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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不良品通報作業藥品不良品通報作業
介紹



Sources of Risk from Medical ProductsSources of  Risk from Medical Products 

不良品所造成的傷害風險是可以被預防不良品所造成的傷害風險是可以被預防



上市後藥品之品質監控機制

品質監控

主動 被動

品質
監測

風管組
機動性

地方衛
生單位

國外藥
品品質

藥品不良品通報作業

監測
計畫

研檢

機動性
或例行
性查廠

生單位
稽查，
必要時
取樣

品品質
警訊監
控

藥品組評估
1. 涉及回收，立即依回收

研檢
組年
度抽

取樣

研檢組
藥品組
即時發

作業辦理。
2. 涉及GMP，知會風管組。
3. 涉及需化驗案件，函請

驗 化驗 布監控
新聞

3. 涉及需化驗案件 函請
轄區衛生局抽樣，並送
研檢組化驗。

4 涉及查驗登記事宜，請4. 涉及查驗登記事宜，請
辦查驗登記科。



藥品不良品通報機制之目的藥品不良品通報機制之目的

藥品不良品通報系統之建立，為方便發現不良
品人員於第一時間通報，即時利用網路反應藥品人員於第一時間通報 即時利用網路反應藥
品品質：

 減少藥品不良品被誤用的機會。
 促進改善藥品品質 促進改善藥品品質。



藥品不良品通報作業流程藥品不良品通報作業流程

通報者

通報中心 廠商通報中心
1. 檢視通報資料完整性
2. 評估不良品風險程度
3 寄發廠商詢問函

醫療院所
窗口

廠商
1. 產品清查、調查不良品原因
2. 決定產品是否主動回收
3 擬定並執行矯正預防措施

不良品資料

3. 寄發廠商詢問函

藥品回收

3. 擬定並執行矯正預防措施

即時轉知藥品回 與初評報告

清查結果、調查食品藥物管理署

訊息即時轉知藥品回
收訊息、產品使
用注意事項。

報告、矯正預防
措施。

1. 高風險案件發文廠商
2. 評估廠商回覆資料
3. 發布回收訊息、列入查廠重點、持

續追蹤等。



台灣藥品安全監視網站
網址: http://medwatch.fda.gov.tw



TFDA 通報專區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8



全國藥物不良品通報系統
網址: http://recall.fda.gov.tw/



藥物不良品通報範圍藥物不良品通報範圍

凡藥事法規定之藥物（包括：藥品、醫

療器材），發現品質有瑕疵時，皆可以

作通報。作通報

若有疑似藥物不良品而導致病人受到傷若有疑似藥物不良品而導致病人受到傷

害時，除應做藥物不良品之通報外，也

應做藥物不良反應的通報應做藥物不良反應的通報。



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

外觀異常(非包材)-1

顏色異常
• 藥品本身發生顏色辨識的差異

外漏外溢
• 藥品內容物外露與包裝無關

• 若為包裝上的問題

歸於產品包裝的外漏/外溢
E 膠囊狀藥品泡殼完整但藥粉外漏• Ex.膠囊狀藥品泡殼完整但藥粉外漏

外觀不良
• 藥品發生外觀不良等情形• 藥品發生外觀不良等情形

• Ex.錠劑外觀出現凹陷、錠劑上字體不清(變成一大黑點)、膠
囊分開無藥粉在內



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

外觀異常(非包材)-2

結晶析出

藥品包裝完整 但產生結晶析出• 藥品包裝完整，但產生結晶析出

大小異常

藥品之外觀相似但大小或厚薄差異• 藥品之外觀相似但大小或厚薄差異

碎裂/破損/缺損

藥品本身出現碎裂/破損/缺損情形 但非包裝問題• 藥品本身出現碎裂/破損/缺損情形，但非包裝問題

油水分離

發霉發霉

受潮(潮溼)
結塊結塊



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

