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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新藥研發臨床試驗受試者安全與權利有關的社會重大事件日漸

增加，我們迫切需要了解造成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本研究發現，關

鍵根本原因之一，與可能的答案，存在於可以早期辨識新藥危害受試

者安全與權利是否被依法規受保護的臨床試驗監測業務。 

 

至今，似乎未有人針對試驗監測員(CRA)工作、時間與能量分配，這

些與臨床試驗監測業務品質有關的因素做研究。由利害關係人分析、

交易成本理論與白地策略角度，本研究針對兩面向，進行分析: 1) 全

球化分工對台灣臨床試驗的衝擊 2) 台灣臨床研究專員面臨監測業

務的四大阻礙，因而失去了早期辨識新藥危害受試者安全與權利的機

會，並提出處理下列四大阻礙的相關建議: 

1) 舒緩目前由全球化分工過度造成的 CRA大增的工作量、事務範圍 

 縮小、警覺變差等影響; 

2) 降低由 CRO組織複雜與效能不佳造成的內部交易成本; 

3) 降低由主持人團隊責任不明、或無充裕時間執行試驗，試驗地點 

 額外事務造成的額外交易成本; 

4) 降低由委託者當地代表不當期盼與干涉造成的外部交易成本 

 

 

 

關鍵字:  CRA、受試者、監測、臨床試驗、利害關係人 、社會重

大事件、全球化分工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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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serious social incidents related to the safety 
and welfare of the clinical trial subjects, their causes are urgently 
needed.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main causes as well as their 
solutions may reside in whether or not the monitoring process, 
which is more frequent than audits and inspections, can provide an 
early detection of side effects during a clinical trial so that the safety 
and welfare of the clinical trial subjects can be protec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date, there are not many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ork, time, and effort, factor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 monitoring of the clinical trials, of the 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s (CRAs, a role defined by the GCP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the stakeholders, the 
theory on the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seizing the white space”, 
this study made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1) the impact on Taiwan clinical trial due to over division of work 
from globalization and 2) CRAs in Taiwan are confronted with four 
hindrances, when monitoring a clinical trial, which results in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early discovery of clinical trial victims and, 
subsequently, endangering their lives, safety and welfar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minimize the impact from 
the four hindrances:  

a) To alleviate CRAs’ increased workload, narrowed scope, and 
reduced sensitivity suffered from over division of work in 
globalization. 

b) To reduce the internal transaction cost resulted from the 
poorly organized CRO. 

c) To reduce the external transaction cost brought by the 
ambiguousness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vestigator, 
inadequate experimental time, or the overflow of the extra 
affairs at the experimental sites. 

d) To reduce the external transaction cost resulted from the 
improper expectations and interferences by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ponsors. 

 

Key words:  CRA, clinical trial subject, monitoring, clinical trial, 
stakeholder, social serious events, over division of 
work in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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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政大 EMBA給予我一個白地(white space)，一個可以真正沉靜下來反

省的機會，而這機會與場域又並非如此”沉靜”而是非常熱鬧、多

元、歡樂、擁擠和溫暖。如此一靜一動、一冷一熱的變化下，激發許

多想法、得到許多指引、成為我這兩年來多彩多姿的生活主軸，非常

豐盛! 

 

當人可以沉靜下來，就很容易擁有較正確的感受及預測，除了在十四

歲那一年，莫名其妙地正確的感受及預測到兩項新產品(有翅膀的衛

生用品及液體肥皂) ，將上市或是希望其上市，它們居然就上市了之

外，入學一年後(2011) ，上課前，在優雅寧靜的松柏樹下(停車場)

寫的筆記顯示，我又先感覺到了”快樂研究”將成為指標(或是希望

它成為指標與顯學) 它們居然真成了指標(2012) ，我把這視為白地

沉靜的力量，未來可以當作”個人的白地策略”。 

 

在政大 EMBA的兩年中，遇到許多啟發鼓舞人心的教授，從一開始的

入學口試委員黃秉德老師、樓永堅老師與蕭瑞麟老師啟發我的提問，

吳靜吉老師的先修課領導與團隊，到核心選修課程: 吳豐祥老師的企

管理論打底，楊建民、黃秉德老師企業社會責任、毛維凌、姜姚民、

蘇瓜藤、吳啟銘老師經濟財務會計管理公司併購，極端幽默風趣劉江

彬老師法律課程到詹文男、邱奕嘉、徐小波老師策略課程，溫肇東老

師社會文化趨勢、蕭瑞麟老師創新擴散等，除了豐富的知識理性傳遞

個案分析與實際操練也兼顧感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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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溫肇東老師的文化力及橫貫古今中外、充滿慈善的洞察力，

是學生我望塵莫及的。老師常可以用一句話、一個簡短的問題打通我

們的任督二脈，故常見每月的論文聚會後，大家頭上那朵烏雲不見

了，取而代之的是臉上開朗笑容，因為取得能量與能力，可以繼續修

正自己的論文使它更好。我覺得賺到了，因為繳碩士學費得博士待遇! 

 

最後感謝溫門學長姐 Vipe, Maxine, Vivian, Rainy, Chirs and 

Joyce的陪伴與腦力激盪,特別是 Vipe學長的耐心指引; 忍受我沒週

末的老公與女兒、生活上協助我處理所有事情的媽媽和阿姨們，以及

啟發我在法律與商業知識精進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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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前言 

新藥研發產業是在這年代最值得引進新角度的一個產業。有潛力的治療新成份

(New Chemical Entity, NCE)在通過層層細胞及動物試驗後，為了證明它在人體

作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必須經過申請而通過衛生主管機關及人委會核准，進行

人體試驗。在收集足夠試驗新藥作用在人體的資料，呈交主管機構審核，證明治

療新成份是安全及有效，核發藥證後，藥廠即可在當地依藥品屬性販售核准上市

的新藥。若新藥屬於處方用藥，則需醫師開立處方，病人才可依醫師開的處方取

得；若新藥屬於非處方用藥，則不用醫師開立處方，病人可在藥局或藥妝店買

到。這段歷程平均花費約九億美金，費時十二至十五年，全球化營運使得可以縮

短至七年，費用得以降低。

 

資料來源:生技產業的特質1 

                                                 
1台灣生技新藥產業發展策略, 2008 葉明峯簡報資料 <www.centerforpbbefr.rutgers.edu/

TaipeiPBFR&D/0530-31%20papers/3-1.ppt > 

 

http://www.centerforpbbefr.rutgers.edu/TaipeiPBFR&D/0530-31%20papers/3-1.ppt
http://www.centerforpbbefr.rutgers.edu/TaipeiPBFR&D/0530-31%20papers/3-1.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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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一旦取得藥證，該新藥便在當地受定期專利保護，具有獨佔市場。在獨佔市

場消失前(學名藥上市前)，藥廠須開始回收研發投資，並取得利潤。藥廠在這段

具有獨佔市場期間最忙碌，受到藥價 x數量的營業公式驅動，加上已知經驗告訴

它，新藥可能會因試驗階段的統計先天缺陷(因僅在有限數目受試者身上使用，

資訊不多)及設計盲點而未發現臨床上具有意義的副作用，上市後需繼續投資進

行研究(新藥監測期)，若在監測期間若發現新嚴重致命副作用，則會導致新藥下

市(新藥上市後，因為嚴重副作用，造成代價高的事故發生，而導致新藥下市，

例如 Merck 的 Vioxx 止痛藥事件
2
)，於是藥廠除了著手縮短研究發展時間外，在

專利保護期，會盡其最大努力從事行銷與銷售活動，以提高由”藥價 x數量”驅

動的營業額。 

 

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在這個營運驅動力下，已發生許多代價高的事故，對社會

大眾與藥廠本身極為不利。此外，急需治療的病人，在新藥專利保護期間，若無

保險幫病人支付藥價，則無法得到新藥治療，且藥廠在新藥研發的財務策略方向

下，所選新藥是否合乎社會與病患期待，也有可議之處，故藥廠與其研發夥伴”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必須正視這

些現象，努力改變單一驅動力主導下的營運活動，擴大策畫範圍，引進新觀點與

新角度，減少代價高的事故發生，以及因應與滿足不斷演化社會與環境的新藥需

求，才能提高全面評估後的穫利，和所有利害關係人與物(環境)達成多贏與永續

的局面。在新藥上市前的人體臨床試驗，則成為避免日後發生代價高事故的主要

關鍵之一，而在全球化與外包趨勢下，CRO 承包的人體臨床試驗監測業務，便

成了關鍵中的主角。 

 

 

 

                                                 
2
 Merck 的 Vioxx 止痛藥事件細節請參考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4/19/us-merck-vioxx-

idUSBRE83I1EE2012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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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CRO）屬於生技產業中的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主要承攬藥廠及生技公司之藥物及醫療器材研究發展的相關業務，

包括人體試驗業務。隨著 1980年代美國生技產業的迅速發展，以追求縮短時程

及降低成本的全球化海外市場擴張為目標，加上近十幾年來，各國及台灣對生物

科技的憧憬，紛紛加入生技研究發展行列，使得生技產業全球蓬勃發展。 

 

在台灣，2005年人體試驗執行醫院由十七家開放為一百二十六家，造成激烈競

爭和許多社會議題社會議題，例如”是否過份拿全民當白老鼠、拿人民身體拼經

濟”等憂慮及周成功教授(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於 2010年 2月 2日發表在國家

社論“國王的新衣”一文，文中分析了結合學界精英來提昇生技產業是行不通的

質疑，加上 2012年初，再次登上新聞版面頭條的國發基金投資宇昌案，更令人

懷疑生技產業以營利為單一目標的商業行為，在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下，其活動對

所有參與及被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到底帶來了什麼好處或損害？當經濟部接手主

導而將臨床試驗產業化以提高”產能”時，我們應該注意什麼”副作用”？對社

會民生(如受試者)有何衝擊？社會議題的產生則提醒我們應該注意與小心警覺的

方向。 

 

此外，報載某一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CRO）在知名人力銀行網站上，以徵求

工讀生的名義，招募健康受試者而嚴重違反人體試驗相關規定3。 另一方面，許

多試驗委託者(藥廠)對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CRO)似乎存在著一些不合實際

情況的期望，上述”CRO 短期打工”之案例，其背後是否也意味著 CRO 背負

著試驗委託者不合實際的”產業化”、”快速收案”等期望的壓力而出此知法違

法的下策? 

                                                 
3
 CRO提供每案平均 1至 2萬營養費的經濟誘因，又將「人體試驗簡化為「短期打工」，不但混

淆視聽，讓民眾忽略風險，部分招募廣告以獎金為誘因，並以「全勤獎金 3000元」、「推薦朋

友成功 1000 元」等誘人的廣告文案吸引”求職者”(實際為人體試驗受試者)，或以類似「遲到

扣 200至 500元」作為手段，使受試者必須全程參與試驗等混淆民眾視聽與觀念的亂象，主管機

關似乎無法可罰而達到禁止效果，造成執行符合 GCP的人體試驗更加困難。

<http://n.yam.com/newtalk/life/201010/20101007238745.html> 

http://cinnamon.com.tw/ckchou/?cat=19
http://cinnamon.com.tw/ckchou/?ca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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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參加上述 BA/BE 人體試驗的健康受試者，除了要有法律知識，知道自己成

為一個受試者的權益外，還要有分辨廣告真偽的能力，才能躲開上述的違法陷

阱。請問我們的社會大眾準備好了嗎? 

