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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外用製劑的生體相等性試驗迷思與歐美管理現況之調查

徐立峰1 黃嘉惠2

前言
皮膚外用製劑是將藥物傳送至皮膚表面，進而產生局部或全身性的治療作用，屬於
一個無論是在配方 (formulation)或投與途徑 (route of delivery)皆複雜的劑型[1]。任何的
學名藥產品在上市前，都應有充份的科學性證據 (例如：生體相等性試驗)來支持，與原
開發廠藥品具有相同的品質、療效與安全性。國內目前對於該如何執行口服固體製劑產
品的生體相等性試驗 (bioequivalence, BE)，早已行之有年且都有明確之要求。然而，對
於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該如何執行 BE 試驗，則是付之闕如，導致國內廠商在
研發此類產品時，經常會陷入不知該如何執行 BE 試驗的困境，甚至於可能產生誤解，
認為凡只要屬於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就得以免除 BE 試驗。
因此本文將嘗試從廠商對於 BE 試驗要求的常見誤解進行說明，並進一步從科學觀
點加以闡述，皮膚外用製劑為何需要執行 BE 試驗，以及其重要性為何，最後介紹美國
及歐盟對於皮膚外用製劑的審查考量重點，以期做為我國法規單位管理及製藥界研發此
類產品的參考。

廠商迷思一：因為皮膚外用製劑給藥後的全身性吸收低，所以學名藥無須
執行生體相等性試驗
BE 係指二個藥劑相等品或藥劑替代品，於適當研究設計下，以相同條件、相同莫
耳劑量 (molar dose)給與人體時，具有相同之生體可用率[2]。學名藥在上市前原則上都
必需要執行 BE 試驗，藉此連結原開發廠產品的療效與安全性證據。依據作者過去的審
查經驗，藥廠在申請皮膚外用製劑學名藥產品的查驗登記時，往往會主張認為，因為皮
膚外用製劑在局部塗抹後的藥物全身性吸收很低，並據以認為無需執行 BE 試驗，而提
出免除試驗之要求。然而，藥物在局部給藥後是否具全身性吸收，與學名藥是否需要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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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BE 試驗，藉此證明與原開發廠產品具有同等的療效與安全性，兩者並無關連性。
國內廠商多年來會有此一誤解的主要原因，在於認為執行 BE 試驗的方式只有一種，
也就是以血液中的藥物濃度，作為評估指標的藥物動力學試驗 (pharmacokinetic, PK)。
然而，就如同一般的口服固體製劑產品，可採用體內 (in vivo)的藥物動力學試驗或藥效
(pharmacodynamic, PD) 學試驗、體外 (in vitro)溶離比對試驗等不同的試驗方式，證明
與原開發廠產品之間是否具有 BE 之關係，皮膚外用製劑亦然。如果屬於不具全身性吸
收之藥品，原則上仍得以透過藥物到達作用部位之速率與程度，作為 BE 試驗之評估指
標[2]，目前至少有 5 種不同的試驗方式得以採用與進行評估，因此在執行面上仍有其可
行性。有關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方式，將於下節「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類型」
進行介紹。

廠商迷思二：凡只要屬於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就得以免除 BE 試驗
之要求
依據「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準則」第 8 條對於得免除 BE 試驗之要求：
「皮膚外用製劑之學名藥。但不含需皮下及皮內吸收之製劑。」，部分國內廠商會將其
解讀為，由於自身的產品屬於「皮膚外用製劑之學名藥」
，因此就得以免除 BE 試驗之要
求，而忽略「不含需皮下及皮內吸收之製劑」之要求;或解讀為，自身的產品不僅屬於「皮
膚外用製劑之學名藥」，且原廠產品仿單亦揭露，局部給藥後的全身性吸收很低，因此
亦符合「不含需皮下及皮內吸收之製劑」之規定。
然，無論如何，上述的兩種情況，皆不足以作為免除 BE 試驗之依據。因為是否會
有皮下及皮內吸收的情況，事實上是會受到賦形劑種類與濃度的影響 (見下節「為何皮
膚外用製劑需要執行 BE 試驗？」)，即便原廠產品在局部給藥後的全身性吸收很低，在
缺乏學名藥產品本身的數據與資料的情況下，是難以瞭解與評估學名藥產品是否會有皮
下及皮內吸收的可能。

廠商迷思三：台灣對於藥品上市前的審查要求，永遠是採取全世界最嚴格
的標準？
作者參考國際學名藥法規主管機關先導計畫 (International generic drug regulators
pilot (IGDRP), 現已更名為 IPRP 之 Bioequivalence working group for generics)在 201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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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3]，與 Shargel 等作者[4]所著有關各國學名藥法規的專書，整理以下 13 個國家/
國際組織，包括：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歐盟、日本、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南非、南韓、土耳其、瑞士、美國、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學名藥產品的試驗要求。其中僅有南韓與土耳其兩國，可同意完全免
除皮膚外用製劑學名藥產品的 BE 試驗，其餘的國家/國際組織皆有明確的試驗要求。顯
示我國若進一步要求，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在上市前執行相關的 BE 試驗，是
符合國際間的潮流與絕大多數國家的管理要求。

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類型
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一般而言可區分為以下 5 大類圖一，包括：皮膚藥物
動力學 (dermatopharmacokinetics)、藥物動力學試驗、血管收縮試驗 (vasoconstriction
study)、臨床相等性試驗、體外釋放/穿皮試驗 (in vitro release/permeation test, IVRT/IVPT)
等[5]，現階段，又以血管收縮試驗與臨床相等性試驗為最常使用的方法。有關各試驗方
法的原理、及優缺點，摘錄如下表表一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國家/國際組織對於可接受作為 BE 試驗的試驗方式則略有不
同圖一。例如：歐盟可接受以皮膚藥物動力學試驗作為 BE 的評估方式，但美國則否；
巴西可接受以體外釋放試驗作為 BE 試驗的評估方式，但日本、南非則將此試驗結果認
定作為支持性數據。

圖一、不同法規單位對於可接受作為 BE 試驗之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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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類型與其優缺點：
試驗類型
皮膚藥物動力學試驗

藥物動力學試驗

試驗簡述

經由膠帶撕貼法tape stripping method)，評估藥物  能同時評估藥物的吸收速率與程
在皮膚角質層上的動態變化

度的關係

以血液中的藥物濃度作為評估指標的相等性試驗  執行試驗的原則與方法已標準化
藉由色差分析儀，評估類固醇類藥物

血管收縮試驗

優點

(corticosteroid)所引起的血管收縮的蒼白反應
(blanching response)

缺點
 不同實驗室的再現性
 試驗方法較為複雜
 與臨床療效的相關性

 健康受試者身上執行、非侵入性  試驗劑量與時間不容易決定
 目前絕大部分的法規單位都接受  僅限於類固醇類藥物(corticosteroid)
此一方法

的皮膚外用製劑
 耗時、花費高

臨床相等性試驗

以臨床試驗終點 (clinical endpoint)作為評估指標
的相等性試驗

 目前絕大部分的法規單位都接受
此一方法

 臨床評估指標變異大/敏感度低，無法
有效的鑑別產品之間的差異
 試驗所需的人數有時甚至會超過原
廠藥品的 phase III 人數[6]

體外釋放/穿皮試驗
(IVRT/IV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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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垂直擴散槽 (Franz Cell)，評估藥物在人工膜/
或人類皮膚的釋放/或穿透的速率

 相對簡單的試驗

4

 試驗的變異性大
 可能無法反映體內的真實情況

為何皮膚外用製劑需要執行 BE 試驗？
藥物經皮吸收的過程，主要可區分為以下三個過程：藥品由基劑 (vehicle)中釋出分
1 )、藥品在皮膚層中穿透及擴散(圖二，標示○
2 )與藥品離開
配至皮膚表面(圖二，標示○
3 )，並且會依循菲克氏擴散定律 (Fick’s law of diffusion)的
皮膚進入微血管(圖二，標示○

