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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藥化學製造管制審查重點與考量 

高士杰、黄振瑋 1 

前言 

由於原料藥可由不同製程獲得，如全合成、半合成、植物萃取純化、組織培養後再

經萃取純化、發酵後再經純化或基因工程等，即便同是經合成而得的化學藥，不同合成

途徑所用試劑、溶劑亦會不同。因此，同一原料藥品項，源自相同或不同製造廠，其製

程管控、檢驗規格皆有可能不盡相同，以確保原料藥品質符合要求。本刊曾於民國 100

年刊載文章「原料藥主檔案 DMF 審查重點與考量」[1]，內容針對原料藥主檔案逐一敘

述其審查重點與考量。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為整合兩者，我國對藥品原料藥的管

理，有經查驗登記取得原料藥證及原料為主檔案(DMF)送審取得同意函兩個途徑，所需

檢送技術性資料並與國際接軌，以國際醫藥法規協合組織(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ICH)訂定之「通用技術文件格式 CTD」為藍本，公告修訂「原料藥查

驗登記審查技術資料查檢表」[2]與「原料藥主檔案技術資料查檢表」[3]，並自民國 102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本文依據上述公告之技術資料查檢表，以化學合成原料藥為例，就

其應檢附之技術性資料，敘述原料藥化學製造管制之審查重點與考量。 

一、一般資料(3.2.S.1) 

應說明原料藥之命名、結構及一般性質。 

命名包含國際上用於稱呼該原料藥之名稱，常見如國際非專利藥品名稱、藥典名、

化學名等，及/或製造廠內之該原料藥編號或名稱。 

結構部分應清楚呈現所申請原料藥之化學結構式、分子式、分子量。若原料藥具光

學活性或具順反異構物者，應明確標示其立體結構。若原料藥為多肽類產品，應提供各

級結構資料。若原料藥為混合物，應提供活性成分或主要成分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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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說明原料藥之物理化學性質及其他與藥品相關性質，例如外觀性狀、熔點、沸點、

溶解度、比旋光度、結晶結構、吸濕性、酸鹼值、酸解離常數、溶合物(水合物)、等電點

等。若原料藥具多晶型(polymorphism)，應提供文獻資料及/或實驗數據討論原料藥之

既有晶型，並說明申請案內原料藥之晶型種類。 

二、製造(3.2.S.2) 

(一)製造與檢驗場所 

應提供涉及原料藥製程之製造廠(包括中間體製造廠)廠名、廠址與責任範圍。若有

委託實驗室執行原料藥之檢驗，應於技術資料中敍明並提供檢驗場所名稱與地址。 

(二)製程及製程中管制之描述 

在 3.2.S.2.2 節應就欲申請之原料藥製程，描述其製程及製程中管制。應提供原料藥

合成過程之流程圖，包含起始物、中間體及原料藥之分子式與化學結構(包含立體結構)

等，並應從適當之起始物開始，依步驟順序說明用於量產規模如原物料、溶劑、催化劑

等之用量與各步驟之產率，並指明關鍵步驟、製程管制、設備及操作條件等。製程中若

使用回收溶劑、應指明回收及使用步驟。其他處理程序如重製與再製製程，若有重製製

程須指明啟動時機及步驟；而再製製程則須提供與主製程相當之再製製程完整描述，並

說明其合理性。任何支持合理性之數據，須於技術性資料中說明其引用之相關資料。 

若原料藥製程之單一或多個中間體具有多個不同製造廠來源時，須一併檢附各來源

之上述資料，且各中間體來源之不純物概況須相同，即各中間體來源必須屬於同一品質

管制系統。 

(三)物料管制 

起始物為原料藥結構中之一個重要片段，在 3.2.S.2.3 節，應說明申請案內起始物選

擇之適當性，說明內容可參考 ICH Q11[4]及 ICH Q11 Q&As[5]。 

此外，應提供起始物製造廠廠名、廠址、製造流程圖(或合成路徑圖)、檢驗規格與

分析方法描述、製造廠檢驗成績書與原料藥廠內分析報告。起始物合成路徑應包含其製

程所有使用之溶劑、試劑及催化劑等製程物料，並應依製造流程(或合成路徑)說明起始

物規格中有機不純物、無機不純物、殘餘溶劑、(潛在)致突變性不純物等管控之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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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始物之鑑別試驗須具有專一性，例如紅外光光譜法等。一般而言，如鑑別試驗僅使

