料但沒有進行中試驗。此時，評估會是以申請書中提及之替代
性指標與已簽訂MAP藥品比較，並以最小成本分析為基礎；或
在PBAC進行初步考量時即提供更加明確價值定位之試驗終點資料。



此時，競爭品進入市場之定價，是 PBAC 基於其一般標準進行的，包含(一)兩項產
品之相似性；(二)PBAC 會以模型計算和 RCT 資料確認之先進者 QALY 可外推至競爭品，
使 PBAC 有信心兩者可進行最小成本分析。
4.

小結

在 MAP 設計中，因臨床效果或經濟分析之不確定性，無法使 PBAC 接受，並遭拒
絕給付之藥品申請案，在滿足 MAP 條件範圍情形下，有可能獲得建議。此意味著病人
可更早獲得藥品、廠商可更早獲得進入受 PBS 補助市場(價格是 PBAC 以當時可用之證
據考量後可接受之初始價格)；除了 PBAC 清楚地闡明關鍵不確定性部分以外，PBAC 會
基於試驗設計所提供之資訊是否可能解決前述不確定性，做出評論。當可獲得額外資訊
時，PBAC 同意於重新審查再申請案及新證據時，重新考量價格。

總結
不確定性與風險已成為近年各國健康保險給付時必須面對之議題。隨著引進保密藥
物給付協議制度國家增加，以外部價格(其他國家給付價格)作為藥物訂價參考方式，已
漸失效果。雖然簽訂折價型協議仍為行政負擔較低之方式，但若臨床證據仍未成熟且該
藥物目標族群具有較強之臨床未滿足需求，仍需考慮簽定以實證發展為基礎之協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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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至研究證據成熟再給付，可能會使支付者面對較強壓力。然而，若在具療效不確定
性下以傳統方式給付，後續即使因療效證據不足而欲取消給付實屬不易。因此，儘管隨
實證發展給付在實務上有其障礙待克服，但由於是事先簽訂協議，雙方皆同意後續處理
方式，仍為國際上有些國家為解決臨床療效不確定性同時又可滿足臨床需求，所採取的
非傳統藥物給付方式，值得我國學習。
我國中央健康保險署(當時為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署)自 2012 年底修訂
支付標準起即引入「價量協議」規定[27]，並明確規定需簽訂價量協議之藥物標準與簽訂
方式；在價量協議中，可選擇在各觀察年中直接還款或降價，或超過各觀察年限量額度
時直接還款或降價。而在 2018 年起，我國再次修訂支付標準加入「其他協議方案」[18]，
新增依療效結果為基礎與依財務結果為基礎之各式協議方案，設定廠商在不同情境下返
還藥費或負擔藥費。由 2018 年 6 月起至 2020 年 10 月為止，全民健康保險共同擬訂
會議藥品部分會議資料與附錄中，提及健保署與廠商可能簽訂藥品其他給付協議案件共
有 38 件註 11，惟無法得知雙方最終是否簽訂協議與簽訂類型或內容。值得留意的是，支
付標準中並未規定具體簽訂條件與要求，亦未另訂規範，而是保留相當大彈性由雙方自
行提出與商討。然而，健保署另要求癌症藥品若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高費用癌症藥品送
審原則」中所訂定條件者，申請給付時須提出擬採用之藥品給付協議[28]。
針對各不同制度國家，本文簡要摘錄英國與澳洲制度設計與公開說明之指引與架構，
期使讀者對英國與澳洲藥物給付協議政策有初步瞭解。英國與澳洲皆針對個案仔細考量
不確定性情形與當前已有證據，並設定對應處理之協議方式與適用條件，可為我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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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１月發佈「公共衛生緊急事件(COVID-19)
期間酒精(乙醇)與異丙醇的甲醇檢測政策」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鄭芳宜

發表時間：

2021/01/19

內容歸類：

Covid-19、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cGMP)

類

別：

指引

關 鍵 字：

Alcohol、Isopropyl
alcohol、Methanol

資料來源：

Policy for testing of alcohol (ethanol) and isopropyl alcohol for
methanol, including dur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VID-19)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係針對使用被甲醇汙染的酒精（乙醇）或異丙醇、或以甲醇
為其替代品的潛在公共健康危害提出警示。雖為因應 2019 年新型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流行期間提出之政策，在公共衛生緊急
事件結束後的 60 天內，美國 FDA 將依據收集到的評論與實施經
驗，適當修正後取代本指引。

2.