除了人體試驗的健康受試者會面臨上述危險，病人在就醫時，可能遇到什麼風險

呢?我們可從下列事件得知4，病人也許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就被加入某醫師主

持的人體試驗了。 

• 醫師舊藥新用病患變白老鼠(台灣人權電子報 2003.11.12)-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二科主任楊寧正把擬交感神經興奮劑舊藥新用於病患，

違反用藥規定，並未經病人同意即進行人體試驗。結果楊寧正在被長庚醫院停職

後，短短時間內換家醫院換個頭銜一樣接受國科會補助進行基因美白研究。 

     《醫師舊藥新用 病患變白老鼠？》（11.03）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二科主任楊寧正被指「舊藥新用」，並未經病人同意即

進行人體試驗；又未獲長庚同意，對外發布四篇研究論文。高雄長庚副院長陳順

勝表示，九月底起，已暫停楊寧正主任職務。楊寧正 3日表示，這是長庚內鬥、

謀殺他的前途。楊寧正並表示，研究由他主持，但一定是團隊進行，舊藥新用只

要不牽涉 重大或新醫療技術，人體試驗可不必向衛生署報備。若因此造成病

患問題、或不良後果，醫師該負全責。 

 

• 研究肺癌 偷抽病人血 (中廣新聞 2005.5.22) 

 三總血液腫瘤科醫師姚乃舜遭人檢舉，疑似在未取得病人同意的情況下，

在聯合門診中心，抽了八名檢查心臟病患的血，進行肺癌轉移骨癌的研究。 

 

• 研究葛瑪蘭唾液林媽利遭糾正 (中時電子報 2007.8.23)  

 被喻為「台灣血液之母」的馬偕紀念醫院研究員林媽利，在未告知研究目

的即採集 29名葛瑪蘭族原住民唾液，進行ＤＮＡ分析比對，遭國科會糾正。 

 

                                                 
4台北榮總人委會陳肇文醫院 101人體試驗講習班講義(11Ma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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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關懷拉到國外的 Merck的 Vioxx 止痛藥事件: 此藥物在 1999年拿到止痛劑

藥證，但在新藥監測期發現，服用後會增加與心肌梗塞與中風危險，而導致此藥

物在 2004年被撤銷藥證下市。上市五年內的銷售，與針對痛風患者之疼痛核發

藥證前的非法促銷，造成因為疼痛而接受醫師診斷後處方而服用過此藥的病人，

其損害是非常難以精準評估的。最近(2012年 4月) Merck&Co 藥廠因其在十年

前的不當促銷 Vioxx 的行為而被波士頓聯邦法院判決犯刑罪，必須受刑罰賠 3.2

億美元。Merck&Co 藥廠在幾個月前(1Q 2012)，才因拿到 FDA新適應症核准

(2002)前，非法促銷 Vioxx給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長達三年，並且在被 FDA譴責

(2001年 9月)後，仍繼續非法促銷的行為而認罪。之前的相關指控在 2011年 11

月因大範圍的不當行為(wider range of alleged improprieties)結案，結案時

Merck&Co 藥廠同意民事賠償金超過六億美元給聯邦政府、四十三州及哥倫比亞

區，但並未承認有錯。 

根據 The Lancet的後續追蹤調查，在 Merck 藥廠回收下市前，Vioxx 在美國造

成八萬八千到十四萬個嚴重心臟血管副作用案例，粗略估計其中有一半的病人因

而死亡。
5
 

 

以上這些現象顯示，某些藥廠與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的營運模式出了問題，暗

示著沿用既有營運模式，已無法兼顧合法與產業化快速收案壓力，導致鋌而走險

知法犯法的因應壓力的行為，但如此不顧法律的違規因應方式，是不可取法的。

“人”仍然是最關鍵的。 

 

試問，是否這些不幸之侵權與危害受試者生命的事件之防範，可以向新藥研發前

期移? 移至人體臨床試驗階段或更前端?而不是等到藥廠拿到藥證，造成更多病

人服用而”證明”有人受害及新藥有害後，才有所行動? 以 Merck的 Vioxx 止

痛藥事件為例，若人體臨床試驗階段，便已有藉由監測活動的眾多副作用及時正

確回報與記錄，Vioxx 也許不會通過美國 FDA 藥物審查，也許不會上市，也許使

得更少病人服用這有害的新藥，如此，應可以大幅度降低受害者的數目。 

 

                                                 
5
 En.wikipedia.org/wiki/Vio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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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研發是一個嚴肅的法治行業，若面對全球化的壓力產業化太快速，而在尚未

養成守法習性地區進行新藥研發活動，則難免會有類似非法侵權與監測副作用回

報不及時等事件發生，而擴大危害。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在承包人體臨床試驗

監測業務的角色上，能如何發揮監測營運力量，一方面以經濟方式協助新藥上

市，另一方面有効運用監測力(監測人體臨床試驗活動的符合規範確保副作用及

時與正確通報與記錄)防止代價高的事故發生，則為本研究動機。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由近日可見度越來越高圍繞在新藥研發及醫療方面的社會議題，如受試者因藥物

副作用失去下巴，到台大誤植愛滋器官給五名病患，顯示出醫療機構是否因業務

量過大(血汗醫院)而發生這樣的嚴重疏失6? 我們不得不疑問，在如此的環境

下，醫師與其團隊還有額外人力資源可以好好執行人體試驗嗎? 這種全球化風潮

下的高速公路，似乎隨處可見，高生產力低成本的經營策略，滲透擴散至各行各

業，層出不窮代價高的事故引發社會各種不安與疑慮，高度法規規範之新藥研發

臨床人體試驗，是否被允許套上這種經營模式來進行? 對於圍繞在新藥研發的社

會議題，似乎少見利害相關人應如何因應，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又應如何善盡

其社會責任的研究與討論? 

 

再者，新藥研發產業是建立在以研發做基礎的治療創新，具有倚靠智慧財產保

護、知識及資金密集、高風險高報酬和贏家通吃的”限時獨佔”特性，新藥研發

對開發廠商的價值多受研發技術、未來市場需求、回收情況與政府補助與否等因

素影響，演進至今日，藥廠多採用委託方式，將人體試驗部分，分工委外給臨床

                                                 
6
 - 醫改會對「台大 / 成大醫院誤植愛滋器官事件」聲明稿 100.08.30   

http://www.thrf.org.tw/Page_Show.asp?Page_ID=1435> 

- 藥物測試致下顎壞死 家屬控長庚與諾華不認帳  

2011/05/19 自由時報 記者曾韋禎、李容萍、王昶閔／綜合報導 

http://www.thamd.org.tw/medispute.php#informed11 

-「血汗醫院」 全台竟有 16 家員工超時工作 還沒加班費 署基也上榜 2011年 06月 20 日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471757/IssueID/20110620/pvtype/r 

 

http://www.thrf.org.tw/Page_Show.asp?Page_ID=1435
http://www.thamd.org.tw/medispute.php#informe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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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業服務機構代為處理，以控制成本，故本文亦欲附帶探討臨床研究專業服

務機構如何能夠在全球化高速要求環境之下，發揮其監測專業，以及預防代價高

的事故發生或其中挑戰在那裡。 綜合以上現象與研究動機，本研究將從執行新

藥人體臨床試驗各面向，及臨床研究監測專員(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 

CRA)的角度，研究監測能量發揮與活化方向，並借鏡國外經驗(文獻報導)，來探

討新藥危害受試者安全與權利根本原因，與是否可能早期辨識而預防，與這些

能早期辨識的關鍵存在哪裡?在目前的樣態下，甚麼原因阻礙了這些能早期辨識

的關鍵發揮其力量? 

 

第四節 研究範疇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是源自西方的新藥研發產業中的服務提供者，經過 2008

年金融海嘯後，面臨試驗委託者研發經費緊縮的衝擊，故也面臨成長與營運的極

大壓力，許多裁員縮編的事，層出不窮，除了遵循目前營運樣態，似乎難以順利

找到其它渡過難關的方法。 

 

基於上述目的，本研究擬以蒐集並分析發生在產業界的重大事件、闡述臨床試驗

環境的演變、臨床研究監測專員角色的演變、臨床研究利害關係人的演變及實務

案例分析等面向，來探討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的營運及因應方向，是否應正視

此時透過社會重大事件發出的警訊，莫落入窠臼繼續傳統商業舊手法，而應選擇

大幅改變營運方式以發揮監測力，或是仍照原路，採控制成本、增加營運經濟規

模等普遍經營手法，來因應產業預算緊縮的衝擊。 

 
CRA為協助維護臨床試驗品質與合法的要角之一，是由 ICH GCP(國際醫藥法規協

合會優良臨床試驗規範)所定義的一種職業，主要業務為臨床試驗監測

(monitoring)，資格為大專科學相關系所畢業(熟悉 GCP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

範)，身份可為 Freelancer、CRO雇員或藥廠雇員，職責為確保參與執行臨床試

驗人員，全程遵守 GCP 與計畫書規定，確保 data integrity 及受試者安全與治

療符合倫理，工作方式為監測試驗醫院之相關活動、審閱個案報告表與原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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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主持人討論解決問題及與試驗委託者溝通。CRO透過 CRA執行主要承攬業

務，故亦可由此角度檢視 CRO營運發展因應新方向之可能。 

我國政府於十六年前(1996年)，開始有效地以臨床試驗為載體，引進多國多中

心試驗，公告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與國際接軌而在新藥研發領域上不缺席。

發展至今，人體試驗受試者理應得以接受法規與規範保護，但此時，為何仍然常

見在新藥研發人體試驗的場域中，發生侵害受試者權益及受害事件? 借鏡美國

Merck Vioxx事件，一旦仍未研究清楚的藥物上市後，可想而知受害者會以千倍

萬倍地成長。我國新藥研發在加快步伐後，更應認真考慮如何激發及善用國內累

聚了十多年的監測能量，在前端上游處，截斷並防止重大事件發生的可能，而使

受試者及藥物上市後服藥的病人，可得到更加充分的保護。 

 

本研究問題包括: 

 臨床試驗環境的演變: 以臨床研究監測專員 CRA為主軸，探討發生在其工作

場域的現象7，在新藥研發場域中，層層法規之審核、稽核、查核及監測

下，仍常見社會重大事件發生，為何受試者未受充分保護而受害? 為何會發

生”監測失靈”現象?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營運新方向:找出妨礙監測業務的原因，探討 CRO如

何朝向活化監測專員之專業監測力方向進行，而得以使得受試者在試驗執行

階段與前線即受監測功能的保護?強化監測力後，可協調確保及時通報副作

用，不讓有害的新藥上市，充分發揮法規付予的責任與義務，以防止社會傷

害擴大，提升監測業務品質，進而提高商譽與口碑為目標，而增加業務成

長。 

 臨床試驗終極核心關懷是受試者的安全(safety)、權利(rights) 、福祉

(wellbeing)及未來病人的福祉，在這前提下，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如何

以更有效而長治的方式，利用主要監測力量(核心能耐)，在上游即可協助政

府與人委會(IRB)預防因試驗執行不當，而造成藥品倉促上市後的社會重大

事件發生，以避免造成社會龐大損失? 

                                                 
7
 此研究欲探討現象包括(What):每個層面都出現沒時間的現象，但早期提醒與校正的力量來自

CRA的監測，現在 CRA極度地沒時間故難完全發揮 GCP付託之監測功能：與為何這些現象會發生

(Why)。”Flying blind on CRA workload, Time demands,Kenneth A. Getz, Applied clinical Trial, Jul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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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圖 1、本研究之流程 

 

 

定訂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 

產業與執行面現象分析 

定訂研究方法 

選擇研究對象進行研究 

臨床試驗活動及實例探討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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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臨床試驗相關名詞解釋 

感於臨床試驗事務範圍複雜，常用的六十二個名詞，對許多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士

也許不甚熟悉，故表列如下以茲參考。 

表 1 、臨床試驗相關名詞解釋 

  英文 中文 解釋 

1 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 
藥品不良反應 在新藥或其新用法，特別是治

療劑量可能尚未確立的未上巿

前臨床經驗裏，所有新藥的有

害與未預期反應，無論在任何

劑量發生時，皆為藥品不良反

應。”對藥物的反應”指的是

不良事件與藥物間至少有合理

可能性的因果關係，例如：無

法排除其因果相關性。 

關於已上巿的藥品：對藥品的

有害與未預期反應，通常發生

於疾病預防、診斷、治療或修

正身體的功能。  

2 Adverse 

event， AE 
不良事件 受試者使用藥品後的任何不良

情況，其不一定與該治療有因

果關係。因此不良事件可為使

用藥品 (研究用藥品) 所產生

的任何不良與未預期徵候 (包

括檢驗異常)、症狀、或疾病，

無論其是否與藥品 (研究用藥

品) 有關。 

3 Amendment 變更 (對於臨床試驗

計畫書)  

參閱試驗計畫書變更。 

4 Applicable 
regulatory 
requirement 

相關法規要求 在進行臨床試驗的國家裏管轄

研究用藥品臨床試驗執行之法

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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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proval in 
relation to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s) 

同意證明 (關於人體

試驗委員會\獨立倫

理委員會)  

臨床試驗計畫經人體試驗委員

會\獨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可在人體試驗委員會\獨立倫理

委員會\獨立倫理委員會、醫療

機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與相關法規要求下進行。 

6 Audit 稽核 有系統且獨立地檢視臨床試驗

相關活動與文件，以決定臨床

試驗相關活動的進行、數據記

錄、分析與報告是否均依照試

驗計畫書、試驗委託者的標準

作業程序、藥品優良試驗規範

與相關法規的要求。 

7 Audit certificate 稽核憑證 稽核員確認已執行稽核的證

明。 

8 Audit report 稽核報告 試驗委託者委託之稽核員所寫

的稽核結果書面報告。 

9 Audit trail 稽核路徑* 可重建事件過程的文件。*原譯不

慎譯為"稽核" 