雜質/異物

異物混入藥品內異物混入藥品內
• 雜質異物混入藥品內，難以分離

• EX.鐵線嵌入藥錠、注射劑或口服液劑摻有異物

異物接觸藥品表面(未混入藥品內) 
• 雜質異物未混雜藥品內，但可與藥品接觸

• EX.口服液劑容器內蓋有黑色異物，

刷毛介於藥錠與包材之間刷毛介於藥錠與包材之間



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

藥品標示

標示錯誤

標示不清

無標示/無標籤

缺批號或效期



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

產品包裝(1)
空包

• 包裝完好之口服或針劑等劑型，出現藥品缺失

外漏/外溢

• 藥品因包裝問題出現藥品外漏/外溢，

但無明顯外觀受損但無明顯外觀受損

瓶口未密封

外包裝異常

• EX. Amp瓶剝開不易、易捏碎、

外盒完整 但盒內之鋁箔排裝己扭曲變形• 外盒完整，但盒內之鋁箔排裝己扭曲變形



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

產品包裝不全

產品包裝(2)
產品包裝不全

• 藥品包裝原應為整套完整包裝

• EX.注射針劑缺針頭等配件問題、大瓶針劑藥品輸入接頭缺塞子

容量(數量)不足或錯誤
• 藥品包裝出現容量(數量)不足

• EX.片劑藥品泡殼，一錠空間內打入兩錠

鬆脫
• 藥品的包裝於使用前即出現鬆脫現象

• EX.針劑出現橡皮塞鬆脫、鋁蓋鬆脫等情形

容器破裂容器破裂
• 產品包裝的容器出現破裂

無法開啟 使用無法開啟/使用



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

無法依說明使用

操作發生相關問題
無法依說明使用

• 藥品於操作過程中出現無法下壓現象

• EX 滅菌注射粉劑瓶塞無法壓下，無法混合• EX.滅菌注射粉劑瓶塞無法壓下，無法混合

雙/三腔軟袋於操作前/中破損漏液

• 雙/三腔軟袋藥品於操作過程中出現破損或漏液情形• 雙/三腔軟袋藥品於操作過程中出現破損或漏液情形

針管與針頭接合處無法密合

• 藥品於操作過程中出現針筒與針頭接合處不緊現象• 藥品於操作過程中出現針筒與針頭接合處不緊現象

插針不密合

• 注射藥瓶劑型插針後造成接合處不緊，造成液體滲• 注射藥瓶劑型插針後造成接合處不緊，造成液體滲
漏、iv set 會自動滑脫



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藥品不良品產品不良型態之說明

過期 過期

 未達預期效果

 其他

無法歸類於上述者則另列於其他無法歸類於上述者則另列於其他

EX.偽禁藥



藥品不良品之風險等級評估藥品不良品之風險等級評估

 通報案件對消費者危害及感受之嚴

重程度。

 通報案件違反GMP相關管理之程度。



高風險藥品不良品定義

製劑分類 檢體外觀 檢體外觀 標示

1 未開封或以注射劑之溶媒溶解後有

注射製劑/眼
用製劑
無菌製劑

1.未開封或以注射劑之溶媒溶解後有
雜質/異物

2.有明顯變色、混濁、沉澱、潮解或
分解(無菌製劑） 分解

3.封口不完整或安瓶裂痕

1 治療指數狹窄成分藥品：錠劑厚度

混雜他藥
標示
錯誤

1.治療指數狹窄成分藥品：錠劑厚度
不均或膠囊充填量明顯不足

2.包裝內夾雜其他藥品
易變質藥品顏色異常口服製劑 3.易變質藥品顏色異常

4.有雜質/異物

5 口服液劑產生未預期之明顯變色、5.口服液劑產生未預期之明顯變色
混濁或沉澱

外用製劑
1.未使用前有雜質/異物
明顯變色 油水兩相分離外用製劑 2.明顯變色、油水兩相分離



依風險等級啟動後續處理流程

 高風險案件、非高風險高通報率案件： 高風險案件 非高風險高通報率案件：
立即調查處理（請廠商提出調查報告、回收及查廠等），
掌握時效，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

