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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藥品查驗登記之法規多半參考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局、歐洲藥品管理局及國際醫藥法規協合會作為標

準。但伴隨美國通過「21世紀治療（治癒）法案」，
並新增「利用藥品臨床使用證據」之規定，加速醫療

產品之創新、減輕監管負擔、加強科學和方法研究的

力度等議題因而紛紛浮現。本文針對已核准上市的藥

品在進行新適應症、新複方查驗登記時，是否可採藥

品臨床使用證據以支持藥品有效性及安全性，探討現

行法規可修正之處。

Most of the new drug application regulation in Taiwan 
have followed the similar regulations as those of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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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the European 
Medicine Agency (EM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ICH). With the passage of “Using Real-
World Evidence (RWE)” in 21st Century Cures Act in US, 
we believe it will be a chance to improve the submission 
process for new drug application for existing drugs. In this 
study, we will focus on evaluating the potential of using 
RWE to support the approval of a new indication and drug 
combinations for existing approved drugs.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we will also discuss on how to revise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for Registration of Medicinal Products” as to 
support the evidence’s needs and speed up the process for 
the drug listing process.

壹、前言

為了加速藥品上市，使有需求的患者能及早獲得更有效

之藥物治療，美國參議院於2016年12月通過了「21世紀治療

（治癒）法案」（21st Century Cures Act）。法案中第3022條

新增「利用藥品臨床使用證據」（real-world evidence, RWE，

又稱真實世界證據）之規定，特別要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制定評估RWE的架構和

指引，以支持先前已批准藥物的新適應症及滿足批准後之研究

要求1，不僅有助於加速醫療產品之創新、減輕監管負擔、加

1  Rachel E. Sherman, Kathleen M. Davies, Melissa A. Robb, 
Nina L. Hunter & Robert M. Califf,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Medical Products within the Existing US 
Regulatory Framework, 16(5)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297-298 (2017); FDA, 21st Century Cures Act, https://www.fda.gov/
regulatoryinformation/lawsenforcedbyfda/significantamendmentstoth
efdcact/21stcenturycuresact/default.htm (last visited Aug.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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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科學和方法研究的力度，並增加患者的參與進而納入患者在

研究和產品開發過程中的觀點2，更是牽動美國生醫和保健領

域的發展。

貳、加速藥品查驗登記之機制

一、藥品臨床使用數據／證據定義

FDA將藥品臨床使用數據（real-world data, RWD，又稱真

實世界數據）定義為「與患者之健康狀況和／或從各種來源

常規收集的醫療保健相關數據」，如電子健康紀錄（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保險理賠紀錄、產品和疾病登記／註

冊、患者自行生成／記錄的數據，以及從其他來源（如手機應

用軟體）收集以獲得健康狀況的數據。

RWE則定義為源自於傳統臨床研究外多種來源的醫療

保健資訊，包括EHR、保險理賠紀錄、產品和疾病登記／註

冊，以及透過個人設備和相關的應用程式收集而得的RWD，

經適當研究設計與分析所取得之使用和潛在利益或風險的證

據3。

二、臺灣加速藥品查驗登記之現行法規

臺灣對於藥品研發制定之法規規範，多半參考美國FDA、

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及國

際醫藥法規協合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2  FDA, Proposed FDA Work Plan for 21st Century Cures Act Innovation 
Account Activities, https://www.fda.gov/files/Proposed-FDA-Work-
Plan-for-21st-Century-Cures-Act-Innovation-Account-Activities-as-
Submitted-to-Science-Board.pdf (last visited Aug. 11, 2019).

