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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核准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情形

美國(共31件)

1. Adalimumab
2. Bevacizumab
3. Infliximab
4. Rituximab
5. Trastuzumab
6. Ranibizumab
7. Etanercept
8. Epoetin alfa
9. Filgrastim
10. Insulin glargine
11. Pegfilgrastim

歐盟(共79件)

1. Adalimumab
2. Bevacizumab
3. Infliximab
4. Rituximab
5. Trastuzumab
6. Ranibizumab
7. Etanercept
8. Enoxaparin sodium 
9. Epoetin alfa
10. Epoetin zeta
11. Filgrastim
12. Follitropin alfa
13. Insulin aspart
14. Insulin glargine
15. Insulin lispro
16. Pegfilgrastim
17. r-Somatropin
18. Teriparatide

台灣(共25件)

1. Adalimumab
2. Bevacizumab
3. Infliximab
4. Rituximab
5. Trastuzumab
6. Etanercept
7. Insulin glargine
8. Filgrastim
9. Pegfilgrastim
10. r-Somatropin
11. Teriparatide

110.10.26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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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核准生物相似性藥品清單
主成分 品名 參考藥品

Adalimumab
安捷達注射液 (Amgevita)

Humira
“卡比” 修邁注射劑玻璃小瓶套組 (Idacio) "卡比" 修邁注射劑 (Idacio)

Bevacizumab 
艾法施注射液 (Mvasi)
力癌停注射劑 (Zirabev)

Avastin

Infliximab 
類希瑪 (Remsima)
英息飛凍晶注射劑 (Ixifi)

Remicade

Rituximab
妥利希瑪注射劑 (Truxima)
洛希隆注射劑 (Rixathon)

Mabthera

Trastuzumab

癌吉清凍晶注射劑150毫克 (Ogivri)
康癌停凍晶注射劑150毫克 (Kanjinti)
赫珠瑪 凍晶注射劑150毫克 (Herzuma)
曲斯若凍晶注射劑150毫克 (Trazimera)

癌吉清凍晶注射劑440毫克 (Ogivri)
康癌停凍晶注射劑420毫克 (Kanjinti)
赫珠瑪 凍晶注射劑440毫克 (Herzuma)
曲斯若凍晶注射劑440毫克(Trazimera)

Herceptin

Etanercept 爾瑞易注射液 (Erelzi) Enbrel

Insulin glargine 日胰穩注射劑 (Basaglar) Lantus

Filgrastim 奈維血添注射/輸注液 (Nivestim)
奈維血添注射/輸注液
480微克/0.5毫升 (Nivestim)

Filgrastim

Pegfilgrastim 福富血注射劑 (Fulphila) Neulasta

Somatropin
歐密拓“山德士”注射液
5毫克/1.5毫升 (Omnitrope)

歐密拓“山德士”注射液
10毫克/1.5毫升 (Omnitrope)

Genotropin

Teriparatide 艾歐骨得注射液20微克/80微升 (Alvosteo) For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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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動/藥效學資料

CMC資料
(物化、生化特性)

臨床資料
(免疫原性資料)

藥毒理資料

CMC證明越相似，

Clinical減免越多。

「生物新藥」「生物相似性藥品」比較
Biosimilars are approved through abbreviated pathways that avoid 

duplicating certain costly clinical trials.

建立療效性及安全性資料 說明相似性

生物相似性藥生物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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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如何管理?
生物藥品與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前審查與上市後管理是相同。

臨床前試驗 臨床試驗 上市後監測產品開發 上市申請 量產

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PIC/S GMP) 

GRM
優良查驗登記管理

安全監視及警訊蒐集 (GPvP)

藥品優良運銷作業規範(GDP)

優良實驗室
操作規範

(GLP)

藥品優良臨
床試驗規範

(GCP)

一般/專案
諮詢輔導

查驗登記
(Approval)

臨床試驗
計畫審查

(TFDA/I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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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法規管理架構

生物相似性藥品法規管理架構

法律 藥事法

法規命令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行政規則

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基準
生物相似性單株抗體藥品查驗登記基準
生物技術/生物性藥品之比較性試驗基準

國際標準 ICH、WHO、FDA、EMA…等規範

審查重點 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技術性資料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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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物相似性藥品法規審查資訊

生物相似性藥品專區2020.6.30建立

http://www.fda.gov.tw

➢ 核准上市清單

➢ 仿單資訊專區

➢ 基準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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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包-讓你一次搞懂何謂生物相似性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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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宣導影片

01

02

03

04

生物藥品

生物相似性藥品

研發過程及臨床應用

上市審查考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koxGNUS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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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物相似性藥品法規演進

