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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下，當已知某藥品有潛在危險，卻因製造人未

在標示給予適當警告，使消費者使用新藥或學名藥後

引起強烈副作用，製造人應負藥品警告責任。然購買

新藥者得對原開發藥廠請求賠償，卻因藥事法阻卻學

名藥廠產品責任，使得購買學名藥者無法向其提起訴

訟。法院得否擴張產品責任範圍，使購買學名藥者轉

向原開發藥廠求償？本文從美國藥事法與侵權法規定

與法律原則出發，梳理法院判例，分析本議題下美國

藥事法和藥品責任的競合與發展。

Under US law, the manufacturer bears the duty to 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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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drug is known to be potentially dangerous. 
Therefore, if the consumer still takes the drug and come 
with serious side effects because there don’t have any 
proper warning on the label, the manufacturer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case law, those who purchase 
brand name drugs may request compensation from the 
manufacturer in the aforementioned situation. However, 
blaming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preempt the product liability of generic drug 
manufacturer, the person who purchases the generic drug 
cannot file a lawsuit against the generic drug manufacturer. 
Could the court expand the scope of product liability so 
that those who purchase the generic drug can turn to the 
brand name drug manufacturer for compensa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legal principles and provisions of the 
US Pharmaceutical Law and Tort Law, sorts out the court’s 
precedent and jurisprudence, and analyzes the con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and name and generic drug 
manufacturer’s duty to warn under the US Law System.

壹、前言

「是藥三分毒」，藥品為提供人民治療或減輕、診斷、預

防疾病的必要物質1，但就藥理學角度言之，每種藥品有其療

效，亦有其副作用（或稱不良反應2）。因此，不論藥品的臨

1  藥事法第6條第1項第2款：「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原
料藥及製劑：⋯⋯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
防人類疾病之藥品。」

2  藥品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係指某一藥品所發生之非期
待作用而言，依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醫藥品醫療機器總合機構法」第
4條第6項之定義：「『醫藥品副作用』係指即使依照恰當使用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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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試驗、製造、銷售與開立處方，均有國家以藥事法規進行監

理與管制，以保障國民健康；惟即使藥品性質特殊、受法規管

制而不得任意流通，仍為產品，故藥品製造人仍受「產品責

任」的規範3，以維護交易安全。易言之，國家對藥廠所製造

的藥品施以藥事法監管，人民在購買與使用藥品時則受產品責

任的保障，藥事法與產品責任因此產生交錯。然而，兩套法律

體系的交錯即可能因立法技術與判例的發展產生齟齬，造成藥

品消費者適用法規時的不利益；因此，如何合理地解釋、適

用，調和相互牴觸的法規，方能將公共利益最大化。美國不論

是在藥品研發、行政管制與產品責任的發展均領先並影響世界

各國，其對法制的規劃、對法律的解釋動見觀瞻，故美國法院

現正因「藥品警告責任」所引發對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判決歧異

與進展，值得了解、分析與借鑑。

貳、美國藥品警告責任引發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議題

在美國現行規範下，同一種類藥品已知有潛在危險，因藥

品製造人未在藥品標示上給予適當「警告」（warning），使

消費者在各自使用新藥或學名藥後，引發相同的強烈不良反

應，購買新藥者得依產品責任對原開發藥廠請求損害賠償；另

一方面，因藥事法阻卻學名藥廠的產品責任，使購買學名藥者

對學名藥廠不具有訴因（cause of action），無法向學名藥廠提

恰當使用獲有許可證之藥品，仍然會有因使用該藥品而發生有害反應
者。」林玉玲，藥物產品責任與藥害救濟之探討，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專業法律組碩士論文，2006年，40頁。

3  產品責任（product liability）係指調整產品生產者和銷售者因其所生產
或銷售的產品具有瑕疵，致使產品使用者遭受損害的侵權法下損害賠
償關係的法律規範。See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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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訟。復，法院是否得擴張產品責任的保護範圍，使購買學