原則：

𝑱 = 𝑪𝒗𝒆𝒉 × 𝑲𝒎 × 𝑫/𝒙
J：穿皮速率 (flux); Cveh：藥品濃度梯度; Km：分配係數 (partition coefficient)；D：擴散
常數； x：角質層厚度
而在藥物經皮吸收的過程中，極易受到賦形劑的類型與性質所影響[7]，包括：
(1) 賦形劑-藥物之交互作用：各種物理與化學作用，包含賦形劑物理狀態 (solution,
suspension, ionized or nonionized)及對藥品濃度梯度強弱的影響；
(2) 賦形劑-皮膚之交互作用：藉由改變藥品在角質層的溶解度與擴散速率以促進其
穿透角質層障蔽，輔助活性成份的輸送。
從科學上的觀點來看，因為學名藥與原開發廠藥品所使用的賦形劑種類與含量不一
定完全相同，對於藥物釋放的影響可能也有所不同。因此；即便兩者是具有藥劑相等性
(同成分、同劑量、同劑型、相同給藥途徑)，事實上仍難以確保是否具有治療相等性
(therapeutic equivalence)，因此；藉由 BE 試驗作進一步確認至為重要。

圖二、藥物經皮吸收過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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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審查管理現況
美國 FDA 並未針對皮膚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並未發表一般性的審查原則指引
(general guidance)，相關的審查要求基本上是散見於個別產品的 BE 試驗指導原則
(product-specific BE guidance) [9]。截至 2019 年 12 月為止，針對皮膚外用製劑產品，美
國 FDA 共發布了 205 項產品 (81 種不同成分)的 BE 試驗指導原則，劑型則涵蓋： 凝膠
(gel)、乳膏 (cream)、軟膏 (ointment)、洗劑 (lotion)、溶液劑 (solution)、氣化噴霧劑 (foam
aerosol)等常見皮膚外用劑型。不同於口服的固體製劑產品的 BE 試驗絕大部分都是屬於
一般的藥物動力學試驗試驗。美國 FDA 針對皮膚外用製劑學名藥的 BE 試驗要求，相對
而言是較為複雜，基本上可區分為以下 9 種不同的類型 (表二)。其試驗要求的原則，可
大致總結為以下幾點：
(1) 若屬於洗劑或溶液劑，若能符合 Q1/Q2 相同之原則，亦即學名藥與原開發廠藥
品配方的賦形劑相同 (簡稱 Q1 相同)，且含量差異未超過5% (簡稱 Q2 相同)，
原則上就可免除 BE 試驗之要求;若否，則會依藥品之特性與類型，進一步要求
執行臨床相等性試驗、血管收縮試驗或藥物動力學試驗 (類型 A、B、C)。
(2) 若屬於 1962 年以前即已上市的 DESI (drug efficacy study implementation) 藥物[10]，
僅需執行物化性質的比對，並證明具有相似性 (簡稱 Q3 相似) (類型 D)
(3) 若屬於配方相對單純的藥品 (例如：acyclovir ointment 配方中僅有 polyethylene
glycol 此一賦形劑)，若能符合 Q1/Q2 相同且 Q3 相似的情形下，原則上僅需執
行體外釋放/穿皮試驗[11]；若否，則會依藥品之特性與類型，進一步要求執行臨
床相等性試驗、血管收縮試驗或藥物動力學試驗 (類型 E)。
(4) 若藥品在局部給藥後，可在體內測得完整的藥物動力學趨勢圖 (PK profile)、或
基於安全性的原因 (例如：藥物屬於治療安全範圍狹窄的藥物)，就需要執行體
內的藥物動力學試驗(類型 F)。
(5) 若藥品屬於類固醇類藥物，執行血管收縮試驗(類型 G)。
(6) 若非屬上述的任何情況，執行臨床相等性試驗(類型 H)。
(7) 若屬於複方藥品，原則上會需要依照個別成分進行考量，有時甚至會要求兩個以
上的試驗。例如：若複方藥品包含類固醇與抗菌成分，則可能會同時要求執行血
管收縮試驗(針對類固醇)與臨床相等性試驗(針對抗菌成分) (類型 I)
上述之原則，茲整理如下圖 (圖三)所示。若就目前美國 FDA 所發布，有關皮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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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劑的 BE 試驗指導原則(N=205)，約有 20%的皮膚外用製劑可能無需執行 BE 試驗 (類
型 A、B、C)、10%的皮膚外用製劑僅需要執行體外試驗 (類型 D、E)、70%的皮膚外
用製劑需要執行體內試驗 (類型 F、G、H)，其中又以血管收縮試驗與臨床相等性試驗
為最大宗。
為何屬於溶液劑型的皮膚外用製劑產品 (類型 A、B、C)，在符合 Q1/Q2 相同之原
則，就得以完全免除 BE 試驗之要求。原因在於，不同於乳膏與軟膏等半固體 (semisolid)
劑型，由於溶液劑型產品其主成份與賦形劑皆已完全溶解，因此學名藥與原開發廠產品
之間配方的差異 (formulation differences)不至於影響藥物的釋放。此外，更值得注意的
是，對於絕大部分非屬溶液劑型，而必須執行 BE 試驗的半固體劑型而言，考量執行體
內試驗花費高且耗時久，美國 FDA 近年來的法規要求，已開始逐步朝向以執行體外釋
放/穿皮試驗取代體內試驗 (類型 E)，雖然目前僅有 5 個產品的 BE 試驗指導原則列出
可採取此一方式，包括：silver sulfadiazine cream、acyclovir ointment、acyclovir cream、
benzyl alcohol lotion、docosanol cream 等，但預期未來會有更多品項被同意採此方式。
表二、美國 FDA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 BE 試驗要求之類型(作者自行整理)。
類型 a

BE 試驗之要求

範例

2 種選項：
A

選項 1：Q1/Q2 相同則可免除 BE 試驗

Calcipotriene solution

選項 2：臨床相等性試驗
2 種選項：
B

選項 1：Q1/Q2 相同則可免除 BE 試驗
選項 2：血管收縮試驗

Mometasone furoate
lotion

2 種選項：
C

選項 1：Q1/Q2 相同則可免除 BE 試驗

Diclofenac sodium solution

選項 2：藥物動力學試驗與臨床相等性試驗
D

Q3 相似

Erythromycin gel

2 種選項：
E

選項 1：Q1/Q2 相同且 Q3 相似與體外釋放/穿皮試驗 Acyclovir ointment
選項 2：臨床相等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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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動力學試驗

G

血管收縮試驗

H

臨床相等性試驗

I

血管收縮試驗及臨床相等性試驗

Lidocaine patch
Betamethasone
dipropionate cream
Adapalene gel
Betamethasone
dipropionate/clotrimazole
cream

類型 A-I 之說明請詳見內文

a


F

Q1/Q2 相同係指，學名藥採用與原開發廠藥品相同的賦形劑，且含量差異未超過5%



Q3 相似係指，學名藥與原開發廠藥品的物化性質相似，例如：pH 值、黏度、粒徑尺寸 (particle size)等

圖三、參照美國 FDA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 BE 試驗要求所整理之試驗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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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審查管理現況
不同於美國 FDA 之作法，歐盟 EMA 針對外用製劑的學名藥產品，則是採取發布一
般性的審查原則指引(Draft guideline on quality and equivalence of topical products)[12]。在
該指引中，除了對於相等性試驗的建議之外，亦包含了化學製造管制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的要求與建議。歐盟 EMA 對於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要求分類
如表三。其試驗要求的原則，茲整理如圖四所示，可大致總結為以下幾點：
(1) 相似於 US FDA 之原則，若為療效範圍狹窄產品、或具劑量相關全身性毒性之藥
品等，應執行臨床相等性試驗或藥物動力學試驗。
(2) 非屬第(1)項所述產品，若配方單純且屬單相基劑 (simple formulation with a
single-phase base)如溶液劑、懸浮液劑等，在符合 Q1/Q2/Q3 包含 IVRT 試驗結
果皆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下，可免除執行相等性試驗；若否，則依藥品之特性與
類型，進一步要求滲透動力學試驗 (表三，類別 II)、藥效學試驗 (表三，類別
III)或臨床相等性試驗等。
(3) 相異於 US FDA 之原則，體外釋放試驗 (IVRT)是作為成品品質管控項目而非作
為證明相等性之試驗項目。
(4) 歐盟 EMA 之指引，對於作為成品品質管控項目之體外釋放試驗 (IVRT)及對於
可作為證明相等性之體外穿皮試驗 (IVPT)、皮膚藥物動力學試驗 (膠帶撕貼法,
Stratum Corneum Sampling, Tape Stripping)的試驗要求，有較為詳盡之描述，包括
受試藥品之代表性、試驗檢品數、試驗劑量 (dosing amount)、試驗材料之選擇、
受試者之選擇及人數、試驗執行時間 (如給藥期及吸收期時間長度訂定之依據)
及採樣時間、盲性及隨機分配之要求、除了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外須增加一組負
對照組 (negative control)之要求、分析方法、各項目須計算與評估之參數以及證
明相等性之可接受標準 (acceptance criteria：90% confidence interval)等，可作為
我國法規單位管理及製藥界研發此類產品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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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歐盟 EMA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 BE 試驗之類型分類。
試驗類型
I