 非高風險低通報率案件：
廠商無需逐件回報 相關資料留廠備查 避免增加廠商廠商無需逐件回報，相關資料留廠備查，避免增加廠商
送件之負擔。

144件, 
17.33%

非高風險
687件, 
82.67%

非高風險

高風險

不良品通報情形(102年度)



回饋機制

 不良品案件通報回函不良品案件通報回函

 刊登藥品不良品與藥品回收相關訊息於不良品
網站，並轉知各醫療院所窗口網站，並轉知各醫療院所窗口

 必要時轉知產品使用注意事項

藥品儲存條件(溫度 避光)藥品儲存條件(溫度、避光)

正確操作方式

 每季將通報案件之統計分析刊登於不良品網站



102年 藥品不良品通報分析 (1)

800

1000
824 826 773

831

400

600

800

313

521

665

0

200

400

24 75

240
313

0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年度

件數

102年共接獲藥品不良
300

400 356
331

件數

102年共接獲藥品不良
品831件，其中高風險
案件共144件 (17.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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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 藥品不良品通報分析 (2)
操作發生相

關問題, 69
件, 8.07%

藥品標示, 27
件, 3.16%

其他, 20件, 
2.34%

未達預期

效果, 8件, 
0.93%

產品外觀異

常, 342件, 
40.00%

有雜質/異物, 
59件, 6.90%

,

藥品包裝, 
330件, 
38.60%

藥品不良品不良型態分析

831件不良品通報中，有24件
同時出現兩種不良型態，故不

藥品不良品不良型態分析

同時出現兩種不良型態，故不
良品形態以855件計，「藥品
外觀異常」佔最大宗。經由此
通報系統啟動之回收共18件，
以產品外觀異常為主因。 藥品不良品回收因素分析



回收案例分享

藥品含有雜質/異物

異物接觸藥品表面異物接觸藥品表面



回收案例分享

顏色異常顏色異常



回收案例分享

顏色異常



回收案例分享

發霉發霉



回收案例分享

受潮/結塊



回收案例分享

錠劑混雜錠劑混雜



藥品不良品通報品質與
時效之提升與評估



藥品不良品通報時效與品質之重要性藥品不良品通報時效與品質之重要性

通報時效 通報時效

“即時＂--避免不良品被誤用、造成傷害。

 通報品質 通報品質

 協助主管機關掌握不良品相關資訊，正確評估危害
人體之風險性 必要時發布新聞稿 進行產品回人體之風險性，必要時發布新聞稿、進行產品回
收。

 協助廠商釐清不良品發生之原因，確實執行預防矯
正措施。



藥物不良品通報納入醫院評鑑基準藥物不良品通報納入醫院評鑑基準

 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100年開始施行)

第二章：藥物安全

2 5 2條文中之註6 特別說明：2.5.2條文中之註6 特別說明：

藥物不良反應通報內容應包含：藥品、

醫療器材不良反應及不良品通報。



TFDA
發文鼓勵發文鼓勵



如何加強通報時效與品質?如何加強通報時效與品質?

不良品通報以一週內為佳。

發現不良品時請拍照，於通報時將圖檔上傳以

協助通報中心與TFDA了解不良品情形協助通報中心與TFDA了解不良品情形。

詳細描述產品缺陷情形。詳細描述產品缺陷情形

保留不良品勿丟棄。若有需要時提供廠商調

查。



通報案件品質評估

包含1‐5項 Excellent report，

通報案件品質評估

包含1 5項 Excellent report
包含前1‐3項 Good report，
前1‐3項內任缺1項 Fair report：前1 3項內任缺1項 Fair report