甲醇因其毒性而非藥品中可接受的成分；甲醇於公定書 (official
compendium，如：USP 個論) 中被視為不純物，其含量必須低於
公定書規範的允收標準。

3.

本指引之檢測政策適用於作為藥品中活性成分或非活性成分之藥
用酒精 (係指乙醇或異丙醇)。前述藥品不限於乾洗手劑，其他如：
吸入劑、漱口水、口服劑型藥品、局部外用藥…等含藥用酒精者皆
適用。

4.

一般藥品的甲醇檢測政策：
(1) 藥品製造必須符合 cGMP 要求，包括用於檢測所有批次藥用酒
精的分析檢測程序，含藥酒精被用於製造或製備成品之前，成
品製造廠必須依據 USP 酒精 (乙醇) 個論的 Identificat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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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逐批執行每一容器藥用酒精中甲醇限量的專一鑑別試
驗，USP 之酒精個論制訂酒精中甲醇的限量為 200 ppm。
(2) USP 酒精個論中的甲醇試驗方法也可用於檢測異丙醇中的甲
醇污染，雖然 USP 異丙醇個論尚未訂定具體的甲醇限量，美
國 FDA 認為乙醇的 200 ppm 甲醇限量亦適用於異丙醇，或
者，可以使用其他可檢測和定量甲醇的鑑別程序，只要方法經
過確效且符合此目的。
5.

符合美國 FDA 暫時性政策之乾洗手劑的甲醇檢測政策：為因應
COVID-19 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期間對醇類乾洗手劑的需求，美國
FDA 已針對醇類乾洗手劑之製造與用於醇類乾洗手劑之酒精原料
製造發布暫時性政策(參閱本刊 116 期：美國 FDA 於 2020 年 3 月
發表「公共衛生緊急期間(COVID-19)用於醇類乾洗手劑之酒精原
料製造」暫時性政策指引)；每批藥用酒精在使用前，建議以 USP
酒精個論的試驗方法檢測甲醇含量，若藥用酒精中的甲醇含量大於
630 ppm 則不符合美國 FDA 公告的暫時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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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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 (下篇)」
發表單位：
發表時間：

歐盟 EMA
2020/02/10

摘要整理：
內容歸類：

李逸琦
生物藥劑

類

問答集

關 鍵 字：

Biopharmaceutic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BCS),
biowaiver

別：

資料來源：

ICH M9 guideline on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based biowaivers - questions and answers

重點內容：

1.

本文乃針對歐盟 CHMP 於 2020 年 1 月採用 ICH 於 2019 年 11 月
發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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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衍生之問答集。問答集內容分成四部
分，包含指引適用範圍、主成分 BCS 分類、適用指引的藥品、附錄。
本期延續本刊 117 期發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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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上
篇)」，將本問答集後半段，針對適用指引的藥品與附錄兩部分進行
說明。

2.

藥品適用 BCS based biowaiver 之相關問題：
(1) 問題 1：為何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屬於不同劑型時不適用 BCS
based biowaiver？
回覆 1：配方組成不同會影響同一主成分在人體內的藥品表現。
本指引關於適用劑型與賦形劑之建議，已考量了不同配方對藥
品在體內表現的可能影響，從而減少對生體相等性結論錯誤判
定的風險。然而，若有充分的科學合理性說明，例如先前的體
內研究資料，BCS based biowaiver 指引也可能適用在藥品開
發期間的不同劑型產品的連接。
(2) 問題 2：為何不與杯水同時服用的口溶錠產品(Orodispersible
tablets, ODT)，不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回覆 2：由於胃部殘留體積小於 250 mL，因此以 250 mL 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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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積來評估藥品溶解度的方式，並不適用於毋須與杯水併服
的產品。而毋須併服杯水的口溶錠產品，其溶解度的評估則仍
是有困難的，此外，對於須先在口中崩散並在不併服杯水的情
況下直接吞服的產品而言，現行溶離試驗方法的價值有限，因
此，這類型的產品仍須執行不併服杯水的生體相等性試驗，不
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3.