II

試驗項目

臨床相等性試驗

滲透動力學試驗
(Permeation Kinetics 
Studies)


III 藥效學試驗

體外穿皮試驗 (IVPT)
皮膚藥物動力學試驗
藥物動力學試驗



血管收縮試驗



抗菌/抑菌試驗 (Antiseptic and anti-infective studies)

圖四、參照歐盟 EMA 對於皮膚外用製劑 BE 試驗要求所整理之試驗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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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相較於口服固體製劑產品，其 BE 試驗的法規要求已趨成熟，國內目前對於皮膚外
用製劑的 BE 試驗要求，仍有許多未臻完備之處。歐美等國家近年來也開始逐步提出與
修正有關皮膚外用製劑的 BE 試驗要求，值得我國未來在修正相關法規時的借鏡與參考。
但如何揉合出一個兼具實務可行，且符合科學性原則的法規要求，未來也有賴各界的集
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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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複方新藥查驗登記之藥動學審查重點與考量
楊詩盈 1

前言
在藥品研發過程中，新成分新藥投資門檻高、風險大且時間漫長，考量產品專利期
限、市場需求或減少服藥顆數，以提高病患順從度等面向，許多藥廠因而轉往新複方新
藥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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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複方療程或是複方製劑，大多是因其個別單方間的藥理加成作用或藥品交互
作用所致，而比個別單方製劑獲得更好的療效反應或安全性，且可提供病患一定程度的
服藥便利性與增加服藥順從性。若廠商開發之新複方新藥中含未核准之新成分新藥，雖
然在製劑學上仍屬新複方，但非屬「藥事法」定義之新複方新藥，亦不在此文章討論範
圍內。對於新複方新藥中含未核准之新成分新藥者，建議應先參考「藥品查驗登記審查
準則」[3]，檢送新成分新藥技術性資料進行評估。

新複方新藥之藥動學審查考量
根據公告「各類新藥查驗登記審查重點」[4]所載明，新複方新藥在個別單方之吸收、
分佈、代謝及排泄等藥動學特性已知的情形下，仍須額外執行試驗以收集藥動學相關資
訊，以說明新複方新藥與個別單方製劑之生體可用率差異、個別單方間的藥品交互作用、
以疾是否應對於食物效應及特殊族群進行評估而提出適當建議等。本文將針對最常見開
發「口服新複方新藥」於申請查驗登記時，建議檢送之藥動學資料及審查重點進行說明。
一、生體可用率(Bioavailability，BA)及生體相等性(Bioequivalence，BE)
依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3]規定，新複方新藥欲申請查驗登記時，所須檢
附之藥動學相關技術性資料應包括個別單方藥品之吸收、分佈、代謝、排泄試驗報告，
同時也應提供新複方新藥生體可用率、食物效應與其它藥動學相關之臨床試驗報告。由
於生體相等性試驗亦為生體可用率試驗之一種，故在開發口服新複方新藥時，常見開發
廠商提供生體相等性試驗報告以作為生體可用率之資料。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藥劑科技組藥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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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體可用率(BA)係指藥品有效成分由製劑中釋出，被吸收進入全身血液循環或作用
部位之速率與程度的指標，可幫助了解藥品投與後被身體吸收利用的情形。影響生體可
用率的因素很多，除了不同個體間或個體內變異性影響外，不同廠牌、不同原料藥來源
或晶型、不同配方及不同製程，所生產出同劑型、同劑量之相同活性成分之藥品，其生
體可用率亦可能不相同。因此，需提供資料說明新複方新藥中每一單方與原開發廠(或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個別單方藥品的生體可用率相近度，進而推估兩者在臨床上
的療效與安全性相近度。
一般在新複方新藥開發過程中，常見使用生體相等性(BE)試驗資料做為上述之生體
可用率數據，且/或做為連結個別單方的藥動學資訊或文獻資料。
根據目前的「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作業準則」[5]，生體相等性係指二
個藥劑相等品或藥劑替代品，於適當研究設計下，以相同條件、相同莫耳劑量(molar
dose)給與人體時，生體可用率無統計上之差異，則具有相同之生體可用率。在審查各
類新藥時，我們亦常以「生體相等性」的概念與原則，檢視相同成分在不同劑型或不同
配方間，是否具相等(或相當)的生體可用率表現。
因此，生體相等性試驗亦可用來評估，個別單方在新複方新藥或單方製劑中的生體
可用率差異。實務上，最常見廠商藉由生體相等性試驗，比較各單方成分在新複方新藥
中與在原開發廠單方製劑的生體可用率，以及生體可用率相關的生物檢體分析方法確效
報告，一併進行查驗登記審查。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相關規定(試驗設計、對
照藥品選擇與統計分析等)及生物檢體含量確效相關規定，請參考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
告之「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作業準則」 [5]與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M10
Bioanalytical Method Validation (ICH M10)」[6]。詳細試驗設計，將於後面段落說明。
假設藥品 A (活性成分 a)與藥品 B (活性成分 b)為國內已上市產品。廠商欲開發一新
複方新藥 C (單一藥品中含藥品 A 與藥品 B 成分，即為 fixed combination)，則最常見
於查驗登記時提供之藥動學資料說明如下：
(一) 其個別單方在臨床上經常被併用，已建立療效安全性(請一併參考已出刊之臨
床部分要求[7])，則建議廠商直接執行新複方新藥 C (fixed combination)與藥
品 A+藥品 B (free combination)之生體相等性試驗，如表一所示，以證明人
體服用新複方即等於併服個別單方製劑，進而佐證兩者在臨床上是可互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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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直接連結個別單方之藥動學資訊。
表一、常見的新複方新藥生體相等性分組設計
試驗設計

分組方式

交叉設計或拉 試驗組：新複方新藥 C (含活性成分 a+b), (fixed combination)
丁方格設計

對 照 組 ： 藥 品 A ( 活 性 成 分 a) + 藥 品 B ( 活 性 成 分 b) (free
combination)