不良藥品資料之完整性
(必填欄位 藥品商品名 藥品許可證字號 有效成分(必填欄位：藥品商品名、藥品許可證字號、有效成分
名稱、有效成份每單位含量、劑型、是否一經拆封即
發現本不良品缺陷、製造批號，皆必須包含)發現本不良品缺陷、製造批號，皆必須包含) 

不良品缺陷之詳細描述
可提供不良品檔案照片
可提供不良品樣品以供廠商或TFDA檢驗之用
通報者提供此不良藥品之初步評估 (可能導致原因)







勾選不良品缺陷細項，
並於「其他」欄位詳述
不良品特徵不良品特徵。



欲上傳N個檔案(含照片、仿單)：
先按N次「新增附檔」鍵，再按下
「瀏覽 選取您要上傳的檔案「瀏覽」選取您要上傳的檔案，
根據此步驟一個一個夾帶。



不良品照片提供

請提供容易辨別產品缺陷之
照片。若是藥品之顏色異照片。若是藥品之顏色異
常、厚度不一，請提供有正
常品比對之照片。常品比對之照片



通報案件時效評估

不良品發現日期至通報中心接獲通報日期：

 一週內通報：時效佳
一週至一個月內通報 中時效 一週至一個月內通報：中時效

 一個月以上報：時效差

由中心統計年度通報達10件以上之醫院，再分析其通報
評估為Good report以上且為二週內通報之案件數，提供

食品藥物管理署作為獎勵參考。



通報案件品質評估範例(1)



通報案件品質評估範例(1)( )



通報案件品質評估範例(2)



通報案件品質評估範例(2)



通報案件品質評估範例(3)



通報案件品質評估範例(3)



藥品療效不等通報作業藥品療效不等通報作業
介紹介紹



Do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Generic Do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Generic yy
Compare to Brand?Compare to Brand?

今天領的降血壓
藥

顏色和形狀怎麼顏色和形狀怎麼
跟之前的不一樣?
效果一樣好嗎…



BackgroundBackgroundBackgroundBackground

 學名藥與原開發廠(標準品)之間進行BA/BE試驗，以
確認學名藥之有效性及安全性。但仍有部分醫療人員確認學名藥之有效性及安全性。但仍有部分醫療人員
或病患，對已執行生體相等性，且經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學名藥之藥效品質存有疑慮。准學名藥之藥效品質存有疑慮

Brand > GenericBrand > Generic
Generic > Brand
Generic > GenericGeneric > Generic



主旨主旨

 為監測臨床替換不同廠牌產品或同一產品因變更賦型
劑、製程或原料藥來源造成療效改變，是以建置「全劑、製程或原料藥來源造成療效改變，是以建置 全
國藥品療效不等通報系統」。

 藉由系統之建置，彙整醫事人員和民眾通報資訊，提 藉由系統之建置，彙整醫事人員和民眾通報資訊，提
供食品藥物管理署評估，必要時採取降低風險之措
施，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施 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



Therapeutic EquivalenceTherapeutic EquivalenceTherapeutic EquivalenceTherapeutic Equivalence

根據美國 FDA Orange Book 兩個被認為療效相等根據美國 FDA Orange Book，兩個被認為療效相等
品 (Therapeutic equivalents)之藥品，是指兩者為
藥劑相等品(Pharmaceutical equivalents 含相同主藥劑相等品(Pharmaceutical equivalents, 含相同主
成分、劑型、劑量與投予途徑)， 且在仿單核准之投
予途徑下產生相同的藥效與安全性。予途徑下產生相同的藥效與安全性

當病患在臨床上替換使用不同廠牌藥品時，兩者應
具備療效相等性 (Therapeutic equivalence)，替換
產品應與轉換前藥品產生相同的臨床效果與安全性。



定義

 參考「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基準」

定義

 參考 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基準」
與美國 Orange Book「療效相等性」之定義，
訂定藥品療效不等之定義：

具有相同主成分、劑型、劑量及投與途徑之藥品(含具

訂定藥品療效不等之定義：

生體相等性之藥品)，在相同劑量及用法下產生不相等
之臨床反應：
(1) 藥效增強或減弱
(2) 過去使用同成分藥品未發生或是強度增強、頻率增

加之不良反應



通報範圍通報範圍

符合定義之通報案件包括 符合定義之通報案件包括：

同 病人經歷同一病人經歷
 轉換同成分、不同廠牌藥品
 轉換同廠牌藥品 、不同批號 (品質問題?)
(非醫師之治療經驗)(非醫師之治療經驗)



療效不等原因?療效不等原因?

