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醫藥法規月刊 第 127 期

出版日期：2021 年 5 月 10 日

國際醫藥法規新知


原料藥查驗登記與原料藥主檔案常見不准缺失與建議

p.1-8



法規導讀：與國際規範協合之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

P.9-15

國際醫藥聞新知


美國 FDA 於 2020 年 9 月發表「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指

p.16-18

引草案


美國 FDA 於 2021 年 3 月發表「COVID-19 期間之容器封蓋系統與

p.19-20

組件變更：玻璃瓶與瓶塞」指引


美國 FDA 於 2020 年 10 月公告「鴉片使用障礙症：驗證藥品療效之 p.21-22
臨床指標」產業指引



美國 FDA 於 2021 年 2 月更新「預防 COVID-19 疫苗之緊急使用授 p.23-24
權」指引



美國 FDA 於 2021 年 3 月批准首款「經陰道子宮切除術之機器輔助

p.25-26

微創手術系統」


美國 FDA 於 2021 年 1 月發布「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公 p.27-30
衛緊急期間用於量測全血液黏彈性之凝集系統」政策指引

國內醫藥法規重要政策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捐贈者招 p.31
募基準」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訂定「真實世界數據─關聯性與可靠 p.32-33
性之評估考量」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修訂「核醫放射性藥品臨床試驗基

p.34

準」
台灣藥品法規資訊網法規公告


台灣藥物法規資訊網

台灣藥品臨床試驗資訊


台灣藥品臨床試驗資訊網



台灣臨床試驗資訊平台

RegMed 2021 Vol. 127

0

原料藥查驗登記與原料藥主檔案常見不准缺失與建議
楊庭軒、王俊超1

前言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自民國 98 年起，協助進行原料藥技術
性資料評估已逾十年。本中心曾於民國 105 年針對常見不准缺失進行探討，並發表在當
代醫藥法規月刊第 59 期「臺灣原料藥主檔案技術性資料十大缺失項目」[1]，針對各項
不准缺失提出評估及建議；然而，隨著國內外法規演進及國內實施退件機制(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原料藥查驗登記暨原料藥主檔案退件及部分退費機制」[2](以下簡
稱 RTF))，原料藥技術性資料不准缺失項目亦有所改變。本文整理分析民國 106 至 109
年間完成審查之原料藥案件常見不准缺失項目，並就前五大類分別提出建議，以期提升
送件品質及增加核准率。

五大缺失項目
根據本中心民國 106 至 109 年之統計數據，自民國 107 年起，不准率已逐年下降
(圖 一)。核准率雖逐年上升，但民國 106 至 109 年各年度之前五大不准缺失項目仍相
同，僅排名順位略有不同(圖 二)，包含：(1) 物料及中間體的管控缺失；(2) 原料藥規
格與批次分析缺失；(3) 起始物缺失；(4) 原料藥分析方法與確效缺失；(５) 製程確效
或批次製造紀錄缺失。顯示此五項缺失為近年原料藥查驗登記及原料藥主檔案之技術性
資料審查不准的主要議題，以下分別針對各項缺失提供建議。

一、物料及中間體的管控缺失
由統計圖表(圖 二)可知，民國 109 年不准案件中，本缺失所佔之比例最高，主要
包 含 ：(1) 未說明由關鍵物料 (key material) 帶入之不純物； (2) 致突變性不純物
(mutagenicity impurity) ；(3) 未討論製程使用 溶劑中殘留之第一級溶劑 (class 1
solvent)。
關鍵物料所帶入之不純物：原料藥製程中使用之起始物或所生成的中間體，皆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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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關鍵物料。關鍵物料中殘存之不純物，將會直接引入至原料藥製程中。因此，原料
藥製造廠須整體評估所有潛在不純物(含關鍵物料、關鍵物料中不純物，或原料藥製程
中生成的副產物(by-product))於原料藥製程中之流向(fate)、清除(purge)與殘留量，並
藉由科學性驗證資料，建立適當管控策略。
常見缺失：原料藥製造廠提交之技術性資料中，未提供不純物相關評估內容。
建議：應參考相關指引(如：ICH Q3A[3])建立不純物之允收標準，並提供分析方法描述、
分析方法確效資料及檢測結果。
致突變性不純物：因致突變性不純物對人體之潛在危害，故原料藥製造廠須評估起
始物及原料藥製程中，是否有生成致突變性不純物之風險；若有生成之風險，亦須評估
原料藥製程中，清除致突變性不純物之可能性，並建立適當之允收標準與管控策略。
常見缺失：原料藥製造廠未參考 ICH M7[4]對致突變性不純物建立適當之允收標準，或
所提供之分析方法與分析方法確效資料未能支持其數據。
建議：應參考相關指引建立致突變性不純物之允收標準，並提供分析方法描述、分析方
法確效資料及檢測結果。若未參考相關指引建立允收標準，除應提供相關評估資料，亦
應提供具科學性之說明(如：已公開發表的毒理學數據)。
製程中使用溶劑殘留之第一級溶劑：某些常見有機溶劑(如：甲醇、乙醇或丙酮)含
有第一級溶劑的汙染(如：苯)，故原料藥製造廠亦應對溶劑中含第一級溶劑汙染，建立
適當管控策略，以降低原料藥中殘留第一級溶劑之風險。
常見缺失：原料藥製造廠雖已於製程中使用溶劑，建立第一級溶劑之允收標準，但未提
出具科學性之評估資料，亦未說明原料藥中可能之殘留量。
建議：應參考相關指引(如：ICH Q3C[5])評估原料藥中殘留第一級溶劑之可能性，並提
供分析方法描述、分析方法確效資料及檢測結果。若必要，應於原料藥規格中增列第一
級溶劑之管控。

