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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各國藥典有機不純物管制之比較 

白書睿、黃文譽1 

前言 

藥品管理以療效、安全及品質為考量，其中，不純物係藥品品質的重要關鍵屬性 

(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 之一，可能影響安全及療效。因此，藥品之不純物管制總

是各國法規單位在藥品品質把關的一個關注重點。近年來，因數起不純物管制不當導致

藥品回收事件，如：降血壓藥品因亞硝酸胺類不純物 (nitrosamine impurities) 及抗愛

滋病藥品 Viracept® (nelfinavir mesylate) 因甲磺酸乙酯 (ethyl methanesulfonate) 

汙染而引起全球性回收事件、輸入之抗黴菌 fluconazole 注射劑因不純物檢測結果超標

而回收，與國外降血脂 atorvastatin calcium 原料藥不純物超標，而導致國內製劑廠採

取預防性回收之事件等層出不窮，更突顯藥品製造日常不純物管制的重要性。 

各國法規單位對藥品不純物之管制越來越嚴謹，藥典有關不純物管制之內容亦持續

修訂或增訂；然不純物之管制越嚴格，不僅增加藥品開發及生產成本，在實務上，將藥

品不純物的量降低至完全不存在，恐亦難以達成。因此，本文擬比較我國與各國藥典有

機不純物 (organic impurities) 管制之異同，使業者在藥品開發階段即可掌握有機不純

物管制的法規要求，俾於即早設計相關試驗、開發方法並訂定合理的檢驗規格，減少審

查階段的補件往返，並期許從中找出法規單位及產業成本之間可被接受之平衡點，在保

障民眾用藥安全前提下，關注到藥品開發需求。 

我國與各國藥典有機不純物管制相關章節之介紹 

我國藥政體系經常參考採用之藥典如：我國中華藥典 (第八版含補篇)、美國藥典 

(USP 43-NF 38)、歐洲藥典 (Ph. Eur. 10)、英國藥典 (BP 2020) 及日本藥典 (JP XVII

含補篇) (以下簡稱各國藥典) 等，因歷史背景因素，各國藥典章節編輯、範圍、內容等

均有差異，整理如表一所示。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藥劑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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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國藥典編排內容總覽 

編排 
中華藥典 (第八

版及補篇) 

USP 43- NF 

38
1
 

Ph. Eur. 10
2
 BP 2020

3
 

JP XVII
4
 

(含補篇) 

凡例 (General 

Notices) 
O O O O O 

通則 (General 

Chapters) 
O O O ×  ×  

一般規則 (General 

Rules) 及一般試驗 

(General Tests) 

×  ×  ×  ×  O 

附錄 (Appendices) ×  ×  ×  O O 

總論 (General 

Monographs) 
×  ×  O O ×  

一般資訊 (General 

Information) 
×  O ×  ×  O 

附則 (Supplementary 

Chapters) 
×  ×  ×  O ×  

註：O 指有相應編排內容；×指無相應編排內容 
1
 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 43th ed and The National Formulary 38th ed. 

2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10th ed. 

3
 The British Pharmacopoeia 2020 

4
 The Japanese Pharmacopoeia XVII. 

 

進一步比較各國藥典各編排細節之適用範圍，整理如表二所示。 

表二、各國藥典編排內容適用範圍之比較 

編排 /適用

範圍 

中華藥典 (第八版

及補篇) 
USP 43-NF 38 Ph. Eur. 10 BP 2020 

JP XVII 

(含補篇) 

凡例 

提供藥典基本解

釋、定義及預設條

件，用於指示如何

使用藥典 

提供藥典基本解

釋、定義及預設條

件，用於指示如何

使用藥典；凡例適

用藥典所有個論

及章節 

凡例適用藥典所

有個論及章節 

凡例 Part II 適用

於所有英國藥典

個論及章節； 

凡例 Part III 適用

所有歐洲藥典個

論及章節 

日本藥典之藥品

應符合凡例、一般

規則、一般試驗及

個論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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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各國藥典編排內容適用範圍之比較 (承前) 

編排 /適用

範圍 

中華藥典 (第八版

及補篇) 
USP 43-NF 38 Ph. Eur. 10 BP 2020 

JP XVII 

(含補篇) 

