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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於 2020 年 11 月發表「複方口服避孕藥之臨床藥品交

互作用試驗」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黃妙蟬 

發表時間： 2020/11/20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別： 指引 關 鍵 字： Combination oral 

contraceptive、COC、DDI  

    

資料來源： US FDA Draft Guidance: Clinical Drug Interaction Studies with 

Combined Oral Contraceptives Guidance for Industry 

  

重點內容： 1. 複方口服避孕藥  (combination oral contraceptives，以下簡稱

COCs) 通常含有兩種合成類固醇荷爾蒙，即黃體素與雌激素。COCs

廣泛地使用於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所以也可能與其他藥品併用。

然而，與 COCs 併用的藥品可能會影響黃體素或雌激素的代謝酵素，

造成其暴露量的改變，進而影響 COCs 的避孕效果及/或安全性，導

致臨床上顯著之藥品交互作用(drug-drug interactions，以下簡稱

DDIs)。 

2. 因此，本指引草案的目的是針對藥品研發的過程中，以下議題，提

供協助：研究藥品(investigational drug)與 COCs 之 DDI 試驗的必

要性評估、試驗設計，以及標示於仿單之試驗結果詮釋與應對的處

置方式。 

3. 本指引草案內容僅著墨於以代謝為基礎 (metabolism-based)的

COCs 藥品交互作用，不包含由其他機轉介導的交互作用、單純黃

體素避孕藥(progestin-only pills, POPs)及非口服路徑之避孕藥的

交互作用。 

4. 黃體素濃度的降低可能造成避孕效果變差，而雌激素濃度的上升則

可能增加靜脈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s，以下簡稱 VTEs) 

發生的風險。COCs 中最常使用的類固醇合成黃體素與雌激素，分

https://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search-fda-guidance-documents/clinical-drug-interaction-studies-combined-oral-contraceptives-guidance-industry
https://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search-fda-guidance-documents/clinical-drug-interaction-studies-combined-oral-contraceptives-guidance-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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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progestin 與 ethinyl estradiol (EE)。CYP3A 作為 progestin

的主要代謝酵素，也參與 EE 的代謝，因此可藉由研究藥品對 CYP3A

的誘導及抑制作用，評估其影響 progestin 及 EE 藥物動力學的可能

性。 

5. 執行 COCs DDI 試驗的時機 

(1) 當研究藥品須長期使用(chronic use)且預期會與 COCs 併服

時，若體外試驗顯示研究藥品為 CYP3A 誘導劑或抑制劑，可考

慮直接執行一個 COCs DDI 試驗，或依下列規則決定是否執行

一個 COCs DDI 試驗。 

A. 研究藥品為 CYP3A 誘導劑 

a. 研究藥品未影響 CYP3A 敏感受質之血中濃度曲線下面

積(area under curve，以下簡稱 AUC)時，COCs DDI

試驗並非必要。然而，當研究藥品不會抑制其他與

CYP3A 有 相 同 基 因 調 控 路 徑 的 代 謝 酵 素  ( 如

CYP2C19、UGTs 及 SULTs)時，這些酵素也可能受到誘

導而有機會降低 COCs 的 AUC。對此，可考慮先與法

規單位進行諮詢，藉以確認執行 COCs DDI 試驗之必要

性。 

b. 研究藥品為 CYP3A 之中效或強效誘導劑時，仿單應標

示為避免與 COCs 併服。研究藥品為中效誘導劑時，可

藉由執行一個與 COCs 併服的試驗，評估 COCs 的暴

露量受改變的程度，以決定研究藥品是否可以與該

COCs 併服。 

c. 研究藥品為 CYP3A 之弱效誘導劑時，應執行一個臨床

COCs DDI 試驗，評估研究藥品對 COCs 的影響，以決

定研究藥品是否可以與該 COCs 併服。若要申請免除此

COCs DDI 試驗，至少應考量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體

外試驗的交互作用可對應體內交互作用程度、研究藥品

是否具有生殖或發育毒性。 

B. 研究藥品為 CYP3A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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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在 ≥ 50 μg 劑量下的暴露量與嚴重不良反應發生風險

