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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醫療器材管理法§3
醫療器材分類分級

管理辦法

上市:
醫療器材管理法§29

醫療器材許可證核發與登錄及
年度申報準則

製造:
醫療器材管理法§22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

系統準則

醫療器材商登記及普查:
醫療器材管理法§13、 §53

臨床試驗管理:
醫療器材管理法§37
醫療器材優良臨床試驗

管理辦法

流向管理:
醫療器材管理法§19

醫療器材來源流向資料建立
及管理辦法

確保醫療器材
安全、效能及品質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醫療器材管理法110年5月1日正式施行



4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促進產業技術研
發、產品創新

放寬從事醫材「設計業
者」，得以自己名義申請
許可證。
鼓勵產品創新，建立新創
醫材彈性核給許可證效期
機制。

完善醫材多元化
科技產業管理

將醫療器材維修業者納入管
理。
針對特定醫材之販售及供應
型態加以管理。

健全產品流向及
運銷品質管理

賦予醫材商及醫事機構建立
產品直接供應來源及流向資
料之義務。
推動醫材優良運銷準則

(GDP)，確保流通過程中產
品品質。

落實醫療器材
風險分級管理

部分低風險之醫療器材改
採電子化線上登錄制度。
線上登錄之醫療器材以年
度申報管理。

建構醫療器材
臨床試驗管理

納入醫材臨床試驗相關規範。
明定執行經公告無顯著風險

(NSR)之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無需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強化上市後醫療器
材安全監督管理

部分特定高風險醫材須執行
安全監視，醫事機構應予配
合。
賦予廠商主動監控上市後產
品之風險管理，並進行必要
矯正預防措施。

我國醫療器材管理目標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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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及診斷判讀/穿戴式裝置/健康資訊APP

人

高服務品質

•健康促進
•適時照護

服務端

需求端(病患、消費者)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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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智慧醫院

核心
價值創新應用

及服務模式

核心
價值 大數據管理

及運用

• 遠距醫療
• 電子病歷互通
• 醫療影像管理
• 個人化醫療

行動醫療
• 數位醫療諮詢
• 數位醫生

• Mobile health
• 雲端
• 遠端運算
• ICT
• 人工智慧(AI)
• 機器學習(ML)
• 監測技術
• 隱私保護技術
• 網路安全

智慧科技串聯應用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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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術在醫療器材軟體領域應用

 電腦輔助篩檢（Computer Aided Triage, CAT）：針對特定症狀進行快
速篩選，以協助醫療人員減輕或免除相同臨床程序。例如：用於篩檢急
性腦出血病患。

 醫學影像處理：利用AI技術進行影像強化、去除影像雜訊、影像分割等
醫學影像處理，使影像可更容易理解和分析。

 包含醫學影像分析、基因定序分析(精準醫療) 、輔助影像擷取/人機互動、
病理切片分析、體外診斷試劑螢光反應分析、心電圖分析等。

 輔助影像擷取之功能-電腦輔助偵測軟體(CADe)發展較早，故研發產品較
多，在我國以第2等級醫療器材列管。

 電腦輔助偵測（Computer Aided Detection, CADe）：具有自動提取圖像
上的可疑病變並透過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方式標記其位置、分析醫學
圖像及數據、或分析醫學圖像和其他醫學檢測結果，以輔助檢測病變和/
或異常值。例如:在檢查胸部CT檢查時檢查出實性肺結節。

 電腦輔助診斷（Computer Aided Diagnosis, CADx）：具有自動提取圖像
上的可疑病變並透過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方式以定量數據呈現其數值
或圖形，提供診斷的選項和/或風險評估的結果。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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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醫療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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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慧醫療器材產業困境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1) 眾多異業(如資通訊業者)投入智慧醫療器材
研發，對於醫療器材法規認知不足

2) 未有與醫療端溝通媒合平台，無法精準滿
足醫療照護發展需求。

3) 智慧科技專長人才需求高。
4) 急需專責團隊，提供業界服務。

如:台大、榮總、長
庚、高醫、北醫、
成大….

醫療端

資通訊業

跨域業者

資通訊 x 醫療

跨域整合

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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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6

04

0205

輔導智慧醫材產品加速上市
針對標的案件，提供主動輔導及專
案諮詢機制，加速產品上市時程。

規劃系列、低中高階之醫材
法規及品質管理系統(QMS)
培訓課程，滿足業界對法規
人才及知能需求。

建構資通訊及醫療媒合平台
加速異業結盟及跨域產業需求精準對
接，加速產業導入應用。

建構完善智慧醫材
法規制度

蒐集智慧醫材相關政策/法規、研擬
相關指引。

建構AI醫材人才庫
提升審稽查時效
延攬具備跨領域資訊傳輸、
軟體程式、網路安全、影像
分析等多元應用高階專業人
才團隊，建立完備人工智慧
醫材審查團隊。

建置智慧醫材資訊
單一入口網路平台

提供國內外最新智慧醫材法規、研討會、
課程及專案辦公室等資訊，俾利異業業
者即時獲得智慧醫材相關動態資訊。

成立智慧醫材專案辦公室

跨域ICT產業法規
人才培訓

智慧醫材
專案辦公室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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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器材諮詢輔導方式
分流輔導 解決問題加速產品上市