二、原料藥規格與批次分析缺失
如統計圖表(圖 二)所示，此部分缺失比例近三年(107 至 109 年)來在 14%~18%之
間，缺失細項包括：1) 原料藥規格；2) 藥典未收載的不純物，廠方所訂規格未符合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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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藥典通則之要求；及 3) 藥典個論中收載的不純物，所訂規格未符合藥典之規定。
原料藥規格：近幾年來，美國藥典、歐洲藥典及日本藥典之原料藥個論中，皆陸續
刪除重金屬(heavy metals)檢測項目。原料藥製造廠常參考最新版之官方藥典個論，直
接刪除原料藥規格中之重金屬檢測，未提供元素不純物(elemental impurity)之風險評
估報告。由於製備原料藥過程中使用之金屬試劑或催化劑，對人體具有一定之毒性或潛
在的危害性，因此，原料藥製造廠應評估元素不純物殘留於原料藥中之風險。另，殘餘
溶劑(residual solvents)部分，因 ICH Q3C 已根據殘餘溶劑對人體之毒害性，將部分有
機溶劑進行分類，並提供建議殘餘量之允收標準。
常見缺失：原料藥製造廠在制定原料藥規格時，未考慮重金屬或殘餘溶劑之規格，或未
提出可免除常規管控之合理性說明。
建議：應參考藥典通論(如：歐洲藥典通論 2.4.8)或 ICH Q3C/Q3D[6]制定允收標準，並
提供分析方法描述、分析方法確效資料及檢測結果。若欲免除殘餘溶劑與元素不純物之
常規管控，應提出允收標準、分析方法描述、分析方法確效資料及檢測結果，且檢測結
果亦應符合相關指引中之要求。
藥典未收載之不純物，廠方所訂規格未符合 ICH 與藥典通則之要求：以化學合成之
原料藥為例，因原料藥製造廠採用之製程原理、物料種類、製程中管制及中間體，不一
定與藥典個論所引據之製程相同，故各廠製造之原料藥不純物概況(impurity profile)，
不必然與藥典個論中管控之不純物相同。原料藥製造廠應評估原料藥製程中可能生成之
不純物，並依據不純物安全性資料，建立適當之允收標準。
常見缺失：化學合成來源之原料藥，製造廠雖已根據原料藥製程，評估製程中可能生成
之不純物，並對這些不純物設定允收標準，但所設定之允收標準高於 ICH Q3A 的規範，
且未提出合理性說明。
建議：應參考相關指引，提出具科學性之評估資料(如：不純物安全性資料等)。
藥典個論收載之不純物，規格未符合藥典之規範：原料藥製造廠若宣稱不純物之允
收標準符合藥典個論，應參考該藥典個論中管控之不純物品項及允收標準，建立與藥典
個論一致之管控品項及允收標準。
常見缺失：原料藥製造廠提出之不純物品項或允收標準，與藥典個論中相關敘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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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提出合理性說明。
建議：應提出具科學性之評估資料，支持允收標準之適用性。
另，原料藥製造廠可能有商業上的考量，原料藥製程中使用不同供應商生產之起始
物。而每家供應商提供之起始物的不純物概況不盡相同，故在製程中能否有效清除這些
不純物，會影響最終原料藥之品質。因此，原料藥製造廠應提供不同來源起始物生產之
原料藥批次的分析結果，以支持最終原料藥品質不受多來源起始物的影響。

三、起始物相關缺失
起始物為原料藥製程重要之關鍵物料，本項缺失常見類型有二：(1) 起始物規格資
料不足；(2) 未提供供應商資料、供應商或廠內起始物之分析結果。
起始物規格資料不足：在製備原料藥之過程中，起始物之不純物，會帶入原料藥製
程中，而可能影響最終原料藥之品質。因此，當定義起始物後(起始物定義請參考 ICH
Q11[7])，應依據起始物製程，評估起始物之潛在不純物(包括有機不純物、元素不純物、
殘餘溶劑及基因毒性不純物)；或評估製程清除不純物殘留之能力；或提供合適之科學
依據(如：歷史批次檢測結果等)，以支持起始物規格之合理性。此外，各起始物供應商
採用之製備方式及物料不盡相同，故應分別提供不同來源起始物之合成路徑、使用的原
物料及不純物概況評估。
常見缺失：未提供起始物規格合理性之說明。
建議：應依據起始物製程評估潛在不純物(包括有機不純物、元素不純物、殘餘溶劑及
基因毒性不純物)，並依據其管控策略訂定起始物規格。
未提供供應商資料、供應商或廠內起始物之批次分析：原料藥製造廠為避免發生起
始物短缺，近年來，原料藥起始物通常為多來源，但因為每家起始物之製程與使用物料
不盡相同，故供應商所訂之起始物規格不盡相同，原料藥製造廠應檢附全部會用到之起
始物供應來源資料。此外，為製備符合規格之原料藥，原料藥製造廠通常會依據原料藥
製程開發資料，而設定適當之起始物規格，其規格可能與供應商所訂規格不盡相同，因
此應檢附起始物之供應商檢驗成績書及原料藥製造廠廠內檢測結果，以利審查評估。
常見缺失：未提供起始物供應商來源之規格或未提供廠內的起始物規格；未提供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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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廠名、廠址及檢驗成績書，或未提供原料藥製造廠之廠內檢測結果。
建議：應提供所有起始物供應來源之廠名，廠址及檢驗成績書，與原料藥製造廠的廠內
檢測結果。

四、原料藥分析方法與確效相關缺失
近年來本項不准缺失比例有逐年攀升趨勢，並以分析方法確效缺失為主。分析方
法確效主要目的，在於確認該方法是否確實達到適用於期望檢測之目的。一般採用的分
析方法分為：(1) 依據我國認可之藥典分析方法；(2) 廠內開發分析方法，因此應配合
提供適當之分析方法確效資料。
藥典分析方法：
常見缺失：技術性資料中僅說明分析方法依據藥典，未提供分析方法驗證(verification)
資料。
建議：應參考<USP 1226>提供分析方法驗證資料，如：系統適用性(system suitability)、
專一性(specificity)、最低定量濃度(quantitation limit)、最低檢測濃度(detection limit)
及精密度(precision)。
廠內開發方法：
常見缺失：(1) 線性及適用範圍錯誤；(2) 未使用相對濃度；(3) 未提供代表性圖譜。
建議：
(1) 依據分析方法確效作業指導手冊[8]，線性或範圍應自不純物之應報告量(reporting
threshold)至其規格值的 120%。若訂定之規格值小於或等於應報告量，線性或範
圍訂為規格值之 50%至 120%。
(2) 配製標準品時，應考量與樣品溶液之相對濃度(如：樣品濃度為 0.100 g/mL，標準
品濃度為 300 μg/mL，標準品相對於樣品之濃度為 3000 ppm (μg/g))。此外，
配製殘餘溶劑標準品時，應考量各溶劑之密度，並使用單位體積之溶劑重量作為
計算。
(3) 應提供分析方法確效之代表性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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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製程確效或批次製造紀錄相關缺失
製程確效目的為確認產品之製造程序及其管制條件，具有良好之有效性與再現
性。
常見缺失：(1) 未提供分段製程之製程確效計畫書及/或報告書；(2) 批次製造紀錄缺漏；
(3) 製程確效計畫書及/或報告書之確效參數與 CTD 原料藥資料 3.2.S.2 不一致；(4) 滅
菌確效資料未提供挑戰試驗結果。
建議：
(1) 應提供分段製程之製程確效計畫書及/或報告書，以確認製程具有良好之有效性與
再現性。
(2) 應提供完整且具代表性之批次製造紀錄，包含起始物、製程中管控、關鍵參數、
中間體及原料藥檢測結果。
(3) 製程確效計畫書及/或報告書參數與 CTD 原料藥資料 3.2.S.2 之製程參數應一致。
若製程參數已變更，應提供適當之合理性說明。
(4) 滅菌確效資料未提供挑戰試驗結果：僅提供三批原料藥無菌檢測結果，不能代表
製程滅菌的能力與確效，應依據「最終滅菌作業指導手冊」提供其滅菌確效資料[9]。
以常見過濾器移除微生物為例，應提供微生物挑戰試驗之結果，以驗證過濾器之
微生物滯留能力(滅菌薄膜用 B. diminuta ATCC19146 或原有負荷菌的有效挑戰)，
確保無菌原料藥之無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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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民國 106 至 109 年原料藥查驗登記暨原料藥主檔案核准率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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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民國 106 至 109 年原料藥完成審查案件前五大不准缺失比例

