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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Taiwan

We Want You !!!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台灣協助⻝藥署從事醫藥品相關審查的機構，稱為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CDE)。CDE的業

務範疇包括 : 藥品審查、醫療器材評估、廠商諮詢輔

導、醫療科技評估…等，⽬前內部共有⼆⼗多位專科

醫師。台灣於2018年躋⾝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ICH)

正式會員，CDE成員參與其中，⽬前 ICH僅有10個

官⽅會員。

 

若考慮職涯轉換，參與藥物審查亦是貢獻所學的⼀條

蹊徑。相較於臨床⼯作，影響甚⾄更為深遠。CDE

可與時俱進，了解醫藥產業最新發展，對於新進醫師

審查員的職涯過渡亦提供協助。更棒的是，這裡還是

個友善職場，落實勞基法、性平法，倡導⾃主管理，

休假⽐照⾏政機關，⽣活品質良好！

What CDE Provide:

Updated Medical Progress
Professional Colleague
Self Development
Employee-friendly Workplace
Good Quality of Life

 



國 際 藥 品 法 規 協 和 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ICH)源⾃

於25年前，國際性製藥產業在推動藥品⾏銷國

際化過程，對世界上三⼤製藥產業經濟體(美

國、歐盟、⽇本)提出製藥法規協和化的要求

之下因應⽽⽣之法規協和化平台。台灣從

2008年開始參與ICH，CDE多次派員出席⼤

會，參與20餘專家⼯作組共同訂定全球藥品

技術指引。我國於2018年成為ICH正式會員，

不僅可取得ICH最新的法規研議及發展⽅向，

使我國的藥政管理法規得以即時與國際銜接，

亦可於國際會場上展現我國在藥品上市審查的

精進成果，以及審查員獨⽴審查的專業能⼒及

⽔準。

台灣躋⾝ I C H正式會員  C D E成員參與其中

EC, Europe

FDA, United States

MHLW/PMDA, Japan

Health Canada, Canada

Swissmedic, Switzerland

ANVISA, Brazil

HSA, Singapore

MFDS, Republic of Korea

NMPA, China

TFDA, Chinese Taipei

⽬前ICH僅有10個官⽅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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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ICH？(請點下⽅縮圖)

R e g u l a t o r y  S c i e n c e
Service for Life

CDE簡介 (請點下⽅縮圖)

⽐肩各國

台灣也有專業藥物審查機構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為美國衛⽣及公共服務部直轄的聯邦政

府機構，其下有不同專責單位負責新藥上市前

審查及藥品上市後的安全性觀察。類⽐的機構

在 歐 盟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或⽇本厚⽣勞動省下均有。⽽在台灣協

助⻝藥署 (TFDA)從事醫藥品相關審查的機

構，稱為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CDE)。

CDE的業務範疇與成員

⽬前CDE的業務範疇包括: 藥品審查、醫療器

材評估、廠商諮詢輔導、醫療科技評估…等。

成員包括醫師、藥師、藥毒理、統計學、藥物

動⼒學及化學製造管制…等各領域專家。⽬前

內部的專科醫師科別包括 : 神經內科、腎臟內

科、腸胃內科、腫瘤內科、⼩兒科、婦產科、

核⼦醫學、放射腫瘤、家醫科、⿇醉科、復健

科，共⼆⼗多位專科醫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Xow9RTYbk
https://www.ich.o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9zg7dK41I


與時俱進，了解醫藥
產業最新發展

CDE⾝處藥物審查的最前線，可與時俱進，

了解醫藥產業最新發展，例如近幾年熱⾨的

腫瘤免疫療法、細胞治療及真實世界證據…

等。審查過程中將與各領域專家共事，得以

學習藥物研發於臨床前階段的相關知識

(如 : 化學製造、動物試驗、藥物動⼒學…

等)，以及統計檢定的概念。CDE每年亦邀請

多位國內外專家蒞臨演講，交換審查經驗，

促進國際交流。

14位
知名專家學者

蒞臨演講
108年度為例

哈佛Darren Toh副教授

統計專家：魏⽴⼈教授與藍光國博⼠

中國醫藥⼤學李珮端教授

羅⽒公司總部 real-world evidence

(RWE) 專 家 -Dr.Camille Perret and

Dr. Eric Barriere

艾伯維總部Global Evidence Strategy

副總裁Dr. Chris L. Pashos

以108年度為例，共有14位國內外知名專家

學者蒞臨CDE演講，其中包括:

藥物資訊協會(DIA)
藥物資訊協會(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DIA)為⼀世界性組織，會員來⾃80多國的