主動徵求

專案諮詢

遠距服務

電話服務上線

專案專責輔導

 未於國內外上市或尚在研發中，預計日後向本署提出查
驗登記之「國產第二、三等級應用AI/ML技術之醫材」。

 專案專責輔導，客製化輔導計畫書管理進度。
 目標: 輔導完即可送本署審查。

 網頁線上資訊: http://www.fda.gov.tw/首頁 > 業務專
區 > 醫療器材>智慧醫療器材資訊平台

 電話服務專線: 02-2787-8406

輔導要點公告

 國產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專案諮詢輔導要點
 依本要點諮詢範圍，解決業者研發、製造、驗證、上市等
所遇問題。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一般醫材，仍循現行機制提供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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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器材專案諮詢輔導

針對國產AI/ML技術之智慧醫療器材專案輔導加速上市
 公告國產AI/ML技術之醫療器材專案諮詢輔導要點
 依案件類別建立專責專案管考機制
 於智慧醫療器材資訊平台放置QA問答集
 其餘非屬服務範圍案件，仍可依現行本署既有申請業務提
供服務(如諮詢輔導機制、屬性判定、函詢等)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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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專案諮詢輔導機制

電話諮詢專線
(02-81706008)

法規種子人員諮詢
http://www.fda.gov.tw/首頁> 業務專
區 > 醫療器材>醫療器材法規諮詢輔導

專區>合格種子人員名單

遠距
服務

在地
服務

醫療器材專案諮詢輔導
http://www.fda.gov.tw/首頁> 業務專區 >醫療器材> 醫療器材法

規諮詢輔導專區> 醫療器材專案諮詢輔導要點

深度
服務

網頁線上資訊
http://www.fda.gov.tw/首頁> 業務專
區 > 醫療器材>醫療器材法規諮詢輔導

專區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108~110年4月，專案諮詢輔導共40案
 16件為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產品( 如：宏碁之AI輔助診斷軟體)
 進入臨床試驗階段者19案
 完成技術轉移5件。

生醫園區法規諮詢
線上預約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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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年研討會/課程

提升各界對醫療器材軟體管理法規之瞭解

產學研界 醫院端審查人員

 108年辦理醫
院端 SaMD臨
床評估相關教
育訓練課程 2
場。

 108、109年共辦
理7場大型智慧
醫療器材相關研
討會與教育訓練，
總計至少1250人
次參加。

 108、109年共辦
理10場智慧醫療
器材相關研討會
與教育訓練。

 AI醫材法規
 人工智慧技術
 軟體確效
 網路安全
 美國數位健康管
理新制度等。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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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產業
人員

分階訓練，逐步
提升跨界業者知能

建構低中高階
醫材管理法規
培訓課程

教育訓練
課程

 法規說明會
 國際會議

 醫材法規輔導
工作坊

 QMS品質系統
實地輔導

~35場

~27場

~14場

強化智慧醫療器材管理法規之知能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110年研討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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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月規劃內容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110年研討會/課程

7月

6月
 2場次醫療器材製造業者法規說明會
 2場次醫材及 ICT業者教育訓練課程
 結合AI及高光譜演算於臨床診斷應用趨勢探討
 以臨床需求導入創新智慧醫材開發實務探討系列

詳細資訊依本署智慧醫療器材資訊平台公告之活動訊息為準

 2場次醫材及 ICT業者教育訓練課程
 醫材臨床資安管理實務管理
 智慧醫療檢測應用趨勢探討介紹
 醫療電子產品與法規檢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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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3104

醫用軟體分類分級參考指引
 就醫用軟體管理屬性及分級規定，

提供產業界開發產品、申請查驗登
記之參考。

醫療器材軟體確效指引
 內容包含自軟體設計與開發生命週期

說明資料、風險管理及危害分析、軟
體設計架構至軟體查證與確認等流程
相關要求。

12/15106

 明確健康促進產品管理範疇
用於個人健康管理且無涉醫
療用途(如體重、運動、心靈及
睡眠等)，不以醫療器材管理。
用於休閒用途之心率、血氧
量測軟體，未涉及疾病之診斷、
治療，不以醫療器材管理。

 新增電腦輔助篩檢定義，其功
能為針對特定症狀進行快速篩
選，屬於第二等級醫療器材。

12/24109修正

法規管理指引及文件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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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08

5/14109

適用於製造廠之醫療器材網路
安全指引
 針對醫療器材製造廠，提供產品設計、

研發、申請查驗登記時以及產品上市
後應考量之網路安全相關要點，以確
認醫療器材產品符合網路安全要求。

 因應醫療器材管理法上路，
修正部分用詞。

 完善網路安全設計原則、

網路安全測試項目及上市前
審查要求等章節。(如新增
軟體物料清單，Software
Bill of Material, SBOM)。

5/3110

智慧科技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常見
問答集
 針對智慧科技醫療器材申請查驗登記

及上市流程常見問題進行統一的解答，
以有效提升我國醫療器材輸入業者與
國產業者申請智慧科技醫療器材查驗
登記之時效性。

更新
適用於製造業者之醫療器材
網路安全指引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法規管理指引及文件

110 5/7
更新
智慧科技醫療器材查驗登記
常見問答集
 因應醫療器材管理法上路，
修正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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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9

 提供製造廠開發產品之評估及申請查驗登記時所
需檢附資料之參考，以確保應用人工智慧/機器
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軟體之安全、效能及品質。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
軟體查驗登記技術指引

5/7110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
查驗登記送件常見問答集

…… to be continued……

 第一時間解決業者辦理「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
之醫療器材」上市查驗登記常見問題。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法規管理指引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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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器材法規資訊平台

完整智慧醫材輔導資訊 上市申請不迷惘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掌握智慧醫材最新動態 活動訊息不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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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庫及媒合平台建置 加速異業結盟 提升審/稽查時效