 相同主成分藥品因其配方設計、製造過程及成分來源相同主成分藥品因其配方設計 製造過程及成分來源
不同或改變，可能造成藥品之生體可用率不同。

 藥品品質：藥品品質：
 Manufacturing Plant：Ventilation system、Temperature 

control、Water supply (sterile products) 、Air particle controlpp y ( p ) p
 Manufacturing Line：Pressure used to compress powder、

Shape of the die、Rate of the compression cycle、 Type of 
machine 

 API：Source and quality of starting materials、Source and 
quality of intermediates、Reaction conditions、Reagents、quality of intermediates、Reaction conditions、Reagents、
Solvents、Purification steps

 Excipients：Excipinet changes lead to changes in drug p p g g g
dissolution and drug concentration.



藥品療效不等通報方式藥品療效不等通報方式

 線上通報-「全國藥品療效不等通報系統」網站：

http://dtirs.fda.gov.tw

 電子信箱：ti@tdrf.org.tw

 傳真：(02) 2351-4959 傳真：(02) 2351 4959

 郵寄：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32號2樓

 至「全國藥品療效不等通報系統」網站：

http://dtirs fda gov tw下載通報表或向本會索http://dtirs.fda.gov.tw下載通報表或向本會索

取表格



全國藥品療效不等通報系統
網址: http://dtirs.fda.gov.tw



通報表格(1)( )



通報表格(2)( )



範例



評估作業流程 (1)



評估作業流程 (2)



102年度療效不等通報分析 (1)

年度

102年共接獲療效不等
轉換藥品後之臨床反應 件數

67件，總計被通報23項
疑似療效不等藥品、21
種成分

療效減弱 53

不良反應 11
種成分。

療效減弱+不良反應 3



102年度療效不等通報分析 (2)

處置方式 療效案件 不良反應案件 療效+不良反應

換回原藥 0 3 1

增加劑量 11 0 0增加劑量 11 0 0

減少劑量 0 1 0

停用本藥品 3 6 1

改用其它藥品 24 1 0改用其它藥品 24 1 0

續用本藥品 0 0 0

併用他藥 1 0 0

未處理繼續觀察未處理繼續觀察 14 0 1



案例分享-Methadone

曾接獲某區域醫院之個案管理師因
Methadone替代療法於藥品轉換廠牌時，疑有
療效不等狀況而進行集體通報162件。

個案管理師表示該院參與美沙冬替代療法之病人，
將近三分之二於轉換Methadone 口服液廠牌後
發生戒斷症狀之反應，多數病人已提升劑量。



案例分享-Methadone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
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衛署藥輸字 102/10
“莫替尼＂美沙
多口服液 毫

＂Molteni＂Methad
one Hydrochloride

行政院衛生署食
品藥物管理局管

L. MOLTENI & 
C. DEI F. LLI 

衛署藥輸字
第024909號

102/10
/23

多口服液 5 毫
克/毫升

one Hydrochloride 
5 mg/ml Oral 
Solution

品藥物管理局管
制藥品製藥工廠

ALITTI SOCIETA 
DI ESERCIZIO 
S.P.A.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
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衛署藥製字
第049546號