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基準

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
技術性資料審查重點表

生物相似性單株抗體
藥品查驗登記基準

01
STEP 1

STEP 3

02

03

97公布
104修訂

110.10.21修訂

附錄：特定生物相似性藥品之產品基準
壹、重組人類生長激素
貳、重組人類胰島素
參、重組人類顆粒細胞群落刺激因子
肆、重組人類紅血球生成素
伍、重組人類α-干擾素

99公布

102公布
104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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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修訂104年公告

生物相似性藥品為生物技術
衍生之生物藥品，於品質、
安全及療效，與我國核准之
原開發廠商之生物藥品(或

參考藥品)相似。

生物相似性藥品為與我國核准之原
開發廠商之生物藥品(或參考藥品)
高度相似之生物製劑，於品質、安
全、療效與參考藥品無臨床上有意

義的差異(no clinically 
meaningful differences)。

110年10月基準修訂內容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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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修訂緣由

110年4月27日「110年與藥業公協會溝通協商會議」

協會建議：

目前定義僅有「相似」兩字，無法充分反映核准複雜大型分子生物相似

藥品整體性考量，也易使大眾對生物相似性藥品之安全性、品質、療效

產生疑慮。建議參考美日兩國定義，加以修正。

U.S.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defines biosimilarity to mean

“that the biological product is highly similar to the reference

product notwithstanding minor differences in clinically inactive

components” and that “there are no clinically meaningfu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iological product and the reference

product in terms of the safety, purity, and potency of the

product.”…」

U.S. FDA. April 2015. Scientific Considerations in Demonstrating 
Biosimilarity to a Referenc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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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修訂過程

110年9月草案公告後協會意見回復

協會建議：

建議可參考美國FDA關於生物相似藥之定義” safety, purity, and 

potency ”，將”品質、安全、療效”修訂為”安全、純度、效價”。

U.S.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defines biosimilarity to mean 

“that the biological product is highly similar to the reference 

product notwithstanding minor differences in clinically inactive 

components” and that “there are no clinically meaningfu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iological product and the reference 

product in terms of the safety, purity, and potency of the 

product.”…」

“安全、純度、效價”無法反應全盤性科學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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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0月基準修訂內容

110年修訂104年公告

-
生物相似藥品的使用方法及
投予途徑應與其參考藥品完

全相同。…

生物相似性藥品所宣稱之適應症必
須是參考藥品我國已核准者。

生物相似藥品的用法用量及投予途
徑應與其參考藥品完全相同，且其
產品本身所能提供之給藥方式須符

合仿單用法用量之建議。…

宣稱適應症

說明宣稱適應症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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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修訂104年公告

-

適應症或用法用量有涉及併用其他
藥品，則仿單上敘述適應症或用法
用量時該併用藥品以成分名呈現為
原則；仿單臨床試驗段落得以實際
執行藥品商品名併成分名呈現。

110年10月基準修訂內容

新增併用藥品仿單刊載原則

說明仿單適應症及用法用量涉及併用其他藥品，以成分名刊載。
此原則適用所有藥品。



18

110年修訂

110年10月基準修訂內容

貳、品質議題

一、說明

(二)根據公佈的資料，例如：藥典中的專論…，比較性研究(相似性研
究)的工作必須廣泛，才足以證實生物相似性藥品是否具備參考藥品
之相似於品質、安全性和療效與參考藥品無臨床上有意義的差異。

參、非臨床及臨床議題

五、臨床試驗

臨床比較性試驗，應採逐步進行的方式執行，….在特殊情況下，進行
藥動學及藥效學試驗(PK/PD)，可足以證明臨床療效之相似性，且與
參考藥品無臨床上有意義的差異。…

與定義相關

依協會建議，因應定義修訂，修訂相關段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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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修訂

110年10月基準修訂內容

壹、總則

三、基本原則

(一) 生物相似性研究的應用

8. 為了加強療效而做的改變，並不符合生物相似藥品的研發方式，其產
品亦不屬於生物相似性藥品。

全文

「功療效」、「比較性研究(相仿似性研究)」」

文句修飾、翻譯修正

草案公告後協會意見回復：
依協會建議，明確說明”加強療效設計”之生物製劑非生物相似
性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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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基準

架構

⚫ 製造過程

⚫ 比較性研究

⚫ 參考藥品

⚫ 分析方法

⚫ 物化特性

⚫ 生物活性

⚫ 純度和不純物

⚫ 產品規格

⚫ 定義

⚫ 訂定基準之目的

⚫ 基本原則(適應症、
併用藥品仿單刊載原
則、參考藥品選擇)

⚫ 適用範圍

⚫ 非臨床試驗(體外
試驗、體內試驗)

⚫ 臨床試驗(藥動、
藥效、臨床療效、
臨床安全性及免疫
原性)

