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gMed 2020 Vol. 122     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醫療器材相關法規資訊及預告

草案」 
 

發表單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摘要整理： 倪子訓、陳雅洵 

發表時間： 2020/01/01-2020/11/25 內容歸類： 醫療器材法規公告 

類    別： 

文    號： 

公告 

詳見文中各法規公告連結 

關 鍵 字： 醫療器材、法規公告、預

告草案、醫療器材管理法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台灣藥物法規資訊網、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重點內容： 1. 衛福部食藥署(以下簡稱 TFDA)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

情，為保障國人醫材使用安全，訂定相關規定。年初疫情爆發之際，

TFDA 於 2 月 6 日隨即發布防疫用醫療器材供自用輸入相關說明，避

免國內防疫相關醫材之不足，隨後針對醫療緊急使用所需，公告

COVID-19 檢驗試劑及呼吸器專案製造、輸入等相關規定，確保國

內檢驗量能及呼吸器充足。 

2. 隨著國人口罩需求遽增，考量民眾防疫所需，並確保口罩品質、效

能，TFDA 修訂「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將醫用口罩正式納

入邊境查驗範圍，同時針對旅客入境攜帶個人自用醫用口罩訂定規

定；除此之外，為加強口罩品質控管，國產平面醫用口罩於 9 月 24

日起要求加印鋼印字樣。 

3. 也因 COVID-19 疫情影響，執行海外查廠實有困難，TFDA 公告「輸

入醫療器材國外製造廠海外查廠管理配套措施」；歐盟執委會也因疫

情關係，延後歐盟醫療器材法(MedicalDevice Regulation，MDR)

實施日期，TFDA 也考量防疫期間醫療器材供應量能，展延第二代臺

歐醫療器材技術合作方案 TCP II 之終止日。今年度 TFDA 所發布與

COVID-19 的醫材相關公告資訊，詳見表一。 

 

 

 

https://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9
http://regulation.cde.org.tw/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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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相關醫療法規公告 

分類項目 標題及連結 

專案製造輸入

(呼吸器、檢驗

試劑) 

1.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緊急使用，檢驗

試劑申請專案製造相關資訊 

2.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緊急使用於呼

吸衰竭或呼吸功能不全患者之呼吸器申請專案

製造參考文件 

3. 新型冠狀病毒抗體定量檢驗試劑專案製造規定 

4. 新型冠狀病毒及流感病毒等呼吸道多標的病毒

核酸檢驗試劑專案製造及申請 

醫療器材輸入

及管理(含個人

自用、邊境查

驗、口罩)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用醫療器

材供自用輸入相關說明 

2.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用醫療器

材供自用輸入相關說明(更新日期 109 年 4 月

28 日) 

3. 民眾輸入防疫用「醫用口罩」醫療器材供個人

自用處理機制之適用日期，調整至 109 年 6 月

3 日止 

4. 醫用口罩輸入應辦理邊境抽查檢驗 

5. 修正「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第二十四

條條文及第十一條附表二、第二十二條附表三 

6. 平面式醫用口罩之標示應刊載事項 

7. 109 年 9 月 23 日前國內製造未以鋼印標示

『MD』及『Made In Taiwan』之平面式醫用

口罩，其回收作業處理方式 

8. 旅客入境攜帶個人自用醫用口罩之規定 

9. 核釋「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第二條第

四款所稱報驗義務人(不限口罩) 

10. 自然人輸入應辦理邊境抽查檢驗之醫療器材供

自 用 者 ， 應 填 列 專 用 證 號 代 碼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2908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2908
https://info.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085
https://info.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085
https://info.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085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5043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5096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5096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5891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5891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879&doctype2=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879&doctype2=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879&doctype2=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271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271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271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230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22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22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387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388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388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388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39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9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9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50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502


 
 

 

RegMed 2020 Vol. 122     3 

「IF000000000001」辦理通關事宜(不限口罩) 

品質系統相關

(海外查廠、台

歐 TCPII)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之輸入醫療器材

國外製造廠海外查廠管理配套措施 

2. 第二代臺歐醫療器材報告交換技術合作方案

(臺歐 TCP II)終止日期展延 
 

4. TFDA 今年持續增修技術基準/指引，提供業者在產品開發及準備上

市文件有所依循，類別包含了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軟體、含藥或動物

來源物質修復填充材料、眼科矯正及診斷器材、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等等。其中針對近期醫材產業發展重點-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醫材軟

體，提供查驗登記技術指引與問答集，協助廠商檢送符合上市法規

要求之產品資訊、功能性以及臨床性能驗證資料。 

5. TFDA 對於重處理單次使用醫療器材，考量其使用時可能產生的交叉

感染風險、重處理製成難易度、產品安全及效能之完整性、產品可

溯性等因素，公告查驗登記技術指引。另考量英國脫歐過渡期間，

比照國際協定將英國視為歐盟會員國，臺歐 TCP II 仍續適用。今年

度 TFDA 有關醫材上市相關公告資訊，詳見表 2。 

 

表 2、醫療器材上市相關公告 

分類項目 標題及連結 

智慧醫療相關

公告 

1. 智慧科技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常見問答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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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式醫材相