註1

106 年至 109 年總結案件數分別為 505 件；369 件；291 件；31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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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隨著國內外法規演進以及我國 RTF 制度實施，資料不齊全之案件數量已逐步下降，
不准案件之技術性資料缺失項目亦有所改變，主要包含物料管控、原料藥規格、起始物、
分析方法確效及製程確效等項目。將我國原料藥審查之常見不准缺失項目，與 EDQM
發布之公開文獻[10]所述申請歐洲藥典適用性證書常見十大缺失做比較，兩者大致相同，
顯現我國對技術性資料之整體品質要求與國外法規單位要求的重點，相當一致。希望藉
由本文之整理及分析，能讓原料藥業者了解我國對於原料藥查驗登記及原料藥主檔案之
技術性資料的審查重點，期能有助提升業者原料藥技術性資料之送件品質，減少補件往
來之時間，進而提升整體審查效率及核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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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導讀：與國際規範協合之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
汪徽五 1

法規演進之背景
「健康食品」可使用一般坊間所謂保健食品或機能性食品之類似成分，但「健康食
品」須經過查驗登記，依法規要求，提供安全性及功效性評估報告，驗證其於每日建議
攝取量下係安全且具宣稱之功效，並藉由原料品質管控、製程一致性及適當的安定性評
估結果，對產品的品質予以嚴格把關，確保核准的保存期限內之產品有效性，始核給健
康食品許可證。
「健康食品管理法」於民國 88 年施行後，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依據健康食品
管理法陸續訂定及公告相關子法[1]，其中「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係執行健康食品
查驗登記(簡稱健食查登)安全性評估試驗之依據；為使各方對於法規解讀趨於一致、增
進審查效率與提升案件品質，除了以 96 年訂定及 106 年 7 月 17 日修正之「健康食品
查驗登記審查原則」[2]輔助說明外，自民國 99 年起召開多次會議討論，確立無毒性作
用劑量(No-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NOAEL)及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
MOS)的定義、增加安全性評估試驗之目的、實驗動物試驗劑量與人體每日建議攝取量
間換算、動物飼養試驗之基本規範、安全劑量之認定、進行安全性評估試驗之產品認定
等段落及增修試驗操作規範(執行單位與執行人、試驗報告)要求說明，並參酌國際動物
試驗規範的演進，納入動物保護 3R 「 取 代 (Replace)、減 量 (Reduce)及 實 驗 精 緻
化 (Refine)」 之理念。
此外，為使安全性評估的試驗方法與執行規範更為明確且周全，並與國際規範[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化學品測試指引(Guidelines for the Testing of Chemicals)][3]協合，參酌國際法
規發展及審查實務，明定健康食品執行安全評估試驗及申請查驗登記所需的評估資料、
毒性試驗項目及試驗方法規範後，於 109 年 12 月 8 日公告修正「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
法」[4]。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諮詢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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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修正重點
本次「『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修正」自公告日起生效，申請案自公告日起執行
之安全性評估試驗，應符合此評估方法要求。若為修正評估方法公告(即 109 年 12 月 8
日)前所執行之試驗，應於修正公告生效日起 2 年內(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前)提出查驗
登記申請，始得適用修正前之公告評估方法。現行修正之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是依據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所訂定，旨在使健康食品安全評估的試驗方法
與執行相關規範更為明確且周全，並與國際規範協合。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1.

健康食品安全評估試驗應符合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訂定公告之「非臨床試驗優
良操作規範」[5]，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國際組織或國家公告之優良實驗室操作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且試驗執行前須事先經過執行單位之「實
驗 動 物 照 護 及 使 用 委 員 會 或 小 組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IACUC) 」審查通過，始得為之。

2.

增訂實驗執行單位及執行人的相關規範，試驗主持人應具備食品安全或毒理學相
關之專業背景與經驗；修訂實驗方法，包括試驗物質給予途徑可採以口胃管餵食
或混加受試產品於動物飼料或飲水中；劑量範圍避免受試產品之每日總飲食量佔
比大於 5% w/w，導致實驗動物之營養不良；及依不同安全評估分類及時程提供
合宜的組織病理檢驗結果等相關規範。

3.

合併並刪除非必要試驗(口服急毒性試驗)，增修訂致畸胎試驗及繁殖試驗整合設
計，以減少不必要之動物使用，落實實驗動物減量。

4.

為與國際法規協合，除該評估方法建議的試驗方法外，經提出合理說明，亦可採
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化學品測試指引」之最新方法執行試驗。

健康食品安全評估分類及評估項目
原評估方法已依食用目的、方式、製造加工方法、製程、最終產品形式及攝取量等
因素，將健康食品之安全性分為四類，本次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修正將各類之安全評
估分類及評估項目再次明述如下：
(一) 第一類，指下列二種情形之一者，得免執行安全評估試驗：
1. 產品之原料為傳統食用且以通常加工食品形式供食者。
RegMed 2021 Vol. 127

10

2. 產品或其原料具有完整之毒理學安全評估學術文獻報告及長期供食用之紀錄，
且其原料組成成分及製造過程與所提具之學術文獻報告相符。
(二) 第二類，指產品之原料為傳統食用，但產品或原料非以通常加工製備者，其應檢
具下列項目之安全評估試驗資料：
1. 基因毒性試驗、
2. 28 天餵食毒性試驗。
(三) 第三類，指產品之原料非屬傳統食用者，其應檢具下列項目之安全評估試驗資
料：
1. 基因毒性試驗、
2. 90 天餵食毒性試驗、
3. 致畸胎試驗。
(四) 第四類，指產品之原料非屬傳統食用且含有致癌物之類似物者，其應檢具下列項
目之安全評估試驗資料：
1. 基因毒性試驗、
2. 90 天餵食毒性試驗、
3. 致畸胎試驗、
4. 致癌性試驗、
5. 繁殖試驗。
除補增敘述之外，亦於評估方法中強調健康食品安全評估試驗應以「分層試驗法」
(Tiered Approach)之概念進行，依所屬安全評估分類依序執行所需之毒性試驗，由體
外(in vitro)基因毒性試驗開始執行，並檢視試驗結果，評估後續試驗執行活體動物的必
要性。若微生物基因突變分析、體外哺乳類細胞基因毒性分析結果已確認受試產品基因
毒性為陽性，則該產品不建議為健康食品，亦無須再進行動物實驗。
執行安全性試驗之前，申請者得檢附「各原料成分配方、學名、部位、含量」
、
「製
程(包含萃取所使用之溶劑及濃縮倍數之說明)」、「人體每日建議攝食量」、「保健功效成
分(原料)」、「產品原料規格書」、「食用目的、方式」、「最終產品型式」等相關資料，預
先向主管機關函詢產品之安全評估分類，以避免因錯誤之安全評估分類造成不必要的動
物犧牲。惟最終安全評估分類判定，仍須於查驗登記申請時，由健康食品審議小組就產
品各項特性及申請資料進行整體評估。關於健康食品安全性試驗品質之審查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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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安全試驗計畫之主持人應有相關學經歷之專長與執行動物試驗經驗者。

2.

動物試驗應有「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同意書，並定期受農委會
查核，確認所執行之試驗符合動物照護之原則。

3.