通則 

凡本藥典正文所載

之藥品及製劑，應

符合藥典之規定 

經凡例、個論或其

他通則之引述而

適用 

被個論引用時具

有強制性 
×  ×  

一般規則及 

一般試驗 
×  ×  ×  ×  

日本藥典之藥品

應符合凡例、一般

規則、一般試驗及

個論等要求 

附錄 ×  ×  ×  
被個論引用時具

有強制性 

收錄原子量表等

參考用資訊 

總論 ×  ×  

總論與個論互

補，符合總論適用

範圍之品項，均應

符合總論之要

求；個論中通常不

會特別列有引用

總論的描述 

符合總論適用範

圍之品項，均應符

合總論之要求；歐

洲藥典收載品項

則按歐洲藥典之

要求 

×  

一般資訊 ×  

未包含強制性要

求，用於提供藥典

解釋性資訊 

×  ×  

未包含強制性要

求，用於提供藥典

解釋性資訊 

附則 ×  ×  ×  

未包含強制性要

求，用於提供藥典

解釋性資訊 

×  

註：×指無相應編排內容 

國際上各國藥典收載有機不純物有關規定的編輯版面位置架構，依各國藥典的編排

原則、考量而有不同，以下就我國藥政體系經常參考採用之藥典，有關有機不純物規定

於藥典之編排，彙整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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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各國藥典有關有機不純物管制規定之編排 

編排 / 章節

名稱 

中華藥典 (第

八版及補篇) 
USP 43-NF 38 Ph. Eur. 10 BP 2020 

JP XVII 

(含補篇) 

凡例 

含量測定、一

般檢查、雜質

檢查及其他規

定
[1]

 

General Notices 

and 

Requirements
[4]

 

5.60 

General 

Notices
[9] 

1.4 

General 

Notices
[13]

 

Part II Official 

Standards 

Part III 1.4 

General 

Notices
[16]

 33 

通則 / 

一般規則及

一般試驗 / 

附錄 

(3033) 一般

雜質檢查法
[2]

 

(4048) 原料

藥與製劑不純

物
[3]

 

<466> Ordinary 

Impurities
[5]

 

<476>Control of 

Organic Impurities 

in Drug 

Substances and 

Drug Products
[6]

 

5.10. Control of 

Impurities in 

Substances for 

Pharmaceutical 

Use
[10]

 

未收錄有機不純物

管制相關內容 

未 收 錄 有 機 不

純 物 管 制 相 關

內容 

總論 
不適用，因藥

典無總論 

不適用，因藥典無總

論 

2034 Substances 

for Pharmaceuti- 

cal Use
[11]

 

2619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12]

 

2034 Substances 

for Pharmaceuti- 

cal Use 

2619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不適用，因藥典

無總論 

一般資訊 / 

附則 

不適用，因藥

典無一般資訊

及附則 

<1086> Impurities 

in Drug Substance 

and Drug 

Products
[7] [8]

 不適用，因藥典無

一般資訊及附則 

SC I A. Control of 

Impurities
[14]

 

SC IV J. Control 

of Impurities in 

Substances for 

Pharmaceutical 

Use
[15]

 

Concept on 

Impurities in 

Chemically 

synthesized 

Drug 

Substances 

and Drug 

Product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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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各國藥典有機不純物管制之討論 

一、 中華藥典 

中華藥典有關有機不純物之內容見於凡例[1]、通則 (3033) 一般雜質檢查法[2] (以下

簡稱通則 (3033)) 及通則 (4048) 原料藥與製劑之不純物[3] (以下簡稱通則 (4048))。 

中華藥典凡例說明藥典規定之雜質檢查為法定方法，作為測定藥品標準之依據，倘

經確認其他方法之準確度與藥典相同者亦得酌予應用。如有法律上之爭議，以藥典方法

為準；另亦說明生產過程中包括未作用之原料、副產品或試劑等，均應符合藥典規定。 

通則 (3033) 的內容同美國藥典通則 <466> Ordinary Impurities[5]，主要係以薄

層層析法檢驗可能源於合成、製備或降解過程且限量下無顯著、不良生物活性之一般雜

質。一般雜質檢查法係以相對法評估雜質之含量及數目，非與個別標準品嚴格比對，亦

可使用高效液相層析法、高效薄層層析法等作為替代方法；另雜質可能無法以一般雜質

檢查法逐一鑑別，故必要時仍須單獨評估，此外，除正文另有規定外，一般雜質總量之

限量為 2.0%。 

通則 (4048) 的內容同舊版美國藥典 <1086> Impurities in Drug Substance 

and Drug Products[7]，惟美國藥典於第 43 版有較大幅度之修訂(詳見下文美國藥典討

論內容)；以下列舉通則 (4048) 內容重點： 

(一) 通則 (4048) 主要提供藥典中原料藥與製劑中可能存在不純物及降解產物 

(degradation products) 之常用術語及釋義；該通則未包括生物製劑、生技產

品、發酵產品及其衍生之半合成產品與放射製劑。 

(二) 原料藥有機不純物可能於製程及儲存過程產生，原料藥不純物或降解產物限量

範圍之設定係以化學及安全性為考量，在開發過程中，必須控制原料藥之不純

物或降解產物含量，以確保製劑在使用上之安全及品質，且評估之分析方法應

通過確效。 

(三) 製劑降解產物可能來自原料藥本身，或原料藥與環境、與賦形劑或與直接包裝

反應之產物。製劑規格應涵蓋預期在成品製造期間及建議架儲條件下，可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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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降解產物系列，應運用藥品安定定性試驗、降解途徑知識、產品研發試驗