3  FDA, Real World Evidenc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ttps://www.fda.gov/scienceresearch/specialtopics/realworldevidence/ 
default.htm (last visited Aug.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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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之規範。現行簡化新藥審查之程序4，除了可於藥品臨床

試驗審查時申請簡化審查程序（fast track）5，並可在新藥查驗

登記（new drug application, NDA）時，根據新藥類別申請精

簡審查程序6、優先審查機制7和加速核准機制8外，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近年來更導入並落實「模組批

次審查機制」（module-based rolling review）9、修訂「新藥查

驗登記審查流程及時間點管控」10、推動「藥品查驗登記退件

機制」（refuse to file）11、試行「新藥查驗登記送件前諮詢會

議機制」（pre-NDA meeting）12及公告「各類新藥查驗登記審

查重點」13，可見臺灣已訂立許多加速藥品上市之審批程序。

美國「21世紀治療（治癒）法案」中新增的「利用藥品臨

床使用證據」條款，更是進一步地要求整合監管之流程，強調

患者在藥物審批中所獲得的作用。FDA期望能以RWE支持先

4  衛生福利部，公告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審查流程精進措施，https://
www.mohw.gov.tw/cp-3547-37142-1.html（瀏覽日期：2019年8月12
日）。

5  為簡化審查程序，提升國際競爭力，特於1999年12月7日公布衛署藥
字第88073160號函，並於2004年7月22日衛署藥字第0930316666號
函補充規定，凡申請經FDA核准進行之試驗用新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相同計畫編號之臨床試驗，得檢齊相關證明文件後，經報
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核准後即可執行。

6  2011年3月1日署授食字第0991416281號公告。針對FDA與EMA皆核
准上市的新藥，制定精簡審查程序，使新藥早日上市，嘉惠患者使
用。

7  2014年12月12日部授食字第1031412602號公告。針對民眾生命及
健康維護有迫切需求的藥物，制定新藥優先審查程序，使新藥早日上
市，嘉惠患者使用。

8  2014年12月12日部授食字第1031412602號公告。為滿足民眾醫療
迫切需求，在科學證據的支持下，以選擇替代療效指標（surrogate 
endpoint）之方式，縮短藥品研發時程，使得藥物可提早上市，特訂
定新藥查驗登記加速核准（accelerated approval）機制。

9  2016年12月12日公告修正，即廠商將資料分批送審，食藥署採取逐批
審查之方式。

10 2016年10月27日公告修正，並於2018年9月再度修正。
11 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
12 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
13 2017年3月3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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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批准藥品的新適應症，或滿足上市後研究之要求，進而加

速藥品上市。本文認為，許多的上市藥品在臺灣已普遍使用多

年，且患者病歷資料庫的建立亦逐漸完備，倘若欲使用RWE

來發展並支持已核准上市藥品新適應症，針對「上市後」得執

行的研究，可分別自「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及「仿單核准

適應症外使用」（off-label use）兩面向，以文獻回顧和情境分

析模式，從「藥事法」第7條和「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39條第2項所定義的新藥項目中「新療效複方」切入，並檢視

臺灣藥事行政與法規層面，探討是否有以RWE申請新藥查驗

登記之機會。

參、 RWE作為已上市藥品安全性及有效性之法定依據

食藥署期望業者於新藥上市前可提供支持該藥核准上市時

所需的品質證明、安全及有效性證明文件。廠商可依「藥品

查驗登記審查準則」之內容，備齊行政及技術性14資料進行送

審。然而，藥品查驗登記之審查重點在於所提交之技術性資料

是否足以提供支持該藥具備安全性、有效性與品質之證據。評

估內容15則包括：一、化學、製造與管制的資料可顯示藥品原

料藥及製劑品質具良好管控，於不同批次之間，有穩定的品

質一致性；二、動物的藥理與毒理資料能支持藥品的作用機

制，並可完整評估潛在的毒性反應；三、由動物與人體藥動／

藥效學資料可了解藥品基本藥動／藥效學特性，而藥品用於特

殊族群或與其他藥品交互作用的資訊，則有利於評估或調整藥

品用法、用量的合理性；四、人體試驗的結果能顯示藥品於宣

稱適應症的族群具可信的療效與可接受的安全性，以支持宣稱

14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39條附件三。
15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13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