 成立第一屆智慧醫療器材諮議會。

 組成智慧醫材審查團隊(智慧醫材上市前、QMS系
統審/稽查人員、臨床統計人員等)，訓練提升審查
人力智慧醫材知識量能。

 加速產品安全效能驗證及審查時效。

 建置醫療及ICT人員之媒合平台，盤點促進異業結盟、
加速產品分流開發，透過媒合會議，促成智慧醫材
產品合作開發。

 追蹤媒合結果，調查潛力智慧醫材，轉介專案輔導。

建構AI醫材
人才庫提升
審稽查時效

建構資通訊及
醫療媒合平台

人才庫/媒合平台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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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醫療器材管理願景

提升我國智慧醫材價值及產值

1 2

4 3

專案諮詢
產業跨域媒合成就

智慧醫材上市加速
成功案例宣傳

ICT產業人員
醫材知能提升

110年5月26日第九十四屆藥事論壇講座

智慧醫材法規
完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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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穿戴式醫療器材為例、經驗分享:

• 美國FDA 510(K) Clearance and PMA approval

• 台灣TFDA醫療器材查驗登記,

• 歐盟 CE Mark (via ISO 13485 certification)

• 台灣安麗莎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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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ine (Augie) Lien (連炎)
台灣安麗莎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ounder, Chairman, & CEO



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連炎 [Augustine (Augie) Lien]、在美國連續創立了多家成功的醫療器材公司，在業界享有盛名。
連炎過去創立的醫療器材公司包含 Nellcor(生訊監控系統)、Menlo Care (多種醫院用醫材)、Gynecare (婦科手術醫
材)、 EPI (心血管手術器材)、Cardiva Medical(心血管手術器材)。這些新創公司陸續在美國 Nasdaq IPO成為公開發
行公司,或被大型跨國公司收購、包括 Medtronic、J&J 、Boston Scientific、Haemonetic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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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炎之學歷
● Stanford University (史丹佛大學, USA) - MS and qualified Ph.D. candidate    
● 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 (聖塔克拉拉大學, USA) - MBA
● National Chen Chi University (政大, Taiwan) – MA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成大, Taiwan) - BS

成功之連續創業家 - 台灣安麗莎醫療器材公司創辦人

(2002-2013)
Acquired by 

Haemonetics
(Q1 2021)

(2000-2002)
ACQUIRED BY 

BOSTON 
SCIENTIFIC

(1994-2000)
IPO in Nasdaq , 
ACQUIRED BY 

J&J

(1990-1994)
IPO FIELD, 

ACQUIRED BY 
J&J

(1984-1990)
IPO in Nasdaq, 
MERGED WITH 

MEDTRONIC

(1980-1984)
IPO in Nasdaq, 
MERGED WITH 

MOTOROLA

(1976-1980)
IPO in Nasdaq, 
ACQUIRED BY 

XEROX

Diablo 
Systems

Four-phase 
Systems Nellcor

Menlo 
Care Gynecare

Embolic 
Protection  

Cardiva 
Medical  

連 炎
創辦人、董事長兼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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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HIGH

Class III
Class II
Class I

LOW

分級/

FDA 醫療器材管理辦法

• 16 Medical Specialties (21 CFR 862-892)

• 1700 + Generic Groups

• 5700+ Product Codes

• https://bit.ly/2W88kCF

分類

How to determine product class:

1.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cfpcd/classification.cfm

2. 1,700 distinct types of devices and organized them in the CFR into 16 medical specialty "panels“, 
search the “panel” to find the product class for your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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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A Pre-Market Reviews

510(k) (clearance)1 12,432

PMA (approval) Class III2 365,657

第㇐等級醫療器材查驗登記 NTD 1萬
第二等級醫療器材查驗登記 NTD 2.5萬
第三等級醫療器材查驗登記 NTD 3.8萬

USD

USD

USD 109,697De Novo Class III Class II or I3

(NTD 30萬)

(NTD 1,000萬)

(NTD 300萬)

Class II (95%) or I (5%)

• TFDA查驗登記

Filing fees



Proposing a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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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remarket Notification 

510(k) Submission

• Section 510(k) of Federal FD&C Act 

• 21 CFR 807, Subpart E 

• It is a marketing clearance application

(1) when first marketing a device, or

• 510(k)s are “cleared” (not “approved”)

• Proves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per intended indication

Allows FDA to determine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SE)

•

clearance

(2) when changing a device that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safety or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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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 Equivalence (SE)

• Demonstration that a new device, as compared to 

a predicate device, has...

o or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o not 

raise questions regarding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 the same intended use and

Predicate Device

SENSE Legally marketed

Re-submission

Class III

Legally marketed device

(except PMA device)

Pre-
amendment 
devices

510(k) 
cleared
devices

De novo 
granted
devices

- the same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Highest risk category

• Support or sustain human life, substantial importance in preventing 
impairment of human health, potential for unreasonable risk of illness or injury

• Unable to solely rely on general and special controls to assur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 human clinical studies are most likely required

• Most stringent review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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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rket Approval (PMA)

Class III Medical Devices require P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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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rket Approval (PMA)
Class III Medical Devices must go through PMA to obtain Market Approval:

No Predicate
Independent & 
scientific data

Clinical Data

< 10% 510(k)
Most PMA

Stent ICD Artificial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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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A Post-approval Controls

• Post-approval studies (PAS) and reports

• Amendments

• Supplements

• 30-Day Notices

• Post-approval periodic reporting (annual reports)

• Annual on-site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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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Taiwan Aulisa Medical 

How have we don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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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

 台灣安麗莎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於2013年，位於台北市，為公司總部，專責產品研發、製造、法規、品管中心、財務、市場、銷售(台灣及東南亞地區)