10 Blinding\ 
masking 

盲性\遮蔽  讓參與試驗的一方或多方不知

道治療分配的步驟。通常單盲

是指受試者不知道治療藥物為

何，雙盲是指受試者、試驗主

持人、監測者與在某些情況

下，數據分析者亦不清楚治療

分配為何。 

11 Case report 
form 

個案報告表 記錄試驗計畫書中要求的資

訊，將每位受試者的情形以印

刷、光學或電子文件的方式報

告給試驗委託者。 

12 Clinical trial\ 
study 

臨床試驗\研究  任何在人身上執行的研究，用

來發現或證明研究用藥品在臨

床、藥理與\或其他藥效學作

用；與\或確認研究用藥品的不

良反應；與\或探討研究用藥品

的吸收、分佈、代謝、與排

泄，以確認其安全性與\或療

效。臨床試驗與臨床研究為同

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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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linical Trial\ 
Study Report 

臨床試驗\ 

研究報告  

於人身上的治療、預防或診斷

製劑之臨床試驗的書面記載。

其中有關臨床與統計的敍述、

呈現與分析，已整合成一份完

整報告書。 

14 Comparator 對照組 臨床試驗中做為參考比較的藥

品為研究用藥品、已上巿藥品

或安慰劑。 

15 Compliance 順應性  遵守所有與試驗相關、藥品優

良臨床試驗規範與相關法規要

求。 

16 Confidentiality 保密 避免將試驗委託者的機密資料

或受試者的身分洩露給未經授

權的人員。 

17 Contract 契約 參與的雙方或多方人員，簽署

書面並載明日期的協定，包括

工作內容與義務甚至財務事項

的安排。試驗計畫書可作為契

約的基礎。 

18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協調委員會 試驗委託者可成立委員會，以

協調多機構臨床試驗的執行。 

19 Coordinating 
Investigator 

協調試驗主持人 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的試驗主

持人之一，主要負責協調多機

構臨床試驗中不同試驗機構之

試驗主持人。 

20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受託研究機構 和試驗委託者簽約的個人或機

構 (商業、學術、或其他)，執

行試驗委託者部份或更多與試

驗相關的任務與職責。 

21 Direct Access 直接檢視 為評估臨床試驗而准予檢閱、

分析、證明與再造重要的紀錄

與報告。任何直接可檢視的團

體 (例如：國內與國外衛生主

管機關、試驗委託者與稽核

員) ，應在相關法規要求的約

束內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來

維持受試者身分與試驗委託者

專利資料的機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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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ocumentation 建檔 所有文件有關描述或記錄試驗

的方法、執行與\或結果、影響

試驗的因素與所採取的行動 

(可用任何形式，不限於書面、

電子與光學紀錄；掃瞄，X-光

與心電圖)。 

23 Essential 
Document 

必要"資料"* 
(*最好譯為 "記錄") 

可用來評估試驗的執行與數據

品質的資料 (請參閱第八章執

行臨床試驗的必要資料)。 

24 Good Clinical 
Practice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

範 

臨床試驗設計、執行、監測、

稽核、記錄、分析、報告之標

準，可確保數據與所報告的結

果均為可信與正確，受試者的

權利、完整性、與身份機密均

被保護。 

25 Independent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 

IDMC 

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 

數據與安全性監測小

組、監測委員會、數

據監測委員會 

試驗委託者設立的獨立數據監

測委員會用來定期評估試驗進

度、安全性數據與重要的療效

指標，並建議試驗委託者是否

繼續、修正或停止試驗。 

26 Impartial 
Witness 

公平見證人 為非試驗的試驗相關人員，且

不受參與試驗人員的不當影

響，假若受試者或受試者法定

代理人不識字，其會參與受試

者同意書簽署過程並閱讀受試

者同意書與其他提供給受試者

的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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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ndependent 
Ethics 

Committee， 

IEC 

獨立倫理委員會  由具醫學\科學背景之專業人員

與非醫學\非科學背景之會員組

成的獨立團體 (審查小組或委

員會、機構的、區域的、國家

的或超國家的)，其責任為保護

受試者的權利、安全與福祉。

審查試驗計畫書、包括試驗主

持人的資格、設備、與要給受

試者簽署受試者同意書之相關

文件，並核准\提出贊同意見。 

儘管獨立倫理委員會的法律狀

態、組成、運作與法規要求，

每個國家可能不同，但應能讓

獨立倫理委員會依照本規範所

描述藥品優良試驗規範運作。 

28 Informed 
consent 

受試者同意書* 

(*最好譯為知情同意書) 

在告知受試者並讓其了解將參

與之臨床試驗的相關訊息，與

決定是否參與試驗的所有情況

後，其自願確認他或她願意參

加試驗的過程。受試者同意書

應使用書面格式，並經簽署及

載明日期。 

29 Inspection 查核 主管機關正式檢閱其認為與臨

床試驗相關的檔案、設備、紀

錄、與其他可能在試驗機構、

試驗委託者與\或受託研究機構

之資源，或其他主管機關認為

適當的設備。 

30 Institution 醫療機構 任何執行臨床試驗的公立或私

立機構包括醫學或牙醫設施。 

31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人體試驗委員會 由具醫學\科學背景之專業人員

與非醫學\非科學背景之會員組

成的獨立團體，其責任為保護

受試者的權利、安全與福祉。

審查試驗計畫書、包括試驗主

持人的資格、設備、與要給受

試者簽署受試者同意書之相關

文件，並核准\提出贊同意見。 

32 Interim Clinical 
Trial\ Study 
Report 

臨床試驗\ 

研究期中報告  

執行臨床試驗期間，所進行的

分析結果與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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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nvestigational 
Product 

研究用藥品 臨床試驗中用來試驗之藥品或

當做參考之活性成分製劑或安

慰劑，包括已上巿藥品使用於

與其核准劑型不同的用途或裝

配 (配方或包裝)或使用於尚未

核准的適應症或用於獲得有關

核准用途的進一步資料。 

34 Investigator 試驗主持人 在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的負

責人。若試驗機構中以團隊的

方式執行試驗，則該團隊的負

責人為試驗主持人，亦可稱為

總主持人。亦可參閱協同試驗

主持人。 

35 Investigator\ 
Institution 

試驗主持人\機構  指受相關法規要求的試驗主持

人與\或醫療機構。 

36 Investigator’s 
Brochure 

主持人手冊 有關用於人身上的相關研究之

研究用藥品之臨床與非臨床數

據的編輯物。 

37 Legally 
Acceptable 
Representative 

法定代理人 法律授權下可代替受試者同意

參與臨床試驗的個人、法人的

或其他的團體。 

38 Monitoring 監測 監督臨床試驗進度與確保臨床

試驗有依照臨床試驗計畫書、

標準作業程序、藥品優良臨床

試驗規範與相關法令規定之行

為。 

39 Monitoring 
Report 

監測報告 在每次依照試驗委託者所訂定

的標準作業程序，拜訪試驗機

構與\或溝通其他與試驗相關的

事情後，試驗監測者提供給試

驗委託者的書面報告。 

40 Multicenter Trial 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 同一份試驗計畫書，由多個試

驗機構與多位試驗主持人共同

執行的臨床試驗。 

41 Nonclinical 
Study 

非臨床試驗 不在人類身上執行的生物醫學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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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Opinion (in 
relation to 
Independent 
Ethics 
Committee) 

意見 (與獨立倫理委

員會相關)  

獨立倫理委員會所提出的決議

與\或建議。 

43 Original Medical 
Record 

原始醫療紀錄 參閱原始文件(52)。 

44 Protocol 試驗計畫書 描述臨床試驗的目的、設計、

方法、統計考量、與編制的文

件。通常試驗計畫書亦提供試

驗的相關背景與理論，也可能

由其他參考資料提供。試驗計

畫書這個名詞包括試驗計畫書

變更。 

45 Protocol 
Amendment 

試驗計畫書變更 有關試驗計畫書變更或正式聲

明的書面文件。 

46 Quality 
Assurance 

品質保證 為確保臨床試驗執行與試驗數

據的產生、記錄、報告均符合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與相關

法規要求所建立的計畫性和系

統性活動。 

47 Quality Control 品質管制 在品質保證系統內，用來證明

試驗相關活動品質均已符合要

求的操作技術與活動。 

48 Randomization 隨機分配 用機率來分派受試者接受治療

藥品或對照藥品治療以減少偏

差的過程。 

49 Regulatory 
Authority 

衛生主管機關 有管理權利的團體。在本藥品

臨床試驗規範中，衛生主管機

關包含審查臨床數據與執行查

核 (參閱第二九條) 的主管機

關。 

50 Serious 
Adverse Event 

嚴重不良事件 服用研究用藥品任何劑量所發

生之不幸事件：包括死亡、危

及生命、導致病人住院或延長

住院時間、造成永久性殘疾、

先天性畸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 

51 Source Data 原始數據 臨床發現、觀察、或其他相關

重建與評估的原始紀錄與經確

認的副本資料。原始數據包含

在原始文件 (原始紀錄或經確

認無誤的副本) 中。 

52 Source 
Document 

原始文件 最初的文件、數據與紀錄 (例

如：醫院病歷、臨床與辦公室

紀錄、實驗室筆記、備忘錄、

受試者日記或評估明細表、藥

局處方紀錄、自動化機器所記

錄的數據、經證明無誤與完整

的副本或謄本、縮影單片、攝

影底片、微膠片或核磁媒介、X

光片、患者檔案、保留在藥

局、實驗室與參與臨床試驗之

醫療技術部門的紀錄)。 

53 Sponsor 試驗委託者 負責臨床試驗的啟動、管理與\

或財務的個人、公司、機構或

組織。 

54 Sponsor-
Investigator 

試驗委託者- 試驗主

持人 

單獨或與其他人共同開始與執

行臨床試驗的個人。在其直接

指示下，研究用藥品可供應、

調劑或給受試者使用。試驗委

託者-試驗主持人並不包括任何

非單獨個體 (例如：不包括企

業或政府機構)。其必須同時負

起試驗委託者和試驗主持人的

責任。 

55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 

標準作業程序 為使某特定功能有一致性表現

之詳細書面指引。 

56 Subinvestigator 協同試驗主持人 醫療機構受試驗主持人指派與

監督去執行試驗相關重要步驟

與做試驗相關重大決策之個人 

(例如：專員、住院醫師、學術

研究員)。亦請參閱試驗主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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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Subject\Trial 
Subject 

受試者 參加臨床試驗而接受研究用藥

品或對照藥品的個人。 

58 Subject 
Identification 
Code 

受試者身份代碼 試驗主持人指定給每位受試者

的獨特辨識碼，其可用來保護

受試者的身份。當試驗主持人

要報告不良事件與\或其他試驗

相關的數據時，可用於代替名

字。 

59 Trial Site 試驗地點 真正執行試驗相關活動的地

點。 

60 Unexpected 
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 

未預期藥品不良反應 本質或嚴重程度不符合現有藥

品資料 (例如：未上巿藥品的

主持人手冊或已上巿藥品的仿

單或藥品特性摘要)之藥品不良

反應。 

61 Vulnerable 
Subjects 

易受傷害的受試者 可能會因為受參與試驗之預期

利益，或拒絶參加可能會遭階

級制度中資深人員報復之不當

影響而被迫自願參加臨床試驗

的受試者。例如：醫療階級團

體架構中的會員，例如：醫學

系、藥學系、牙醫系與護理系

學生、附屬醫院與實驗室人

員、製藥界的員工、軍人、遭

拘留的犯人。其他易受偒害的

受試者包括絶症患者、安置在

護理之家的人、失業或貧窮人

家、發生危急情況的人、弱勢

人種、無家可歸者、遊牧民

族、難民、少數民族與自己無

法給予同意的人。 

62 Well-being of 
the trial subject 

受試者的福祉 參加臨床試驗之受試者其身體

與精神的完整性。 

資料來源: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uidance for Industry:  Good Clinical 

Practice）衛生署藥政處 九十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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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臨床研究概述與分析 

 

第一節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CRO)產業概述 

 

CRO產業 2010年總產值達二百億美金，佔生技製藥研發總花費三分之一，全球

約一千多家 CRO公司，是一種較分散零碎形態的產業
8
。 

 