執行健康食品查驗登記案件審查時，試驗單位不論是否已通過 GLP 認證，皆
應詳細記錄試驗數據並確認報告之完整度；試驗單位在取得 GLP 認證前，可
採自我宣告 GLP 符合性，再漸進式進行軟硬體之資源建置，以利後續通過 GLP
認證。

4.

建議執行安全評估分類為第三類者之試驗，應通過 GLP 認證。

於健食食品查登案件中，安全評估分類為第一類者，多為食用歷史已久的傳統食品。
此外，第二軌健康食品之食品原料魚油及紅麴，係經評估過可改列安全性第一類的食品
原料，惟除必要的加工助劑或賦形劑外，應屬單一配方，並訂有每日攝食量上限；而安
全評估分類為第二類產品之原料成分，多為萃取物或自行篩選之菌株，做成錠狀或膠囊
劑型食用，於建議攝取量下的安全性仍無法由食用歷史評估者。至於非傳統食用之原料
則歸屬為第三類，已知之食品原料有牛樟芝、蛹蟲草、冬蟲夏草菌絲體、金線蓮、龍眼
葒及甘蔗原素(policosanol)等非傳統食材，或具有安全性疑慮提升分類，須有較多且長
期的試驗評估其安全性；安全性第四類的產品，目前則無相關案例。統計至 110 年 3
月 23 日止，我國已有 402 件產品取得健康食品許可證[6]，其中安全性一類者為最多，
達五成以上，安全性二類者次之，安全性三類者較少，四類者為 0 件。

「替代、減量、精緻化」之 3R 原則
本次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修正已納入「得依 OECD 化學品測試規範之方法辦理，
並優先採用國際已認可之非活體試驗方法，如無非活體試驗方法可替代，應優先採用國
際認可之減量、減低痛苦或縮短時程之活體試驗方法。」與國際接軌，亦更加落實我國
動物保護法動物科學應用 3R 之原則。
實驗動物操作及動物的使用之 3R 精神「替代、減量及精緻化」已成為動物實驗研
究之基本原則，進行動物實驗時必須尊重生命，並以同理心對待所有實驗動物。當依據
安全評估分類必要進行動物試驗時，試驗單位應依據「動物保護法」規定設置「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確實審核，並確認實驗室所進行之動物實驗狀況及動物飼
養情形。若非安全評估分類必要執行之動物試驗，試驗單位欲進一步確認安全性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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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以非活體之替代方案進行。
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中，試驗須使用動物的項目、相對應國際法規規範及因應
3R 原則請參閱本文表一，其包含動物體內基因毒性分析、28 天餵食毒性試驗、90 天餵
食毒性試驗、致畸胎試驗(出生前發育毒性)、致癌性試驗、繁殖試驗及口服急毒性試驗。
由於生物動力學(biokinetics)、代謝(metabolism)和標靶器官系統毒性(肝臟、腎臟、中
樞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等)需在活體動物中獲得資訊，且體外系統無法獲得「無毒性
作用劑量(NOAEL)」等因素，目前國際上尚無規範提出動物毒性試驗可行之替代方案，
僅能針對試驗動物減量或合併長期試驗設計等議題先行著手，倘日後國際法規有更新者，
得從其更新。
表一、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動物試驗之 3R 原則及對應 OECD 之規範說明
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

3R 原則

試驗項目

OECD 之規範說明

安全性第二類以上產品皆須執行，以確認 OECD 474 (2016)

動物體內基因毒性分析

無基因毒性。
以體外測試評估有基因毒性者，應停止後 可先行以 OECD 487
續產品研發試驗。

28 天餵食毒性試驗
90 天餵食毒性試驗

(2016)體外測試替代

安全性第二類產品須執行，以確認無毒性 OECD 407 (2008)
作用劑量。

目前尚無替代方法。

安全性第三類以上產品皆須執行，以確認 OECD 408 (2018)
無毒性作用劑量。

目前尚無替代方法。

致畸胎試驗
(出生前發育毒性)

安全性第三類以上產品皆須執行，以確認 OECD 414 (2018)
無毒性作用劑量。

目前尚無替代方法。

致癌性試驗

安全性第四類產品須執行。

OECD 451 (2018)
目前尚無替代方法。

繁殖試驗

OECD 422 (2016)
可將致畸胎及繁殖試驗整合成單一試驗。 目前尚無替代方法。
安全性第四類產品須執行。

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修正後已刪除口

口服急毒性試驗

OECD 420 (2002)
OECD 423 (2002)
28 天或 90 天餵食毒性試驗結果可替代支
OECD 425 (2008)
服急毒性試驗。
持口服急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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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次「『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修正」
，明定健康食品執行安全性評估試驗及申請
查驗登記所需的評估資料、毒性試驗項目及方法規範；旨在使健康食品安全評估的試驗
方法與執行規範更為明確且周全，並與國際規範協合。本次公告修訂安全評估分類及但
書條款；試驗執行參照國際 OECD 試驗規範，並增修訂遵循 GLP 規範、事前 IACUC 審
核、實驗執行單位與執行人資格等相關規範。增修訂下列試驗項目與方法相關細項：1)
修訂基因毒性試驗之試驗濃度範圍；2) 增修訂 28 天及 90 天餵食毒性試驗之劑量範圍
與檢驗項目；及 3) 增修訂致畸胎試驗及繁殖試驗整合設計，減少不必要之動物使用，
並刪除口服急毒性試驗。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之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建立有「非動物替代
方法資訊網」[7]，提供國際非動物性替代方法的知識轉譯，以及最新資訊交流與分享，
並提供專業知識與技術的網路講座、分析工具與資料庫等，可為執行替代方法之參考；
而動物試驗替代方法涉及研發、確效和後續法制化，此過程須藉由多方部會與產官學研
界凝聚共識並整合資源。期許未來可規劃構建國內動物實驗替代研發推廣共識平台，以
利後續健康食品及食品原料之安全評估研擬動物替代方案，在保護動物的同時亦保障消
費者的食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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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66
3. OECD Guidelines for the Testing of Chemicals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nvironment/oecd-guidelines-for-the-testing-of-chemicals
-section-4-health-effects_20745788
4. 修正「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衛授食字第 1091303211 號)。
https://www.mohw.gov.tw/cp-16-57095-1.html；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597
5. 非臨床試驗優良操作規範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中華民國一○八年二月二
十六日)
https://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170041001800-1080226-1000-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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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7. 非動物替代方法資訊網 http://nehrc.nhri.org.tw/taa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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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9 月發表「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
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US FDA

摘要整理：

周筱樺

發表時間：

2020/09/03

內容歸類：

PK/PD

類

指引

關 鍵 字：

Pharmacokinetics; Patients with

別：

Impaired Renal Function, Study
Design
資料來源：

Pharmacokinetics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Renal Function – Study
Design, Data Analysis, and Impact on Dosing and Labeling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為 US FDA 於 2020 年 9 月針對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
之試驗設計、執行與評估所發布的指引草案；本指引草案為 2010 年
3 月公布之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指引草案的再次修正版，並
取代前述草案。

2.

此次改版主要針對以下主題進行更新：
(1) 需進行獨立的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與無需進行此試驗
的情況說明；
(2) 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之試驗設計與執行；
(3) 了解藥物於正經歷間歇性或連續透析治療病患的藥物動力學之
考量；
(4) 以 Phase 2 與 Phase 3 試驗所得的藥物動力學資訊做出對此類
患者的劑量建議；
(5) 試驗結果的分析與報告及應用於仿單的劑量調整建議；
(6) 此外，本指引刪除原 2010 年草案內容中的決策樹(Appendix 1.
decision tree)。

3.