及實驗室試驗所獲資訊來建立降解概況，並選擇將其列入製劑規格中管控；而

降解產物限量值之訂定，係運用製劑既有之安全性與安定性資料作為科學依據；

此外，評估不純物或降解產物之分析方法應通過確效。 

(四) 所有其他不純物與正文規範之不純物總和不得超過 2.0%。 

綜觀中華藥典不純物管制內容，除原本既有之通則 (3033) 外，另已於第八版補篇 

(一) 參照美國藥典一般資訊 <1086> 增加通則 (4048)，顯示我國對不純物之管制日

趨重視，該通則亦說明製劑規格應涵蓋預期在成品製造期間及建議架儲條件下，可能產

生之降解產物系列，供業者在藥典個論之不純物管制不足時可考量之方向；惟現行中華

藥典仍缺乏較完整之原料藥及製劑的有機不純物評估流程，及合格標準訂定之考量，希

冀我國能依據國際標準持續更新藥典不純物內容。 

二、 美國藥典 

美國藥典有關有機不純物之內容收載於凡例[4]、通則 <466> Ordinary Impurities  

(以下簡稱通則  <466>)、通則  <476> Control of Organic Impurities in Drug 

Substances and Drug Products[6] (以下簡稱通則 <467>) 及一般資訊 <1086> 

Impurities in Drug Substances and Drug Products (以下簡稱一般資訊 <1086>)。 

美國藥典凡例之 5.60 Impurities and Foreign Substances 條段，說明不純物及外

來物質之檢測係為了管控並限制該些物質的量至可接受以下，而藥典個論中未提及之不

純物，例如：由製程變更或外來物質導入之不純物，亦應增列管控之；另，5.60.10 說

明若一藥典個論中的層析法無法檢測原料 (substance) 中某個不純物，則應歸類該不

純物為其他不純物 (other impurity)，須另以廠訂方法管控之，且除正文另有規定，所

有其他不純物 (非藥典不純物) 與藥典個論所列不純物之加總，應不超過 2.0%。 

美國藥典通則<466>內容大致與中華藥典通則 (3033) 相同，美國藥典一般不純物

總和之限量為 2.0%。 

美國藥典一般資訊 <1086> 於第 43 版有較大幅度修訂，舊版內容大致與中華藥

典通則  (4048) 相 同 ，主要提 供不 純物及 降解產物 之常 用術語 及釋義， 而新版 

<1086>[8] 內容則增加有機不純物管控指引及決策樹，茲列舉新版一般資訊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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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重點： 

(一) 未涵蓋動物用藥、生物製劑、生技產品、胜肽類、寡核苷酸類、發酵產品及其

衍生之半合成產品、多晶型、放射製劑、植物藥或動植物來源之粗品。 

(二) 所有原料藥及製劑皆應管控有機不純物，且可依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Q3A(R2) Impurities in New Drug Substances (以下簡稱

ICH Q3A)[18]及 Q3B(R2) Impurities in New Drug Products (以下簡稱 ICH 

Q3B)[19]之閾值管控有機不純物。原料藥須管控之有機不純物包含與製程相關

之不純物及降解產物，而製劑須管控之有機不純物包含由原料藥降解、或原料

藥與賦形劑、及 (或) 與直接包裝交互作用產生之不純物。 

(三) 特定毒性不純物 (如：致突變性不純物 (mutagenic impurities)) 須更嚴格控

管；不純物或降解產物若為見於動物實驗及/或人體試驗之主要代謝物，一般

可視為已被驗證 (qualified)。 

(四) 若可觀察到之不純物的定量方法或合格標準未見於藥典個論中，則製造廠應有

責任為其建立適當的分析方法及合格標準。 

(五) 具有複雜不純物概況 (impurity profile) 之原料藥或製劑，恐無法以單一分析

方法分離並定量每一種不純物，則製造廠應考量使用多種分析方法檢測之。 

(六) 不純物合格標準應以安全性為首要考量，並以適用之指引或以科學為基礎建立

之，相似的原則亦適用於指示藥品。 

(七) 如 製 劑 含 有 多 個 原 料 藥 及 複 雜 配 方 ， 則 在 安 定 性 試 驗 中 使 用 空 白 產 品 

(placebo products) 作為對照試驗，有助於確認與賦形劑產生化學變化相關之

降解產物。 

(八) 藥典個論可能未包括特定製劑配方之所有不純物，如藥典個論列有某不純物合

格標準，則依藥典個論之規定；如不純物未列於藥典個論中，則參照通則 

<476> 及一般資訊 <1086>。 

(九) 一般資訊 <1086> 提供原料藥及製劑有機不純物管制決策樹，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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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USP 43-NF 38 一般資訊 <1086> 之原料藥及製劑有機不純物管制決策樹 