上述常見的新複方新藥生體相等性分組之設計，建議可採用交叉設計(crossover
designs)或拉丁方格設計(Latin square designs)，以減低受試者間差異造成的干擾。且
交叉試驗中，選用之藥品洗除時間(washout period)，應要足夠以避免藥品殘留體內。
(二) 若新複方新藥包含不同單位含量產品，亦適用「口服製劑查驗登記可以溶離率
曲線比對報告取代生體可用率或生體相等性試驗報告辦理原則」[8]。在配方賦
形劑相似的前提下，1. 若同廠牌高劑量新複方新藥之生體相等性試驗已獲通
過，速放劑型之低劑量複方產品，得以溶離率曲線比對報告取代生體相等性試
驗報告；而控釋劑型之低劑量複方產品則須檢送生體相等性試驗報告，惟配方
成分成比例者，或配方之改變未涉及影響控制釋出成分者，得以溶離率曲線比
對報告取代。2. 若同廠牌低劑量新複方新藥之生體相等性試驗已獲通過，倘
新複方新藥所含之各單方成分，皆具線性藥動學特性，則速放劑型之高劑量複
方產品，得以溶離率曲線比對報告取代生體相等性試驗，而控釋劑型之高劑量
複方產品，無論在個別單方是否具有線性藥動學特性下，皆應執行生體相等性
試驗。
二、食物對藥品吸收的影響(Food effect)
凡經口服投與之藥品，原則上皆須評估食物是否會影響藥品吸收。食物可能改變胃
腸道環境的酸鹼值、延遲胃排空時間、刺激膽汁或胃腸酵素分泌、增加臟器血流量、甚
至與藥品形成複合體，進而減少藥品吸收或抑制代謝酵素，眾多因素皆可能影響藥品的
生體可用率。
在個別單方於臨床使用時均為可或不與食物併服情況下，根據國內目前之「藥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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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作業準則」[5]，則是應進行空腹生體相等性試驗(fasting BE)
與新複方新藥之食物-藥品交互作用試驗。一般對於食物-藥品交互作用試驗規劃，常見
採用隨機分組、單劑量且雙向交叉之試驗設計，以健康受試者進行試驗，並在無安全疑
慮下，選用可涵蓋最高臨床治療劑量的擬上市產品進行試驗。將受試者分成空腹與進食
組(建議給予高脂高卡路里食物)，評估兩組相關藥動學參數(例如：AUC、Cmax、Tmax
等)是否有差異，且造成臨床上的影響。但有以下特別狀況說明：
(一) 若任一單方藥品之吸收受食物影響，廠商執行前述生體可用率試驗時可選擇
1.考慮模擬進食狀態的生體相等性試驗(fed BE)，或 2. 空腹生體相等性試驗
(fasting BE)與新複方新藥之食物-藥品交互作用試驗，以釐清新複方新藥受食
物影響的程度。
(二) 若是在臨床上為了降低藥品所引起的副作用，而必須與食物併服的情況，廠商
執行前述生體可用率試驗時也須反應臨床上真實使用狀況，而考慮進食狀態，
須執行新複方新藥於進食狀態下的生體相等性試驗(fed BE)。
(三) 若個別單方皆要求必須空腹服用，而新複方新藥亦直接建議空腹服用，因此無
食物干擾的問題，原則上不需再執行食物-藥品交互作用，但仍鼓勵廠商提供
相關資訊，以釐清該新複方新藥是否受食物影響，進而影響該新複方新藥的療
效或安全性。
三、藥品交互作用(Drug-drug interaction)
每一藥品的特性均不同，當服用兩種以上單方組成的新複方新藥，於人體內產生的
相關作用或變化將遠比單方來的複雜。前述之生體可用率試驗，主要比較新複方新藥
fixed combination 與 free combination 之吸收差異，是在所有單方皆存在的情況下，
評估不同製劑的影響，但無法得知個別單方藥品間是否存在藥品交互作用。原則上新複
方新藥申請查驗登記時，應提供個別單方間之藥品交互作用數據或文獻資料。若此複方
療法在臨床上已有豐富的使用經驗，且安全性足夠，仍應盡力搜尋並提供藥品交互作用
相關文獻；若無相關文獻但有療效或安全疑慮時，廠商仍需進一步釐清，或執行個別單
方間之藥品交互作用評估。
四、其他藥動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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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資料外，欲申請新複方新藥查驗登記時，都應提供個別單方之藥動學資料與
摘要(吸收、分佈、代謝、排泄、特殊族群及其他相關臨床試驗)。關於特殊族群，新複
方新藥應綜合考量個別單方對肝腎功能不全、不同性別、體重、老年人或兒童族群等特
殊族群的影響，採取保守之劑量調整建議，以確保在特殊族群之療效與安全性 (例如：
藥品Ａ使用於輕中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不需調整劑量；藥品Ｂ使用於輕度肝功能不全患
者不需調整劑量，但禁用於中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則此新複方新藥 C 仿單應書寫為，
輕度肝功能不全患者不需調整劑量，但禁用於中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但若新複方新
藥仿單中，對特殊族群之用法用量建議若超過個別單方仿單之建議，則應提出相關的藥
動學試驗報告或臨床試驗報告，以支持新複方新藥對特殊族群所宣稱之用法用量。假若
開發新複方新藥的廠商非個別單方之原開發廠，無法提供個別單方之相關臨床試驗原始
數據，廠商應檢附文獻報告佐證單方之藥動學特性，並執行上述新複方新藥相關之臨床
試驗。除此之外，若有其他特殊狀況，則建議廠商應函詢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以釐清問題。

新複方新藥查驗登記時完整藥動試驗建議
綜合前列所述，且個別單方在臨床使用時均為可或不與食物併服情況下，則新複方
新藥在查登時的完整藥動學試驗執行方式或送審資料，建議可參考表二。由表二試驗設
計或建議提供資料可釐清，什麼樣的藥動學資料可使用文獻資料提供，什麼樣的藥動學
資料則是必須要以新複方新藥執行相關試驗，進而適當減免部分不必要的試驗。
但若有其他特殊狀況，仍建議廠商於試驗進行前諮詢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以釐清問題，
以利廠商及早決定此新複方新藥之開發策略。
表二、新複方新藥藥動學試驗執行方式與送審資料建議
可否接受以文獻
類型

送審資料/試驗執行方式

資料作為免除試
驗之依據?

基本藥動
學特性
生體相等
性試驗

檢送藥品 A (活性成分 a)與藥品 B (活性成分 b)的吸
收、分佈、代謝、排泄等摘要資訊
試驗組：新複方新藥 C (含活性成分 a+b)
對照組：藥品 A (活性成分 a) + 藥品 B (活性成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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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效應

試驗組：新複方新藥 C (含活性成分 a+b) (空腹)

試驗

對照組：新複方新藥 C (含活性成分 a+b) (進食)

原則上不接受，但
特殊情況下得以
免除*

試驗組：新複方新藥 C (含活性成分 a+b) 或
藥品交互
作用試驗

藥品 A (活性成分 a) + 藥品 B (活性成分 b)
對照組一：藥品 A (活性成分 a)

可

對照組二：藥品 B (活性成分 b)
特殊族群#
試驗
*

檢送藥品 A (活性成分 a)與藥品 B (活性成分 b)投與
至特殊族群後的藥動學資訊，並提出新複方新藥 C

可

(含活性成分 a+b)對於特殊族群的投與劑量建議

請參閱本文「二、食物對藥品吸收的影響(Food effect)」之說明

#

係指肝腎功能不全、不同性別、體重、老年人或兒童族群

結論
綜上所述，申請新複方新藥查驗登記時，主要考量為各單方藥品的生體可用率是否
會改變、各單方間是否存在藥品交互作用以及食物對新複方新藥的影響。其餘審查重點
會因藥品特性不同而有不同的考量。若有其他特殊狀況，則建議廠商應函詢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以釐清問題，以利廠商及早決定此新複方新藥之開發策略。

參考文獻
1.

藥事法，2020

2.

藥事法施行細則，2019。

3.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2019。

4.

各類新藥查驗登記審重點，2017。

5.

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作業準則，2020。

6.

ICH M10 Bioanalytical Method Validation，2019。

7.

湯 依 寧 ｢新複方新藥查驗登記臨床審查重點與考量｣ 當代醫藥法規

2020:

114:1-8
8.

衛署藥字第 0980364804 號公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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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4 月發表「減少透過血液及血液成分傳播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與 Variant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的風險」之建議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黃芳儀

發表時間： 2020/04/02

內容歸類： 品質管控

類

關 鍵 字： 輸血、血液製劑、血液捐贈、

別： Guidance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Variant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vCJD、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TSE、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
資料來源： Recommendations to Reduce the Possible Risk of Transmission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and Variant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by
Blood and Blood Components
重點內容： 1.

FDA 修訂原有指引之建議，更新血液機構在收集血液和血液成分的管
理原則，以降低經由血液及血液成分傳播 CJD 和 vCJD 的可能性。本
指引中的建議適用於全血、輸血或用於進一步製造(包括血漿)的血液成
分的採集。

2.

本指引將取代 2010 年發布，2016 年更新之「Revised Preventiv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Possible Risk of Transmission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and Variant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by Blood and Blood Products, Guidance for Industry」指引。

3.

2016 年指引與 2020 年指引之差異：
(1) 暫緩(deferral)接受人類腦下垂體衍生之生長激素的捐贈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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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指引中，因美國 iCJD (iatrogenic CJD)個案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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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 1977 年之前接受人類生長激素之治療，故建議應永久
暫緩(permanently deferred)接受人類生長激素治療的捐贈
者，目前已無相關個案，故 2020 指引建議將接受過人類生
長激素治療之捐贈者從藥物暫緩清單(medication deferral
lists)中刪除。
(2) 暫緩有 CJD 血親 (blood relative)的捐贈者：
A.

在 2016 年指引中，建議 CJD 確診者之血親應永久暫緩，2020
年指引修訂為被診斷出患有 vCJD、CJD 或任何其他可傳播的
海 綿 狀腦 疾病 或 有血親 被 診斷 出患 有 遺傳性 CJD( 例 如 :
fCJD，GSS 或 FFI)的捐贈者應被永久暫緩。
註：我們不建議向捐贈者詢問 vCJD、CJD 或任何其他 TSE
(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或具有遺傳
性 CJD 的血親(例如: fCJD，GSS 或 FFI)，因為他們無法識別
具有 TSEs 的無症狀個體，但是，自願提供此類信息的個人應
永久推遲。

(3) 暫緩接受硬腦膜 (dura mater)移植的捐贈者：
A.