根據 Tuffs報告由 CRO 執行的臨床試驗平均比新藥研發廠商自己做快 30%，可省

下 4-5個月，換算成金錢可省 1.2-1.5億美金。根據 clinicaltrial.gov 報告，

臨床試驗全球執行比率為:美國佔 53%，歐洲 24%，此外，亞洲、拉丁美洲、非

洲、澳洲共佔 23%。 

 

根據 ACRO9統計，2008 年會員公司從事約 400 件藥品研發案件，其中 18%為癌症

用藥(常見於非小細包肺癌、乳癌、肺癌、攝護腺癌、血癌)，包括 67 種癌症新

藥試驗有 30萬受試者參與; 15%為精神科用藥，55種新藥為治療阿茲海默氏

症、多發性硬化症、癲癇及精神分裂症; 10%治療心血管疾病，10%治療感染症及

7%治療代謝疾病。 

 

傳統產業價值鏈為設計、生產、銷售、交付，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產業價值鏈

為銷售、設計、生產、交付、售後服務。 

 

                                                 
8
 分散零碎形態的產業(fragmented industry): 在此產業中沒有一家公司擁有足以發揮其對整個產

業方向影響力的市佔率。Proter 對”分散零碎形態的產業”定義為:由許多小公司組成的產業其

中前四大公司的總市佔率小於 40%。 
9
 ACRO: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臨床研究機構協會

<http://www.acroheal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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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標案&簽約)

設計

(組成專案團隊、

訂定時程)

交付

(完整試驗資料)

設計 生產 銷售 交付

生產
(選擇參與國家
及醫師、送審、
收案、監測、

資料處理)

傳統產業價值鏈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
(CRO)產業價值鏈

售後服務（After sales service）: 

圖 2  CRO 與傳統產業價值鏈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售後服務（After sales service）: 目前指的是合約內未估算的服務，因地域

不同，產生委託者(藥廠等)期望與要求不同，CRO一般為了下一筆生意，多願意

配合其要求，免費提供如結案後的協助查核與稽核服務，常發生在結案一兩年後

或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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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 CRO公司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 CRO公司，由於是沿用英文翻譯名稱，因譯者不同，故市

場上有不同名稱，例如”全球生技製藥生產委外代工”、”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

構”、”受託研究機構”等。在以前外包業務量不大時，多統稱顧問公司。 

 

依據ICH-GCP (E6 1.20)與台灣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GCP)
10
，受託研究機構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的定義為”和試驗委託者簽約的個人或機構 

(商業、學術、或其他)，執行試驗委託者部份或更多與試驗相關的任務與職

責”。 

 
試驗委託者(例如藥廠)與受託研究機構(CRO)的關係，在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第五章中，有四層面的描述: 

• 試驗委託者可移轉部份或全部與試驗相關的責任與功能給與受託研究機構，

但關於維護試驗數據的品質與完整性之最終責任仍在試驗委託者。受託研究

機構應執行試驗品質保證與品質管制。(第一六五條) 

• 試驗委託者應以書面委託方式，將與試驗相關的責任與功能委託受託研究機

構辦理。(第一六六條) 

• 未轉移給受託研究機構的試驗責任與功能，仍屬於試驗委託者。(第一六七條) 

• 本規範中有關試驗委託者的規章，亦適用於承擔試驗委託者有關試驗責任與

功能的受託研究機構。(第一六八條) 

故應可視 CRO為依合約承攬業務，並對其所承攬之業務，負相同於試驗委託者有

關之試驗責任之機構。 

 

 

 

 

                                                 
10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公(發)布時間：民國 94年 01月 06 日最新修正時間民國 99 年 07 月 

19 日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CH-GCP&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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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床研究監測專員(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 CRA) 

 

臨床研究監測專員是執行監督臨床試驗進度與確保臨床試驗依照臨床試驗計畫

書、標準作業程序、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與相關法令規定之行為的人。隨著業

務範疇與規模的擴大，臨床研究監測專員背後，另有一兩組經理人員，共同監督

臨床試驗進度。 

 

在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五章第五節，亦規定了試驗委託者監測的委託(監測

員, monitor，在業界稱為 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與監測的內容。第五

章第五節第 74條明白點出監測三大目的: 

1. 確保受試者之權利及福祉受到保護。 

2. 確保所報告之試驗數據準確、完整，且可自原始資料中查證。 

3. 確保試驗之執行符合已核准試驗計畫書及其修正書、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 

 

三、臨床研究監測專員(CRA)工作職務11 

臨床研究監測專員透過必要之文件(Essential Documents)及原始數據核對

(Source Document Verification)，監測進入試驗的受試者是否依據 ICH GCP被

保護及依照核准的試驗計劃書接受治療、主持人是否遵守計畫書與法規進行收集

與即時通報相關資料等活動。CRO公司透過 CRA 與試驗主持人及衛生主管機關共

同維護受試者的安全、權利與福利(safety， rights and well being)。 

 

臨床研究監測專員除了 ICH GCP訓練外，還需接受針對以下主題所設計的訓練

(基本訓練) 、大大小小的線上標準流程訓練(online SOP training)及田野評估

訓練(field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臨床研究監測專員常需往返不同的試

驗場所，故交通往返時間常佔工作總時間 50%以上。  

                                                 
11

 詳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五章第五節第 7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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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臨床研究監測專員 CRA 基本訓練 
臨床研究監測專員 CRA 

基本訓練 

受試者同意書及其撰寫與審查 違反偏離計畫書之管理 

受試者安全管理 研究檔案管理 

受試者權利管理 監測報告撰寫方法 

資料品質管理 監測完成追蹤信函撰寫方法 

試驗用藥管理 監測員職責期望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這些訓練在業界也是從無到有品質不一，目前有些CRO有非常不錯的新進員工教

育及考核系統，也有的完全是邊做邊學的。 

 

美國有付費的CRA訓練課程，舉例來說，較有名的是Barnet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Services，提供許多課程以符合市場所需，如臨床研究監測專員十週

始業課程(10-Week 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 (CRA) On-Boarding 

Program)12，教授下列主題，需付費用1,695美元: 

 

 藥品發展流程、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與臨床試驗團隊角色與職責 

 臨床研究計畫書元素與修正  

 研究監測:關鍵活動、訪視形態、事件管理  

 知情同意  

 試驗用藥計數與盤點  

 安全通報定義與通報要求(Safety Reporting Requirements)  

 原始資料查證(Source Document Verification)  

 監測訪視及電話報告撰寫  

 法規遵守(Regulatory Compliance)及品質確認之稽核與查核(Quality 

Assurance- Audits and Inspections) 

 

 

 

 

                                                 
12

http://www.barnettinternational.com/Web-Seminars/10-Week-Clinical-Research-Associate-(CRA)-On-

Boarding-Program/ (7Nov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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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臨床試驗產業環境分析  

 

據調查 2007年新藥研發產業於國內外之外包業務金額約達一百五十億美元
13，在

未來七年成長 15%，並且將持續括大成長至整個價值鏈皆可以委外。全球化後，

當新興國家(如印度、中國)承接外包業務，並括大委外範圍成長至包括價值鏈中

之第一/二期臨床試驗時，市場總合約價值將於 2010年達二百億美元，佔生技製

藥研發總花費三分之一。 

 

一、全球 CRO 產業 
 

由於巨大目標市場、強大的醫療需求尚未被滿足，以及眾多處於發展中的新藥需

要(667種抗癌新藥; 252 種治療中央神經系統 CNS新藥; 206種治療心血管疾病

CV新藥，186種治療感染新藥14)，市場將持續成長，估計其中癌症新藥研發可持

續維持 21%成長15。 

 

全球約有 1,100家 CRO 公司，是一個分散(fragmented)的產業，但其中 2/3為美

國公司。在 2008年，前 10大 CRO佔有 56.1%的市場16， 但到 2009年時，前 10

大 CRO市佔率下降為 55%17。另有分析報告估計市場在 2010年達 240億18，並以

8.5%成長率至 2015年19。 

 

                                                 
13

 "New Research offers CRO market snapshot", Kirsty Barnes, Outsourcing-Pharma, November 22, 
2007 
14

 "Top 10 Areas of Research", Michael D. Christel, R&D Directions, vol. 14, no. 9, October 2008, pg. 20 
15

 "Riding the Wave", Pharmaceutical Executive Europe, FOCUS Oncology, September 2007, pp. 3–5. 
16

 "The CRO Market",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 
17

  http://www.globalbusinessinsights.com/content/rbcr0015m.pdf  "Quintiles in $3bn investment deal". 
Outsourcing-pharma.com. 2008-01-02.  http://www.outsourcing-pharma.com/Clinical-
Development/Quintiles-in-3bn-investment-deal. Retrieved 2010-08-03. 
18

 "CRO market to reach $24bn by 2010". Outsourcing-pharma.com. 2007-07-30. http://www.outsourcing-
pharma.com/Clinical-Development/CRO-market-to-reach-24bn-by-2010. Retrieved 2010-08-03 
19

 "Reportlinker Adds The CRO Market Outlook: Emerging Markets, Leading Players and Future Trends. | 
Trends & Events > Trends from". AllBusiness.com. 2009-09-21. http://www.allbusiness.com/trade-

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13007133-1.html. Retrieved 2010-08-03 

http://www.outsourcing-pharma.com/news/printNewsBis.asp?id=81438
http://www.pharmalive.com/magazines/randd/?date=10%2F2008
http://www.nxtbook.com/nxtbooks/advanstaruk/pharmexeceurope-imsoncology0907/index.php
http://www.acrohealth.org/cro-market.php
http://www.globalbusinessinsights.com/content/rbcr0015m.pdf
http://www.outsourcing-pharma.com/Clinical-Development/Quintiles-in-3bn-investment-deal
http://www.outsourcing-pharma.com/Clinical-Development/Quintiles-in-3bn-investment-deal
http://www.outsourcing-pharma.com/Clinical-Development/Quintiles-in-3bn-investment-deal
http://www.outsourcing-pharma.com/Clinical-Development/CRO-market-to-reach-24bn-by-2010
http://www.outsourcing-pharma.com/Clinical-Development/CRO-market-to-reach-24bn-by-2010
http://www.outsourcing-pharma.com/Clinical-Development/CRO-market-to-reach-24bn-by-2010
http://www.allbusiness.com/trade-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13007133-1.html
http://www.allbusiness.com/trade-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13007133-1.html
http://www.allbusiness.com/trade-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13007133-1.html
http://www.allbusiness.com/trade-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1300713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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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營業額來看,前 9大 CRO公司為
20
: 

表 3、世界前九大 CRO公司(依營業額排名,2010) 

公司名稱 銷售額(億美元) 

Quintiles  25 

Covance  18 

Pharmaceutical Product 
Development (PPD) 

14 

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 (CRL) 12 

Parexel  9.3 

ICON 8.87 

PharmaNet Development Group 4.7 

PRA International 4.1 

4G Pharmacovigilance LLP 3.9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依 CenterWatch 2011 年市場調查試驗主持人及團隊認為服務優良的前 10大

CRO公司為
21: 

 表 4、世界前十 CRO公司(依試驗主持人及團隊市調排名,2011) 

公司名稱 

試驗主持人及組員

投票排名 

(May 2011) 

PPD 1 

Kendle 2 

ICON 3 

PRA International 4 

Quintiles  5 

Covance  6 

Parexel  7 

 i3 Research 8 

 INC Research 9 

PharmaNet 10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20

 "US Clinical Drug Trial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omponent Database". Medibix.com. 2010-

05-17. 

http://www.medibix.com/CompanySearch.jsp?cs_choice=c&clt_choice=t&treepath=15476&stype=i. 