102/07
/10

“管制藥品廠＂
美沙冬濃縮內服
液 10 毫克/毫
升

“PPCD＂Methadone
Oral Concentrate 
10mg/mL

行政院衛生署食
品藥物管理局管
制藥品製藥工廠

聯亞生技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新竹
二廠

升
g



案例分享-Methadone案例分享 Methadone

 提案藥品品質專家會議：
1. 轉換後之廠牌濃度較先前增加一倍，因此給藥體積減少，

可能造成病人心理因素。
2 給藥體積減少可能在調配上造成較大誤差 且病人服用2. 給藥體積減少可能在調配上造成較大誤差，且病人服用

後杯內殘留藥量可能較多。
3.轉換後廠牌之味道口感不佳，可能造成病人噁心嘔吐，3.轉換後廠牌之味道口感不佳 可能造成病人噁心嘔吐

導致藥品吸收不佳。

 針對此事件，TFDA已轉知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請其考量改進產品配方(濃縮與否、改善味道)，( )
並請廠商提供委託製造後之配方、製程與
產品安定性等相關資料。



案例分享- Carbimazole

 去年曾接獲某醫院通報多起Carbimazole轉換廠 去年曾接獲某醫院通報多起Carbimazole轉換廠
牌後發生不良反應之案件。案例中，病人於轉換廠
牌後發生頭痛、頭暈與皮膚起疹等不良反應。部分牌後發生頭痛 頭暈與皮膚起疹等不良反應 部分
案例於停用藥品與換回原藥後不良反應緩解。



案例分享- Carbimazole案例分享 Carbimazole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
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衛署藥製字
第026328號

106/12/
31

紐甲舒錠１０毫
克（卡必麥宗）

NEWMAZOLE 
TABLETS 10MG 

(CARBIMAZOLE)

人人化學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

人人化學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中壢

廠

許可證字號
有效日
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申請商 製造廠

衛署藥製字
第033933號

105/04/
27

抗泌腫錠１０公
絲（卡必麥宗）

CARBIZO 
TABLETS 10MG 

(CARBIMAZOLE) 
"YU SHENG"

優生製藥廠股份
有限公司

優生製藥廠股份
有限公司

"YU SHENG"



 提案藥品品質專家會議：
1 CARBIMAZOLE類之學名藥品( G i D )中1. CARBIMAZOLE類之學名藥品( Generic Drugs )中，

NEWMAZOLE TABLETS及CARBIZO TABLETS 藥品均
已上市使用多年，臨床中偶有藥品過敏之報告，約有10-已上市使用多年 臨床中偶有藥品過敏之報告 約有10
20%的病人於使用初期會產生皮疹或搔癢之情形。

2. 現有通報資料缺乏轉換藥品後之甲狀腺功能檢驗數據。

針對此事件， TFDA發布 Carbimazole 成分藥品
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建議醫療人員於病人更換
Carbimazole 類藥品廠牌時，宜監測病人甲狀腺功
能，並監視病人用藥後發生不良反應之情形。



系統性評估藥品療效之相等性系統性評估藥品療效之相等性

推廣並彙集資訊
藉由與醫院合作方式，於院內同成分藥品轉換

廠牌(或製造廠)時，整體性評估藥品療效相等( )
性之程度；藥品優先選定可進行療效監測(有
檢驗數值) 或方便抽取藥品血中濃度之品項，
如降血壓 降血脂 降血糖 治療指數狹窄之如降血壓、降血脂、降血糖、治療指數狹窄之
藥品。

目標
保障民眾用藥品質保障民眾用藥品質。

釐清療效不等之疑慮。







TFDA 發文鼓勵



總結

 醫療院所轉換藥品前，即應進行臨床數據檢測醫療院所轉換藥品前 即應進行臨床數據檢測
(如血糖值、血壓值、血脂濃度)，尤其治療指數狹窄
之藥品轉換前應監測血中濃度，轉換後需密切注意
療效監測與劑量調整。

 目前醫院評鑑(包括JCI評鑑)，除評估醫療行為
是否適當，亦相當重視藥品品質；轉換藥品之療；
效監測、療效不等案件之通報，即是關注用藥品質
之方式。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