在 2016 年指引中，建議永久暫緩接受硬腦膜移植的捐贈者，
2020 年指引仍維持原先之建議。

(4) 暫緩曾在 BSE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地區暴露
風險之捐贈者：
A.

2016 年指引中建議暫緩 1980-2001 年間超過五年以上生活
於法國之捐贈者，2020 年指引中增加愛爾蘭。

B.

2016 年指引中建議暫緩 1980-至今在 BSE 地區，包含英國
與法國接受輸血之捐贈者，2020 年指引中增加愛爾蘭。

(5) 暫緩美國軍事基地中食用英國牛肉之捐贈者：
A.

在 2016 年指引中建議暫緩 1980-1996 年在歐洲美軍基地的
捐贈者，這段期間有超過 440 萬的人食用英國來源的牛肉，
但這 20 年來並沒有因此被確診 vCJD 的病患，故 2020 年的
指引刪除該項限制。

(6) 暫緩 1980 以來注射牛胰島素之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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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2016 年指引中建議永久暫緩使用牛胰島素的捐贈者，但
至今未有因注射牛胰島素而有 vCJD 確認的病患，因此 2020
指引中本項因已建議刪除。

4.

血液捐贈者篩選與管理：
以下建議適用於全血和血液成分的採集，這些成分將用於輸血或用於
進一步血漿衍生物之製備 (包括血漿)：
(1) 捐贈者歷史問卷：
A.

評估捐贈者是否曾經接受過人體硬腦膜移植。

B.

評估捐贈者於 1980 年至 1996 年期間在英國(即英國，北愛
爾蘭，蘇格蘭，威爾斯，馬恩島，海峽群島，直布羅陀或福
克蘭群島)生活的累計時間。

C.

評估捐贈者於 1980 年至 2001 年期間在法國或愛爾蘭生活的
累計時間。

D.

評估捐贈者於 1980 年至今，在英國、法國或愛爾蘭接受輸
血的歷史。

(2) 暫緩捐贈者 (donor deferral)：
A.

永久暫緩被診斷患有 vCJD、CJD 或 TSE，亦或有血親被診斷
為遺傳 CJD(例如: fCJD，GSS 或 FFI)之捐贈者。

B.

永久暫緩接受人硬腦膜移植之捐贈者。

C.

永久暫緩從 1980 年到 1996 年間在英國累計花費三個月或更
長時間的捐贈者。

D.

永久暫緩從 1980 年至 2001 年在法國或愛爾蘭生活累積五年
或以上的捐贈者。

E.

永久暫緩從 1980 年至今在英國、法國或愛爾蘭有輸血史的
捐贈者。

(3) 再取得捐贈者資格(donor requalification)：
根據 21 CFR 630.35、21 CFR 610.41(a)以及 21 CFR 630.35(b)
之規定而因 vCJD 和 CJD 風險因素而暫緩的捐贈者，現在可根據
本指引第四節中的修訂建議，再取得捐贈者資格。以下情況除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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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已因接受人類生長激素而暫緩的捐贈者，不適合再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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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資格。
B.

擁有一個或多個家族成員確認有遺傳性 CJD (例如: fCJD，
GSS 或 FFI)者，不適合再取得捐贈者資格。

5.

產品回溯 (retrieval)及檢疫 (quarantine)，通知血液或血液成分之持
有人：
(1) 若血液或血液成分係取自於患有 CJD 的捐贈者、存在 CJD 風險因
子之捐贈者或曾在 BSE 地區暴露風險之捐贈者，建議採下列處置
方式：
A.

所有尚未配送的最新血液和血液成分進行檢疫。

B.

已配送且將用於輸血或進一步製備的血液或血液成分，建議
應通知承銷者 (consignees)，取回並對所有的血液和血液成
分進行檢疫。

C.

若已與其他 donor 之血液匯集或已製備成血漿衍生物，則不
建議再回收及檢疫。若該血液成分已輸出予接受者，我們不
建議追蹤並通知接受者先前的捐贈者情形。

D.

經檢疫過之血液成分若將用於實驗室研究用，你必須加註下
列標籤：
a. 「生物危害」
b. 「收集自有 CJD 風險之捐贈者」、「收集自帶有 CJD 之捐
贈者」、「收集自暴露 vCJD 潛在風險之捐贈者」
c. 「警告：僅限實驗室使用」

(2) 建議在確定血液和血液成分係取自患有 vCJD 的捐贈者、懷疑患
有 vCJD 之捐贈者或正在接受 vCJD 調查之捐贈者時，盡快聯繫
FDA，並有以下處置方式：
A.

應立即隔離所有機構中保存且未配送之血液和血液成分，通
知承銷人並取回及隔離該血液和血液成分。如果已輸注這些
血液成分，則應確認輸血接受者的記錄醫師，以便適時通知
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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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立即取回並檢疫已匯集或已進一步製備之血漿衍生物。

C.

有 vCJD 或疑似 vCJD 捐贈者的血液成分可用於實驗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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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有下列警語標記：
a. 「生物危害」
b. 「收集自 vCJD 之捐贈者」或「收集自有 vCJD 疑慮之捐
贈者」
c. 「警告：僅限研究 vCJD 的實驗室使用」
6.

資訊通知：
若用於輸血之全血和血液成分，應包括以下警告聲明：
「由於全血和血液成分是由人類血液所製備，故可能具有傳播傳染性
病原的風險 (例如: 病毒，細菌，寄生蟲，CJD)」

7.

實施方式：
根據本指引建議而修改捐贈者歷史問卷以及相關材料，若修訂內容屬
主要變更，其對產品的安全和療效有潛在不良影響，則應根據 21 CFR
601.12 (b)，向 FDA 提出申請並取得變更核准。若修訂內容屬次要變
更，其對產品的安全和療效之潛在不良影響相當低，則可根據 21 CFR
601.12 (d)，於提交 FDA 之年度報告中說明此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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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19 年 11 月發佈「經皮與局部投藥系統－產品開
發與品質考量」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莊大緯

發表時間：

2019/11/22

內容歸類：

品質管控/CMC

類

指引草案

關 鍵 字：

Transdermal、Topical Delivery

別：

Systems、TDS、quality target
product profile、QTPP、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CQA、
quality,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matrix、
reservoir
資料來源：

Transdermal and Topical Delivery Systems –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Considerations 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提供予經皮與局部投藥系統 (transdermal and topical
delivery systems，TDS)產品的申請人及製造廠，有關 TDS 產品之
新 藥 及 學 名 藥 查 驗 登 記 申 請 之 藥 劑 開 發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和產品品質建議，並描述 FDA 於產品設計、藥劑開
發、製程與製程管制及最終成品管制方面的想法。

2.

TDS 產品是 21 CFR part 3 定義的複合性產品，必須符合 21 CFR
part 4 subpart A (複合性產品之現行優良製造規範)之要求。TDS 產
品大致可分為基質(matrix)型態與液體或凝膠儲藏(reservoir)型態遞
送系統，這兩種投藥系統對病人而言都存在類似的風險以及製程和
品管考量。由於儲藏型態 TDS 產品固有之失效模式(failure modes)
和安全風險，FDA 建議製造廠和申請人以開發基質型態 TDS 產品為
主。

3.

在開發 TDS 產品之前，申請人應建立 TDS 產品之目標產品品質概述
(quality target product profile，QTPP)。QTPP 是產品品質特性的
前瞻性綜整(summary)，應於產品中實現並確保產品預期品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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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於治療之需求、病患族群或其他功能性之要求，可能會有不同之
QTPP 元素須考量。
4.

在 TDS 產品開發過程早期，申請人應了解產品可能的關鍵品質屬性
(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CQA)。對產品 QTPP 的理解連同其先
備知識、風險評估和實驗結果，將有助於產品 CQA 的制定。CQA
應與 TDS 產品之 QTPP 元素相關聯。產品的 CQA 可隨產品開發的
進展和新知識的獲得，進行修改。

5.