Retrieved 2010-08-03 
21

 PPD, Kendle and ICON top CenterWatch’s 2011 global CRO report card BOSTON, Mass., May 2, 

2011 http://www.centerwatch.com/press/pr-2011-05-02.aspx 

http://www.medibix.com/CompanySearch.jsp?cs_choice=c&clt_choice=t&treepath=15476&stype=i
http://www.medibix.com/CompanySearch.jsp?cs_choice=c&clt_choice=t&treepath=15476&sty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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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佔率來看,前 13 大 CRO公司為: 

 

表 5、全球主要 CRO公司之市場佔有率22 

CRO 公司 市場佔有率(%) CRO 公司 市場佔有率(%) 

Quintiles 

Covance 

PPDI 

CRL 

Parexel 

ICON 

MDS 

15.30 

10.30 

9.50 

8.10 

4.70 

3.50 

3.40 

PRA 

SFBC 

Kendle 

Omnicare 

SGS 

BASi 

其他 

2.30 

2.30 

1.30 

1.30 

1.20 

0.30 

35.60 

資料來源：Contract Pharma，Frost Sullivan 

依據 Frost and Sullivan Analysis2006 報告顯示，在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全

球委託執行案件，中約 20%研究案件(Drug Discovery)80%為發展案件(Clinical 

Development) 。但另有分析指出23，由過去 15 年(1993~2005)的成長率與營收曲

線圖看出，此產業在營收成長期，將面臨進入成熟期的階段。在成長期後段進入

成熟期之前，會出現幾家主要(dominating)廠商;另外，許多跡象顯示了此產業

很快將進入成熟期，這些跡象包括: 

1)營收成長趨緩:1990s 年代的 50% 到 2005年已下降成為 15%左右 

2) CRO 公司數目開始減少，形成較寡佔的市場(併購活動增加，以得到較高市佔

率、由規模經濟達成的低價結構力) 及利基中小公司(地理上利基 或/和 減少並

集中核心服務之營運上利基) 

3)新客户數目減少;  

 

 

 

                                                 
22

 全球藥品委外代工(CRO)的現況與未來 科技產業資訊室 - 彭嚴燕 發表於 2009 年 10 月 27 日 

http://iknow.stpi.org.tw/Post/Read.aspx?PostID=1917 
23

 CRO Market View What lies ahead of the curve? By Brad Anderson 

http://www.contractpharma.com/issues/2008-03/view_features/cro-marke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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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產業一旦進入成熟期，可預測的現象包括:  

1) 供需平衡時議價力將由 CRO轉到客户(如藥廠)手上， 

2)CRO公司在標案時，將面對來自客户方經驗豐富的合約談判高手， 

3)同行競爭變激烈，有些 CRO公司會被逃汰、有些則被併購以增加大型 CRO公司

之市佔率;  

 

當此產業進入成熟期中段可見到的現象包括: 

1) 50%市場被前五大 CROs佔領 [不再是一個分散(fragmented)的產業] 

2) 另外 50%市場成為存活下來的其他中小型利基市場 CRO分享 

3) 價格戰壓力增大此時許多 CRO公司將傾向賣掉公司-或併購、尋找利基、進入

新的成長市場(如新興國家或新技術、電子化流程法規及進入學名藥新市場)等策

略來因應。 

 

 

圖 3  CRO 產業 1993~2005 的成長率與營收曲線圖 

資料來源:2009CRO市場調查報告 

市場領先者之 CRO 公司皆為擁有全球據點的全服務提供者(global full-service 

providers) ，他們提供了全套服務，並以一次購齊的方式(one-stop shops) 服務客

户。這些領先者擁有的競爭優勢為: 提供新藥發展全球收案及運作能力而成為重

要的臨床試驗活動貢獻者(比藥廠自已執行快 30%)24。 

                                                 
24

 The CRO Market Outlook: Emerging Markets, Leading Players And Future Trends. Viewed April 02, 2008. 

http://www.marketresearch.com/product/display.asp?productid=1526872&g=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8 

 

圖 4、CRO 市場產值預估25 

資料來源: Frost Sullivan與 Birmingham statements 

 

二、我國 CRO 產業 

 

我國在 2009年曾經是亞洲唯一在整個 CRO服務鏈上建置完善者(見圖 5)，但之

後似乎發展延緩，未見到更積極的鼓勵委外研發與委外生產間建立聯盟，形成群

聚效應，提供高品質、高時效的服務，打出台灣品牌，產生更大綜效，加上臨近

國家急起直追，是故離協助國內生技產業發展，成為國際化的窗口之目標仍有距

離。另外，國內現階段 CRO方式之產品，以食品及保健食品為多，但公司只擁有

產權及經銷權，故皆為發展的挑戰。
26
  

                                                 
25

 &  
26全球藥品委外代工(CRO)的現況與未來 科技產業資訊室 - 彭嚴燕 發表於 2009年 10 月 27日 

http://iknow.stpi.org.tw/Post/Read.aspx?PostID=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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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我國生技/醫藥產業之研發及生產提供服務者 
資料來源:2007要務委外研發、生產趨勢及亞太市場分析，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三、中國 CRO 產業 

 

中國起步較晚，但在具有龐大市場的磁吸效應之下，透過資金投入及迅速複製營

運結構，產業快速成形27。 

在 2010年市場估計為二十六億美金，迅速發展後目前擁有將近 500家 CRO 公

司，但較具規模者只有 10家左右，前兩 CRO 公司為在大紐約證交所上市的

WuXi AppTec 和 ShangPharma，其客户包含全球十大藥廠。中國 CRO 市場的

三大特色為專業分工、低進入障礙、龐大的市場需求。  

目前大多的中國本土 CRO 公司只發展了單一營運項目，所以為了擁有更完整的

產業價值鏈以增加競爭力，購併與聯盟為此時重點活動，從 2007年到 2010間，

便有六次購併及五組當地聯盟發生。  

 

                                                 
27

 China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 Industry Report, 2010-2011 

<http://www.reportlinker.com/p0590608/China-Contract-Research-Organization-CRO-Industry-Report-
2010-2011.html#utm_source=prnewswire&utm_medium=pr&utm_campaign=Drug_Disc> 

 

http://www.reportlinker.com/p0590608/China-Contract-Research-Organization-(CRO)-Industry-Report-2010-2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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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中國 CRO 公司 

成立中國分公司之外國 CRO 公司名稱 中國當地 CRO公司名稱 

COVANCE WuXi AppTec Co., Ltd 

PAREXCEL ShangPharma Corp 

PPD Venturepharm Laboratories Limited 

Quintiles Transnational Sundia MediTech Co., Ltd 

Charles River Lab 
Chemizon(Beijing) Pharma-Tech 
Co.,Ltd 

Asym Chem Inc Excel PharmaStudies Co. Ltd 

MDS Inc Tigermed Pharma-Tech Co.,Ltd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四、臨床試驗全球化 

 

有研究認為藥品研發的全球化並非是由節省成本因素驅動，並且當然不是由較低

道德標準驅動(但常為大眾所認為的理由)，而是全球化後使得執行者擁有接觸 

68億人口的超強能力，以加速新藥人體試驗發展過程(有時可縮短 50%的時程)。

既然藥廠計畫發展其在新興國家的新市場，故其全球臨床試驗必然會被要求符合

當地法規，美國 FDA 與歐洲 EMA等國家衛生主管機關便會執行國際稽核，以確定

臨床試驗的執行是遵守法規的，此時跨國 CRO 公司提供的價值之一即是經由應用

這些標準規則，協助及監測在全球參與試驗的院所都依據臨床試驗依和諧化標準

規則(ICH GCP)在當地確實執行，以碓保臨床試驗受試者安全與數據品質不打

折。 

依據研究發現全球化臨床試驗特色有28: 

 可以減半研發時間，同時降低成本並且維持品質及安全 

                                                 
28

 Globalization White Paper http://www.acrohealth.org/globalization-white-paper.html 
25May2012 

http://www.acrohealth.org/globalization-white-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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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參與試驗的院所之研究品質標準(包括在中國印度執行的臨床試驗)必

須符合如同在美國及歐洲之國際標準  

 促進當地經濟，提供先進設備、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及高薪工作機會 

 目前臨床試驗市場成長來自於新興市場，如中歐、南韓與台灣，其良好的

醫療環境與能力相當於西歐 

CRO公司是新藥研發全球化及品質標準化的領導動力之一，借用它在研究當地的

據點及具有語言與文化的優勢的當地監測專員，可以與當地主持人維持良好溝

通，而增進品質及執行安全。 

CRO公司的出現也可以代動當地發展，例如提供了執行試驗需要的接受過嚴格訓

練的監測專員及設備、引進已開發國家之研究標準到新興國家及提供高薪工作機

會。 

研究倫理應是全球相同的，不應因地而異，市場也嚴格要求生技製藥公司及 CRO

夥伴遵守研究倫理。  

依據 ClinicalTrials.gov29 2012年五月份的参與國家與臨床試驗數量各區域前

三名數量如下: 

 

 

 

 

 

 

                                                 
29 ClinicalTrials.gov (www.clinicaltrials.gov)是一個提供病人、病人家屬、醫療照護專業人員及其

它公眾成員取得臨床研究資訊方便的網站，此網站由美國國家醫療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維護，資訊由試驗委託者或主要試驗

主持人提供及更新，目前包括在 179 個國家執行的 126,191 件試驗資料。25May2012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 

表 7、ClinicalTrials.gov 臨床試驗數量各區域前三名(2012) 

區域 前三名國家 
臨床試驗數量

(May2012) 

收案中及將開始收案 

(open studies) 

美洲 

北美 

美國 61,527 16,256 

加拿大 9,556 2,580 

墨西哥 1,622 361 

中美 

波多黎各 1,303 253 

瓜地馬拉 155 35 

巴拿馬 127 31 

南美 

巴西 2,809 752 

阿根庭 1,334 303 

智利 731 169 

歐洲  

德國 8,841 2,282 

法國 7,683 2,496 

英國 6,589 1,675 

亞洲 

北亞 

俄羅斯 1,995 500 

烏克蘭 829 199 

Belarus 82 28 

東亞 

韓國 3,367 1,271 

中國 2,926 1,139 

台灣 2,555 677 

南亞 

印度 1,909 448 

巴基斯坦 191 34 

Bangladesh 113 28 

東 南

亞 

泰國 1,082 306 

新加坡 951 229 

菲律賓 527 111 

大洋洲  

澳洲 3,319 770 

紐西蘭 807 194 

巴布亞新幾

內亞 
8 3 

非洲  

南非 1,458 293 

埃及 324 85 

烏干達 190 61 

中東  

以色列 3,540 1,176 

土耳其 992 227 

伊朗 436 74 

資料來源: ClinicalTrials.gov、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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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產業內部專業環境分析 

 

一、台灣法規環境的變化 

 

台灣新藥申請流程在初始階段，因為牽涉許多繁複流程與步驟需許多審核單位，

且流程不透明，故非常耗力耗時。之後，流程改變為由藥審會做二階段審核，由

CDE先做技術審查發問，再由衛生署發函許可，若無主要問題(major 

queries) ，則審查到核准時間可由六個月降到三十天，回答委員對試驗之問題

變成為時程長短關鍵。管理方面則自 1993年起新藥登記註冊要求執行當地臨床

試驗，到 1996年起實施 GCP guidelines 、1999 年起實施 GCP inspections 稽

核 for INDs and NDAs，設立不良反應通報系統公告 Guidance for clinical 

trials等，逐步上軌道與國際化。 

 

我國在臨床試驗發展的特色是由管制到開放30，朝向促使臨床試驗成為生技產業

價值鏈的一環， 由此而增強國家在生技產業上的競爭力，故可見其三十年發展

的軌跡是由與國家生技產業推動政策緊緊相扣的制度邏輯演進(即從 1980 年代國

民健康公衛角度,演進到發展經濟的生技產業,從無到有地將臨床試驗變成生技產

業有力的一環)而推動治理結構的轉變(2005年開放可以參與執行之醫院數目由

十七家到一百二十六家)，如此循序漸進,厚實基礎建設，待整體環境較成熟後，

即可增强生技產業競爭力。 

 

當我國由公衛角度發展臨床試驗之第一階段的十五年(1980~1994)，進入生技發

展之臨床試驗基礎建設的第二階段的十一年(1995~2005)時，是正好搭上全球化

的列車，當時由美日歐三大區制定了 ICH GCP,促進法規的合協化，台灣於 1996

年亦制定了優良藥品臨床試驗規範，順著全球趨勢打好基礎，吸引多國多中心之

臨床試驗在台執行，把臨床試驗這個單純的計畫，當成一個有力的載體，藉以引

進西方技術與法規，提升台灣生技基礎建設並進入第三階段(2005~至今)與全球

生技產業接軌，展現成果。 

                                                 
30

 “新藥臨床試驗制度在生技產業政策推動過程中變遷之探討”2009 鄭居元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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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臨床試驗發展之里程碑31 

75年 醫療法公布實施，藥政單位負責新藥臨床試驗審查 

78年 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Taiwa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TCOG)成立運作 

82年 七七公告，辦理新藥查驗登記須檢附國內臨床試驗報告 

85年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之公布執行 

(Taiwan GCP implementation) 

86年 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成立 (Joi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JIRB) 