⚫ 特定生物相似性藥品
之產品基準：重組人
類生長激素、胰島素與
類胰島素、顆粒細胞群
落刺激因子、紅血球生
成素、人類α-干擾素

⚫ 參考文獻

壹、總則

貳、品質議題

參、非臨床
及臨床議題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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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適用

範圍

不適用
範圍

⚫ 與我國核准之原開發廠商之生物藥品(或參考藥
品)高度相似之生物製劑，於品質、安全、療效
與參考藥品無臨床上有意義的差異(no 
clinically meaningful differences)。

⚫ 以重組胜肽、重組蛋白質為活性成分的生
物技術衍生的藥品。

⚫ 疫苗、致敏原產品、血液或血漿衍生製劑
及其重組替代物，以及如基因或細胞治療
產品等其他未列入前項之生醫產品。

生物相似性藥品定義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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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基本原則

01
02

03

04

05
07

08

09

01 -研究方法應以全面
性比較分析為基礎。

02 -科學原則係源於比
較性試驗 (ICH Q5E)。

03 -依照現今科技水準
分析技術的進展、生
產製程、臨床及法規
執行的經驗來判定。

04 -高純度的生物相似
性藥品，適用於生物
相似性的比較研究。

09-應詳加記錄其商品
名稱與製造批號。

08-所需之非臨床及臨
床試驗資料，應視個
案而定。

07-為了加強療效而做
的改變(Bio-better)，並
不符合生物相似藥品的
研發方式，其產品亦不
屬於生物相似性藥品。

05-適應症需是參考藥品於我國
已核准者。用法用量及投予途
徑應與其參考藥品完全相同。

06-仿單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若併用其他
藥品，該併用藥品以成分名呈現。
臨床試驗段落以商品名併成分名呈現。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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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參考藥品選擇

生物相似性藥品不得作為參考藥品

需為國內核准許可證

同主成分有多張，得選擇其一作為參考藥品

使用之對照藥品為我國上市藥品(R)，但非我國核准製造廠
生產(R’)，申請廠商有義務確認R’可代表R，且R’需在
我國認可之國家上市。

參考藥品選定

特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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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比較性試驗

✓ 應比較最終產品物化特性，包含活性成分一、二級至更高級的結構。
✓ 胺基酸應與參考藥品相同，差異應來自於參考藥品本身的性質。
✓ 轉譯後不同修飾物應詳細比較，並說明差異。
✓ 應比較產品的純度及不純物、降解物、安定性。

物化特性

生物特性比較

體外試驗通常包含下列相關之測定項目：
✓ 與作用目標的結合能力(作用目標應與參考藥品的藥毒理作用有關) 。
✓ 訊息傳遞路徑與功能活性。

階段式比較
(Stepwise approach)

非臨床試驗比較
✓ 若體外試驗證實沒有品質以及安全疑慮，可考慮直接進入人體試驗。
✓ 若有品質、安全上之疑慮，應以動物試驗結果提供人體試驗之依據。

藥動/藥效比較
✓ 應選擇有代表性之族群與劑量範圍進行。
✓ 免疫原性評估(immunogenicity) 。

療效/安全比較
✓ 重點在於與參考藥品是否有明顯療效、安全之差異。
✓ 適當情形下，療效比較性試驗可以《臨床藥動/藥效比較試驗》取代。

整體證據評估
(Totality of evidence)

具生物相似性
(Bio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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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式比較 (Stepwise Comparability)

2

3

5

4

1 物化特性

非臨床試驗比較

藥動/藥效比較

療效/安全比較

生物特性比較

FILE

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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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比對品質比對

部分品質差異可在此證實相似

非臨床試
驗比對

臨床療效
及安全
比對

物化及生
物特性
比對

整體證據評估 (Totality of evidence)

臨床藥動
及藥效
比對

依個案情形判定!

生物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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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

國際化的
法規協和

基準修訂
專區資訊
公開透明

運用
RWD/
RWE

加強諮詢
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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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詳見

食藥署官方網站

http://www.fda.gov.tw



生物相似性藥品 vs. 生物原廠藥品
-面面觀

Biosimilar vs. Originator Biologic

沈麗娟 教授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

1

第九十七屆藥事論壇講座 生物相似藥品國內最新法規暨參訪 110年11月12日



Disclosures
• Nothing to disclose relative to the contents 

of this presentation.
• 健康保險署藥品專家諮詢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專家學者代表。

•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董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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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可供給性及基本藥品的可承擔性

安全有效具療效及成本效益

保險人

病人

醫師/藥師/護理師

醫療提供者
Biosimilar vs. Originator Bio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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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有效

Biosimilar vs. Originator Bio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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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al process of a biosimilar versus the reference medicine

Totality-of-the-Evidence 總體性證據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Pharmacovigilance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Pharmacovigi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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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nature biotechnology社論

Building a wall against biosimilars
Nat Biotechnol. 2013 Apr;31(4):264. doi: 10.1038/nbt.2550.