以下列出須進行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可能須進行或無需
進行的情況。此部分內容較 2010 年指引草案更明確定義出藥動學試
驗執行必要性的判斷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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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進行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
A.

主要藉由腎臟排除的藥物：此處指當全身性用藥品或活性
代謝物以原型(unchanged)的形式透過尿液排除的比例
(fe)為 0.3(或以上)時。

B.

某些生物藥品(治療蛋白或胜肽)：根據先前生物藥品申請案
的審查經驗，發現當治療蛋白質藥品的分子量小於 69 kDa
時，腎功能不全可能會降低此類產品的腎臟清除率，且於
某些狀況下須進行劑量調整以減少因暴露量提升所導致的
相關毒性，故當治療蛋白或胜肽的分子量小於 69 kDa 時，
建議執行藥動試驗。

C.

對於可能用於已接受透析治療的末期腎病患者的藥品，應
評估進行與未進行透析兩種情況下，透析對藥品的藥動學
影響。但若(a)藥品的分子量可造成藥物不被透析清除或(b)
藥品具高血漿蛋白質結合率且不致被腎功能不全因素所影
響，於前述狀況下，可忽略透析對於藥動學的影響。

(2) 可能須進行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
若藥品並非以腎臟為主要的排除途徑(非腎清除為主)，可考量進
行簡略藥動試驗(reduced pharmacokinetic study)即可。
(3) 無須進行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
在以下狀況，因可預期腎功能不全不會影響藥品的藥動特性，
故可無需進行腎功能不全病患之藥動學試驗；如：

4.

A.

主要透過肺部排除的氣態或揮發性藥品與其活性代謝物

B.

僅單次投與的藥物

C.

分子量大於 69 kDa 的治療蛋白質藥物

D.

全身吸收性不高的局部作用藥品(如：局部作用製劑)

對於屬於本指引 section III.A 所述及的藥品(及前述第 3-(1)點所稱藥
品 ) ， 建 議 執 行 完 整 藥 動 試 驗 設 計 (full pharmacokinetic study
design)的試驗；而對於屬非腎排除及可能施用於腎功能不全病患的
藥 品 ， 則 可 採 簡 略 性 藥 動 試 驗 設 計 (reduced pharmacokinetic
study design)。此以最糟情境(worst-case scenario)的病患(此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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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表一所列的重度腎功能不全患者即可代表最糟情境)執行試驗
時，其試驗結果顯示此情境對藥品的藥動特性具臨床有意義的影
響，則申請者應對其餘不同腎功能分級的患者進行進一步研究。但
若試驗結果顯示此情境對藥動特性無明顯差異，則無需執行其他試
驗。對於完整或簡略藥動試驗設計的詳細試驗建議(如：試驗對象、
受試者人數、藥品投與、檢品採集與分析)及腎功能的測定，可參閱
此指引草案 IV 的內容。
5.

若有足夠且具代表性之各種不同程度的腎功能不全病患的資訊，可
描述腎功能不全對藥品之藥物動力學的影響，包含 Phase 2 與 Phase
3 試驗結果的群體藥物動力學分析，可能足夠以了解納入於群體藥物
動力學分析中的腎功能不全族群之藥物暴露量影響程度。然若未納
入足夠的重度腎功能不全病患的人數，可能需要進行簡略藥動試驗
以於仿單中提供合適的劑量調整建議。為使群體藥物動力學分析方
法可行，以下的關鍵因素應包含於試驗設計中：足夠的各種不同腎
功能不全病患的人數、準確的給藥及採樣點紀錄、每位病患應有適
當數量的採樣點、未結合態的藥物濃度 (若適用)、原型藥物的濃度
及活性代謝物的濃度（若適用）
、在跨試驗彙整數據時使用相同的腎
功能測定方法、應將腎功能不全視為一獨立預測因子，並納入暴露
量-反應分析時的評估…等。

6.

有關透析治療對於藥品的藥物動力學影響，試驗結果資料的分析與
仿單的建議，於本指引草案中已有更詳細的說明，請參閱該指引草
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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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3 月發表「COVID-19 期間之容器封蓋系統
與組件變更：玻璃瓶與瓶塞」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郭怡吟

發表時間：

2021/03/04

內容歸類：

化學製造管制

類別：

指引

關鍵字：

Container Closure System、
CCS、Glass Vial、Stopper、
Post-approval Change

資料來源：

COVID-19 Container Closure System and Component Changes:
Glass Vials and Stoppers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係提供建議給已核准之 NDAs、BLAs、ANDAs 的持有者，關
於常見之容器封蓋系統(container closure system, CCS)組件變更的
報告與實施，這些組件包含用於已核准之注射(parenteral)給藥的無
菌藥品(包含生物藥品)之玻璃瓶與瓶塞。此外，本指引討論基於風險
的工具，以促進實施含玻璃瓶與瓶塞的容器封蓋系統之變更。本指引
不適用於除玻璃瓶與瓶塞以外類型的容器封蓋系統。

2.

變更的報告類別取決於對藥品的鑑定、劑量、品質、純度或效價產生
不良效果的可能性，因上述因素可能與藥品的安全性或有效性相關。
變更的報告類別可分為 prior approval supplement (PAS)、changes
being effected in 30 days (CBE-30)、changes being effected 及
annual report。

3.

變更後之玻璃瓶的適用性可使用美國藥典(USP)通則(如：<381>、
<660>、<1207>、<1660>)中概述的適用之測試與研究。該些測試
須確保藥品的劑量、品質或純度皆持續地符合藥典標準。

4.

容器封蓋系統相關的變更之補充應包含支持擬變更的資訊，且適用時
可引用容器封蓋系統之 DMF (drug master file)並合併某些資訊。然
而，當引用 DMF 並合併資訊時，補充資料應包含足夠的特定產品資
訊以支持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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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指引附錄 A 之表格是由現行美國 FDA 指引文件中獲得的資訊，且
該些指引文件包含最終藥品與生物藥品之容器封蓋系統組件(玻璃瓶
與瓶塞 )常見的化學製造與管制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以下簡稱 CMC)變更報告類別與檢附內容之建議。

6.

促進容器封蓋系統變更的工具：
(1) 以風險為基礎考量之補充報告類別(Risk-Based Consideration
for Supplement Reporting Categories)
A.

在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下，若申請者遇到容器封蓋系統或其組
件的供應受限，且若相關的 NDAs、ANDAs 或 BLAs 是與治
療或預防 COVID-19 或其他缺藥有關時，對於某些容器封蓋
系統的變更，美國 FDA 將考慮使用低於現行指引的報告類
別。

B.

欲以較低的補充報告類別的申請者應提供：1) 合理性說明；
2) 補充資料；及 3) 風險降低的方法，以便於美國 FDA 考
量欲降低的報告類別是否適當。

(2) 比較性計畫書(comparability protocols)
A.