通則 <476> 係 USP 43-NF 38 新增之章節，內容涵蓋原料藥及製劑個論有機不純

物管制之要求，其相關閾值係參照 ICH Q3A 及 ICH Q3B，另該通則未包括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M7(R1) Assessment and Control of DNA Reactive (Mutagenic) 

Impurities in Pharmaceuticals to Limit Potential Carcinogenic Risk [20]之致突變性

不純物，亦排除一般資訊 <1086> 所述不適用項目。以下列舉通則 <476> 內容重

點： 

(一) 原料藥及製劑中所有超過報告閾值 (reporting thresholds) 之不純物，均應建



 
  

 

RegMed 2021 Vol. 130  9 

立合格標準。 

(二) 原料藥個論應包括下列合格標準：每一特定已確認不純物 (each specified 

identified impurity)、每一特定未確認不純物 (each specified unidentified 

impurity)、任一未超過鑑別閾值 (identification threshold) 之未特定不純物 

(unspecified impurity)、總不純物 (total impurities) 等。 

(三) 製劑個論應包括下列合格標準：每一特定已確認降解產物 (each specified 

identified degradation product)、每一特定未確認降解產物 (each specified 

unidentified degradation product)、任一未超過鑑別閾值之未特定降解產物 

(unspecified degradation product) 、 總 降 解 產 物  (total degradation 

products) 等。 

(四) 除非另有規定，個論之總不純物為特定 (已確認及未確認) 不純物及所有超過

報告閾值未特定不純物之總和；總降解產物亦然。 

(五) 某些不純物 (如：致突變性不純物) 的合格標準，應以符合現行適用指引之適

當毒理學評估訂定之。 

(六) 原料藥部分，應管控原料藥製程及儲存產生之有機不純物及降解產物，當原料

藥的化學、製造及管制有變更時 (如不同之製造廠、批量、設備、起始原料、

合成步驟、純化步驟等)，應評估變更是否影響藥典個論所列不純物概況，如藥

典個論未包括可觀察到不純物之定量方法或合格標準，則製造廠應有責任為其

建立適當的分析方法及合格標準，藥典亦會評估是否將其納入適當個論中。此

外 ， 原 料 藥 不 純 物 之 報 告  (reporting) 、 鑑 別  (identification) 、 驗 證 

(qualification) 等閾值之訂定，可依據 ICH Q3A，如表四所示。 

(七) 製劑部分，應管控由原料藥降解、或原料藥與賦形劑、及 (或) 原料藥與直接

包裝交互作用產生之降解產物，製劑無須管控原料藥製程相關不純物，除非該

不 純 物 同 時 為 降 解 產 物 。 製 劑 不 純 物 之 報 告  (reporting) 、 鑑 別 

(identification)、驗證 (qualification) 等閾值之訂定，可依據 ICH Q3B，如

表 五 所 示 。 如 降 解 產 物 具 毒 性 或 不 良 藥 理 反 應  (undesirabl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則可能適用於較低之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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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ICH Q3A 建議原料藥不純物之閾值 

每日最大劑量 報告閾值 鑑別閾值 驗證閾值 

≤ 2 g 0.05% 
0.10%或每日攝取 1.0 mg 

(二者中取較低量者) 

0.15%或每日攝取 1.0 mg 

(二者中取較低量者) 

> 2 g 0.03% 0.05% 0.05% 

表五、ICH Q3B 建議製劑不純物之閾值 

每日最大劑量 報告閾值 鑑別閾值 驗證閾值 

< 1 mg 

0.1% 

1.0%或每日攝取 5 µg 

(二者中取較低量者) 
1.0%或每日攝取 50 µg 

(二者中取較低量者) 