• 美國子公司Aulisa Medical USA, Inc. 為美國加州註冊之公司,專責北美及歐盟國家之市場、銷售及企業發展業務

 結合尖端ICT技術和醫療器材科學, 專注於開發下列兩大主軸產品:

1.醫療級(美國FDA核准)之無線、穿戴式生理訊號

連續量測之近程與遠端病患監控系統(帶警報功能)

2. 數位醫療 — 醫療大數據分柝與AI醫療産品

• 產品特性: 

1.所有年齡層的人群,從嬰兒、兒童、成人、到年長者皆可使用

2.可使用於各種不同的場域包括居家環境、醫院、診所、看護中心

3.可使用於單一病患(1-1)或多數病患中央監控(1對多) 

 經驗豐富，多次成功的管理團隊; 全球市場潛力龐大(>130億美元)

(醫療器材科學)     ICT

=Aulisa Systems

+

1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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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

 已進入商業化階段 -盈餘可期

• 共五項產品已獲得美國FDA 510(k) 市場許可(1. GA1000 = 供成人及孩童近程監控, K162580; 2.GA1001 = 供嬰

兒近程監控, K182822; 3. GA2000 = 供成人及孩童遠程監控, K183067; 4. GA2001 = 供嬰兒遠程監控, 
K191207;  

5. MP1000 = 多數病患集中監控系統, K202497)

• 上列產品並已獲得台灣衛福部醫療器材查驗登記與外銷專用許可證

• 己獲得CE標誌 (經 TUV certified) 己佈局開拓歐洲, 柬南亜各國

• GMP工廠設立完成, 並獲得台灣衛福部GMP認可登錄, 開始量產, 以供內銷及外銷美國, 參展 CES-2019, Las 

Vegas, 國際媒體共認是“台灣之光"  

• 產品於美國、歐洲、台灣及東南亞等市場同時銷售, 可預期營業迅速擴張, 進入爆發成長期

• 另有多項新產品研發中，預期6-12月内可分別取證上市 (包括:無線穿戴式體温模組、無線無袖套動態血壓模組、

無線穿戴式ECG/EKG/PPG模組)

2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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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還未能滿足之醫療需求] (Unmet Medical Needs): 

• 全球醫護人員人力面臨長期嚴重缺乏, 被迫以抽測方式照顧病患

• 以抽測方式照顧病患確定不夠的 - 造成病人不必要的死亡 (必需以連續監控代替抽測)

• 嬰兒猝死症 (SIDS)目前尚無產品可預防

• 睡眠呼吸中止症(OSA)、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慢性心臓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特
殊慢性病症照護不易

• 全球老年人口急速增加，醫院、長照中心、養老院已無法提供足夠之照護地點, 更來
不及建設新設施, 陪訓新的醫療人員

• COVID-19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目前尚無疫苗或特效藥,疫情嚴峻,無法有效制止感染

本公司之産品是針對[還未能滿足之醫療需求(Unmet Medical Needs)

台灣安麗莎的Aulisa Guardian-Angel �滿足之醫療需求對策:
FDA 核准,穿戴式,連續生訊雲端監控及警報系統, 針對[未能滿足之醫療需求]設計研發
FDA cleared, wearable continuous vital sign cloud monitoring & Alarm Systems



全球醫護人員人力面臨長期嚴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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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國(包括台灣), 每個護理人員經常都要分配照護 7-8 個病患,
被迫以抽測方式照顧病患, 病患經常在很的時間内都沒有護理人員監護.
Per AMSN: https://www.amsn.org/practice-resources/care-term-
reference/staffing/question-what-suggested-nursepatient-ratio-and



以3-4小時抽測方式照顧病患, 病患的危急狀况無法及時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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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的看護病患的標準作業方式是定時抽測
• 病患的生訊每3-4小時抽測一次
• 無法察覺出病患的生理訉號的趨勢

spot checks only every 3-4 hours
The

• 居家及醫院照護的病患, 應連續監控,當危急情況
發生之前幾小時, 生理訉號的變化都會清楚顕示
出來的

vital signs can be a warning...



居家連續監控可以及時察覺病患警急狀況並避免急救 - 救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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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 signs show changes hours before an adverse event. 

Lives can be saved by 1)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vital signs, and 
2) giving alarm to intervene, spot checks are often too late 
– at home and in hospitals  

無論居家或在醫院裡, 我要在危
急情況發生之前, 就得知病人狀
况, 否則就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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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監控,及時發出警報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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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裡病人愈來愈老, 病狀愈嚴垂, 活得更長,年長者人數急速增加

• 以現行的方式照護年老的病患是行不通的

• 美國在2017年,63,000,000人超過65歲,每天有新的10,000人加入這個族群,2025年有1億美國人超過65歲)

• 全球2050年,有13 億人超過65歲)

• 以連續生訉控,讓年長者居家照護,是最可行的

older sicker patients
Patients are

醫院裡病人愈來愈老, 病狀愈嚴垂, 活得更長,年長者人數急速增加



• 必需將人體與量測儀器連接 (sensor cable, ECG wires, etc) 

• 成本高, 人工貴, 病患不舒服, 甚至不安全

• 護士人力缺乏, 只能3-4小時抽測一次, 病患狀况的變化趨勢無法察覺(查覺時已經太遲)