賦形劑之相關問題：
(1) 問 題 1 ： 目 前 業 界 已 廣 泛 運 用 電 腦 模 擬 PBPK
（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吸收模型，評估
改變製劑處方對體內表現影響的風險，能否得以此方式提出完
整的風險評估報告，作為賦形劑改變超出現行定義可接受範圍
時的佐證依據？
回覆 1：雖然電腦模擬 PBPK 吸收模型，可應用於評估製劑處
方改變時對產品表現的影響，現行模型仍無法全面預測關鍵賦
形劑對藥品吸收差異的潛在影響，由於缺乏對部分賦形劑影響
的機轉了解，包括缺乏部分賦形劑類型的高品質體內(invivo)數
據，用於此目的的電腦模型要進行確效驗證將會受到限制。因
此對於賦形劑改變超過建議的範圍時，以模型預測的風險評估
報告並無法作為佐證資料。然而，在某些狀況下，電腦 PBPK
模型可作為更全面的賦形劑影響風險評估的一部分，提供有用
的支持性證據，例如，以適當且經驗證的 PBPK 模型對已知作
用機轉的賦形劑進行敏感性分析。
(2) 問題 2：請說明表 1 中”All excipients”標題以下所列的項
目，是否指會影響藥品吸收的賦形劑？
回覆 2：表 1 提供 BCS class III 產品其賦形劑含量可視為相似
的標準，表中所指的賦形劑是依功能別呈現；然而，在此分類
中可能含有會影響藥品吸收的賦形劑，此時，該賦形劑的含量
差異應在對照藥品的 10%以內。
(3) 問題 3：對於偏離表 1 所列的賦形劑含量差異標準，可能的＂
適當理由＂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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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3：藥品研發過程通常會有很多配方在體內的表現數據，
例如，不同賦形劑範圍的配方對藥品吸收沒有影響，加上徹底
的機轉研究，可能可作為支持賦形劑含量差異超過表 1 定義範
圍時的合理性說明。
(4) 問題 4：主成分為 BCS Class III 的製劑，配方賦形劑須為組成
相同及含量相似。對於同一種類但為不同等級的賦形劑的考量
為何？這樣的賦形劑是否可視為組成相同？
回覆 4：若可行，應評估不同等級的賦形劑相較在配方中所屬
的功能別是否有差異。對於某些賦形劑種類，等級改變並不會
影響產品的表現。但有些時候，不同的賦形劑等級，可能會潛
在影響藥品溶離(例如: 改變 HPMC 粒徑分布、黏度與飽和度；
改變硬脂酸潤滑劑的特定表面積)，因此需要個案探討來決定賦
形劑組成是否相同。
(5) 問題 5：為何賦形劑中沒有定義糖醇(sugar alcohol)的限量範
圍？
回覆 5：目前尚未有足夠的數據去訂定這類賦形劑的限量範圍，
此外，會受這類賦形劑影響的藥品大多是跟主成分的性質有關
(例如:改變腸道運輸而影響藥動學特性)，因此這類賦形劑的改
變幅度與可能影響藥品吸收的賦形劑考量相同，例如要求與對
照藥品的賦形劑含量差異要在±10%以內。
(6) 問題 6：對於主成分 BCS Class III 的製劑，所有賦形劑(膜衣、
膠囊殼、矯味劑與防腐劑除外)應為配方組成相同及含量相似，
是否可提供符合與不符合此規範的案例？
回覆 6：賦形劑配方含量相似的案例可參考指引中附錄 II 段落，
此外，指引 3.1 章節表 1 中是以各項賦形劑相對於該製劑核
(core)的重量百分比(w/w)表示，若受試產品符合這些建議，但
賦形劑的含量與對照藥品有很大的差異時(例如受試藥品與對
照藥品製劑核重量不相似)，可能需要有更多的科學性說明。
4.