用層析滯留時間比對，應建立另一種不同原理之鑑別方法，並列於鑑別試驗中，以支持

其適當性。 

若起始物具多來源，應提供以不同來源起始物製得之原料藥批次的分析結果，並討

論不同來源起始物對原料藥品質之影響。 

除起始物外，在 3.2.S.2.3 節，亦應提供其他製程物料之品質管制資料，包括原料藥

製程中使用之溶劑、試劑、催化劑等物料規格如檢驗項目、分析方法及允收標準。若原

料藥製程中有使用回收溶劑及/或試劑時，應提供規格、分析方法與再利用之具體科學合

理性說明，並提供使用新鮮溶劑與回收溶劑所得之原料藥批次的分析結果，並討論回收

溶劑、試劑對原料藥品質之影響。 

(四)關鍵步驟與中間體管制 

為確保原料藥製程具適當之管制，應於原料藥製程中制訂關鍵參數，且應描述關鍵

步驟之測試項目及允收標準。原料藥製程如有可分離之中間體，應於 3.2.S.2.4 節陳述，

並應提供其品質管制資料，包含完整之規格及分析方法。審查時，將評估相關檢測項目

及其允收標準是否適當，並結合製程確效資料驗證其適當性。 

如 3.2.S.2.4 節之關鍵製程參數、製程中管制項目及其允收標準以及中間體管制，與

製程確效資料不同時，應提供具科學性之合理說明，並以實驗數據證實其適當性。 

(五)製程確效 

原料藥製程確效資料係用於驗證 3.2.S.2.2 節所宣稱之原料藥製程，檢視其是否可

製得具品質一致性之原料藥。就案內檢附之原料藥製程確效計畫書及報告書，其審查重

點在於確認原料藥關鍵製程參數、製程中管制項目及其允收標準、及起始物與中間體管

制之適當性、取樣點之合理性、以及申請之原料藥製程所製得之原料藥品質具一致性。

若製造過程含滅菌過程及無菌操作，亦應提供滅菌及無菌操作之製程確效資料，以過濾

滅菌為例，審查時將就濾液與濾膜相容性試驗、濾膜完整性試驗、微生物挑戰試驗及以

培養基模擬充填試驗等進行評估。製程確效計畫書及報告書可提供製程確效計畫書及至

少一批具代表性之批次製造紀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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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徵及結構鑑定(3.2.S.3) 

(一)結構鑑定 

關於原料藥之結構鑑定，應提供如元素分析、紫外光光譜、紅外光光譜、核磁共振

光譜及/或質譜等圖譜及結構解析資料，以支持原料藥結構之正確性。如必要，可提供與

藥典標準品之比對。對於複雜立體結構之鑑定，應有適當之分析圖譜，如二維核磁共振

光譜等，以支持原料藥結構之立體位向。 

關於原料藥之晶型，應提供連續三批量產規模原料藥之 X射線粉末繞射圖譜(XRD)，

以及原料藥晶型於儲存期間之檢測結果，以支持案內製程所得之原料藥晶型，具有一致

性與穩定性。 

(二)不純物 

在 3.2.S.3.2 節，應依起始物與原料藥製程，評估可能帶入或生成之不純物，包含有

機不純物、無機不純物、殘餘溶劑與(潛在)致突變性不純物等，並就其管控方式作討論。

製程中不純物允收標準之訂定依據，應有資料支持其適當性，例如添加去除試驗(fate 

and purge study)等。原料藥規格中所訂定之已確認結構不純物，若其標準品非藥典來

源，應提供結構鑑定資料。 

若原料藥製造廠欲免除不純物之常規管制，除 ICH M7[6]指引所述之關注類群

(Cohort of Concern)註１須依個案而定外，其他如殘餘溶劑、元素不純物、及/或(潛在)