• 連續監控是必要的, 但現行生理訊號偵測方式無法執行

• 護士人力缺乏 + 年老多病的長者 + 醫院疏失 =美國醫院每５分鐘有一病人不幸死亡

•  continuous monitoring is a “must”; 連續監控是必要的

18

• Spot-check - random reading at one point of time – not useful to safeguard patents  
• Patient’s vital signs can change rapidly and in danger any time 
• Continuous Real-time monitoring is a “must”! but not feasible!
• 只能抽測,不能連續監控,患者隨時都可能到危急狀況,但查覺時已經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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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人體生理訊號偵測方式所産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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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with 
Chronic diseases
And memory loss

OSA patient COPD patient Respiratory disease 
&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patients

COVID-19 patients

Infant & neonate
(SIDS)

安麗莎的守護天使® 醫療級、可穿戴的感測器、無線、連續監控及時警報系統:
可使用於所有年齡層的人群,從嬰兒、兒童、成人、到年長者皆可使用; 
可使用於不同的場域包括居家環境、醫院診所
可使用於單一病患(1-1)或多數病患中央監控(1對多)

Suitable patient groups 

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長者-多種慢性病及失能患者

嬰兒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心臟病和心血管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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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isa Guardian-Angel® (安麗莎守護天使®) 美國 FDA cleared 批准上市 : 
can be used on monitoring single patient or multiple patients centralized as a group
安麗莎守護天使醫療生訊監控及警報系統可用於單一病人(一對一)或多數病患集中監控(一對多)

Wearable wireless continuous cloud patient monitoring & alarm Systems (Single Patient)

Receiver/Transponder (RT)

Wearable 
Sensors

Smart-Phone

Smart-Phone

Tablet Display
Tablet Display

Smart-Phone

Smart-Phone

Tablet Display

雲端監控 Remote/Cloud Monitoring – BLE/WiFi Transmission 近端監控 Local Monitoring – BLE Transmission (10-meter limitation) 

Tablet Display



安麗莎守護天使®系列產品

21

型號:GA1001 型號:GA2000 型號:GA2001

近程: 藍芽傳輸 遠程: 藍芽 + WiFi無線網路傳輸

穿透式指套:適用兒童與成人 反射式綁帶:嬰兒專用 穿透式指套:適用幼兒與成人 反射式綁帶:嬰兒專用

型號:GA1000

WiFi mesh 
network 

安麗莎守護天使中央監控系統

型號: MP1000

所有安麗莎守護天使®系列產品都有:
 PPG 感測器可量測:

• 血氧濃度(SpO2)+
• 心率(Heart Rate)+
• 脈搏強度(Pulse Amplitude)

 可另加溫度感測器(Thermo Sensor)量測:
• 體溫 (Body Temperature)

 亦可另加ECG/PPG 聯合感測器量測: 
• 呼吸次數(Respirate rate)
• 無袖套動態血壓
• ECG/EKG 有關心電之生理訊號

適用兒童與成人

型號:GA1000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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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isa Guardian-Angel® FDA cleared: 
can be used on single patient or multiple patients centralized as a group
安麗莎守護天使醫療生訊監控及警報系統可用於單一病人(一對一)或多數病患集中監控(一對多)

• Oxygen Saturation (SpO2)血氧濃度-已上市 available now

• Heart Rate 心率 -已上市 available now

• Pulse Amplitude 脈搏強度 -已上市 available now

• Body Temperature 體溫 -已上市 available now

• (Respirate rate 呼吸次數) (2Q21 510(K) submission)

• (Cuff-less continuous Blood Pressure無袖套動態血壓) (2Q21)

• (ECG/EKG 有關心電之生理訊號) (2Q21 510(K) submission)

3 Sensors 7 Vitals --３個感測器可量測７個生理訊號

Capable of measuring 7 Vital signs with 3 wearable bio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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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isa Guardian-Angel® FDA cleared: 
can be used on single patient or multiple patients centralized as a group
安麗莎守護天使醫療生訊監控及警報系統可用於單一病人(一對一)或多數病患集中監控(一對多)

Our RA strategies:

• Stay within 510(K) products (no PMA)

• Build stepping stones – first most simple product became our own predicates

• local monitoring to remote (cloud) monitoring

• From audio only to audio + video

• From single patient to centralized multiple patients systems

• Maintain consistency: Front end - miniaturized wireless wearable biosensors to 
generate continuous human vital signs of all kinds,  and 

• Back end: Leverage ITC and wireless IOT to transmit patient data and 
annunciate alarms, back end remain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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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isa Guardian Angel® can replace Philips IntelliVue MP5 multifunctional Patient Monitor
安麗莎守護天使® 可以取代 飛利浦的 Philips IntelliVue 多功能病患監測儀

Philips’ MP5:體積大(手術室空間珍貴)，須要多種電纜及電線將量測儀器連接到患者，不能持續監控，只能
局部使用，對使患者不舒服，價格昂貴，……

Aulisa Guardian Angel®: 輕巧生訊感應器，無線，給供患者使用舒適，無笨重的機箱，可持續監控，病患有異
常時可報警，提供生訊及語音視頻、可集中監控多數患者，經濟高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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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麗莎守護天使® 從現在到將來

• 無線 - 去除所有電線及生訊導線、免除線材干擾及不便
• 可穿戴式之生訉感測器 - 連續監控
• 無需大型笨重儀器
• 雲端監控 (無距離及時間限制, 24/7)
• 警報 – 自動發出警報、及時通告醫護人員或家人幫助病患
• 智慧軟件增管理照顧病患之效率
• 中央集中監控看護多數病患(病房) 減低醫護成本, 疏解缺乏護

理人員之困境
• 增強被照顧問病患之安全及舒適

patients are strung with wires Wearable sensors / wireless Centralized Multi-patient  monitoring

現在 將來–安麗莎方式



安麗莎守護天使®中央監控系統 Centralized Multiple Patient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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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場域：各醫療院所 ICU, NICU, 住院病房, 透析中心、照護中心