對病人，醫師，健保署及政府而言
，誰製造這些生物藥品並不重要，
只要這個市場運作的是，哪一個藥
品效果更好，或者相當效果的藥品
就競爭價格。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讀書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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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leading Example 1 

強調生物相似性藥品高度相同但
非完全相同

故意將”無臨床顯著差異”描述分開寫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讀書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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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藥物主要依賴臨床資料核准
，而生物相似性藥品主要依賴分
析資料

誤導totality of evidence的精神

Misleading Example 2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讀書會資料

8



製造商必須證明臨床上互換參考藥品與生物
相似性藥品不會降低療效與安全性

目前沒有任何生物相似性藥品被核准”可互換
性”

真正的重點: 可互換性僅限於
藥師自動取代(不經處方醫師
同意)

Misleading Example 3 

FDA Approves Interchangeable
2017 adalimumab-adbm
2021 Insulin glargine-yfgn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讀書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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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FDA發布false and 
misleading information 
on biosimilars指引草案

2020年2月

USFDA舉行生物相似
性藥品工作坊(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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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ould firms consider when comparing 
reference products and biosimilar products in their 
promotional materials? (con’t)

藉由比較參考藥品的適應症數目與生物相似性藥品的適應症數目來製造生物相似性藥品較不
安全或不有效，也是誤導

比較適應症數目暗示生物相似性藥
品比較差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讀書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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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ould firms consider when comparing 
reference products and biosimilar products in their 
promotional materials? (con’t)

利用適應症外推來製造生物相似性藥品較不安全或不有效的印象，也是誤導

如: 生物相似性藥品在外推的適應症較不安全有效

利用適應症外推暗示生物相似性藥
品比較差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讀書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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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imilar vs. Originator Biologic

平等的可供給性及基本藥品的可承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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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imilars Approval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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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US FDA: 31
(含insulin glargine)

Taiwan FDA: 18

EU EMA: 65 
（不含withdrawal）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藥品許可證查詢，檢自 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aspx (Jul.01.2021)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da.gov/drugs/biosimilars/biosimilar‐product‐information (Jul.01.2021)
EMA,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ma.europa.eu/en/medicines/field_ema_web_categories%253Aname_field/Human/ema_group_types/ema_medicine/field_ema_med_stat
us/authorised‐36/ema_medicine_types/field_ema_med_biosimilar/search_api_aggregation_ema_medicine_types/field_ema_med_biosimilar
(Jul.01.2021)



Trastuzumab uptake trend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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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IQVIA MIDAS Quarterly Audit from Q2/2018 to Q1/2021. 

2016 
Q1

2017 
Q1

2018 
Q1

2019 
Q1

2020 
Q1

2021 
Q1

EMA
USFD
A

Canada
Australia

Japan

Trastuzumab 之生物相似性藥品
在臺灣已陸續核准及獲健保核價
共4種不同商品名，從最早獲健保
給付(2019.12.01)到現在已一年
多，其使用量仍佔不到1％

Taiwan

First biosimilar 
approve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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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SS is an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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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imilar vs. Originator Biologic

具療效及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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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stuzumab uptake trend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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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IQVIA MIDAS Quarterly Audit from Q2/2018 to Q1/2021. 

2016 
Q1

2017 
Q1

2018 
Q1

2019 
Q1

2020 
Q1

2021 
Q1

EMA
USFD
A

Canada
Australia

Japan

Trastuzumab 之生物相似性藥品
在臺灣已陸續核准及獲健保核價
共4種不同商品名，從最早獲健保
給付(2019.12.01)到現在已一年
多，其使用量仍佔不到1％

Taiwan

First biosimilar 
approve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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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vigilance, traceability and building trust in biosimilar medicines
Generics and Biosimilars Initiative Journal (GaBI Journal). 2017;6(3):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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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可供給性及基本藥品的可承擔性

安全有效

具療效及成本效益

全國藥品政策

保險人

病人

醫師/藥師/護理師

醫療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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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藥品政策

1.全國藥品三大重要政策：品質、可近性、合理用藥
2.品質：生物相似藥品在安全性與療效與原廠生物藥品沒有臨床

顯著差異。生物藥品上市後，包括生物相似藥品，應有主動及
定期的上市後安全監測追蹤。

3.可近性：所有先進國家都積極推動生物相似藥品使用，在有限
的財務負擔下，滿足更多人民醫療需要求。

4.合理用藥：應有國家級的整體用藥合理評估單位及機制，以促
進全國合理藥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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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
School of Pharmac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