政府藥事法規單位、學研單位、⽣技醫藥研發公司、製藥公司、委託研究(CRO)公司、醫藥軟

硬體設備業者，及相關醫藥組織團體等領域，會員⼈數達1萬8千多⼈。2019年第55屆年會，

於美國聖地⽛哥舉辦。台灣由衛福部⻝藥署吳秀梅署⻑及查驗中⼼⾼純琇執⾏⻑率代表團將近

40⼈參加，包含衛福部醫事司⽯崇良司⻑、⻝藥署張連成科⻑，國家衛⽣研究院蕭⾦福副所

⻑，以及多家臨床試驗中⼼與廠商代表參與會議，擺設攤位介紹台灣臨床試驗環境與執⾏現況

及台灣藥政法規環境，提升台灣藥政管理國際能⾒度。

42場
內部教育訓練

108年度為例



Employee-friendly Workplace

離開臨床仍然可以貢獻所學

臨床⼯作壓⼒繁重，若考慮職涯轉換，參

與藥物審查亦是貢獻所學的⼀條蹊徑。相

較於臨床⼯作，影響甚⾄更為深遠。每年

CDE審查的案件與臨床試驗計畫書之類型

橫跨各疾病領域，醫師審查員⼤多加⼊新

藥科技組，依照專⻑分配審查案件。然

⽽，隨著經驗的累積，亦有機會接觸全新

領域的案件，或依照興趣或專⻑協助CDE

其他組別的業務。

協助新進審查員職涯過渡

臨床醫師即便有意跨⾜藥物研發，往往由

於對該領域的陌⽣⽽卻步。對於新進臨床

審查員的職涯過渡，CDE提供許多協助，

包括: 以⼩組為單位，由資深⼩組⻑指導；

建構e-Learning系統，提供學習資源；由

複雜度較低、與本⾝專科相關的案件循序

漸進的接案。每兩週由新進的醫師審查員

輪流報告審查案件，針對臨床試驗設計缺

失、藥物療效及安全性、⾵險管控等議題

進⾏討論，並由資深藥諮會委員指導。

友善職場

CDE落實勞基法、性平法，可申請育嬰

假、產假、哺乳假、家庭照顧假。倡導⾃

主管理，上下班時段彈性，休假⽐照⾏政

機關，⽣活品質良好。此外，每週可申請

⼀個上/下午時段⾄教學醫院兼診或⾄研究

所修課。中⼼位於昆陽捷運站出⼝步⾏三

分鐘處，交通便利。內部設⽴福利委員

會，舉辦環境教育、三節活動、尾⽛、團

購、特賣會，活絡職場氣氛。

延伸閱讀

為什麼藥物審查影響深遠？thalidomide

的故事 (引⽤【⾵傳媒】報導)

https://www.storm.mg/article/61960


We review each product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one of our own

family will take them.

 

 

— 新藥科技組組長

小兒專科

Since 2006  

讓自己成為一個認識規

則的人，也許進一步有

機會成為創造規則的

人。

 
— 資深醫師審查員

神經內科

Since 2008

審查員不再只是單純的醫師，而

是一個「樞紐」，這個樞紐可以

對政府提出政策建言，需要與各

界合作，持續掌握最新興的國際

科學研究趨勢，並且將這些知識

應用在醫藥法規的決策上，這就

是實現法規科學的使命。

 
— 資深醫師審查員

復健專科
Since 2010

因為在中心累積的審查經
驗和團隊的支持，讓我可
以與美國、歐盟、日本等
法規單位交流審查觀念並
一同製訂準則，有了與臨
床不同的經驗與視野。

 
— 諮詢輔導中心主任

腎臟專科
Since 2007

的影於吸
決響工收
定全作新
。台，知

灣做即
人出等

放｜
射醫
腫師
瘤審
專查

Since 2018 科員

一份充滿挑戰

和可滿足求知

慾的工作！
 

— 資深醫師審查員

家庭醫學專科、安寧緩和專科

Since 2007

同事超好
相處的！

 
— 醫師審查員

神經內科

Since 2017

常常在團隊討論過程中

激出火花，很讚的team
work！

 
— 新藥科技組小組長

家庭醫學專科

Since 2007

想放假就隨時可以排

假，不需要煩惱怎麼找

人代班。

 
— 資深醫師審查員

小兒專科

Since 2009

 
｜家
醫庭
師醫
審學
查專
員科 Since 2017

差記那
點自麼
就己聰
要原明
忘來。

第跨驗
一國結
手大果
最型。 
完臨
整床
的試

 
｜
醫
師小
審兒
查專
員科 Since 2015

入新支
狀手持
況也系
。能統

很完
快善
進，

｜
醫

內師
科審
專查

Since 2018 科員



Summary
總結來說，CDE是⼀個能夠與時俱

進，了解醫藥產業最新發展的地

⽅。進⼊中⼼能夠與各領域專家共

事，促進⾃我成⻑。對於新進醫師

審查員的職涯過渡亦提供協助。落

實勞基法、性平法，倡導⾃主管

理。位於捷運站出⼝步⾏三分鐘

處，交通便利。休假⽐照⾏政機

關，⽣活品質良好。

適合怎樣的⼈？

對學術充滿熱愛，卻飽受臨床壓⼒所苦

有意跨⾜藥物研發，⼜擔⼼適應困難

有家庭照護需求

需要空閒時間發展⽣涯志趣

追求⽣活品質

1 .

2.

3 .

4.

5 .

履歷傳送請點此處

有⼀種幸福叫⼼動

有⼀種悲傷叫錯過

http://www.cde.org.tw/about/hr_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