比較性計畫書可使美國 FDA 審查一項或多項之 CMC 上市後
變更、支持性資料(包含任何分析與風險評估)、實施變更的
計畫及降低該些變更報告類別(如適用)。透過描述用於評估
一項或多項未來欲變更的特定方法，及使用該方法的合理
性，申請者可在實施變更前，即獲得該計畫之核准。

B.

比較性計畫書是一種非常適合用於變更玻璃瓶與瓶塞的工
具，因為可對共用容器或封蓋的許多藥品，實施一項組件的
變更，且可在須進行其它變更時，多次的使用該計畫書，以
順應 COVID-19 的動態供應鏈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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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10 月公告「鴉片使用障礙症：驗證藥品療
效之臨床指標」產業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梁仲昇

發表時間：

2020/10/01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Guidance

關 鍵 字：

Opioid use disorder、
Efficacy、Endpoint

別：

資料來源：

Opioid Use Disorder: Endpoints for Demonstrating Effectiveness
of Drugs for Treat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為協助廠商研發鴉片使用障礙症治療藥品，非針對鴉片戒斷
症狀之治療藥品。

2.

為避免污名化且更精確用詞，本指引統一以「problematic use（暫
譯：問題性使用）」
，稱呼未在醫療監督下之不適當鴉片使用，代替
2019 年之前，其他指引所使用之「illicit use」或「abuse」。

3.

須注意的是，若研發藥品屬於鴉片拮抗劑，必須待病人停止目前鴉
片的使用，才能開始接受試驗藥品治療，以免產生嚴重之戒斷症狀。

4.

試驗設計：通常採隨機、盲性、有對照組（須為目前已核准之治療）
，
可考慮較優性試驗或不劣性試驗，此建議與 2019 年公布之 Opioid
Use Disorder：Developing Depot Buprenorphine Products for
Treatment 指引相同。

5.

受試族群：若研發藥品的治療目標為降低復發風險，應收納目前正
接受其他治療之病情穩定的病人（此處指稱之穩定，非指完全緩解
且不再符合診斷準則之病人，而是包括目前可能仍存在問題性鴉片
使用、然使用劑量未再增加之病人）。此外，若受試族群為目前未
接受任何治療之鴉片使用障礙症急性病人，其療效結果可外推至目
前已接受其他治療之病情穩定病人。反之，若受試族群僅包含病情
穩定病人，其臨床試驗療效結果則不可外推至目前未接受其他治療
之急性病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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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療效指標須包括「其他非鴉片類藥品之問題性使用」。反應者
(responder)須事先明確定義（以哪種測量方式、達到哪種程度變
化）。評估間隔對判定反應者之準確度非常重要，因每次評估施行
之尿液毒物篩檢及病人自陳量表，為判定是否為反應者之方法，故
越密集的評估排程，越能確定病人之鴉片問題性使用是否真實減少
（2019 年公布之 Opioid Use Disorder：Developing Depot
Buprenorphine Products for Treatment 指引建議至少每週接受
評估一次；若受試者未能完成試驗，應被判定為未反應者）。按時
回診率亦被視為判定反應者之重要因子之一。另因病人接受治療
後，可能不會立即產生療效，故可事先定義寬限期。
7.

臨床療效指標有幾類可選擇：
(1) 發生不良事件，如任何原因的死亡、因鴉片過量使用導致之死
亡、需緊急醫療介入之事件、C 型肝炎感染率及再感染；
(2) 試驗結束前仍符合 DSM-5 診斷的比例，若收納之受試者於基
準期符合鴉片使用障礙症嚴重度中至重度，則美國 FDA 建議
可以此指標作為試驗的主要或次要療效指標；
(3) 鴉片使用行為型態的改變，如鴉片使用頻率、時間點、數量、
強度等，強調個別受試者的反應，且以「日」為評估單位實務
上較可行；及
(4) 病人報告結果，須事先確立改變量多少、改變持續多久代表臨
床受益等。

8.

住院率、恢復工作或學業比例等，亦是可採用之療效指標。美國 FDA
了解評估這些指標所需的臨床試驗規模，會較一般藥品上市臨床試
驗的規模大，不過美國 FDA 仍鼓勵廠商考慮收集這些資料，即便
沒有打算用來支持法規決策。此外，是否持續治療不應為唯一療效
指標，因許多外部因素，皆可能在未達到臨床效益的情況下，鼓勵
受試者不離開試驗。若廠商預計採用全新的療效指標，美國 FDA
強烈建議廠商於藥品研發階段早期與法規單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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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2 月更新「預防 COVID-19 疫苗之緊急使用
授權」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王竣鋒

發表時間：

2021/02/22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指引

關 鍵 字：

COVID-19、Vaccine、

別：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EUA、Variant
資料來源：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Vaccines to Prevent COVID-19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美國 FDA 今(2021)年 2 月公布新版「預防 COVID-19 疫苗之緊急使
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EUA)」指引，其內容仍遵循
原「COVID-19 疫苗研發」指引要求，廠商須執行以安慰劑對照的第
三期臨床試驗，疫苗療效要超過安慰劑 50%以上、信賴區間下界不得
低於 30%。雖然 FDA 接受療效證據建立在試驗的期間分析結果，但
新版 EUA 明示廠商需在期間分析完成的 24 小時內將結果通知 FDA。

2.

呈上，FDA 明確要求廠商在提出 EUA 申請之前，將該疫苗詳細的 CMC
資料，以 IND 或交互參照主檔案的形式在至少 1 個月前送件審查。疫
苗的短期安定性資料要能支持產品的儲存條件、配送、及臨床上調劑
到施打的需求。

3.

有關疫苗安全性，新版指引建議廠商檢送第一及第二期試驗長期累積
的追蹤資料。第三期臨床試驗的安全性資料原則相同，可參考去
(2020)年 11 月份當代醫藥法規月刊第 121 期 p.44-45。另外，有鑑
於許多無症狀感染者，在緊急時期很難在疫苗施打前釐清是否曾經感
染過 COVID-19，因此 FDA 建議第三期試驗須提供是否曾經感染的
次族群之療效及安全性分析。

4.

因應病毒突變的發現，FDA 於新版指引附件二表示：在採用和原疫苗
相同的製造、管制方式與疫苗生產設施的前提下，針對突變株構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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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已獲 EUA 的疫苗，法規上可循變更(amendment)途徑送審。此種
情況在臨床方面，建議廠商執行免疫原性研究，例如可將變種病毒疫
苗與原型病毒疫苗引發的免疫反應做對比，評估兩者的中和抗體血清
免疫反應、血清抗體值的幾何平均效價等；或是可執行變種病毒疫苗
追加劑量(booster)試驗。FDA 可接受這些研究只在單一年齡層(18 到
55 歲)執行後再將研究結果外推至其他族群。
5.

最後，FDA 鼓勵廠商在獲 EUA 後，應盡可能持續收集足夠的支持性
資料，以儘速進一步申請 BLA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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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3 月核准首款「經陰道子宮切除術之機器輔
助微創手術系統」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盧巍

發表時間： 2021/03/01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類

關 鍵 字： 子宮切除術(Hysterectomy)、機

別： 新聞

器輔助微創手術系統
(Robotically-assisted surgical
device, RASD)
資料來源： FDA Authorizes First Robotically-Assisted Surgical Device for
Performing Transvaginal Hysterectomy
重點內容： 1.