87年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設立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CDE) 

88年 台灣臨床藥學會協助設置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通報系

統，92年起轉由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負責 

88年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中心之查核 ( GCP inspection) 

89年 臨床研究中心設置 (Gener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GCRC) 

89年 臨床試驗保險制度設立 (Clinical Trial Insurance) 

89年 銜接性試驗評估機制 (Bridging Study Evaluation) 

91年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之更新 (Taiwan GCP revised) 

91年 銜接性試驗基準－接受國外臨床資料之族群因素考量 (Ethnic factors in 

the acceptability of foreign clinical data)公布 

92年 人體試驗委員會指引與認證 (IRB guidelines, accreditation) 

94年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之公布 

95年 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設立 (Nation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in 

 Clinical Trials and Research, CECTR) 
98年 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設立 (Taiwan Association of IRB, TAIRB) 

99年 台灣藥物食品檢驗局成立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 

99年 多國多中心臨床試驗通告系統設立 (Clinical Trial Notification System 

 of TFDA for Multi-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資料來源: <<台灣臨床試驗發展之沿革>>王蓉君、陳恆德，臺灣醫界 2011 

 

二、台灣臨床試驗執行醫療機構的變化 

 

2005年衛生署放寬臨床試驗執行醫院層級，開放可以參與執行臨床試驗之醫院

數目由十七家醫學中心，到一百二十六家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及經衛生署認定之

專科醫院。 

 

“符合醫療法第 78條規定之評鑑合格教學醫院，或有特殊專長，經中央主管機

                                                 
31

 <<台灣臨床試驗發展之沿革>>王蓉君、陳恆德，臺灣醫界，2011, Vol .54, 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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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同意之醫療機構。”【94.11.11衛署藥字第 0940338607號公告】 

目前(2012年)全台共有十九家醫學中心(如表所列)。 

 

表 8、台灣十九家醫學中心(2012 年) 

台灣十九家醫學中心 

政府設立: 

三軍總醫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 、 

台中榮民總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學校附設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財團法人基

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院淡水分

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分院、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兒童分

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財團法人長庚紀

念醫院高雄分院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民國 99至 102年度中程施政計畫，國內現有臨床試驗資源整

合 97年完成工作部分包括: 

• 透過全面提升 14家醫療機構臨床試驗之關鍵環境，共舉辦教育訓練累計

167場、國際會議及招商活動 27場、完成協調會議 2場及抽樣查核臨床

試驗中心 2次， 

• 協助本土 37家廠商執行臨床試驗；持續性計畫訓練執行臨床試驗所需各

類人才，舉辦 6場初階訓練課程及 2場進階訓練課程；持續運作健全之查

核體系 

• 推動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查核工作，完成 29件醫院 GCP查核、11家

IRB認證通過及辦理 3場業界查核意見之溝通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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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臨床試驗支援體系(CRO 及 SMO) 的變化 

 

(一) 業界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CRO) : 

自實施 GCP後32，全球十大國際 CRO 逐漸地在台幾乎都設有分公司存在包括

Quintiles、Covance、PPD、Parexel、ICON、PRA、Kendle、Omnicare 等。

這些國際 CRO 公司，有許多是經過併購當地或區域 CRO而進入台灣市場，例如

Quintiles 、PPD、 Parexel。台灣當地成立的 CRO公司則有佳生科技顧問、晉加

公司、健亞生技、維州生技、太元生技等。其他它生技公司也分分迅速擴展業

務。 

表 9、96 年國際廠商收購或高額投資的台灣生技公司 

公司(代號) 主要業務 國外收購或

欲收購公司 

收購項目 收購時間、價格或條件 

基亞(3176) 新藥研發 澳商普基

(Progen) 

PI-88抗肝癌

藥物臨床 II

期結束後專利 

2007年收購價格 500 萬美元並返

還所持有新台幣 5 億元基亞公司

股權 

國際精鼎 

(已下市) 

CRO(委託

臨床試

驗) 

全球前 4大

CRO公司荷

蘭商派瑞修 

國際精鼎 98.5

％股權 

分 2次完成：(1)2003 年投入 75

萬美元以每股 26元取得 5％股權

(2)2007年投入 5,100 萬美元以

每股 82.94元取得 98.5％股權 

晶宇生技

(4131) 

生物晶片 荷蘭銀行 晶宇生技 2007年以洽特定人方式買進

1,500張股票，平均價格高於 80

元 

東貿(4104) 洗腎通路

經營洗腎

耗材代理 

全球最大洗

腎業者德國

商費深尤斯

(FMC)香港

子公司 

子公司佳特 51

％股權 

2007年 3,800萬美元 

邦拓(4107) 洗腎耗材 費深尤斯

(FMC)香港

子公司 

邦拓中國廠

100％股權 

2007年 2,078萬元 

資料來源：商業周刊 1064期 2008.4 

 

 

                                                 
32

 台灣於民國八十五年實施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約十年後

民國九十四年公布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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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試驗醫院內之臨床試驗管理機構(SMO-inside hospital):  

院內之臨床試驗管理機構，主要為協助院內年輕主治醫師，及人委會監督進行中

的臨床試驗。其成因如下: 

在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94年配合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建構生醫科技島計畫」，積

極推動「建立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體系」後， 98年行政院推動六大新興產業，

依據 97年「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BTC)」會議結論，規劃「台灣生技起飛、

鑽石行動方案」，更將生技行動方案列為第一個行動方案，顯見政府對於發展新

藥物等生物技術產業的重視與決心，各教學醫院便紛紛設立院內之臨床試驗管理

機構(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MO)。 

 

院內之臨床試驗管理機構之業務內容優先主要為協助年輕主治醫師設計與撰寫符

合優良臨床試驗規範之計畫書，及受試者同意書，提供完整專業之臨床試驗設計

之統計考量，及資料整理流程技術、建議監督進行中的臨床試驗案件是否確實遵

照試驗計畫書來執行，此外評估臨床試驗之進展，包括安全性數據及定期評估重

要療效指標，並對試驗委託者建議是否繼續、修正或終止此試驗醫臨床試驗地點

管理工作。33 

 

(三)業界臨床試驗管理機構公司(SMO-Industry)34: 

業界臨床試驗管理機構公司協助委託者臨床試驗地點管理。其他另有協助委託

者管理臨床試驗地點之 SMO，此類型的 SMO 包括較有代表性的二家: 

 

全面顧問有限公司  

全面公司創設於 1999 年，為亞洲及台灣第一家 SMO（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公司，公司創辦人王志行於 1994 年創立默爾公司

(MORE)，為台灣第一家 CRO 公司，之後 1998 美國昆泰(Quintiles)併購

MORE，擔任台灣昆泰總經理，負責建立與經營管理其台灣分公司，為台灣

臨床試驗產業資深經理人。   

                                                 
33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卓越臨床試驗中心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s400/html/mission.html 

 
34台灣黄頁 http://www.web66.com.tw/ch/61/CW102/Blog/1021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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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 2003 年建立第一座以 SMO 為模式之臨床試驗知識平台，2004 年於

奇美醫院建立第二家，2005 至 2006 年陸續建構澄清醫院、柳營奇美、成

大醫院、光田醫院及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已逐步形成全亞洲地區最大之

臨床試驗服務執行平台之ㄧ。  

 

營業項目:接受藥廠、醫療器材公司、生技醫藥公司及 CRO 公司之委託於全

台灣各醫院（全部醫學中心及區域教學醫院）協助試驗主持醫師執行臨床

試驗, 服務重點為受試者招募(Patient Recruitment)及確認試驗品質符

合 ICH GCP 之要求。  

接受醫院之委託於醫院內建立臨床試驗中心執行平台。  

規劃與執行臨床試驗主持醫師及研究護理師之教育訓練。 

 

佳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SitePartner 佳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為臨床試驗資源管理公司(SMO, 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提供生技醫藥產業執行新藥開發相關服務, 

涵蓋 Clinical Phase I~IV, PMS, Research 等執行臨床試驗相關範疇. 

 

四、台灣參與多國多中心之臨床試驗經驗(案件數量)變化: 

 

依據 2008年一月份 ClinicalTrials.gov 網站上資料顯示，台灣(532件)曾經在執

行中的臨床試驗數量上，領先日本(328件)中國大陸(275件)與印度(270 件),而

台灣在 2005年僅有 120 件 2006年僅有 133件，故數量上增加不少。台灣總共有

22個醫學中心，61個教學醫院及 556個醫院，約位 34,000醫師與 146,382 張床

約 136家醫院可執行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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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我國參與多國多中心之臨床試驗(民國 93年至 99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台灣單一試驗中心  32 24 11 21 34 38 47 

台灣多院試驗中心  25 10 22 29 16 9 17 

多國多 試 驗中心  62 86 100 127 155 140 144 

總和(件數)  119 120 133 168 205 187 208 

多國多中心比率%  52.1 71.1 75 75.6 75.6 74.9 69 

 資料來源: 臨床試驗審查作業機制說明, 201135 

 

 

 

 

 

 

 

 

 

 

 

 

 

 

 

 

 

 

 

 

 

 

                                                 
35臨床試驗審查作業機制說明-石麗鳳科長(2012/5/28 網頁) 

http://www.cde.org.tw/action/uploadfile/2011/1000927and0929/4.%e8%87%a8%e5%ba%8a%e8%a9%a

6%e9%a9%97%e5%af%a9%e6%9f%a5%e4%bd%9c%e6%a5%ad%e6%a9%9f%e5%88%b6%e8%aa%

aa%e6%98%8e-%e7%9f%b3%e9%ba%97%e9%b3%b3%e7%a7%91%e9%95%b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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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與整理 
 

 

本研究欲探討圍繞在新藥研發周圍發生社會重大事件層出不窮的原因，以及新藥

研發終極目標:保護受試者的安全(safety)、權利(rights)、福祉(wellbeing)及未

來病人的福祉。在全球化分工演化下，關鍵監測業務落在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

手中，使之成為關鍵中主角，可利用主要監測力量(核心能耐)，在上游即可協助

政府(TFDA)與人委會(IRB)預防因試驗執行不當，而造成藥品倉促上市後的社

會重大事件發生，以避免造成社會龐大損失，但阻礙監測業務來源為何?目前似

乎缺少從此角度探討受試者保護的研究。 

 

此外，由研究者在業界十八年經驗得知，監測業務與眾多數據及人事有關，故本

研究欲由交易成本、利害關係人與白地策略理論，分析阻礙監測業務執行的原

因，以下為這些理論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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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交易成本 
 

 

藥廠將臨床試驗委外目的為:運用 CRO協助藥廠降低交易成本，此外可更專注於

核心能耐。 

 

以往藥廠自己雇用監測員，與不同參與試驗之試驗主持人及試驗醫院接洽，若參

與試驗醫院有十五家，則藥廠便有 30個主要接洽點(試驗主持人及試驗醫院)。

據報，在成熟市場中(如歐美市場)，運用 CRO 約可省下 30%費用，即應用其專業

效率，每年省下 4-5 月(一般估計新藥從研發到上市約需九年，故在此估算下共

可省下 36 ~45個月，省 33~42%) 省下費用約£2.4~3億合台幣 120~150 億36。 

 

吳惠林(2000)在 《飛越黑板經濟學》書中指出”到處都是交易成本的現實人

生”: 

“199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H. Coase）這位現代隱士的「黑板經濟

學」說法，最能傳神且一針見血地點出癥結所在。 所謂的「寇斯定理」膾炙人

口，似乎已被充分了解，然而寇斯在 1988年於〈闡釋社會成本問題〉這篇文

章，就近三十年這麼長時間裡，各家對該定理的褒貶提出總回答時，說絕大多數

的討論都沒搞清楚他的論點，而他的論點最主要的也只不過是呼籲經濟學家們走

出「黑板經濟學」裡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大家共同回到到處都是交易成本的現

實人生，研究解決人生問題之道。37” 

 

CRO的出現是類似代工情況，性質為支援藥廠發展新藥的業務，其中亦包括了提

供代理與中介的服務。臨床試驗若要套商業產業化機制，則可得出下面商業(買

賣)關係:醫師及其團隊(供應者賣方)交付資料給藥廠(消費者買方)，藥廠提供勞

務補償給醫師及其團隊，其關係隨時間演化可見圖 6之比較。 

                                                 
36

 A Glance at the 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dustry By Janine Richardson 28Oct2009,(website: 

14Nov2011) http://ezinearticles.com/?A-Glance-at-the-Clinical-Research-Organization-