體外溶離率試驗之相關問題：
(1) 問題 1：除了錐形效應(coning)外，其他如沾黏(sticking)或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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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floating)…等情況，在溶離率試驗中使用沉降籃(sinkers)進
行試驗是否合理？
回覆 1：是的，如果有正當的理由，可使用沉降籃來克服溶離
試驗中的問題。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應使用相同的條件進行實
驗。
(2) 問題 2：在 BCS Class I 類產品中，當一個產品符合非常快速溶
離(15 分鐘內溶出 85%以上)，另一個產品符合快速溶離(30 分
鐘內溶出 85%以上)，要如何比較兩產品的溶離特性？
回覆 2：如果一個產品在 15 分鐘內溶出 85%以上，而另一個
沒有，則應用足夠的時間點進行 f2 值計算以證明其溶離相似性。
(3) 問題 3：溶離率曲線比對試驗中，因早期採樣時間點變異較大，
導致沒有足夠時間點可計算 f2 值，該如何解決？
回覆 3：對 BCS Class I 的主成分而言，溶離率試驗不預期會呈
現高變異性，因此不適用替代的統計方法(如: Boost strapping)
來計算溶離率相似性。若因為錐形效應造成數據高變異時，在
符合科學合理性的情形，可考慮使用其他方法(如: 使用沉降籃
或其他適當的方法)來克服錐形效應等問題。
(4) 問題 4：溶離率試驗中，即使時間點與計算方式皆符合指引要
求，以不同時間點計算會得到不同的 f2 結果。例如，時間點 10，
20，30 分鐘，所得 f2 小於 50，而時間點 8，20，30 分鐘，
所得 f2 大於 50，如何解決這種狀況？
回覆 4：此例只有在特殊情況下發生，用以計算 f2 值的時間點，
必須於試驗前事先規劃。一般而言，所有預先規劃的時間點皆
應採用。
(5) 問題 5：當溶離率試驗結果顯示對照藥品與受試藥品溶離率曲
線趨勢不相同(一個為快速溶離，另一個為非常快速溶離)，是否
需使用相同採樣時間進行 f2 值計算，以確認相似性？
回覆 5：是的，應使用相同的採樣時間點進行計算，亦可參考
問題４的回覆說明。
(6) 問題 6：同一個產品的 BCS based biowaiver 是否可以延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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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產品系列的其他單位含量？
回覆 6：不行。BCS based biowaiver 須於個別單位含量中評
估，缺少對照藥品不同單位含量系列的溶離資訊，無法得知對
照藥品產品系列間是否有潛在性的偏移，以同樣單位含量的受
試藥品與對照藥品進行溶離比對，可排除前述的潛在性偏移。
(7) 問題 7：以下劑型間的比較是否符合 BCS based biowaiver 的
考量？
－無膜衣的錠劑 vs 膜衣錠
－錠劑 vs 膠囊劑
回覆 7：無膜衣的錠劑與不具功能性的膜衣錠可以被認定為相
同劑型，兩劑型可適用 BCS based biowaiver。錠劑與膠囊劑
則屬於不同劑型，兩者不適用 BCS based biowaiver（亦可參
考問答集(上集)”適用指引的藥品”問題１的回覆內容）。
(8) 問題 8：懸浮液劑的溶離率比對試驗，建議的設備與轉速為何？
回覆 8：懸浮液劑建議以 paddle 50 rpm 執行溶離率比對試
驗，可使用更低的轉速，但不是必須的。
5.

附錄 I: Caco-2 細胞穿透性試驗方法考量之相關問題：
(1) 問題 1：本指引指出以體外穿透性資料進行 BCS 分類者，僅限
於屬被動運輸的藥品，然而，表 2 中用於驗證 Caco-2 細胞穿
透性試驗的 40 個指標藥品中，有 12 個藥品是經由轉運蛋白主
動運輸：此 12 個藥品中有 4 個為外排(efflux)的指標藥品
(digoxin, paclitaxel, quinidine 與 vinblastine)，其餘的 8 個為
轉運蛋白主動運輸的藥品 (Furosemide 為 OAT3; Metformin
為 OCT1 與 OCT2；Amiloride 為 OCT2；Famotidine 為 OCT2；
Acyclovir 為 OAT1 與 OCT1；Theophylline 為 OAT2 以及
Enalapril 為 PepT1 與 PepT2)，可以解釋此表格內容之矛盾嗎?
回覆 1：一篇比較 24 種藥品在人類的空腸穿透性與在 Caco-2
細胞穿透性之體內與體外關聯性研究，顯示被動運輸藥品的關
聯性很好，而主動運輸吸收的藥品則關聯性較不好(Su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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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 Res (19) 2002 註2)。因此，Caco-2 細胞試驗可用於預
測人體內被動運輸的藥品，而主動運輸的藥品可能因細胞株中
載體表現改變導致預測不準確(Di et al., Drug Discover Today
(17) 2012