於 ICH Q8 (R2)、Q9 和 Q10 中的品質源於設計(quality by design，
QbD)原則和藥劑開發元素，可應用於 TDS 產品的生命週期中，以確
保 TDS 產品具備應有之特性和劑量。產品開發策略的一般原則，應
力求減少產品複雜度，同時仍要符合產品的 QTPP。與複雜的產品相
較，相對簡單的產品可能具有較少的潛在失效模式。隨著產品複雜
度的降低，產品和製程管制可以跟著簡化，也可以減少在量產時發
生問題的風險。全面的品質風險評估和製程特性分析有助於確立製
程變數之適當管制，以生產符合 CQA 之 TDS 產品。風險評估也有
助於定義某些關鍵物料屬性 (critical material attributes，CMA)和
關鍵製程參數(critical process parameters，CPP)的耐變性。

6.

申請查驗登記時應提供的資料：
(1) 藥劑開發—於 CTD 3.2.P.2 章節應包含產品研發的相關資料，申
請人應對以下幾點說明：
A. 產品的 QTPP 以及 CQA，每個 CQA 相關的限度、範圍或分
佈應提供合理性說明。另外也應說明製程參數和物料屬性可
接受之允收範圍，這些範圍可能會影響 TDS 產品的 CQA，
並提供合理性說明以及如何進行管制。
B. 其他應說明之項目包括：
a. 批次配方：可用原料藥增量和賦形劑過量的方式添加到
批次中，以說明乾燥過程中溶劑的蒸發，但是增量或過
量應透過製程開發研究加以管制並提出合理說明。
b. 批次分析：申請人應提供由三個不同層板(laminate)之批
次數據，每個層板均使用不同批次(lots)之原料藥、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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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背襯材和其他關鍵元素製成。放行及安定性試驗之
取樣應具代表性，以證明製程之可靠性。臨床試驗批次(如
phase 3、PK、BE 臨床試驗等)之批次製造紀錄和檢驗成
績書均應提供，並報告實際產率、理論產率及其百分比。
相較於其他藥品製程，TDS 產品的產率通常較低。但是，
應在申請查登時對異常低之產率做說明。
c. 產品特性研究：基於 TDS 產品劑型之獨特性，建議應進
行之評估項目包括皮膚穿透性、結晶、原料藥熱力學安
定性、劑量(strength)、殘餘藥物、體外穿透性測試、可
浸 出 物 及 可 滲 出 物 測 試 (extractable and leachable
testing) 、 熱 效 應 評 估 及 顯 微 基 質 評 估 (microscopic
matrix evaluation)等。
d. 製程變更：TDS 產品對配方和製程的微小變化非常敏
感，故應避免在樞紐性臨床試驗進行製程變更。
(2) 製造：
於 CTD 3.2.P.3 章節應包含 TDS 產品在何處以及如何製造的相
關資料。批次配方以及製程描述及管制之資料應提供，製程之
詳細流程圖，包括設備、操作條件和製程管制的說明也應提供。
在製程開發過程中，申請人應確定可能影響 CQA 之製程變異。
每個操作和相關之製程中管制(in-process controls，IPC)應進
行描述，並特別強調可能受操作影響的 CQA，以及可能影響每
個操作輸出之相關製程參數和物料屬性。
(3) TDS 產品之成品管制：
於 CTD 3.2.P.5 章節應包含有關 TDS 產品規格之資料。重要之
檢測項目包含黏合劑相關之不純物、單位劑量均一度、穿透促
進劑含量、黏合力測試 (包含剝離黏合力 [peel adhesion]、離
型紙剝離 [release liner peel]、黏性[tack]及剪切力[shear] 測
試)、冷流(cold flow)、體外藥物釋放、結晶及包裝袋完整性等。
規格之分析方法應於查驗登記文件中詳述，以利審查之進行和
實驗室再現性之驗證。在某些情況下，如果製程上游管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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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確認產品符合規格中之 CQA，則該屬性可能不須於放行時逐
批檢測，但應於規格中註明。申請人若使用此管制策略，應提
供合理性說明。
(4) 安定性試驗－TDS 產品除了應依據 ICH Q1A/Q1B 執行安定性
及光安定性試驗外，還須進行苛酷條件之試驗，包括溫度偏移、
凍結/解凍或加晶種。這些研究將有助於解決晶體形成等問題。
7.

其他特殊考量：
(1) 產品黏合性：
應制定 TDS 產品黏合性評估之完整策略，並證明 TDS 產品之黏
合性已做出最佳的優化，以確保 TDS 產品在整個使用期間其表
面積與皮膚接觸之一致性和均一性。體內黏合力研究(in-vivo
adhesion studies)能提供 TDS 產品黏合力之最佳預測，證明
TDS 產品具有足夠之黏合力。
(2) 產品標籤：
A. 產品之儲存：識別標籤通常位於 TDS 產品的背襯上，通常應
包括產品名稱、劑量和儲存條件等資訊。儲存條件應由安定
性 數 據 支 持 。 一 般 建 議 在 受 控 室 溫 (controlled room
temperature)下儲存 TDS 產品。如果允許儲存溫度之偏移，
應在標籤上註明。標籤也應標明，產品應以原包裝儲存以保
持其安全性、有效性和品質。
B. 產品之丟棄：透明、半透明或與人體膚色相近的 TDS 產品，
可能使病患不易察覺，且會導致病患或護理人員無法移除舊
的貼片，而造成同時使用數片 TDS 產品之情形。使用 TDS
產品後，常有藥品殘留的情況，若透明或半透明的 TDS 產品
過早脫落，也可能難以察覺，而增加護理人員或兒童意外接
觸藥物的可能性。因此，建議在 TDS 產品背襯上印刷具對比
度的油墨，且該油墨在產品黏貼期間和丟棄後仍可看見。標
籤上應清楚地描述產品使用的丟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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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藥物安全監視風險評估委員會(PRAC)於 2020 年 3 月
發布
「含 fluorouracil 藥品及相關成分藥品 (包含 capecitabine、
tegafur 及 flucytosine) 藥品安全資訊」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歐岱欣

發表時間： 2020/03/13

內容歸類： 藥品安全

類

關 鍵 字： fluorouracil、capecitabine、

別： 新聞

tegafur、flucytosine
資料來源： Fluorouracil and fluorouracil related substances (capecitabine,
tegafur and flucytosine) containing medicinal products
重點內容： 1.

EMA 藥物安全監視風險評估委員會(PRAC)，建議病人在開始注射或
輸注含 fluorouracil 成分藥品，及在體內會轉換成 fluorouracil 之相
關成分藥品（包含 capecitabine 和 tegafur）
，用於治療癌症前，應檢
測 病 人 是 否 缺 乏 二 氫 嘧 啶 去 氫 酶 (dihydropyrimidine
dehydrogenase，DPD)。
此外，由於使用含 flucytosine 成分藥品(另一種 fluorouracil 相關藥
品)治療嚴重真菌感染在臨床上不應延遲其治療，故使用該成分藥品
前，毋須事先檢測病人是否缺乏 DPD；局部治療用之含 fluorouracil
成分藥品常塗抹於皮膚用於治療皮膚相關問題，於使用前亦不需要進
行 DPD 檢測。

2.

DPD 為 一 種 可 代 謝 fluorouracil 之 酵 素 ， 若 缺 乏 DPD 將 導 致
fluorouracil 在血液中累積，可能引發嚴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如：
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神經毒性、嚴重腹瀉與口腔炎。

3.

EMA 藥物安全監視風險評估委員會經評估後，提供以下建議：
Fluorouracil、capecitabine 及 tegafur：
(1) 建議病人使用含 fluorouracil 成分之注射或輸注劑、capecitabine
和 tegafur 前，應檢測是否缺乏 DPD。可藉由測量血中 uracil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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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檢查 DPD 特定基因表現。
(2) 不建議給予已確認 DPD 嚴重缺乏的病人含 fluorouracil 成分之注
射或輸注劑、capecitabine 或 tegafur，因此類病人為易發生嚴
重且危及生命副作用的高風險族群。
(3) 若病人為部分 DPD 缺乏者，可考慮減低此類藥品的起始劑量。由
於降低之起始劑量之療效尚未確立，若病人使用後無出現嚴重不
良反應，則可調升劑量。定期監測使用連續輸注 fluorouracil 治
療之病人血中 fluorouracil 濃度，可改善治療結果。
(4) 使用局部治療用之含 fluorouracil 成分藥品，於使用前則不需要
進行 DPD 檢測，因為 fluorouracil 經皮膚吸收進入體內的量極
少，因此不影響完全或部分缺乏 DPD 病人之安全性。
Flucytosine：
(1) 使用含 flucytosine 成分藥品治療嚴重真菌感染，包含部分類型之
腦膜炎，為避免延遲治療，使用此類藥品前毋須進行 DPD 檢測。
(2) 不建議給予已確認 DPD 嚴重缺乏的病人含 flucytosine 成分藥
品，因此類病人為易發生嚴重且危及生命副作用的高風險族群。
(3) 若病人為部分 DPD 缺乏者，若發生副作用，則建議醫師考慮停止
flucytosine 治療，並考慮進行 DPD 檢測。
4.