致突變性或致癌性不純物，若要免除常規管制，應提供評估報告，包含具科學性之合理

說明、連續三批量產規模或連續六批先導規模之原料藥或適當之中間體批次分析結果、

分析方法描述、及方法確效/確認資料，以利審查評估，相關原則於下方分項討論。 

有機不純物可能來自起始物、製程物料、中間體、反應副產物、降解產物等，應說

明其來源，並提供原料藥製程移除潛在有機不純物之討論及後續管控策略。如原料藥屬

我國認可之藥典，如中華藥典或十大醫藥先進國出版之藥典品項，至少須符合藥典要求，

建立有機不純物之允收標準；如原料藥非藥典品項，應依 ICH Q3A[7]指引建立其有機不

                                                      
註１ ICH M7 指引所述之關注類群(Cohort of Concern)為 aflatoxin-like-、N-nitroso-與 alkyl-azoxy 化合物，此類化合物具高致

突變性，其每日最大攝入量可能低於毒理關切閾值(Threshold of Toxicological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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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物允收標準。 

應討論原料藥製程如何清除殘餘溶劑，應依 ICH Q3C[8]指引建立其允收標準。若原

料藥製程使用 ICH Q3C 指引定義之第四類溶劑，應提供安全性評估資料，以支持其允

收標準之制定。以下情形，原則上應將該殘餘溶劑列入原料藥檢驗規格中常規管制 [9]： 

 原料藥製程使用第一類溶劑。 

 溶劑用於原料藥製程最後步驟。 

 相關溶劑無法穩定移除，且原料藥中之殘留量高於依 ICH Q3C 指引 option 1

建立允收標準之 10%。 

針對可免常規管制之殘餘溶劑，其原則(但不限於)如下： 

 溶劑中之汙染物，如苯、四氯化碳、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等，如欲免

除常規管制，原料藥或製程中之殘留量須低於其允收標準之 30%。 

 如欲免除第二、三、四類溶劑常規管制，原料藥或製程中之殘留量須低於依 ICH 

Q3C 指引 option 1 建立允收標準之 10%。 

關於元素不純物，應提供其風險評估報告。對於原料藥製程中使用之金屬催化劑，

以及由製程帶入之元素不純物，應依 ICH Q3D[10]指引建立其允收標準。如案內欲依 ICH 

Q3D option 2a 建立元素不純物允收標準，應提供具科學性之合理說明，以支持所選擇

之藥品（非原料藥）每日攝入量之適當性。如欲免除元素不純物常規管制，其原料藥之

批次分析結果須低於允收標準之 30%。 

應討論原料藥製程如何清除可能帶入、使用及/或生成之(潛在)致突變性或致癌性物

質，其允收標準應依 ICH M7 指引建立。如欲以 ICH M7 option 3 或 option 4 作為管

控策略，應提供科學性數據，以支持原料藥中之致突變性及/或致癌性不純物殘留量可符

合 ICH M7 指引。 

四、原料藥管制(3.2.S.4) 

(一)規格及規格合理性依據說明 

原料藥規格包含檢驗項目、分析方法及允收標準，為原料藥品質管控策略非常重要

之一環，其建立應考量原料藥之物理、化學及微生物性質、以及療效及安全性，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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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目的。常見之檢驗項目有外觀、鑑別、含量、不純物(包含有機不純物、無機不純