註3

)。相對的，定義中屬高穿透性，並且快速(被動)

穿透的指標藥品，例如 naproxen, antipyrine 與 metoprolol，
其 Caco-2 細胞株與人類空腸的穿透係數是相當的。
儘管一些指標藥品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進行主動運輸，這些藥品
在 Caco-2 monolayer 的穿透表現與人體內穿透性具有關聯
性。由於細胞系統的轉運蛋白表現可能與體內狀況不同，並非
所有的主動運輸藥品都能看到這種關聯性。在沒有明確的體內
數據狀況下，體外試驗數據不能作為評估主動運輸藥品穿透性
分類的唯一依據。最終結論是，僅以 Caco-2 monolayer 試驗
結果做為評估高穿透性時，只適用於沒有主動運輸之藥品。
(2) 問題 2：當一個藥品在 Caco-2 細胞試驗呈現外排，但 Km 值遠
低於腸道相關濃度，外排活性在所有濃度下都會達到飽和，藥
品穿透僅經由被動運輸，體外試驗資料在這種情形下應該可以
參考，特別是人體內藥動表現是線性的。若 Km 值小的藥品，
在有支持性資料(例如：人體藥動學、體外與動物的藥物吸收、
分佈、代謝與排泄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Metabolism,
and Excretion，以下簡稱 ADME)的情況下，是否可以適用 BCS
based biowaiver？
回覆 2：如果試驗是使用生理相關濃度(請見附錄 I，如: 溶於 250
mL 媒液中 0.01, 0.1, 與 1 倍的藥品最高劑量)大於藥品的 Km
值，則無法區分是缺乏外排或外排的轉運蛋白飽和，這種情況
下，如果主成分原料藥穿透率 Papp 大於或等於高穿透性指標
註2

Duxin Sun, Hans Lennernas, Lynda S Welage, Jeffery L Barnett, Christopher P Landowski, David Foster, David Fleisher,
Kyung-Dall Lee, Gordon L Amidon, Comparison of human duodenum and Caco-2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for 12,000
gene sequences tags and correlation with permeability of 26 drugs, Pharm Res Volume 19, Issue 10, 2002, Pages
1400-16.

註3

Li Di, Per Artursson, Alex Avdeef, Gerhard F Ecker, Bernard Faller, Holger Fischer, J Brian Houston, Manfred Kansy,
Edward H Kerns, Stefanie D Krämer, Hans Lennernäs, Kiyohiko Sugano,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assess passive
diffusion and carrier-mediated drug transport, Drug Discover Today Volume 17, Issue 15-16, 2012, Pages 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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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此藥品視為符合高穿透性。
此外，應利用已知的探針藥品(如可參考指引中 Table 2 所列之
藥品)的雙向轉運研究，驗證 Caco-2 試驗具有外排轉運蛋白功
能的活性。若體內數據(如 ADME 或絕對生體可用率資料)可證
明符合本指引的高穿透性定義，則應可分類為高穿透性。
若主成分原料藥並不符合高穿透性分類，仍需強調，在符合指
引的所有條件前提下，仍有 BCS Class III 免除的選項可選擇。
(3) 問題 3：既然 Caco-2 細胞可預測主動運輸藥品的穿透性，為何
排除這些藥品的 BCS based biowaiver 資格？
回覆 3：見附錄 I 問題 1 的回覆。如果人體內的數據資料可以支
持其分類為高穿透性，主動運輸的藥品不會被排除認定 BCS
based biowaiver，若僅使用 Caco-2 細胞試驗之結果，則不足
以判定其穿透性(因 Caco-2 系統中轉運蛋白的表現可能與體內
不同)。
(4) 問題 4：一些經過確效的 Caco-2 monolayer 試驗模型在觀察
外排效應時，認為外排比率(efflux ratio)大於 2 可能是更適合的
閾值。依據試驗模型確效過程中收集到的數據資料，以外排比
率大於 2 作為閾值，是否較為適合？
回覆 4：在沒有任何主動運輸的情況下(不論是外排或攝入)，A
(A 為 apical) to B (B 為 basolateral)與 B to A 的 Papp 比值為
1 或接近 1，偏離 1 的狀況顯示存在主動運輸的影響。外排比率
大於 2 則已被採認作為藥品為外排轉運蛋白受質的指標
(Giacomini, et al. Nat Rev Drug Discov. 2010; 9:215-236 註
4