經查，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曾於 2019 年 4 月 2 日發布
fluorouracil 及 fluorouracil 相關成分藥品（capecitabine、tegafur、
flucytosine）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提醒醫療人員及民眾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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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3 月發布「使用皮膚外用製劑產生接觸性皮
膚炎之安全性評估」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郭文涵

發表時間： 2020/03/06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關 鍵 字： contact dermatitis、topical

別： Draft guidance

drugs
資料來源： Contact Dermatitis from Topical Drug Products for Cutaneous
Application: Human Safety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因使用皮膚外用製劑可能產生接觸性皮膚炎，美國針對接觸性皮膚炎
提出局部評估的指引草案。此草案僅針對接觸性皮膚炎，並未包括其
他皮膚反應如色素沉積、皮膚萎縮、皮膚光毒性(phototoxicity)等，
上述其他皮膚反應，可參考過去美國 FDA 對皮膚安全性評估之研討會
相關文件註 1，皮膚光毒性則可參考 ICH 對於藥物光毒性之指引註 2 以
及查驗中心於 2018 年發佈之藥品光安全性評估指導原則註 3。另外，
經皮吸收劑型藥品之局部皮膚反應，亦不在此指引草案討論範圍。

2.

美國 FDA 建議臨床試驗評估接觸性皮膚炎需包含下列項目：
(1) 以非比較式的量表評估皮膚紅、腫，以及皮膚糜爛(erosion)之情
況。
(2) 以量表評估病人自覺症狀(patient-reported outcome)，如搔癢
或灼燒感。
(3) 需設定評估之時間點和頻率。
(4) 以含有該皮膚製劑、製劑 個別成分(主成分和賦形劑 )之貼片
(patch)，分別進行貼片診斷測試(diagnostic patch testing)，評
估在整體和各別不同成分之下的皮膚反應，以確認造成接觸性皮
膚炎之成分。

3.

美國 FDA 鼓勵廠商在藥物臨床試驗階段即進行接觸性皮膚炎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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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作為法規單位整體安全性之考量。通常毋須額外進行另一獨立試
驗以評估接觸性皮膚炎。
4.

若該藥品成分過去曾有接觸性皮膚炎之相關性報告，廠商亦應整理相
關報告以提供法規單位參考。

註1

Human Dermal (Skin) Safety Testing for Topical Drug Products: Regulatory
Utility and Evaluation; Public Workshop; Request for Comments

註2

S10 Photosafety Evalu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Guidance for Industry

註3

藥品光安全性評估指導原則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48deeb81-5586-4fbb-a9
67-c0fd329d4f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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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3 月發布「日戴型軟式(親水性)隱形眼鏡之
安全及效能法規途徑之效能標準」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李曜珊

發表時間： 2020/03/04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Soft Daily Wear Contact

別： Draft guidance、指引草案

Lenses、Safety and
Performance Based
Pathway、Performance
Criteria、
資料來源： Soft (Hydrophilic) Daily Wear Contact Lenses - Performance Criteria
for Safety and Performance Based Pathway-DRAFT GUIDANCE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旨在說明日戴型軟式(親水性)隱形眼鏡之安全及效能法規
途徑之效能標準(performance criteria)。依據美國 FDA 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發布之安全及效能法規途徑(Safety And Performance Based
Pathway)指引(此為 510(k)簡化程序之新途徑)，針對特定已熟知的醫
療器材類型，可藉由證明擬申請產品符合 FDA 採認之效能標準，進而
佐 證 其 安全 性及 有 效性 等 同 於已 上市 類 似品 醫 療 器材 (predicate
device)。因此，日戴型軟式(親水性)隱形眼鏡可選擇採用本指引草案
所列之效能標準，來證明與已上市類似品醫療器材具實質等同性，而
非直接與已上市類似品器材進行性能比對測試。

2.

本指引草案適用聯邦法規號碼 21 CFR 866.5925 (產品碼(product
code) LPL)之日戴型軟式(親水性)隱形眼鏡，此產品係直接配戴在角膜
及其鄰近邊緣區或鞏膜區域，以矯正屈光不正(近視、遠視、散光)。另
本指引草案不適用於若產品適應症為 1) 矯正老花眼(presbyopia)；2)
增強或改變眼睛的外觀顏色；3) 當作一種繃帶(bandage)或治療性鏡
片；4) 改善圓錐角膜或不規則角膜情形；及 5) 具有特殊光學(如藍色
濾光片)、物理效能(如保持水分、潤滑及減少鏡片沉澱物)及保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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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緩解乾眼症)等。
3.

本指引草案除明列所建議之效能測試項目外，亦敘明其測試方法、允
收規格及應提交的資訊類型。其中，應提交的資訊類型視不同測試項
目 而 定 ， 包 括 測 試 結 果 摘 要 (Results Summary) 及 符 合 性 宣 告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或完整的測試報告(Complete Test
Report)。建議應執行之效能測試項目如下：
(1) 物理化學及眼科性質(Physicochemical and optical
properties) :包含可見光穿透率(Spectral transmittance)、紫外
光穿透率、(Ultraviolet transmittance)、折射率(Refractive
index)、含水量(Water content)、比重(Specific gravity)、透氧
量(Oxygen permeability)、可萃取物質(Extractables)。
(2) 機械性質(Mechanical properties): 包含模數(modulus)、抗拉強
度(tensile strength)、最大伸長率(elongation at break)。
(3) 包裝溶液(Packaging Solution)之 pH 值、滲透壓(Osmolality)。
(4) 滅菌(Sterilization)。
(5) 生物相容性(Bio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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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4 月發布「針對 C 型肝炎病毒之核糖核酸檢
測醫療器材進行重新分類」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李曜珊

發表時間： 2020/04/02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Hepatitis C Virus (HCV)、

別： Proposed Rule

Ribonucleic Acid (RNA)、
Reclassification
資料來源： Microbiology Devices; Reclassification of Nucleic Acid-Based
Hepatitis C Virus Ribonucleic Acid Assay Devices, To Be Renamed
Nucleic Acid-Based Hepatitis C Virus Ribonucleic Acid Tests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發布建議修正案(proposed rule)，提議將 C 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 , HCV）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 RNA）之
定性、定量或基因分型檢測器材(產品碼(product code)為 MZP 及
OBF)之風險等級，由第三等級降至第二等級，並新增聯邦法規號碼 21
CFR 866.3170。此類產品適用於血清或血漿中已確認具有 HCV 抗體
個案之輔助診斷活動性 HCV 感染(active HCV infection)，及(或)作為
慢性 HCV 感染患者之輔助治療管理；此類產品非作為捐贈者篩檢血液
或血液製品中是否存在 HCV 抗體，爰非作為確認 HCV 感染之診斷性
測試。

2.

美國 FDA 於 2001 年、2003 年及 2013 年分別核准 HCV RNA 定性檢
測試劑、HCV RNA 定量檢測試劑及 HCV 基因分型檢測試劑，至今共
核准 11 件相關宣稱產品。截至本修正案發布前，FDA 審視此類產品
之召回(Recall)情形，未有任何導致嚴重健康問題或死亡的第一級召回
(Class I recall)，僅有三筆第二級召回 (Class II recall)，然其召回原因
均已解決且未對患者造成傷害。FDA 考量此類產品已長久核准使用且
已知風險發生率相當低，故主動建議將產品風險等級降至第二等級，
如最終確認實施該修正案，該類產品未來於上市前將不再需要提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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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前審查(premarket approval, 簡稱 PMA)，可望大量減輕此類產品
的監管負擔。
3.

未來此類產品除應符合一般管制(general control)外，還必須遵守特
殊控制(special control)要求，並於上市前向美國 FDA 提出上市前通
知(premarket notification，簡稱 510(k))，以合理確保產品的安全性
及有效性。

4.