Conceptual Depiction  

Doctor’s 
office

Centralized Nursing Station

Aulisa 1-1 
monitor

ICU, NICU, Hospital Ward/Dialysis Center

WiFi mesh network 





安麗莎守護天使中央監控系統目前已安裝及進行中應用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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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透析診所(原仁濟醫院洗腎中心)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已安裝or scheduled to installed 
之美國醫院:



安麗莎守護天使中央監控系統 -- 成功案例

28

安裝1對多主顯示器於中心監控站及醫生診間



安麗莎守護天使中央監控系統特色及功效

29

● 整合多套安麗莎守護天使Ⓡ 無線傳輸至中央監控系統，並透
過大螢幕上同步顯示

● 可於中央護理站及診間多處同時監看病患生理訊號

● 與單一安麗莎守護天使Ⓡ 同步更新病患生理訊號數值

● 當病患生理訊號異常時，安麗莎守護天使Ⓡ及中央監控系統

同時發佈高度危險警報通知醫護人員

● 當設備異常時 (如: 血氧模組低電量/藍芽連接斷線/指套脫

落)，安麗莎守護天使及中央系統同時發佈中度危險警報通

知醫護人員

● 安麗莎守護天使中央監控系統安裝位置與方式可依要求客製

● 標準規格為 1 對 16 套 安麗莎守護天使Ⓡ

● 大幅減少護理監控人力

● 操作簡便、介面清楚且明確

● 增加被照護病患的安全性

6號病床有狀況

適用場域：透析中心、長照中心、各醫療院所 ICU 等



產品概念影片 / Q & A

Please click link below to view a video: 

https://youtu.be/Ks4eJE4ufiw (201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veqJnyjJ59G710kDX-j9AMe-MhZp5cU/view (201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dmSFCEYCY7XtIB2Td35AdUr9wZpZNm-/view?usp=sharing (2020 
Chinese subtitles)

https://youtu.be/alx5WXBTSsw (真心愛臺灣)

1. https://youtu.be/f0smd7rlT6g (Chinese Subtitle Version) (video -發現新臺灣) 

2. https://youtu.be/uQbtO4Lcm5A English Subtitle Version (video -發現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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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報 - En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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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 Chairman, &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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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 OTC Monograph 

國內外管理制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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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兼總經理：朱凱民 醫學博士 

05/26/2021 



大   綱 

• 藥品分級管理制度 

• 國內外非處方藥之管理 

• 何謂OTC (over-the-counter) Monograph? 

• OTC Monograph我國與美國管理制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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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分級管理制度 
• 藥事法第 8 條: 

 

– 本法所稱製劑，係指以原料藥經加工調製，製成一定劑型及劑量之藥品。 

– 製劑分為醫師處方藥品、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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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處方藥之管理 
• 加拿大： 

– 第1類：需要根據處方箋才能出售，由有證照的藥劑師提供。 

– 第2類：不需要處方箋，但需要藥劑師做過評估後才能銷售。這些

藥物被放置在藥房之內，外人不得進入的區域，所以被稱為"櫃檯

後面的藥物（behind-the-counter）"（出售時，藥物要經過櫃檯才

能交給顧客，所以非處方藥被稱為over-the-counter drug）。 

– 第3類：不需要處方箋，但必須放在藥劑師可監督的區域。這些藥

物放在零售店中可讓消費者作自我選擇的區域，但是如果有需要

時，藥劑師可對客人的自我選擇提供協助。 

– 前三類之外的藥物：不需要處方箋，可在任何零售店內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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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處方藥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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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 非處方藥分為甲類非處方藥和乙類非處方藥兩種，分別
使用紅色和綠色的「OTC」（Over-The-Counter）標
誌。 

 

– 甲類非處方藥不須醫生處方就可以購買和出售，但必須
在藥店出售，並在藥劑師指導下使用。 

 

– 乙類非處方藥有著長期安全使用的記錄，可以像普通商
品一樣在超市、雜貨店直接出售。 

 



非處方藥之管理 
• 荷蘭： 

– UR（Uitsluitend Recept）：處方藥。 

– UA（Uitsluitend Apotheek）：需經過藥劑師銷售。 

– UAD（Uitsluitend Apotheek of Drogist）：要經過藥劑師或藥房銷售。 

– AV（Algemene Verkoop）：可在一般商店中銷售。 

 

• 英國： 

– 處方藥（Prescription Only Medication，POM）。 

 

– 一般銷售清單（General Sales List，GSL），銷售人員無需任何藥
學訓練即可銷售（因此它們可在任何地方銷售，例如說在超市）。 

 

– 僅限藥房出售藥物（Pharmacy Medicines，P）是法律上既不屬於
POM藥物，也不屬於GSL藥物。可在註冊藥房出售，但不能用於消
費者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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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處方藥之管理 

• 美國： 

 

– FDA要求所有「"新藥"在進入州際貿易之前必須獲得新藥申請（NDA）的
核准，但通常被公認安全與有效（GRAS/E）的藥物，這種要求會被豁免。 

 

– 在NDA的規定出現之前即已在市場上流通的大量OTC藥物，FDA創建
OTC monograph 專論系統來審查藥物類別，經過專家小組認為符合公認
安全與有效的，就歸入GRAS/E這一類 。 

 

– 2020年通過的《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法案）
包括一些改革措施，讓美國某些OTC藥物監管方式現代化。 

 

– 雖然有許多OTC藥物的專論需要更新，但要做更新或更改，所需的通知和
規則制定程序（notice-and-comment rulemaking process）緩慢又繁瑣。
CARES法案使用行政命令取代緩慢又繁瑣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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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處方藥之管理 