≥ 1 to <10 mg 0.5%或每日攝取 20 µg 

(二者中取較低量者) 10 mg 0.5%或每日攝取 200 µg 

(二者中取較低量者 > 10 – 100 mg 

0.2%或每日攝取 2 mg 

(二者中取較低量者 
> 100 mg – 1 g 0.2%或每日攝取 3 mg 

(二者中取較低量者) > 1 – 2 g 

0.05% 

> 2 g 0.10% 0.15% 

綜觀美國藥典不純物管制內容，美國藥典於第 43 版修訂一般資訊 <1086> 及增

加通則 <476>，其中一般資訊 <1086> 包括增加原料藥及製劑之有機不純物管制決

策樹，該決策樹可適用於新藥、學名藥及指示藥品，業者可參考該決策樹建立不純物管

制規格。另新增之通則 <476> 內容則主要說明不純物閾值之標準，該通則所載閾值與

ICH Q3A 及 ICH Q3B 相同，可知美國藥典針對不純物管制日趨重視，並連結凡例、通

則及一般資訊內容，提供業者建立不純物管制之完整考量。 

三、 歐洲藥典 

歐洲藥典有關有機不純物之內容收載於凡例[9]、通則 5.10. Control of Impurities in 

Substances for Pharmaceutical Use[10] (以下簡稱通則 5.10.)、總論 2034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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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harmaceutical Use[11] (以下簡稱總論 2034) 及總論 2619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12] (以下簡稱總論 2619) 等。 

關於歐洲藥典原料藥不純物管制，總論 2034 提供與 ICH Q3A 一致之化學合成原

料藥報告閾值、鑑別閾值、驗證閾值。另說明如不純物具顯著活性、毒性或非預期藥理

反應 (unexpecte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則可能適用較低之閾值。此外，亦說明

如原料藥個論對新生成不純物無適當管制，則須建立適當試驗並將其列入檢驗規格。 

總論 2034 額外針對「化學合成胜肽」原料藥提供報告閾值 (0.1%)、鑑別閾值 

(0.5%)、驗證閾值 (1.0%) 等。關於此類原料藥所製得之製劑，若其對照藥品 (reference 

drug product) 係基因工程產品，另有相關國際指引如美國 FDA 指引 ANDAs for 

certain highly purified synthetic peptide drug products that refer to listed drugs 

of rDNA origin[21]等可供參考。 

另一方面，通則 5.10.闡述原料藥個論相關之不純物管制，列舉重點如下： 

(一) 若藥典個論未列有不純物試驗項目，原料藥使用者仍須確認所使用原料藥是否

已適當管制有機不純物。 

(二) 原料藥個論不純物章節 (Impurities section) 收載之不純物名稱及化學結構

等資訊，係個論在編纂時，使用個論分析方法所偵測到之不純物概況。不純物

章節又常劃分有「特定不純物」及「其他可偵測不純物 (other detectable 

impurities)」兩類，其中，「特定不純物」係指個論中訂有特定合格標準者；

「其他可偵測不純物」則為個論中未訂定合格標準，且為制定個論時研究發現

原料藥中可能存在但並未超過鑑別閾值的不純物。針對其他可偵測不純物合格

標準之訂定，重點簡述於此節第 (三) 及 (四) 點，並如圖二所示。 

(三) 藥典個論不純物試驗項目通常包括「通用合格標準 (general acceptance 

criterion)」，常見辭彙如「任一其他不純物 (any other impurity)」等。通用

合格標準若等同總論 2034 鑑別閾值或更嚴，則該合格標準適用於所有未特定

不純物；反之，若較總論 2034 鑑別閾值寬鬆，則通用合格標準僅適用於有列

入個論不純物章節卻未訂定合格標準之不純物，此時，未特定不純物合格標準

仍應按總論 2034 鑑別閾值訂定。上述內容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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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舉例而言，歐洲藥典個論 hydroxyethyl salicylate 係適用總論 2034、個論所