以下簡述 FDA 擬提議該類產品應符合之特殊控制(special control)：
(1) 產 品 標 籤 及 說 明 書 應 聲 明 不 適 用 於 捐 贈 者 篩 檢 (donor
screening)，且應詳細刊載檢驗方法程序、原理、檢驗結果之
判讀解釋、使用限制等。
(2) 設計驗證及確效(design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須包含：
A.

器材描述(包含所有組件及額外需要的輔助試劑)、使用方法
及原理。

B.

器材若包含校正品，其校正用之標準參考物質應具可追溯性。

C.

記錄關鍵試劑成分之特性描述(如名稱、組成、供應商、純度
及安定性等)及維持產品完整性計畫書。

D.

依據產品宣稱的預期用途，應進行下列(但不限於)分析性能
研究(analytical performance studies)：如偵測極限(LoD)、
上 限 / 下 限 定 量 極 限 (upper and lower limits of
quantitation, ULoQ/ LLoQ) 、 線 性 (linearity) 、 精 密 度
(Precision)、內源性和外源性干擾物質(interference)、交叉
反應(cross reactivity)、交叉沾染(carryover)、基質等效性
(matrix equivalency)、樣本及試劑之安定性(stability)、核
酸分離及純化步驟評估等。

E.

風險分析及管理策略。

F.

最終品質管制檢驗標準。

G.

產 品 之 分 析 靈 敏 度 及 特 異 性 (analytical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應較優於或相等於已核准產品。

H.

不同測試地點之再現性(reproducibility)研究。

I.

不同批次間之精密度研究(lot-to-lot precision studies) (如
適用)

RegMed 2020 Vol. 115

35

(3) 用 於 HCV RNA 之 定 性 檢 測 產 品 ， 其 臨 床 靈 敏 度 (clinical
sensitivity)之 95%信賴區間下限應大於或等於 95%；臨床特異性
(clinical specificity)之 95%信賴區間下限應大於或等於 96%。
(4) 用於 HCV RNA 之定量檢測產品，應提供完整的臨床效能研究。
(5) 用於 HCV RNA 之基因分型檢測產品，應評估各宣稱型別之偵測
極限(LoD)，並於不同地點執行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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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國產新藥加速審查試辦方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林耀正

發表時間： 2020/1/21

內容歸類： 查驗登記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新藥查驗登記、加速審查、國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91400361

產新藥

號
資料來源： 公告「國產新藥加速審查試辦方案」
重點內容： 1.

為鼓勵國內研發製造新藥，並加該類速藥品上市，使病人早日獲得新
藥治療、進一步拓展外銷市場，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訂定「國
產新藥加速審查試辦方案」
，以縮短審查時程，提供病人及醫師多元用
藥選擇。

2.

此方案自公告日起試辦二年，待期滿視成效決定修正或續辦。
(1) 適用對象：國產研發及製造之新藥，經食藥署評估適用者，得依
本方案進行加速審查。
(2) 作業程序：
A.

申請人應事先向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以下簡稱 CDE)提
出申請適用本方案之新藥查驗登記預審作業，詳細作業流程
見 CDE 網頁。(網頁路徑：CDE 首頁>諮詢輔導>查驗登記前
諮詢>國產新藥查登送件前預審作業)。

B.

申請者於預審完成後，應檢附 CDE 核發技術文件資料備齊函
向食藥署申請並安排送件前臨櫃確認。

C.

申請者於臨櫃確認時，應檢附新藥查驗登記行政及技術文件
資料，經食藥署確認與預審資料一致後，食藥署始同意申請
者正式送件申請新要查驗登記，並採用加速審查程序。

D.

申請者於查驗登記案送件前，應確認送件之技術性資料為預
審案件資料，及依預審意見所補充或修改之資料（載明 CDE
案號）
。倘審查過程中發現申請者所檢送技術性資料與上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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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一致，食藥署得通知申請者停止適用本方案，改以一般
新藥查驗登記審查程序辦理。
(3) 審查時程:
符合本方案之國產新藥查驗登記將以加速審查程序處理，其辦理
天數將縮短為一般審查流程之 1/3：
A.

新成分新藥：120 天

B.

優先審查新藥：80 天

C.

生物相似性藥：100 天

D.

非新成分新藥(具療效與安全之臨床資料)：100 天

E.

非新成分新藥(無療效與安全之臨床資料)：60 天

(4) 其他事項
A.

適用本方案者，原則不再發文補件，申請者須在審查過程中
密切配合辦理食藥署及 CDE 電郵通知事項；若經食藥署評估
須進行發文補件作業，請申請者配合於期限內補齊，且辦理
天數得隨之順延。

B.

預審作業為實質審查，請申請者務必依據通用技術文件(CTD)
備妥技術性文件資料後，向 CDE 申請預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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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預告「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準
則」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吳尚昆

發表時間： 2020/03/31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品質管理系統、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91100449 號

醫療器材管理法

資料來源： 預告訂定「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準則」草案
重點內容： 1.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準則」草案係依據醫療器材管理法之第二十
二條訂定。

2.

本草案主要內容包含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建構、管理階層責任、資
源管理、產品實現、以及量測、分析及改進等所涉流程之規劃與執行
等相關要求規範。

3.

本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衛生福利部網站「衛
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下「法規草案」網頁、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公
告資訊」下「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網頁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
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講」網頁 (https://join.gov.tw/policies/)。

4.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可於本草案公告刊登公報之
隔日起 60 日內，前揭「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或「公共政策網路參
與平臺─眾開講」網頁陳述意見或洽詢：
(1)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161-2 號
(3) 電話：(02)2787-7115
(4) 傳真：(02)2787-7178
(5) 電子郵件：mtyi1991@fda.gov.tw

5.

醫療器材管理法於 109 年 1 月 15 日制定公布，正式施行日期未定，
將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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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
藥品臨床試驗執行之建議及原則 」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林耀正

發表時間：

2020/04/09

內容歸類：

臨床試驗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臨床試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091403083 號

炎

資料來源：

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藥品臨床試驗執行之建議及原則」

重點內容：

1.

背景說明：

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持續影響民眾就醫常態，為保障受試者於防
疫期間參加藥品臨床試驗之權益及安全性，因此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稱食
藥署)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藥品臨床試驗執行之建議及原
則」，供試驗委託者及試驗機構於防疫期間執行臨床試驗參循。
2.

受試者返診：
(1) 提醒各試驗委託者及試驗團隊應以受試者安全及權益為第一優先
考量，若無法依原核准之試驗計畫書完成回診、檢驗及評估等項
目，試驗委託者應充分考量並評估疫情期間可能帶來之風險與變
化，並盡力事先預防及規劃，如受試者決定退出試驗，需尊重受
試者意願並記載其退出試驗之原因。
(2) 試驗委託者若考量使用替代方式(如電訪、視訊等方式)執行試驗
評估等步驟，請將替代方式變更於試驗計畫書，核准後為之，且
應有詳細紀錄以供後續核查。
(3) 若需移轉受試者至另一經核准之試驗機構，程序依該院 IRB 規定
為主。若受試者移轉至未核准之試驗機構，除須依該院 IRB 規範
外，亦須向=食藥署提出新增試驗中心申請，食藥署將加速審查
辦理。試驗機構應留存相關受試者移轉紀錄及核准文件以供後續
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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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驗藥品之給予：
(1)

考量疫情期間受試者往返試驗機構之風險及用藥治療需求，可
由試驗授權醫師開立處方箋後，試驗授權藥師依處方箋調劑後
交付授權研究護理師運送試驗藥品給予受試者，惟不適用於在
試驗機構施打、服用之試驗藥品。

(2)

試驗藥品給予流程若有變更，應建立 SOP，且藥品運送、接收、
自受試者處取回餘藥及運送溫度監控等均應有文件紀錄保留，
以利日後核查。

4.

嚴重不良事件及試驗偏差之通報：
為保障受試者權益及維護試驗品質，建議試驗團隊依試驗計畫書及各
機關相關規定進行通報，若因疫情因素或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傷害
所為之偏離或變更，應留有完整相關紀錄供日後核查，並儘快完成通
報。

本刊物內容僅代表查驗中心之觀點及經驗分享；凡涉及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適用，應依衛生主管機關之
指示為準。The views offer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official positions of T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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