Industry&id=3135697 
37吳惠林《飛越黑板經濟學》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2000 年，自序。 

http://ezinearticles.com/?expert=Janine_Richardson
http://ezinearticles.com/?A-Glance-at-the-Clinical-Research-Organization-Industry&id=3135697
http://ezinearticles.com/?A-Glance-at-the-Clinical-Research-Organization-Industry&id=313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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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交易方式:

醫師
由受試者身上
收取的用藥資料

藥廠
監測(Monitoring)

資料釐清(Data clarification)

用藥資料

勞務補償

 

現今交易方式:

醫師
由受試者身上
收取的用藥資料

藥廠

CRO
監測(Monitoring)

資料釐清(Data clarification)

用藥資料

勞務補償

 
圖6、臨床試驗傳統與現今交易關係比較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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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公司，依據衛生署藥政處九十一年八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uidance for 

Industry:  Good Clinical Practice）第伍章、第二段試驗委託者之”受託研究

機構”一節，其中第一六五條提到”試驗委託者可移轉部份或全部與試驗相關的

責任與功能給與受託研究機構，但關於維護試驗數據的品質與完整性之最終責任

仍在試驗委託者。受託研究機構應執行試驗品質保證與品質管制。”所以依據規

範要求，”品質與完整性之最終責任”仍留在藥廠(試驗委託者)、醫師及其團隊

及CRO公司，三者關係如下圖: 

醫師
由受試者身上
收取的用藥資料

藥廠

CRO
監測(Monitoring)

資料釐清(Data clarification)

監督

監督

醫師、藥廠、CRO 關係圖

交資料

交資料

用藥資料

勞務補償

監
測

 
 

 

圖7、臨床試驗醫師、藥廠與CRO關係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7 說明醫師依計畫書與法規執行臨床試驗，依據規範要求，”品質與完整性之

最終責任”仍留在藥廠(試驗委託者) ，故藥廠除了對CRO有監督之責任外，對於

醫師仍有監督之責任，CRO依據合約對其承攬的業務亦應負責。 

 

多了一層的分工，使得介面增加，責任分擔更複雜，沒控制好的話，交易成本亦

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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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臨床試驗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的觀念最初是由史丹佛研究機構在 1963年的內部備忘錄記載提

出，「利害關係人」在當時被定義為”沒有這組人的支持,組織將無法存在”38，

之後在八零年代(1980s)時，愛德華佛里曼(Edward Freeman)把它發揚光大，

而在商業界被廣泛接受並連結了策略管理、公司治理、商業目標及企業社會責任

等理論。 

 

愛德華佛里曼在 1984 年《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39書中

定義「利害關係人」是在一個組織中會影響組織目標或被組織影響的團體或個

人，認為一位企業的管理者如果想要企業能永續的發展，那麼這個企業的管理者

必需製定一個能符合各種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策略才行。 

 

在佛里曼之後，薩瓦奇及其同僚在 1991年發展出從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雇員及

社區代表等三方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來提出公司的經營策略，因此從企業的觀點來

看，一個企業除了注重股東的權益外，必需同時關注員工、顧客、社區以及所有

有與企業有關的個人或團體才行，類似以企業擁有者為核心的一個同心圓，層層

向外擴散。40 。 「利害關係人」目前擴充到指任何對某一事務有權益之人。 

一、「利害關係人觀點」理論 

由波斯特、普雷斯頓、蕯曲(2002)41提出「利害關係人」定義為”個人或組成分

子，對創造財富的能力及活動，自願或非自願做出貢獻，故成為利益及/或風險

的承擔者。42 

                                                 
38

 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by Freeman, R. Edward; 

Reed, David L..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Spring83, Vol. 25 Issue 3, p88-106 
39

 Freeman, R. Edward (1984).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 ISBN 0-273-01913-9 
40

 「利害關係人理論」http://zh.wikipedia.org/ 
41

 Redefining the Corporation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Wealth(2002) by 

James E. Post, Lee E. Preston, and Sybille Sachs 
42

  "The stakeholders in a corporation are the individuals and constituencies that contribute, 
either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to its wealth-creating capacity and activities, and that ar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A1%E6%9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98%E5%B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1%A7%E5%AE%A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_Edward_Freeman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Standard_Book_Numb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0-273-01913-9
http://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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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床試驗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 
 

 

臨床試驗利害關係人包括發起臨床試驗計畫的藥廠或生技公司(IND holder 試驗

用新藥專利擁有者)、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 CRO(提供計畫送審、臨床試驗監

測、資料管理、中央實驗室等配套服務)、執行臨床試驗計畫的試驗主持人(及協

同主持人與研究助理)、臨床試驗計畫對象之受試者及其家屬、審核臨床試驗計

畫(發核准函及持續審核新資料及計畫是否依規範進行)之衛生主管機關與人體試

驗委員會。 

 

表 11、臨床試驗利害關係人 
 

發起及監控(A) 執行(B) 試驗對象(C) 審核及監控(D) 

藥廠或生技公司 
試驗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受試者 衛生主管機關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 CRO 

研究助理、 

藥師、 

檢驗師、 

X 光科醫師、 

SMO 等 

見證人、 

法定代理人 

(如需要) 

人體試驗委員會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程序上而言，在當地可分四組利害關係人: 

藥廠(組 A)為臨床試驗發起者，透過臨床試驗監測員(組 A)與試驗主持人(組 B)

討論計劃可行性，經過臨床試驗監測員到院做評估，回繳報告給藥廠，藥廠調查

審核並核准該試驗主持人參與後，便進行送審臨床試驗計畫呈交資料與該國衛生

主管機關與相關人體試驗委員會(組 D) ，及進行試驗主持人與醫院三方合約審

議及簽署，經過反覆討論及回答委員問題，直到取得臨床試驗計畫送審該國衛生

主管機關與相關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函，及簽訂三方合約完成後，試驗主持人才

得以與他的組員(協同主持人與研究助理)開始依計畫書篩選病人，執行臨床試

驗。 

 

                                                                                                                                              
therefore its potential beneficiaries and/or risk bea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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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組 C)為臨床試驗計畫對象，受相關法規保護，須在篩選前，經過知情同

意流程，告知新藥試驗機會及試驗內容風險等資訊，並給予充份時間考慮，決定

是否參加。所提出的相關問題經試驗主持人充分回答，雙方合意同時簽寫人委會

核准版本的受試者同意書，並給予一份副本，才能開使篩選的檢驗，檢驗結果符

合計畫書條件者，才能進入臨床試驗。 

 

試驗主持人團隊(組 B) 常見包括: 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藥師、檢驗師、X光

科醫師、SMO等:依規範得以授權試驗相關業務，其授權亦必須有記錄 (所謂

Delegation Log
43),並確保授權組員為合格且受過計畫訓練，並親自監督。當然

試驗主持人亦可以都自己完成。以省下監督的麻煩。但今日因工作量增加，已罕

見試驗主持人全都自己完成的情況。 

主要授權研究工作(最常見)包括: 

1. 取得受試者同意書 

2. 取得醫療病史 

3. 執行理學檢查 

4. 評估收錄案例是否符合收案條件 

5. 調劑研究藥品/儀器 

6. 填寫個案記錄表(CRF) 

7. 處理個案記錄資料問題 CRF Queries 

8. 回答個案記錄資料問題 Query completion 

9. 衛生署文件檔案維持 Maintain Regulatory Docs 

10. 人委會文件檔案維持 Maintain IRB documents 

11. 資料監督管理 Data Monitoring 

12. 安全監督管理 Safety Monitoring 

 

 

 

                                                 
43可參考網路範例

http://www.partners.org/phsqi/QIWeb/logs/Site%20Signature%20and%20Dele

gation%20Log_Aug%20201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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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持人團隊

試驗主持人
Principal investigator

藥師
Pharmacist(s)

研究助理
Study Coordinator(s)

可能由SMO而來

協同試驗主持人
Sub-Investigator(s)

檢驗師
X光科醫師

(可能為協同試驗主持人)

圖8、試驗主持人團隊圖例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衛生主管機關
人體試驗委員會

醫師團隊:
試驗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研究助理、

藥師、
檢驗師、

X光科醫師、

SMO等

藥廠
或生技公司

CRO
監測(Monitoring)

資料釐清(Data clarification)

監督

用藥資料

勞務補償

監測

監督

監
督

監督

臨床試驗利害關係圖

受試者:
參加臨床試驗而

接受試驗藥品或對照藥品之個人

收集
用藥資料

診斷給藥

圖9:臨床試驗利害關係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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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營運之探討 
 

 

一、 什麼是獲利公式 
 

依照世界目前資本主義及全球化之主流趨勢, 一個公司的營運及獲利亦可依組成

資本主義三大元素來看,即勞動(人事部門)、商品及服務(專案、IT及監測結果

生產部門)、財務(標案行銷部門會計財務部合約部門) 

 

獲利公式即 gross margin = sales - cost of goods sold 

 

獲利產出活動(Sales): 專案、IT及監測結果生產部門 

成本: 勞動(人事部門) 標案行銷部門會計財務部合約部門 

 

獲利公式=[專案、IT 及監測部門結果生產收益]- [人事部門標案行銷部門會計

財務部合約部門] 

 

國際分工的演化，由以前的產業別分工，到今日的價值鏈分工，以跨國公司為中

介平台，決定全球資源配置與生產佈局，分工不再只限於生產方面，已擴大到價

值鏈。 

委外是企業為整合外部優秀專業化資源，提高營收及價值創造的策略之一。委外

不再只限於生產方面活動，已擴大到價值鏈如創新活動。 

 

似乎亦可借鏡其他領域44對產業化的擔心來形塑 CRO的發展方向: 

“根深蒂固的認知圖式及價值立場是文創產業概念混淆問題所在”(劉維公, 典

藏今藝術,2003/5) ,民主社會中好的政策經過公論得到擴散, 不好的政策經過公

論得到揭露盲點與修正機會; 下一步應是檢視大眾觀點的角度缺失及加入少數觀

點的寶貴價值以達到盡善盡美。 

 

                                                 
44

 文化產業的時代意義，劉維公, 典藏今藝術,2003/5 

<http://www.wretch.cc/blog/blog/15172306> 

http://www.wretch.cc/blog/blog/1517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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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認知圖式及價值立場指的是，大眾將文化與經濟視為對立的兩個客

體，計畫將兩者結合，成為產業，透過標準化規程化與大量生產則會對文化產生

傷害(Max Horkheimer)此種對立關點將阻礙我們對文創產業的了解，要防止的應

該是過度產業化及其調節機制。 文化經濟是資本主義新一波發展趨勢。 

 

嚴長壽總裁 心台灣觀光經驗分享也談到: 觀光產業發展不起來~台灣人發展觀光

業缺乏美學觀念，在思考層次上是不夠深入也不夠細緻，觀光業雖然是種產業，

講究的是獲利率，客源數和到客數，但與金融、科技產業不同的是~觀光業更講

求心靈契合，美學省思~觀光內涵沒有提昇~就是一個城鎮最深層，也無可替代的

特性，像花蓮的海之靜、山之美，南投竹山的安祥之氣、木柵貓空的禪修氣息

等、各個地區都有特點，只看業者有沒有眼光，知道怎麼進行整體行銷，全面包

裝，不過觀光內涵簡單，卻少有業者付諸行動，台灣觀光業最大的毛病，就是一

味抄襲和缺乏大格局!! 