的顯著上升有關。對於含有 35 μg EE 的 COCs 而言，其

EE 濃度增加 40% 時等同於使用含有 50 μg EE 的 COCs，

此增幅具有臨床意義。因此，當研究藥品為 CYP3A 之中效

或強效抑制劑，且會抑制 EE 的其他代謝酵素時，應執行一

個臨床 COCs DDI 試驗，以定量 DDI 的影響程度。 

(2) 當研究藥品為短期使用 (short-term use) 時，可先與法規單位

進行諮詢，藉以確認執行 COCs DDI 試驗之必要性。 

(3) 當研究藥品具有致畸胎的可能性時，不論其體外或體內 DDI 試

驗的結果為何，都必須執行一個 COCs DDI 試驗。除非以 CYP3A

探針藥品執行的體內 DDI 試驗已指出研究藥品為 CYP3A 之中

效或強效誘導劑，此時仿單應標示為避免與 COCs 併服。 

6. COC DDI 試驗設計與執行 

(1) 受試者族群：可於停經前或停經後的女性受試者執行，停經前

女性受試者可供評估藥效動力學終點。受試者人數應足夠評估

DDI 之程度及變異性。 

(2) 併用之 COCs 的選擇：原則上應選擇最常用的 progestins(例

如 ： norethindrone (NET) 、 norgestimate (NGM) 、

levonorgestrel (LNG)或 drospirenone (DRSP))與 EE 組成複

方，以貼近臨床使用的情形。建議使用含有 DRSP 的 COCs 作

為最嚴重情境(worst-case scenario)以研究 CYP3A 抑制作用

的影響。 

(3) 執行試驗之研究藥品劑量與 COCs 給藥頻率：原則上建議以研

究藥品之最大劑量給與足夠長的時間，以達到對代謝酵素的最

大調控效果。COCs 可以採單劑量或多劑量給藥，若須評估藥

效動力學終點則建議採多劑量給藥設計。 

(4) 空腹或食物影響：COCs DDI 試驗中的研究藥品是否可與食物

併服，原則上應與其仿單擬稿或樞紐性臨床試驗之條件相同。 

(5) 試驗設計：原則上建議採交叉(crossover)試驗設計，但若為長

半衰期之藥品，可考慮採平行(parallel)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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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採血時間設計：針對 COCs 中的黃體素與雌激素，應採密集採

血時間點設計。 

(7) 藥效動力學評估：目前黃體素及雌激素的劑量/暴露量-反應關

係尚未完全建立。當藥動學參數落在無影響範圍之外時，藥效

動力學參數可做為支持性資料。 

7. COCs DDI 試驗結果詮釋與外推：無影響範圍定義為 80 – 125%。

當藥動學參數，落在無影響範圍之外時，須考量其證據總體性

(totality of evidence)以判定研究藥品對 COCs 的影響。藉由使用

含有 DRSP 的 COsC 做最嚴重情境的 DDI 試驗，則試驗結果可外推

到其他含有其他黃體素的 COCs。 

8. 仿單標示 

(1) 若 EE 的暴露量增加至 ≥ 50 μg 劑量下的暴露量，該研究藥品

的仿單應標示為避免與含有 EE 的 COCs 併服，或標示避免使

用含超過特定劑量 EE 的 COCs。 

(2) 若黃體素的暴露量減少至降低 COCs 避孕效果的程度時，該研

究藥品的仿單應標示為建議使用備用或替代性避孕方法。 

(3) 該研究藥品仿單的藥品交互作用段落，應刊載出具有臨床顯著

意義的 DDIs 及對應的處置措施。 

(4) 若該研究藥品與 COCs 無臨床顯著 DDI，仿單上應依據指引中

提供之文字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