載通用合格標準 1%高於鑑別閾值 0.10%、個論有不純物章節者，因個論中

impurity B 有自己特定的合格標準 0.5%，故 impurity B 應管制於 0.5%以下

或更嚴；通用合格標準 1%僅適用於有列入個論不純物章節卻未訂定合格標準

之 impurity A；未特定不純物合格標準按總論 2034 鑑別閾值訂定為 0.10%。 

(五) 不適用於總論 2034 之品項 (如發酵產品等)，仍應考量閾值之原則性概念。 

(六) 藥典個論收載之不純物分析方法通常使用不純物標準品、代表性層析圖或相對

滯留時間執行特定不純物之鑑別，然而，藥典方法無法鑑別所有不純物，如須

鑑別藥典未收載的不純物時，原料藥使用者仍應具備適當的科學技術以達到鑑

別目的。 

製劑部分，總論 2619 提及製劑應執行純度試驗 (如管制降解產物、殘餘溶劑、相

關不純物、無菌度等試驗)，另說明製劑安定性試驗應包括檢測原料藥降解產物、原料

藥與賦形劑反應之產物、原料藥與直接包裝反應之產物等，且檢測之分析方法應通過確

效，並具安定性指標 (stability indicating)。 

綜觀之，歐洲藥典針對原料藥有機不純物管制有較詳盡的內容，且總論 2034 亦有

與 ICH Q3A 一致之閾值要求。一般而言，歐洲藥典個論均有不純物章節，該章節除了

提供不純物化學名稱及結構之外，亦區別特定不純物及其他可偵測不純物，此一特色有

助於原料藥製造廠及原料藥使用者 (如：製劑製造廠等) 全面了解原料藥可能的不純物

概況。然而，不純物章節係制定個論時研究發現原料藥之不純物概況，因此，若某一原

料藥的合成過程與制定個論時有顯著差異，則個論不純物章節恐有別於不同合成途徑所

導致之新不純物概況，如原料藥個論無法適當管制新生成不純物，仍須建立適當之試驗

並列入檢驗規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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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歐洲藥典通則 5.10.有關個論中其他可偵測不純物使用通用合格標準之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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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英國藥典 

英國藥典有關有機不純物的內容大致與歐洲藥典相同，舉凡歐洲藥典之凡例、通則

及總論，英國藥典均有收錄並採用，如英國藥典附則 Supplementary Chapter IV J. 

Control of Impurities in Substances for Pharmaceutical Use[15]與歐洲藥典通則 5.10.

相同。英國藥典另於凡例[13]及附則額外收載相關文件，如附則 Supplementary Chapter 

I A. Control of Impurities[14] (以下簡稱附則 SC I A) 為獨有內容。以下列舉附則 SC I A

內容重點： 

(一) 附則 SC I A 除適用於化學合成原料藥之外，亦適用於以天然來源前驅物修飾而

得之原料藥 (半合成原料藥)。 

(二) 附則 SC I A 將不純物管制試驗區分為二種：特定試驗 (specific tests) 及一般

試驗 (general tests)。特定試驗係用於檢測因毒理考量或其他因素而需管制在

特定限量以下的特定不純物，例如個論 povidone 之 hydrazine 試驗。一般試

驗則係針對未特定不純物，且試驗常設計將檢品溶液原濃度及稀釋後濃度的波

峰面積或斑點色深，作相對比較，判定不純物含量是否可接受。例如：「檢品

溶液 (原濃度) 層析圖中，任一非主要波峰之波峰面積，不得大於稀釋後檢品

溶液之層析圖中主要波峰面積」。 

(三) 個論中的不純物一般試驗，在沒有證據指出不純物因毒理考量而須管制在特定

限量以下時，常採用二層次 (two-level) 的合格標準判定，舉例如下：個論

oxetacaine，「溶液 (1) 層析圖中任一非主要斑點之斑點色深，均不得較溶液 

(2) 層析圖的主要斑點為深；且溶液 (1) 層析圖中不得超過一個非主要斑點之

斑點色深，較溶液 (3) 層析圖的主要斑點為深」。 

溶液 (1) 為按個論配製所得適當濃度檢品溶液；溶液 (2) 為溶液 (1) 經稀釋

200 倍後所得稀釋液 (相對於溶液 (1) 之濃度為 0.5%)；溶液 (3) 為溶液 (1) 

經稀釋 1000 倍後所得稀釋液 (相對於溶液 (1) 之濃度為 0.1%)。 

(四) 承前，若已知可能含有數個達顯著濃度的不純物時，個論中的不純物一般試驗

則 可 採 較 適 當 的 三 層次  (three-level) 合 格 標 準 判 定 ， 舉 例 如下 ： 個論

pentazocine injection，「使用每一呈色方法，溶液 (1) 層析圖中任一非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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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點之斑點色深，均不得較溶液 (2) 層析圖的主要斑點為深；溶液 (1) 層析