Memic Innovative Surgery Ltd. 所 開 發 之 Hominis Surgical
System 於 2021 年 3 月 1 日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上
市。此產品為一新型之機器輔助微創手術系統(Robotically-assisted
surgical device, RASD)，適用於須執行良性病變之子宮切除術
(Benign

hysterectomy) 合 併 輸 卵 管 / 卵 巢 切 除 術

(Salpingo-oophorectomy, 即切除卵巢及單一或成對輸卵管)之病
人進行經陰道之子宮切除術。
2.

RASD 為透過電腦及軟體輔助操作之醫療器材，設計上用於協助外科
醫師在手術程序中移動並控制手術器械通過人體微小之切口或孔
洞，在病人體內狹窄的區域執行微創手術。由於此醫療器材仍須經由
人員控制操作，非自動化執行之機器醫療器材，故 FDA 也要求製造
商須制定並提供完整的術前操作訓練計畫，以供外科醫師和手術房人
員在實行手術前完成相關訓練。

3.

在實務上，外科醫師透過 Hominis Surgical System 之控制台，操作
微創手術之器械進入病人陰道，並同時以腹腔鏡經由病人腹部之微小
切口置入攝影機獲得手術影像，即可進行子宮切除。相較於傳統之腹
腔鏡子宮切除術，上述程序因經由陰道自然孔洞進入操作，故可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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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病人腹部開創的程度，以加快術後復原並降低受感染的可能。
4.

除了針對臨床前測試與工程性進行評估外，FDA 亦針對 Hominis
Surgical System 之臨床試驗評估安全性與有效性。此項臨床試驗共
收納 30 名須執行良性病變之子宮切除術合併輸卵管/卵巢切除術之
受試者，年齡介於 37 至 79 歲之間，身體質量指數(BMI) 介於 17.6
至 40 之間，其中有 63%的受試者合併有不同症狀，如：高膽固醇、
骨 質 疏 鬆 症 及 血 壓 過 高 等 。 30 名 受 試 者 在 全 數 透 過 Hominis
Surgical System 執行經陰道之子宮切除術後，均順利完成手術且無
轉而進行傳統腹腔鏡子宮切除術。所觀察到不良事件包含輕微失血、
泌尿道感染及切除子宮時所造成之陰道頂端(Vagina cuff)縫合處癒
合較為緩慢等情形。

5.

Hominis Surgical System 透過 FDA 之新醫療器材上市前審查途徑
(De Novo) 核准上市，屬中低程度風險之新醫療器材。在這項產品
被核准後，FDA 將針對此類產品建立特別管制(Special controls)，
包含產品標籤及臨床前測試項目的要求，以規範未來此類產品的安全
性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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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1 年 1 月發布「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
公衛緊急期間用於量測全血液黏彈性之凝集系統」政策指引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盧巍

發表時間：

2021/01/14 發布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

2021/01/28 更新
類

別：

資料來源：

政策指引

關 鍵 字： 高血液凝固
(Hypercoagulability)、凝集系統
(Coagulation system)、全血液
黏彈性(Whole blood
viscoelastic properties)

Coagulation Systems for Measurement of Viscoelastic Properties:
Enforcement Policy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vised)-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重點內容：

1.

2019 年全球爆發了由新型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所引發之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而受 Covid-19 感染
之病人中已出現有血液異常凝結之風險，即高血液凝固性
(Hypercoagulability)的病徵。

2.

由於現行 FDA 所核准之凝集系統(Coagulation system)設備，其
適應症及預期用途均尚未明定或被核准可用於醫療機構中量測病
人之全血液黏彈性(Whole blood viscoelastic properties)，故
FDA 制定了此政策指引，期望針對凝集系統進行特定的彈性修改以
量測全血液黏彈性，以拓展凝集系統的使用、促進凝集系統的安全
性與有效性，並提供醫療機構因應 COVID-19 所使用。

3.

FDA 認為凝集系統將有助於醫療機構確認病人凝血狀態的變化、用
於手術前輔助評估所選擇手術方式的術後止血效果，並可用於評估
病人傷口出血及血栓形成狀況。因此，本次修訂將有助於增加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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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用於病人量測全血液黏彈性的可用性和重要性，從而在
COVID-19 期間促進醫療機構對病人健康的管理。
4.

本政策指引適用於現行 FDA 所核准之凝集系統設備，其適用品項
及分類分級呈現如下表一。此類設備之適應症為:量測全血液中血塊
生成、硬度及溶解受凝血酶生成、血小板活化、纖維蛋白生成、凝
血強度、凝血穩定性和凝血抑制作用之影響，並將上述量測以半定
量結果、描記圖或曲線圖輸出呈現，顯示全血液隨時間凝結的動態
變化。

表一、適用品項及分類分級
名稱
用於體外凝集研究的多
功能系統
用於全血液黏彈性量測
的凝集系統

5.

分類

代碼

風險等級

21 CFR 864.5425

JPA

第二等級

21 CFR 864.5430

QFR

第二等級

適應症、硬體及軟體的相關修訂
針對上表一所列品項，FDA 根據目前資訊與過往經驗，並將當前
COVID-19 期間的緊急公共衛生情形納入考量後，認為以下針對硬
體及軟體架構的修改將不會對病人產生不當的風險。
(1) 新增產品適應症(如：於針對手術前所選擇手術方法的止血效果
評估、病人傷口出血及血栓形成狀況評估)，增列疑似因感染
COVID-19 而出現血液異常凝結之風險的病人成為設備的適用
對象。
(2) 對於目前已核准用於醫院臨床實驗室的全血液黏彈性量測設
備，應變更其使用說明，說明此設備可由專業醫事人員於醫療
機構中操作使用。
(3) 對於目前已核准用於醫院臨床實驗室的全血液黏彈性量測設
備，為使其順利搬遷至各醫療機構操作使用，設備得經過專業
醫事人員測試後進行硬體或軟體的修改。而專業醫事人員亦可
為減少設備與其他設備間之電磁輻射或電磁干擾而進行硬體
或軟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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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根據目前資訊與過往經驗，FDA 認為以下敘述設備使用情境的修
改，將不會對病人產生不當的風險：
(1) 說明直接影響設備量測功能與效能所進行之硬體或軟體的修
改；
(2) 專業醫事人員可藉由經修改的設備執行與 COVID-19 或其相
關併發症的臨床診斷或治療決策。

7.

品質系統（Quality System, QS）方面，製造廠應依法執行驗證
(Verification) 與 確 效 (Validation) ， 包 含 建 立 及 維 持 設 計 輸 出
(Design output)滿足設計輸入(Design input)要求的相關程序，且
確保設備須符合目標使用者的需求及預期用途，故根據本政策指引
中所述而進行的修改，皆應執行上述之驗證與確效流程。因此，於
設計、評估或驗證設備之相關修改時，包括設備之適應症、硬體或
軟體，FDA 建議可參考下列 FDA 針對此類設備所採認之標準，包
括(如適用)：IEC 60601-1-2、IEC 61010-1。

8.