• 美國： 

 

– 受限制的OTC藥物 

 

• 由於第三類OTC藥物雖屬FDA監管，但由於定義不清，又
同時受到其他銷售管理規定的限制。這些藥物在法律上被
歸類為OTC藥品，但通常都放置在櫃檯後面，並且僅在其
所在州的註冊商店中出售。並未在便利店和雜貨店中銷售。 

 

• 例如，許多藥房把含有偽麻黃鹼（一種OTC藥品）的產品
轉放到特定位置，客戶必須經過藥劑師方得購買。這種藥
物原本不需要處方；但為減少甲基安非他命（俗稱冰毒）
的製造而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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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處方藥之審查途徑 

• 美國: 

 

– 非處方藥通稱為over-the-counter (OTC) drugs，分為兩
種法規審查途徑: 

 

• 需申請新藥查驗登記(new drug ap- plication, NDA)程
序: 

– 與已核准之OTC藥品成分、劑型、劑量或使用途
徑不同。 

– 處方藥若欲變更為OTC 藥品，也需要申請NDA，
稱為「prescription to OTC switch NDA」。 

• 以OTC藥品專論複審(OTC Monograph)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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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 OTC Monograph? 

• 美國「OTC Monograph」之形式類似處方集，依藥品適應症

分類，列舉已被認定為安全且有效之藥品活性成分、使用劑

量、可配合的處方、測試方法以及仿單標籤上應記載的事項。 

 

• OTC Monograph 內容由FDA公佈，符合OTC Monograph 之

藥品不需取得FDA核准即可上市，但申請者不擁有藥品許可

證，上市後也無法利用資料專屬權獨占藥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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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美國 

分級制度 指示藥、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 Over-the-counter (OTC) 

管理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藥署)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上市申請 

皆需向食藥署申請查驗登記，由醫藥品查
驗中心審查技術資料，審查通過後取得許
可證始可上市 

1. 無同成分、劑型、劑量或使用途徑之已核准藥品，需
申請NDA 

2. 符合OTC monograph規範，不需FDA核准即可上市 

適應症分類 十八大類 (收載於指示藥品審查基準) 十九大類 

審查依據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指示藥品審查基準、 

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 

OTC monograph。 

(21CFR 328-358) 

藥品許可證 審查通過後核發許可證 

1.NDA上市之藥品具有許可證，且可能擁有市場獨占權 

2.符合OTC monograph之藥品不具許可證，上網登錄取
得美國國家藥品驗證號National Drug Code (NDC)，
即擁有美國販賣銷售權。 

取得方式 

1.指示藥：不需醫師處方箋，經醫師藥師
藥劑生指示後即可購買 

2.成藥：不需醫師處方箋，民眾可自行購
買 

OTC：不需醫師處方箋，民眾自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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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美國非處方藥 
管理制度之比較 



antacid drug antiemetic drug skin protectant 

drug 

antiflatulent drug nighttime sleep-aid drug anorectal drug 

topical antimicrobial 

drug 

topical otic drug ophthalmic drug 

antidiarrheal drug external analgesic drug antiperspirant 

drug 

miscellaneous 

internal drug 

miscellaneous external 

drug 

sunscreen drug 

stimulant drug products for over-the-counter 

human use drug 

anticaries drug 

cold, cough, allergy, bronchodilator, and anti-asthmatic drug 

internal analgesic, antipyretic, and antirheumatic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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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OTC Monograph 

十九大類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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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FR part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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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C Active Ingredient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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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十八大類指示藥品 

審查基準20190805  

抗過敏劑 胃腸製劑 外用抗黴菌劑 
一般皮膚外用劑-

其他類 

眼用製劑 解熱鎮痛劑 外用鎮癢抗發炎劑 外用痔瘡劑 

鎮暈劑 綜合感冒劑 外用抗痘劑 
點(噴)鼻製劑  

 

驅蟲劑 鎮咳袪痰劑 尿布疹及痱子製劑 

瀉劑 
外用殺菌 
及抗菌劑 

乾裂傷及去角質製劑 

台灣指示藥品皆需向食藥署申請查驗登記，並由醫藥品查驗中心進行技術性資料審查，取得許可證後才能上市。 



指示藥品審查基準20190805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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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藥品審查基準20190805 

舉例說明 



20 

指示藥品審查基準20190805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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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藥品審查基準20190805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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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藥品審查基準20190805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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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美國OTC monograph所涵蓋的藥品，台灣十八大類指示藥
審查基準中，雖部分與OTC monograph相符，但不論在成分種類
或數目上仍有增加的空間，建議可建立定期審查機制，將具足夠上
市經驗且安全有效的藥品加入基準。 

 

• 另外，美國符合OTC monograph之藥品上市過程可獲得簡化，建
議可參考美國，簡化台灣非處方藥品上市過程。 

 

• 關於法案的修訂，建議可參考2020年美國新公布之CARES Act法案，
以較有效率的行政命令方式進行法案的修訂，使台灣非處方藥品規
範能因應時勢的變化做出及時的反應，在新式傳染病的威脅下除了
依靠政府的防疫措施之外，教育民眾自我照護意識也是對抗疾病的
重要方式。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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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藥申請-美國 FDA「提出暫時
性許可修訂取得最終許可」指引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杜建龍 審查員 

11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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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演講內容僅代表個人之觀點，凡涉及
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與適用，應依衛生主
管機關之指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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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 Background 

• Amendments to tentatively approved ANDAs 

• Submission of and review goals for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 Post-TA changes that may impact final approval 

• Content of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3 

Amendments and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to Tentatively Approved ANDAs, US FDA, September 2020   



Background 

A. ANDA Approval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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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 CMC 

- Pharm/Tox 

- PK/PD 

- Clinical safety 

and efficacy 

Reference listed 

drug (RLD) 

Same 

- active ingredient 

- dosage form 

-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 strength 

- conditions of use 

- labeling 

- CMC 

- PK/PD 

(bioequivalence 

study) 



Background (cont.) 