圖中不得超過一個非主要斑點之斑點色深，較溶液 (3) 層析圖的主要斑點為深；

且溶液 (1) 層析圖中不得超過四個非主要斑點之斑點色深，較溶液 (4) 層析

圖的主要斑點為深」。 

溶液 (1) 為按個論配製所得適當濃度檢品溶液；溶液 (2) 為溶液 (1) 經稀釋

100 倍後所得稀釋液 (相對於溶液 (1) 之濃度為 1%)；溶液 (3) 為溶液 (1) 經

稀釋 200 倍後所得稀釋液 (相對於溶液 (1) 之濃度為 0.5%)；溶液 (4) 為溶液 

(1) 經稀釋 400 倍後所得稀釋液 (相對於溶液 (1) 之濃度為 0.25%)。 

(五) 附則 SC I A 說明薄層層析法因半定量特性，精密度不佳，故通常沒有訂定總不

純物合格標準，而可藉由上述二層次及三層次的合格標準判定的設計彌補之。

另一方面，若不純物試驗係使用液相層析法或氣相層析法，則總不純物的架儲

期合格標準上限通常介於 1%至 2%之間。 

(六) 附則 SC I A 說明薄層層析法可偵測完全不滯留及完全滯留於固定相之組成分，

因此，針對因原料藥合成途徑變更所導致新生成不純物之管制，相較於液相層

析法或氣相層析法而言更具有優勢。 

(七) 英國藥典「製劑」個論中不純物試驗除了管制降解產物之外，也有包括管制原

料藥的製程副產物，雖然此部分有別於 ICH Q3B「原料藥製程不純物不隨時間

增加且在原料藥有適當管制，製劑可僅管制降解產物」，然附則 SC I A 亦說明：

僅有對原料藥特性已詳細瞭解者能掌握「某不純物不會隨著時間增加」之資訊，

對製劑廠而言，藉由檢測製劑所含原料藥合成相關不純物，旨在確認製劑所用

原料藥是否符合藥典品質要求。 

附則 SC I A 突顯英國藥典不純物管制之特色，以較多篇幅說明薄層層析法特點及應

用，亦特別解釋製劑規格管制原料藥製程不純物之原因，且提供較多實例，建議業者可

多加留意英國藥典特定之附則內容。 

五、 日本藥典 

日本藥典一般資訊收錄 Concept on Impurities in Chemically synthesized Drug 

Substances and Drug Products[17] (以下簡稱不純物一般資訊)，此篇內容主要說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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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成原料藥及製劑之 (1) 不純物的分類及相關法規；(2) ICH Q3A 及 ICH Q3B 有機

不純物管制概念；(3) 日本藥典收載品項有機不純物管制之原則。茲列舉內容重點： 

(一) 有關不純物管制，日本國內均已有 ICH 相應的指引可互相對照，如 ICH Q3A

對應日本指引「新有効成分含有医薬品のうち原薬の不純物に関するガイドラ

インについて (平成 7 年 9 月 25 日 薬審第 877 号) (PAB/PCD Notification 

No. 877)」。另與不純物管制相關之 ICH 指引，除適用於新藥原料藥及新藥製

劑查驗登記外，其他類查驗登記申請或變更申請需要時亦適用之。 

(二) 針對某些日本藥典長期收載之藥品，若 ICH 指引 (如 ICH Q3A 及 ICH Q3B) 發

行前即已收載於藥典之中，則 ICH 指引並不適用之。然而，這些藥典長期收載

品項之查驗登記新申請案，其不純物管制仍應符合 ICH Q3A 及 ICH Q3B 要

求。 

(三) 日本藥典較少建立不純物對照標準品 (impurity reference standards)，也較

少揭露特定不純物之化學名稱及化學結構，個論中常以原料藥相對滯留時間 

(relative retention time) 鑑別不純物。上述措施得以不使用不純物對照標準

品 進 行 不 純 物 管 制 ， 並 簡 化 高 純 度 藥 品  (highly pure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之分析方法系統適用性測試。 

(四) 針對高純度藥品，當僅有管制未確認不純物 (unidentified impurities) 時 (如

未確認不純物不得超過 0.1%)，一般而言還會再訂定總不純物之合格標準。 

不純物一般資訊提供日本藥典不純物管制規範之解釋，例如說明已長期收載之舊有

品項，在 ICH 指引適用後的新申請案仍應考量 ICH 指引內容，此意在釐清新申請案均

應留意不純物管制可符合現行法規要求；或是說明日本藥典較少使用不純物標準品，此

意在簡化分析方法等。閱讀不純物一般資訊，可較全面了解日本藥典不純物管制之要求

及邏輯。 

我國藥品上市審查之不純物管制考量 

有關原料藥及製劑不純物管制，若我國藥典或十大醫藥先進國藥典已收載者，原則

上應依藥典要求 (包含藥典通則之規定)，若尚未收載於藥典者，則可依 ICH 指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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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相關指引、或藥典通則、或科學數據等評估之。 

尚未收載於藥典者，不純物合格標準原則上可參照 ICH Q3A 及 ICH Q3B 要求；未

特定不純物合格標準應小於或等於鑑別閾值，特定不純物合格標準應小於或等於驗證閾

值。另，不純物合格標準亦可以科學為基礎評估其訂定之合理性，舉例說明如下：製劑

之某特定不純物的合格標準擬訂定超過 ICH Q3B 驗證閾值，得以效期內一般儲存條件

下之多批次對照藥品，採用經確效之分析方法評估該特定不純物之檢測結果，依檢測結

果訂定合理之合格標準，學名藥按上述訂定特定不純物合格標準，即使已超過 ICH Q3B

驗證閾值，仍可藉由評估對照藥品之檢測結果間接佐證所訂定的合格標準具有安全性。 

另一方面，若藥典未收載且不適用 ICH Q3A 及 ICH Q3B 時，可參照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Q6A Specifications: Test Procedures and Acceptance Criteria 