此外，對於任何設備內容的修改，製造廠應確認設備具備適當的網
路安全措施，以確保設備運作的安全性與有效性。FDA 建議可參考
下列資源進行網絡安全相關的開發與維護：
(1) Guidance for the Content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Software Contained in Medical Devices；
(2) Content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Management of
Cybersecurity in Medical Devices；
(3) Postmarket Management of Cybersecurity in Medical
Devices；
(4) FDA Fact Sheet: The FDA’s Role in Medical Device
Cybersecurity – Dispelling Myths and Understanding
Facts.

9.

設備標籤的修訂
對 於 此 類 設 備 ， 製 造 廠 除 依 循 現 行 體 外 診 斷 設 備 (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s, IVD)標籤要求的相關法規外，FDA 建議製造
廠在依照本政策指引進行設備相關修改後，以貼標的方式幫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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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加了解設備的修改之處。FDA 建議標籤應包括以下內容，以確
保此類設備不會給病人造成不當的風險，並幫助使用者了解依據本
政策指引所進行的設備修改。
(1) 詳述 FDA 所核准之設備規格異動，包含：
A.

適應症。

B.

功能性。

C.

硬體或軟體。

D.

新效能或禁忌症。

E.

任何已知風險隨異動而減輕的說明。

(2) 針對使用者或使用單位提供充分的設備說明，包括(如適用):
針對醫療機構提供具體的設備說明。
(3) 安裝過程中需進行基礎安裝與合格測試，以確保修改後的設備
可如期運作。
(4) 安裝後需進行基礎檢查、校正、測試及保養，以合理確保修改
後的設備正確安裝，並可安全、有效地進行操作。
(5) 明 確 標 示 設 備 之 量 測 結 果 僅 為 輔 助 ， 於 診 斷 或 治 療 與
COVID-19 相關的凝血疾病時，不應僅單獨倚賴本設備之量測
結果。
(6) 明確標示該設備非用於 COVID-19 的診斷。
(7) 明確標示所有量測結果均應由專業醫療人員進行判讀。
(8) 對於需要人工取樣或試劑吸取(Reagent pipetting)卻未附有
定量吸管(Pipette)的設備，明確標示告知使用者需使用經過適
當校正的定量吸管，並須依照該設備的使用說明進行操作。
(9) 明確標示並強調，該設備已針對其他病人族群和醫療機構可能
存在之相關干擾物質進行評估，如：抗磷脂抗體，若有其他可
能存在但尚未經測試的干擾物質，則應進行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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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捐贈
者招募基準」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唐瑞吟

發表時間： 2021/01/13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再生醫療、人類細胞及基因治

文

號： 衛授食字第 1101400110 號

療

資料來源： 公告「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捐贈者招募基準」
重點內容： 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鑑於近年再生醫療領域於國際間蓬勃發
展，若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來源為人類異體細胞、組織，為確保
人類細胞、組織捐贈者之權益，並供再生醫療製劑藥商進行細胞組織
捐贈者招募時能有所依循，特別制定「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捐贈
者招募基準」。

2.

本基準內容包含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人類細胞及基因治
療製劑捐贈者招募廣告申請資格、招募對象及廣告刊登標的之限制、
廣告內容及廣告有效期限等相關規範，招募廣告需符合本招募基準，
亦應取得倫理審查委員會核准後，始得刊登。

3.

詳細公告內容請參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網址：
http://www.fda.gov.tw/):首頁 > 業務專區 > 藥品 > 查驗登記專
區 > 新藥查驗登記申請區 > 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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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真實世界數據─關聯性與可靠性
之評估考量」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唐瑞吟

發表時間： 2021/03/17

內容歸類： 藥政管理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真實世界數據、真實世界證

文

號： FDA藥字第1101401345A號

據、RWD、RWE

資料來源： 公告「真實世界數據─關聯性與可靠性之評估考量」
重點內容： 1.

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09 年 7 月 22 日所公告之「真實
世界數據支持藥品研發之基本考量」(FDA 藥字第 1091405905-A 號
公告)，真實世界數據及真實世界證據定義如下：
(1) 真實世界數據(Real World Data，RWD)
常規性蒐集(routinely collect)與病人健康狀態相關或來自於健
康照護過程所得之多種數據。
(2) 真實世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RWE)
使用真實世界數據為資料來源，經適當分析方法產生的臨床證
據，此證據可用於 協助說明醫藥品之使用及其效益風險。

2.

基於上述的定義，真實世界數據與傳統臨床試驗數據最大的差別，在
於數據的來源、納入研究樣本的條件及蒐集與管理數據的方法。唯有
適當的數據來源，且經由客觀完整地蒐集，並運用科學方法處理和分
析數據，才能提供有價值的證據，以支持相關的結論。

3.

真實世界證據研究之預設假說，須清楚訂定研究目標，擬訂適當的研
究設計與統計方法。依照研究設計來蒐集適當的真實世界數據，執行
數據分析，方可產生符合研究目標之研究結果，進而形成證據。證據
力的強度取決於三個關鍵因素：真實世界數據的適用性(fit for use)、
研究設計的適切性(adequacy)及研究執行的合規性。其中，真實世
界數據適用性的判定，可由「數據關聯性(data relevance)」和「數
據可靠性(data reliability)」來進行考量。數據關聯性確保蒐集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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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符合研究目標，而高可靠性的數據則為數據價值的前提，也是真實
世界證據的基礎。
4.

本指引「真實世界數據─關聯性與可靠性之評估考量」係基於「真實
世界證據支持藥品研發之基本考量」及國際相關指引，針對數據關聯
性和數據可靠性提出評估的建議，且延伸探討建立真實世界數據之數
據處理與建議事項，並針對不同真實世界數據來源，討論與研究目的
之契合度及評估其數據品質。

5.

詳細公告內容請參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http://www.fda.gov.tw/)：首頁 > 業務專區 > 藥品 > 政策/法規
/公告專區 > 正式公告 > 藥品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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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修訂「核醫放射性藥品臨床試驗
基準」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唐瑞吟

發表時間： 2021/01/13

內容歸類： 臨床試驗

類

別： 公告

關 鍵 字： 核醫放射性藥品、臨床試驗

文

號： FDA 藥字第 1091413704
號

資料來源： 公告修訂「核醫放射性藥品臨床試驗基準」
重點內容： 1.

因應近年藥政改革及藥品臨床試驗相關法規與規範已有多項修正，為
促進我國核醫藥物之發展，針對診斷用核醫放射性藥品及治療用核醫
放射性藥品之審查考量，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修訂「核醫放射
性藥品臨床試驗基準」。

2.

本基準內容包含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核醫放射性試驗藥
品化學製造管制之考量，以及針對「診斷用」及「治療用」核醫放射
性藥品非臨床試驗與臨床試驗之考量。

3.

為確保藥品安全及正確評估其醫療效能，核醫放射藥品必須進行臨床
試驗，據以獲得人體安全性與有效性之評估資料；執行核醫放射性藥
品臨床試驗，另應符合醫療法、人體試驗管理辦法及藥品優良臨床作
業準則等相關規定，並且依照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及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相關公告，檢具資料進行申請。

4.

詳細公告內容請參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網址：
http://www.fda.gov.tw/)：首頁 > 業務專區 > 藥品 > 藥品臨床
試驗(含 BA/BE 試驗)專區 >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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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