)。

(5) 問題 5 是請求提供穿透性分析方法確效的參考文獻，文獻資訊
可參考問答集原文。

註4

International Transporter Consortium; Kathleen M Giacomini, Shiew-Mei Huang, Donald J Tweedie, Leslie Z Benet, Kim
L R Brouwer, Xiaoyan Chu, Amber Dahlin, Raymond Evers, Volker Fischer, Kathleen M Hillgren, Keith A Hoffmaster,
Toshihisa Ishikawa, Dietrich Keppler, Richard B Kim, Caroline A Lee, Mikko Niemi, Joseph W Polli, Yuichi Sugiyama,
Peter W Swaan, Joseph A Ware, Stephen H Wright, Sook Wah Yee, Maciej J Zamek-Gliszczynski, Lei Zhang, Membrane
transporters in drug development, Nat Rev Drug Discov. Volume 9, Issue 3, 2010, Pages 2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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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10 月發表「經口吸入含尼古丁藥品的非臨
床試驗」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喬晉瑋

發表時間： 2020/10/28

內容歸類： Pharmacology/Toxicology

類

關 鍵 字： Nicotine-Containing Drug,

別： 指引

Nonclinical Testing
資料來源： Nonclinical Testing of Orally Inhaled Nicotine-Containing Drug
Products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主要對象為用於戒菸及相關慢性適應症的尼古丁電子傳送系
統，支持其研發及核准所需之非臨床試驗的建議。

2.

本指引著重在藥品製劑配方所含或製劑透過傳送系統後生成的新型
化合物(例如，熱生成的化合物)及新型不純物。此新型化合物尚未經
FDA 核准成分、劑量、使用期間，或尚未以相關給藥途徑之暴露量
以表現其毒性特徵。

3.

本指引說明吸入含尼古丁藥品的利益-風險評估應包含徹底的非臨床
毒性評估資料。因此，廠商應提供藥品製劑中的所有化合物、熱生
成產物及不純物的毒性資料以支持臨床使用。對尼古丁成分，說明
如何適當援引已上市產品的資料。

4.

本指引對申請經口吸入含尼古丁藥品的一般原則為：對氣溶膠
aerosol 進行完整的化學特性分析，使用相同傳送系統以吸入的方式
進行毒性研究，以支持新型化合物的使用，並應提供傳送系統及所
有容器/封蓋系統的可萃取物及可浸出物的非臨床毒性評估等。

5.

本指引對經口吸入含尼古丁藥品的一般毒性評估建議為：以囓齒動
物和非囓齒動物進行研究，給藥途徑為吸入，於至少一種物種的全
身性暴藥量，與預期臨床暴露量相比，足以評估毒性。

6.

本指引建議在新型化合物在沒有足夠及適當的毒性資料時，即進行
生殖和發育毒性試驗，且應使用可造成全身性及生殖器官暴露的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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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途徑。
7.

本指引建議在新型化合物沒有足夠及適當的毒性資料時，即以兩種
囓齒動物進行致癌性試驗。

8.

由於罹癌風險會因吸菸狀態和菸品種類不同，因此是否執行非臨床
基因毒性試驗，視後續臨床試驗規劃的受試對象罹癌風險高低而
定。受試對象為罹癌風險低者，建議須執行非臨床基因毒性試驗。

9.