for New Drug Substances and New Drug Products: Chemical Substances (以下簡

稱 ICH Q6A)[22]或國際相關指引，如 ICH Q6A 於 3.2.2 節指出製劑規格應包括已確認降

解 產 物  (identified degradation products) 、 未 確 認 降 解 產 物  (unidentified 

degradation products) 及總降解產物等合格標準。舉例而言，micafungin sodium 注

射劑未收載於各國藥典，且有效成分為發酵半合成原料藥，故 micafungin sodium 注

射劑不適用 ICH Q3A 及 ICH Q3B，此製劑規格仍應依 ICH Q6A 列有已確認降解產物、

未確認降解產物、總降解產物等合格標準。 

ICH Q6A 之 3.2.2 節亦說明若使用適當分析方法檢測製劑安定性試驗批次，結果顯

示在特定配方組成及儲存條件下未生成降解產物，則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可將製劑不純物

測試列為減頻試驗或是免除試驗。 

結語 

各國藥典有機不純物管制內容較多，本文篇幅所限無法詳細介紹，僅以重點內容分

點描述。若綜觀各國藥典近年來之演進，可以發現各國藥典越來越重視有機不純物之管

制，且在標準趨同於 ICH 指引之餘，仍保留各國藥典特定的內容。另一方面，各國藥典

在有機不純物管制的切入觀點不盡相同，比較各國藥典有機不純物管制重點與 ICH 規範

之異同，如表六所示。簡言之，美國藥典無論是原料藥或製劑不純物管制，均收錄了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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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且相近於 ICH 指引之內容；歐洲藥典及英國藥典則在原料藥不純物管制有與 ICH

指引相近內容，且額外提供 ICH Q3A 未提及之化學合成胜肽閾值，製劑之不純物管制

則僅有原則性釋義；日本藥典並未引述 ICH 細節，而係以文字說明不純物管制應符合

ICH 要求。 

表六、各國藥典有機不純物管制重點與 ICH 規範之異同 

 中華藥典 (第

八版及補篇) 
USP 43-NF 38 Ph. Eur. 10 BP 2020 JP XVII

 
(含補篇) 

原料藥不

純物管制

與 ICH 

Q3A 之

異同 

 通 則 

(4048) 僅

提 供 術 語

定 義 及 原

則性釋義 

 通則<476>有與

ICH Q3A 一致之

閾值內容 

 一 般 資 訊

<1086> 以 文 字

說明原料藥的不

純物管制應考量

ICH Q3A 

 總論 2034 有與

ICH Q3A 一致

之閾值內容，且

額外提供化學合

成胜肽之閾值 

 通則 5.10 說明

不 適 用 於 總 論

2034 品項，仍應

考量閾值之原則

性概念 

 總論 2034 有與

ICH Q3A 一致

之閾值內容，且

額外提供化學合

成胜肽之閾值 

 附則 SC IV J 說

明不適用於總論

2034 品項，仍應

考量閾值之原則

性概念 

 不純物一般資

訊以文字說明

藥典收載品項

之查驗登記新

申請案，應符

合 ICH Q3A

之要求 

製劑不純

物管制與

ICH Q3B 

之異同 

 通 則 

(4048) 僅

提 供 術 語

定 義 及 原

則性釋義 

 通則<476>有與

ICH Q3B 一致之

閾值內容 

 一 般 資 訊

<1086> 以 文 字

說明製劑的不純

物 管 制 應 考 量

ICH Q3B 

 總論 2619 僅有

原則性釋義 

 總論 2619 僅有

原則性釋義 

 附則 SC I A 以文

字說明製劑個論

有 別 於 ICH 

Q3B，也有管制

原料藥之合成相

關不純物 

 不純物一般資

訊以文字說明

藥典收載品項

之查驗登記新

申請案，應符

合 ICH Q3B

之要求 

我國中華藥典有機不純物管制係參照舊版美國藥典，且尚未跟上美國藥典更新內容，

故僅有不純物相關術語之定義及原則性釋義，另外，我國亦未發布或施行任何有機不純

物管制相關指引，現行做法係自 2018 年我國食藥署成為 ICH 會員後，以援引 ICH 相關

指引作為不純物管制重點考量，或以藥品參考之藥典其個論及通則作為依據，然而此類

作法未考量地區性要求，且常有業者與藥政管理單位對 ICH 指引或各國藥典內容解釋不

一致之情況，因此，現階段仍有明訂我國藥品有機不純物管制標準之必要性，例如加強

原料藥及製劑有機不純物評估流程及合格標準訂定等內容。同時亦建議業者在設定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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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純物管制的同時，可完整掌握藥典的內容，一併確認符合 ICH 等國際指引，在保障民

眾用藥安全的前提下，以兼具法規及成本之考量關注到藥品開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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