物、殘餘溶劑、及/或(潛在)致突變性或致癌性不純物)及微生物等等。檢測項目及允收標

準合適性之審查，會就現行製程如製程參數，物料管制、製程中管制及中間體規格等資

訊，參考中華藥典、十大醫藥先進國出版之藥典，及 ICH、FDA 及 EMA 等機關所訂定

之品質相關法規指引，綜合評估。 

如原料藥屬我國認可藥典之個論品項，且不純物已收載於藥典個論，其允收標準至

少應符合藥典要求；對於未收載於藥典個論之原料藥的一般有機不純物，如其允收標準

超出 ICH Q3A指引建議之驗證閾值(qualification threshold)，應提供安全性評估資料，

以支持其訂定依據；未收載於藥典個論或通則之(潛在)致突變性或致癌性不純物，應依

據 ICH M7 指引提供相關評估，以支持其允收標準之適當性；未收載於藥典個論或通則

之殘餘溶劑，若屬 ICH Q3C 所列之第四類溶劑，應提供其允收標準之訂定依據。 

(二)分析方法及分析方法確效 

用於原料藥規格之分析方法，無論是參考自我國認可之藥典，或原料藥製造廠自行

開發之分析方法，均應依據實驗室實際作業流程，提供包含溶液配製方法在內之分析方

法描述。 

除非已有註明該藥典方法不適用該待測檢品，例行性採用我國認可之藥典基本方法

無需確認。除此之外，依據我國認可之藥典分析方法，應執行分析方法確認，其審查主

要是參考美國藥典通則<1226>[11]，確認結果須可證明該分析效能符合藥典個論要求。

對於自行開發之分析方法，應藉由分析方法確效(validation)，確認該方法確實能適合於

其所期望達到之目的。方法確效合適性之審查，係依據 ICH Q2 指引 [12]與食藥署出版

之分析確效作業指導手冊 [13]。 

(三)批次分析 

依據署授食字第 1021401257 號公告之原料藥主檔案技術資料檢查表，或署授食

字第 1021400426 號公告之原料藥查驗登記審查技術資料查檢表，應提供至少一批原

料藥檢驗成績書與三批批次分析結果，其中應包含造日期、批號、批量及製造廠廠址。 

原料藥檢驗成績書應以數據呈現為主，且該數據應有相關分析方法確效結果支持，

避免使用合格、符合、陰性/陽性反應等模糊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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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照標準品或對照物質(3.2.S.5) 

標準品為用於原料藥常規檢驗放行之對照物質，可分為一級標準品 (Primary 

reference standard)及工作標準品(working standard)。依據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９條
[14]，如係一級標準品者，應註明來源；如係工作標準品者，應註明來源、批號及標示含

量(或力價)、檢驗規格、檢驗成績書、標定程序。 

若一級標準品來源為購自藥典，應提供購買證明如瓶身照片或購買發票。若一級標

準品來源為廠內自製者，應提供含純度標定程序之原料藥檢驗成績書。 

六、容器封蓋系統(3.2.S.6) 

容器封蓋系統可能影響原料藥安定性，故原料藥安定性試驗之包裝應與放行批次一

致。容器封蓋系統包含直接與間接包裝組件之敘述，直接包裝組件規格至少應包含外觀

與鑑別。因直接包裝組件與原料藥直接接觸，應討論包裝材料安全性，例如直接包裝材

料註明為食品級或藥品級。若原料藥為無菌產品，則應執行並提供相關試驗結果。 

七、安定性(3.2.S.7) 

申請案中應提供原料藥之安定性試驗研究概要及結論、核准後安定性試驗計畫及承

諾、以及原料藥之安定性試驗數據，其審查係依據藥品安定性試驗基準 [14]之相關要求。

安定性試驗研究概要應簡述執行試驗之項目類型、計畫書內容、試驗結果及預定之儲存

條件及再驗期。 

用於評估原料藥安定性之批次，其製程與批量須具有代表性，試驗之項目及結果建

議以圖表格式呈現。用於檢測安定性試驗項目之分析方法，如非屬刊載於 3.2.S.4.2 節之

內容者，應經方法確效/確認。若檢驗項目及/或允收標準與放行規格不同，應有適當之

說明。 

結論 

 為了與國際接軌並確保藥品品質，我國於民國 98 年開始實施原料藥主檔案(DMF)

技術資料審查，隨著時間演進，原料藥受不純物汙染而影響其品質時有所聞，如早期之

肝素汙染、具致突變性之烷基磺酸酯不純物，到近日之亞硝胺不純物及有機疊氮不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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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在在顯示原料藥品質與其製程及儲存息息相關。因此，原料藥之審查重點在於考

量製程潛在風險，輔以檢驗結果，進行全面性之評估，以確保其品質符合法規科學之要

求，保障民眾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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