本指引針對新型化合物於藥品發展各階段應進行之非臨床毒性試
驗，有歸納一表格於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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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11 月發表「提高臨床試驗族群多樣性－合
格性條件、招募實務及試驗設計」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董淑敏

發表時間： 2020/11/09
類
別： 指引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關 鍵 字： Clinical trial populations、
diversity、eligibility criteria、
enrollment practices

資料來源： Enhancing the Diversity of Clinical Trial Populations — Eligibility
Criteria, Enrollment Practives, and Trials Designs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臨床試驗納入不同族群，有助於了解新藥在所有族群的風險及利益。
臨 床 試 驗 所 納 入 的 受 試 者 若 具 有 較 寬 的 基 期 特 徵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包括人口學(如性別、人種、年齡等)和非人口學特
徵(如共病症、器官功能異常、體重嚴重超出範圍等)，則此試驗族群可
能較能準確地反映新藥核准後可能用藥者，同時評估這些特徵對於新
藥安全性與有效性的影響。

2.

本指引針對支持新藥查驗登記申請案之臨床試驗，如何增加納入其資
料中代表性不足之族群(underrepresented populations)，提供建
議。本文分別就合格性條件、試驗設計及招募實務方面摘錄其重點。

3.

在放寬臨床試驗合格性條件及避免不必要的排除方面，新藥研發過程
中一旦獲得藥品代謝、排除途徑及藥品交互作用等資料，就能進行適
當的劑量調整，應能減少與併用藥品或共病症相關之排除條件。另外
隨著藥品使用經驗之安全性資料增加，應逐步放寬其合格性條件，以
納入較具醫療複雜性的受試者。

4.

在試驗設計方面，採用調整性試驗設計(adaptive clinical trial design)
事先指定(pre-specified)所要調整的項目，包括變更試驗族群。若新
藥具有安全性疑慮，其調整性試驗設計初期可先納入較窄的病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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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後根據試驗期間分析之安全性資料再放寬試驗族群。即便研發
是採用強化(enrichment)策略，在未確定強化因子對治療影響的程度
時，仍應收納部分不具強化因子的受試者。
5.

在招募實務方面，主要考量受試者參與試驗的負擔，例如試驗需要頻
繁地至特定地點進行訪視可能加重受試者負擔，此部分可透過減少訪
視頻率、具彈性的訪視期間 (visit windows)及電子通訊設備如電話
等，或採用數位醫療技術相關工具取代定點訪視並提供即時
(real-time)資料。

6.

本指引內文註記及附錄 A 列出美國 FDA 針對臨床試驗納入老年人、懷
孕婦女、青少年及兒科病人之個別指引，當代醫藥法規月刊曾介紹過
如下：
(1) 第 93 期之「臨床試驗納入懷孕婦女之科學與倫理考量」指引草案
(2) 第 94 期之「成人癌症臨床試驗納入青少年病人之考量」指引草案
(3) 第 103 期之「符合癌症臨床試驗納入條件之最小兒科病人年齡」
指引草案
(4) 第 118 期之「將老年人納入癌症臨床試驗」指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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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1 月發布「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行動方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劉靜宜

發表時間：

2021/01/12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新聞

關 鍵 字：

人工智慧(artificial

別：

intelligence)、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醫療器材
軟體(SaMD)
資料來源：

FDA Relea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chine Learning Action Plan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於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告對於應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AI/ML) 之 醫 療 器 材 軟 體 (SaMD) 的 行 動 計 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chine Learning (AI/ML)-Based Software as a
Medical Device (SaMD) Action Plan)，概述美國 FDA 對應用 AI/ML
的 SaMD 的管理思維。

2.

此計畫概述了在考慮安全、軟體效能及增進病人照護品質的前提
下，針對 AI/ML 技術應用於病人照護之醫用軟體開發時，法規單位
對於 SaMD 產品生命週期(total product lifecycle)進行規範的整體
架構。為了能持續改善這些技術的應用以符合醫療現況及保護患者
安全，此行動計畫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修正更新。

3.

此行動方案包括 5 大方針。
(1) 製定建議的管理規範 ，包括發布預先規劃 之變更控制計畫
(predetermined change control plan)基準草案，以用於支持
軟體的長期學習(for software’s learning over time)。
(2) 發展優良機器學習規範(good machine learning practices)，
評估及改善所應用的機器學習演算法。
(3) 塑造以患者為中心的發展導向，包括醫療器材對於使用者的透
明度。
(4) 開發評估及改善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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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 實 世 界 表 現 (real-world performance) 的 監 控 試 點
(monitoring pilots) 推演。
4.