名藥的消費者轉而向原開發藥廠求償？此議題正在美國持續發

展，亦為本文關注重點。

美國基於人民藥品近用的健康權，為鼓勵學名藥及早進

入市場以促進競爭、降低藥價，對與新藥具有相等性的學名

藥，針對「上市途徑」與「標示」（label）訂立與新藥不同的

規範；卻也因藥事法規4對兩者的差別待遇，在藥事法規與產

品責任中標示和警告責任的競合下，產生不同規制效果。尤其

以聯邦為體制的美國服膺聯邦法優先原則（doctrine of federal 

preemption of state law），在藥事法規對原開發藥廠與學名藥

廠分別施予不同程度的「標示」責任下，當藥品製造人均因

產品未能以其上的標示及時通知消費者適當的不良反應「警

告」時，因藥事法規既對原開發藥廠加諸應及時更改、增強新

藥標示上的警告並通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責任，卻另規定學名藥必須完全與

新藥一致，使學名藥廠得以藥事法規阻卻產品責任的警告責

任，造成學名藥消費者求償無門。罹患同樣疾病的消費者因使

用相同種類藥品，受到相同健康損害，卻因藥品分別產自原開

發藥廠或學名藥廠，因藥事法規與產品責任競合後，造成不同

消費者在循法律途徑請求損害賠償時產生極大不同的結果，引

起重大爭議。

為因應與解決此法規困境，美國各級法院發展出不同判

例解釋。本文分別從聯邦法階層的藥品上市後「標示更改規

定」和州法階層的侵權法（Torts）下「藥品警告責任」出

發，梳理美國聯邦與各州最高法院判例的脈絡及歧異，以分析

4  本文所稱「美國藥事法規」係指「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及聯邦對藥品的相關行政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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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原開發藥廠與學名藥廠在藥品警告責任的競合及發展，作

為臺灣醫藥與法界未來在比較法上的參考。

一、新藥申請程序與標示法規

依據美國藥事法規，FDA禁止原開發藥廠在提出新藥申請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程序並獲得上市許可前，將所

研發、製造的新藥引入市場5。NDA程序要求FDA嚴謹地審查

原開發藥廠所提交所有有關該項新藥安全性（safety）與有效

性（effectiveness）的臨床試驗資料6。除臨床試驗資料外，原

開發藥廠亦須提供其所欲使用在該項藥物的「標示」予FDA對

該標示的文字進行實質審查7。若FDA認定原開發藥廠對該新

藥描述的用途是安全（safe for use）的，且所提交的標示符合

相關臨床試驗結果和規定，FDA即核發藥品許可證8。

當原開發藥廠取得新藥許可證後，除非再經FDA許可，

否則不可改變該新藥的有效成分、劑型與劑量 9，且在通常

情形下當原開發藥廠未向FDA提交補充申請（supplemental 

application）並取得核准前，原開發藥廠不得更改申請上市時

所提交且已被核准的標示10。然而，若在新藥上市後，原開發

藥廠上市後因安全性監視或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等新獲得的資

訊（newly acquired information）獲知或合理相信該藥品具有

顯著可能造成安全性疑慮的潛在危險，原開發藥廠應立即加

強含附在該藥品標示上的警語，並同時循CBE（change being 

effected）程序請求（petition）FDA核准其更改標示的行為11。

5 21 U.S.C. § 355(a) (2012).
6 21 U.S.C. § 355(b).
7 21 U.S.C. § 355(b)(1)(F).
8 21 U.S.C. § 355(d).
9 21 C.F.R. § 314.70(b)(2)(i) (2015).
10 21 U.S.C. § 355(b)(1)(F) (2012).
11  趙西巨，仿製藥警示缺陷和設計缺陷責任─以美國法為例，月旦民
商法雜誌，53期，2016年9月，38頁；21 C.F.R. § 314.70(c)(6)(ii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