B. Patent Certifications and Exclusivities – Effect 

on Timing of ANDA Approval 

5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Patent types which 

can be listed in the 

Orange Book: 

- Drug substance 

(active ingredient) 

patents 

- Drug product 

(formulation and 

composition) 

patents 

- Method-of-use 

patents 

Reference listed 

drug (RLD) 

Same 

- active ingredient 

- dosage form 

-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 strength 

- conditions of use 

- labeling 

Certifications: 

- Paragraph I 

- Paragraph II 

- Paragraph III 

- Paragraph IV 

Marketing Exclusivity 

– 180 days   

Orphan Drug Exclusivity – 7 years 

New Chemical Entity Exclusivity – 5 years 

New Clinical Investigation Exclusivity – 3 years 

Pediatric Exclusivity – 6 months added on 



Background (cont.) 

C. Tentative Approval and Amendments to 

Tentatively Approved ANDAs 

Tentative approval (TA): 

- because of unexpired patents or exclusivities 

- not an approved drug 

- may not be marketed until the date of approval 

- not be approved until FDA issues an approval letter 

after any necessary additional review 

- ANDA applicant may submit amendments to request 

final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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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tentatively 

approved ANDAs 

A. Review Goals for Amendments Other Than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Types of amendments: 

- Major Amendments 
(e.g., a composition change or reformulation, a change in the source 

of a drug substance, a change in the manufacturing site, the need 

for a new bioequivalence (BE) study,…) 

- Minor Amendments  
(e.g., minor deficiencies in the drug master file (DMF), incomplete 

dissolution data, labeling deficiencies,…) 

7 

Amendments to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Under GDUFA (Amendments Guidance), US FDA, July 2018 



Amendments to tentatively 

approved ANDAs (cont.) 

B. Status of a Tentatively Approved ANDA Upon 

Submission of an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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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Under 

review 

TA 
Submits an 

amendment Defers 

it 

Decides 

to assess 

TA 

Final 

approval 

Meets all the 

requirements 

Identifies 

deficiencies 

Complete 

response 

Addresses the 

deficiencies 



Submission of and review goals for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A.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 FDA does not automatically grant final approval upon 

the expiration of any periods of exclusivity or patent 
protection. 

- Applicant generally submits an amendment to its ANDA 
explicitly requesting final approval to market its drug 
product. 

- These amendments will be classified as major or minor 
and assessed by FDA consistent with the review goal 
dates in the Amendments Guidance. 

- It is, therefore, incumbent on the applicant to accurately 
plan the timing of its request for final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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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of and review goals for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cont.) 

B. Applications with Granted TA Status Less Than 

3 Years Before the Earliest Lawful Approval Date 

- Should clearly identify, in its cover letter, that the 

amendment is a request for final approval. 

- No new data, information, or other changes → minor 

amendment → FDA generally assesses within 3 months. 

- Contain substantive changes → major amendment → 

review goal date corresponds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described in the Amendments Guidance (i.e., 10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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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of and review goals for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cont.) 

C. Applications Granted TA Status 3 or More Years 

Before the Earliest Lawful Approval Date 

- Bioequivalence standards may have changed; manufacturing 

standards may have changed; or significant RLD labeling 

changes may have been approved → a more extensive 

assessment may be necessitated. 

- Applicant should consider the changes and updates 

since the TA was granted and submit the request for final 

approval as a minor or major amendment, as appropriate. 

- Submit the request as a major amendment with no later 

than 10 months before the date on which the applicant seeks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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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of and review goals for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cont.) 

D. Complete Responses and Reissued Tentative 

Approvals in Response to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 An applicant that receives a complete response letter (CRL) 

must adequately address the deficiencies. 

- FDA may reissue a TA if a review goal date is set for before 

the earliest lawful approval date. 

- FDA may choose to work through the goal date and grant 

final approval on the earliest lawful approval date if that date 

is imminent rather than reissuing the TA on the goal date. 

- If FDA reissues the TA, the applicant should submit a new 

request for final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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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TA changes that may 

impact final approval 

• Product Quality Updates 
(e.g., new API sourc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hanges to the product, 
process, analytical methods, and/or specifications, updated stability data,…) 

• Bioequivalence Updates 
(e.g., new in vivo or in vitro bioequivalence studies or other analyses 
conducted consistent with recommendations in a newly issued, revised, or 
finalized product-specific guidances.) 

• Labeling Updates 
(e.g., the labeling changes of the RLD, new product quality information, new 
bioequivalence studies, the omission of an indication protected by patent or 
exclusivity,…) 

• Orange Book Listing, Patent, and Exclusivity Updates 
(e.g., updated patent certification or statement, an appropriate statement to 
address newly listed patent or new exclusivity for the RLD, litigation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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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of requests for final 

approval 

• A request for final approval should clearly 
identify, in its cover letter, all changes to the 
ANDA that have been made since the TA was 
granted. 

• It is incumbent on the ANDA applicant: 

- to monitor for updates related to the 
applicant’s drug product. 

- to ensure that amendments addressing these 
updates are timely submitted to and are 
clearly identified. 

 
14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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