此行動方案是針對 2019 年 4 月的討論文件 Propose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odification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Based Software as a Medical Device 所得到的回饋，而
做出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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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1 月更新「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所進行之藥物臨床試驗」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劉靜宜

發表時間：

2021/01/27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藥品

類

指引

關 鍵 字：

Coronavirus、COVID-19、

別：

Clinical trial
資料來源：

FDA Guidance on Conduct of Clinical Trials of Medical Products
during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僅在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SS)所公告之 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Public
Health Emergency)有效，以提供產業界、試驗主持人，以及倫理審
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執行臨床試驗時之遵循
依據。
2. 由於 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可能會影響醫療產品目前進行的臨床
試驗進展，導致難以符合原預定的臨床試驗計畫程序及規範，包括試
驗管理或試驗器材的使用，或是試驗計畫書內規範的回診(visit)和實
驗室/診斷測試的進行。因此針對可能因 COVID-19 影響所造成的試
驗 偏 差 ， 美 國 FDA 於 本 指 引 中 概 述 一 般 注 意 事 項 (general
consideration)，以協助試驗委託者(Sponsor)確保此期間試驗受試者
的安全、對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CP）的遵循，並維持試驗之完整性
(trial integrity)。
3. 對於目前正在進行的試驗，試驗委託者應考慮每種情況對受試者安全
及權利的潛在影響，並和試驗主持人及倫理審查委員會協商後，調整
研究執行方法，以確保受試者的安全，且所有的試驗計畫修改皆須讓
受試者了解對其可能產生的影響及變化，舉例如下：
(1) 若受試者無法完成試驗計畫內預定的回診(protocol-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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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s)，則試驗委託者應評估可行的替代方式，以維護受試者於
試驗中的安全性。替代方式可為電話聯繫、視訊、或其他可協助
評估受試者於試驗過程中之安全性的地點，如檢驗實驗室(local
labs)或是影像中心(image centers)等。
(2) 正在進行的試驗計畫是否應進行修正，須根據試驗計畫的設計及
當地狀況進行調整及評估。例如，試驗計畫中預定的評估項目是
否能延後評估(delay assessment)、若無法遵循試驗計畫進行試
驗，是否須停止招募，甚至是退出(withdraw)受試者。
(3) 若 試 驗 委 託 者 無 法 進 行 原 定 的 現 場 監 測 計 畫 (on-site
monitoring visits)，則應考慮使用中央和遠端監測計畫(central
and remote monitoring programs)，並加以優化，以保持對臨
床站點(clinical sites)的監測。
4. 試驗委託者應在臨床試驗報告中(或單獨的研究特定文件中)敘明：
(1) 試驗計畫的執行可能會受到 COVID-19 影響而需實施應急措施或
替代程序，而相關程序的變更應盡可能與原試驗計畫保持一致。
(2) 若受試者於試驗過程中受到 COVID-19 的影響，則需依受試者編
號及所屬醫療中心列出受影響的受試者名單，並描述其所受到的
影響。
(3) 在臨床試驗報告中，分析及討論已實施的應急措施可能對試驗用
藥品或醫療器材的安全性和功效性的影響。美國 FDA 建議可與適
當的審查部門協商，以修改、評估並說明如何對 COVID-19 所造
成的試驗偏差進行分析及監督。
5. 本指引於附錄提供美國 FDA 在 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進行臨床試
驗的相關問題及回覆，以進一步說明須注意的事項與其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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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委託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等 36 家機構/法人
辦理新藥品人體試驗計畫之審核」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

摘要整理：

官于靖

發表時間：

2020/12/14

內容歸類：

臨床試驗類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臨床試驗計畫審核、新藥品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91411242 號

資料來源：

人體試驗計畫

公告委託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等 36 家機構/法人辦理新藥品人體試驗
計畫之審核

重點內容：

1.

衛生福利部依據「醫療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五條之一」、「行政程序法
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告委託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等 36 家
機構/法人辦理新藥品人體試驗計畫之審核，委託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名單如公告附件。

2.

委託審核內容：
(1) 已領有衛生福利部核發許可證之藥品，且其使用劑量於衛生福
利部原核准範圍內，申請供學術研究用，屬新適應症臨床試驗
計畫案。
(2) 藥品臨床試驗計畫之受試者同意書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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