關公告 

1. 含動物來源物質之牙槽修復材料及可吸收鈣鹽

骨洞填充裝置臨床前測試基準 

2. 含抗生素 PMMA骨水泥醫療器材臨床前測試基

準 

牙科相關公告 1. 牙科光固化燈臨床前測試基準 

眼科相關公告 1. 家用醫療器材中文仿單編寫範本-軟式隱形眼鏡 

2. 軟式隱形眼鏡臨床前測試基準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502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968&doctype2=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968&doctype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07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079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175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175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5034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5034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3339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3339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3339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3339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3322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2581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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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學同調斷層掃描儀(OCT)眼底鏡 

輔具相關公告 1. 機械式輪椅附掛電動動力組臨床前測試基準 

2. 醫療器材分類分級品項『O.3800 醫療用電動代

步車』、『O.3860 動力式輪椅』之標示應刊載事

項 

IVD 相關公告 1. 伴隨式體外診斷醫療器材技術基準 

2. 腸病毒核酸增幅檢驗試劑技術基準 

3. 弓漿蟲、德國麻疹病毒、巨細胞病毒血清分析試

劑技術基準 

4. 精準醫療檢測實驗室檢測技術指引-次世代定序

應用於遺傳性疾病檢測(草案) 

一般醫材及其

他相關公告 

1. 醫療器材人因/可用性工程評估指引 

2. 噴霧器臨床前測試基準 

3. 重處理之單次使用醫療器材辦理查驗登記技術

指引 

品質管理系統

相關公告 

1. 英國脫歐後之過渡期間(至今年 12 月 31 日止)，

臺歐 TCP II 仍續適用 
 

6. 除此之外，TFDA 為因應「醫療器材管理法｣將於 110 年正式實施，

相關子法規已於今年陸續進行草案預告，包含醫療器材製造販業者

之管理、產品登錄與查驗登記相關制度、臨床試驗之管理、上市後

監督與預防、上市後稽查等等，訂定相關子法規，本年度 TFDA 預

告醫療器材管理法子法規草案，詳見表三。 

 

表三、醫療器材管理法相關子法規草案 

類別 草案及連結 

查驗登記(檢驗

機構、仿單、

標籤、包裝、

說明書、單一

1. 應以登錄方式取得上市許可之醫療器材品項(草

案) 

2. 醫療器材許可證核發與登錄及年度申報準則(草

案)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332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05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57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57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57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3956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95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95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95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870&doctype2=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870&doctype2=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2987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2987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3321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94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94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2814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10&id=32814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501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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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碼 UDI) 3. 醫療器材檢驗委任或委託作業辦法(草案) 

4. 醫療器材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草

案) 

5. 醫療器材標籤、說明書或包裝得免刊載製造日期

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之規定(草案) 

6. 醫療器材標籤應刊載單一識別碼規定(草案) 

7. 特定醫療器材之標籤、說明書或包裝應加註警語

及注意事項(草案) 

製造業及品質

管理系統 

1. 醫療器材製造業者設置標準(草案) 

2.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準則(草案) 

3.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檢查及製造許可核發辦

法(草案) 

4. 醫療器材委託製造作業準則(草案) 

臨床試驗 1. 醫療器材優良臨床試驗管理辦法(草案) 

優良運銷、販

賣 

1. 醫療器材管理法第二十四條應建立醫療器材優

良運銷系統之醫療器材品項及其販賣業者(草

案) 

2. 醫療器材優良運銷準則(草案) 

3. 醫療器材優良運銷檢查及運銷許可核發辦法(草

案) 

來源流向、安

全監視、不良

事件通報、回

收處理、查驗 

1. 應建立與保存來源及流向資料之醫療器材(草

案) 

2. 應申報來源及流向資料之醫療器材品項(草案) 

3. 醫療器材來源流向資料建立及管理辦法(草案) 

4. 應執行安全監視之醫療器材品項(草案) 

5. 醫療器材安全監視管理辦法(草案) 

6. 醫療器材嚴重不良事件通報辦法(草案) 

7. 醫療器材回收處理辦法(草案) 

8. 輸入醫療器材邊境抽查檢驗辦法(草案) 

專案製造、輸

入 

1. 特定醫療器材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草案)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16833&log=detailLog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877&doctype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88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488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90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96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96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067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5987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181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181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98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903&doctype2=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936&doctype2=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936&doctype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108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076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26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26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25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983&doctype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51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48
http://regulation.cde.org.tw/doc_data_display?sid=2982&doctype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535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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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 1. 藥局得兼營醫療器材零售業務之範圍及種類(草

案) 

2. 通訊交易通路販售醫療器材之品項及應遵行事

項(草案) 

醫 材 分 類 分

級 、 技 術 人

員、行政規費 

1. 醫療器材分類分級管理辦法(草案) 

2. 醫療器材技術人員管理辦法(草案) 

3. 醫療器材行政規費收費標準(草案) 

其他 1. 醫療器材創新科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草案) 

2. 使用醫療器材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訊者，其

替代書面同意之方式(草案)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17776&log=detailLog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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