 

二、馬克‧強生的”顧客價值主張界定利潤公式關鍵” 

 

馬克‧強生在其白地策略一書中亦提到”利潤公式關鍵決定因素由顧客價值主張

界定” 並且提到利潤公式關鍵決定因素有四: 營收模式、成本結構、目標單位

利潤、資源速度。 

 

「營收模式」指可賺多少錢可由市佔率、購買頻率、補充銷售等方面思考; 「成

本結構」包括直接成本、經常費用及規模經濟; 「目標單位利潤」指每筆交易應

淨賺多少以負擔經常費用且達到預期獲利水準; 「資源速度」指需要多少時間運

用資源來支援目標量, 包括前置時間、處理量、存貨周轉率、資產利用率等。其

四個面相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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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模式: 價格 x 數量(PxQ) 
價格 Price 為顧客價值主張計量器。 

表 12、低階商業模式與優質事業營收模式比較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數量 (Quantity) 可由市佔率、預期銷售量來衡量。服務業以執行一項服務或交

易花費時間來計量；製造業以消售量來計量。 

 

 

表 13、營收模式數量計量的考量 

數量計量三面向 定義 例子 

1. 潛在顧客量 顧客數量   

2. 供應項目類型 

(為處理待完成工作所開發) 

1.每筆交易對每位顧客銷售數量 

2.每位顧客預測交易數量 
  

3. 從相關產品或服務而得的

額外收入 

(附屬收入機制) 

產品或服務範圍外收入 

蘋果擁有 70%MP3撥放器市場

其相關額外收入(附屬收入機

制)為音樂販售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營收模式 價格 例子 

低階商業模式 價格為決定利潤公式的起點 

塔塔計畫為機車家庭提供實現

其價值主張(比機車更安全的

交通工具:汽車)便一定得銷售

Nano汽車(10萬盧比) 

優質事業 
價格取決於實現顧客價值主

張所需要的資源成本 

健全食品公司需提供頂級生鮮

食品來實現顧客價值主張因此

設計出較高階定價的利潤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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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結構: 
由直接成本和經常費用構成並考量規模經濟企業在設計新商業模式的成本結構時

常有股强烈衝動想由現有的經常費用著手但這卻本末倒置新模式裡的經常費用必

須取決於價值主張的需求而不視為已知事實。 

 

表 14、營收模式成本結構的考量 

成本結構(含規模經濟面相) 成功企業 新企業 

直接成本 明確 明確 

經常費用 難以變動 
必需取決於顧客價值主張的

需求而不視為已知事實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目標單位利潤 
為營收模式、成本結構運作出之自然結果非大多數公司認為的整個利潤公式, 並

單獨以它為評估依據並擔心利潤低因為無法支付經常費用,此常為阻延轉型的想

法.因為目標單位利潤只為利潤公式的一部分而新營運下利潤公式全套目標並不

是維持某個特定利潤,而是達成取得目標所需的利潤。 

目標單位利潤定義為: 能負擔經常費用、在目標銷量下達到的預期利潤水準所需

的每單位營業利潤。 

 

資源速度 
資源速度指把資源用來支援目標數量所需的時間; 量指生產量也指發明、設計、

製造、儲存、運送、服務、銷售之數量且在特定時段內為似資產周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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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為探討為何有層出不窮發生在環繞新藥研發之人體試驗之社會重大事件，不論是

已有數百年之成熟國家，或只有數十年之新進國家，都可見到受試者似乎並未被

充分保護的事件，本文從執行人體臨床試驗的場域，探討在全球化的今日，此產

業面臨的困境，與從主要執行監測之監測員角度，描述一些想像中應達到最大分

工效益但卻並非如此美好的實例，阻礙何在？進而提出分析與建議。 

 

 

 

 

 

 

 

 

 

 
 

圖10、臨床試驗執行之場域關係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受試者: 

參加臨床試驗而 

接受試驗藥品或對照藥品之

個人 

 

 

 

 
 
 
 
 
 
 
  

醫院管理部門 

CRO 管理部門 

藥廠管理部門 

監

督 

監

督 

監

督 

治療 

收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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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依據在業界從事臨床試驗監測相關工作十七年(1995~2012) 歷經兩大國際藥廠與

一家國內 CRO和一家國際 CRO的經驗與觀察，並蒐集三年內(2009~2012)發生在

不同公司、工作場域與三十多位監測員互動及實地監測之資料與案例，綜合相關

文獻與研究報導，釐清全球化帶來的挑戰與困境，以及國內外人體試驗之社會重

大事件帶來的警訊，以交易成本、利害關係人與以顧客價值主張訂定利潤公式等

理論架構，分析阻礙臨床試驗監測執行層面的根本原因。 

 
本研究避開訪談監測員方式進行，以防止受以下兩因素干擾

45: 

1) 問錯問題，以致於取得的資料不盡有意義 

2) 由於”人心難測”，而導致蒐集了在受訪者因為”不知道”或是”不想告

知”及”應付了事”心態下的回答 

而是採用蒐集現場觀察與偏重操作性質的初級資料，再透過依次級資料勾勒出的

國內外監測環境，提出建議。初級資料個案中的臨床試驗監測員 CRA 為受雇於

CRO的監測員，其面對的挑戰與受雇於藥廠的監測員，不盡相同。 

 

 

 

 

 

 

 

 

 

 

 

 

 
                                                 
45

 蕭瑞麟，“不用數字的研究”，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版， page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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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技產業中臨床試驗監測活動實例與困境 

 
 

依據上述多面向地描述分析監測員 CRA角色與工作環境的演變，此章節欲探討臨

床試驗的活動實例，擬刻化出監測員在台灣從事臨床試驗的挑戰，提供臨床研究

專業服務機構做為營運参考並做為藥引子，引起先進對此行業研究的興趣。 

 

此章節先介紹國外監測員工作概況，擬建立監測基本工作樣態，緊接著藉由七個

個案，描述台灣監測員常見的棘手工作概況後，再以新藥研發整體過程的刻劃與

描述，自上游藥廠一開始便因回收研發投資成本而限縮研發標的的困境、台灣

CRA面對的複雜監測環境演變(政府、醫院與法規)，連繫到諾華臨床試驗受試者

求訴無門的困境，嘗試將影響監測員工作的因素，在錯綜複雜情況下定出分析框

架。 

 

 

典型美國的監測員一週工作如下46 

 週一: 3:30am 起床趕搭 5:00飛機 (8hrs+travel 6-7hrs=15 hrs)  

- 租車開往試驗地點 A 確定 9:00am抵達後，便開始八小時的監測工作至

5pm.  

- 開車去機場趕搭另一晚班飛機  

- 租另一車開往旅館  

 週二: 9:00am 抵達試驗地點 B，監測工作至 9am-5pm (8hrs+travel) 

- 開車去機場趕搭另一晚班飛機 

- 租另一車開往另一旅館.  

 週三: 抵達試驗地點 C，監測工作 9am-5pm (8hrs) 

- 回旅館  

 週四: 因為已由東岸到西岸時區改變，通常花一天時間(8-10 hours)在交

通上，才能回到家，所有的報告皆在飛機上、旅途中完成  

                                                 
46

 典型美國的監測員一週工作 http://www.indeed.com/forum/job/Clinical-Research-Associate/job-

opportunities-CRA/t3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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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 在辨公室工作交報告、修改報告、交送審文件、交報賬資料、安排

下次的行程及訂機票、旅館(8-10 hours) 

 

平均工作每週約 60 hours(12hr/day) ，有時資料庫鎖定(Database lock)期限

很緊，則必需在週日便出發，並且週六才能回到家。 

 

台灣監測員工作相似，只是因地理範圍小，少了些舟車勞頓，但人事複雜，多了

事務協助的要求。 

 

 
圖11、美國監測員工時比例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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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臨床試驗監測活動實例 

 

案例一: 來自試驗主持人的挑戰(試驗相關訓練之溝通) 
 

醫師 A是一位主要意見領導人，並且被邀成為試驗甲計畫的試驗主持人，監測員

執行到場評估訪會後，確認符合要求，故醫師 A被選為試驗甲計畫的試驗主持

人。 

 

經過法規遵守審查通過，監測員到醫院執行試驗開始的到場訪會，在兩小時中監

測員說明所有主題之後，試驗主持人離開辦公室。 

 

監測員開始向助理講解個案報告表填寫規則及其他注意事項，途中試驗主持人多

次回到辦公室，每次回到辦公室都口頭禪地”問候他人媽媽”並附帶一問訓練怎

麼還沒完? 

 

• 監測員如何因應? 

• 醫師 A的行為監測員有何影響? 

• 發生在剛入行的監測員身上與資深監測員身上會有不同影響嗎? 

 

分析與建議: 

監測員應繼續完成職務並藉著此機會回答試驗主持人的問題，詳細說明流程(雖

然已明列在試驗開始到場訪會確認信函中，但仍需提醒試驗主持人) 進行到那一

階段了，以及還有多少主題要進行，並邀請試驗主持人參加，加強試驗主持人對

GCP責任之了解。 

 

剛入行的監測員也許被嚇到(白袍恐懼症)，而意圖趕快開快車結束訓練助理並且

感到沮喪。之後助理也許對整個流程不清楚，而漏東漏西，造成許多檢驗沒做而

偏離/違反計劃書，並需通報人委會及提改善方案。資深監測員應會以沈穩態度

面對，並且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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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來自臨床研究經理與試驗委託者的挑戰 

 

試驗委託者台灣分部(local sponsor)代表甲的朋友乙(監測員的臨床研究經

理)，告訴甲，台灣 ABC 人委會要求做這些事與不做那些事，甲便直接用不客氣

的語氣聯絡執問 ABC 人委會承辦人丙，丙之後便聯絡監測員，並尋問台灣分部代

表甲直接用不客氣的語氣執問他的原因，並要求監測員控制並停止甲直接聯絡他 

 監測員如何因應? 

 監測員如何建議臨床研究經理? 

分析與建議: 

這種被不禮貌執問後，想找有關連的第三人(這例子中是監測員)協助的例子不

少，於是監測員便有太多令其分心的事需處理，佔用掉應花在監測試驗上的時

間。 

監測員對丙的溝通，也許先澄清監測員不在當場，而丙既然是人委會對外窗口，

故丙期待監測員去控制並停止甲直接聯絡丙，便不太合情理，但監測員可以跟甲

說，將來監測員可以協助甲，向丙詢問此試驗的事宜。 

監測員應對其臨床研究經理乙回報上述經過，並且建議乙跟甲說，將來監測員可

以協助甲，向丙詢問此試驗的事宜並透過乙回報甲，以透過擔任角色維持適當通

報路徑。 

 
圖12、CRA、研究經理與Sponsor事件關係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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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來自臨床研究經理的挑戰 

 

監測員 C接到臨床研究經理 D(位於英語系國家分公司)一連串的電話要求交進度

報告，其中一通電話臨床研究經理 D要求另一位臨床研究經理 E加入討論(事先

監測員 C並未被通知臨床研究經理 E要加入)，臨床研究經理 D開始介紹說: 

“監測員 C，在我身旁的是臨床研究經理 E…監測員 C，妳懂英文嗎?” 

監測員 C因被如此對待，且被批評英語能力而感到受傷… 

 

分析與建議: 

事實上 C的英語能力在台灣屬於中上，且已通過層層基礎測驗。這種情況，常發

生在試驗開始之初，並未有效設計溝通工具及表格。這種工具及表格，在公司都

是現成的，只要更換試驗計畫名稱，便可馬上使用，故語言障礙因素，會在這種

臨床研究經理不願意使用工具及表格的情況下(只願用口頭討論)被突顯。 

 

此外，英語是全球商務語言之一，臨床試驗又以美國經驗最久與豐富，故監測員

若沒有中上英文程度，就宛如左撇子在右子撇子為多數的世界生活，很多工具需

特製，甚為不便。 

 

延伸思考: 

• 英語溝通能力在這情況應該成為被責怪的主題嗎?有沒有更好溝通方式以 

除去語言障礙因素? 

• 越來越多在台執行的臨床試驗為多國多中心的試驗，橫跨 15國已屬常 

見，故亦包括非英語系國家參與，並且非英語系國家在收案數量貢獻良

多，許多當地業務的溝通並非英語如受試者同意書，故應降低語言不同之

阻礙而並非強烈突顯及強迫同化。 

• 監測員多數經過訓練與通過考試(英語)，已具備基礎英語能力。若高級 

英語能力是必要條件，則應設計到徵募人員的條件中。 

• 語言不應成為障礙，因為常可由良好設計的工具(如附解說性的表單、參 

考範例或示範)及溝通能力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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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在案例中常等於”溝通成熟度”，可提高生產力。不成熟的溝 

通會造成浪費監測員的時間。 

 

案例四: 來自試驗助理的挑戰 

 

試驗助理打電話，要求監測員親自到試驗醫院，把寄到的實驗室採集檢體組件，

搬到它們應該在的地方。試驗助理拒絕協助呈送臨床試驗必要文件，給試驗主持

人審閱與簽名並寄回給監測員。試驗助理拒絕呈送安全報告表給試驗主持人審閱

與簽名，退還文件給監測員而延遲安全報告通報。試驗助理委婉拒絕依病歷原始

資料輸入填入電子個案報告表，而依試驗助理的記憶，填入電子個案報告表，經

監測員比對病歷發現，錯誤大於 50%。試驗助理半夜裡打電話給監測員抱怨。 

 

 監測員如何因應?  

 

分析與建議: 

推卸責任與不甘願做事的試驗助理並不少見。監測員必須重新訓練主持人遵守

GCP，並要求主持人對於他授權協助試驗的試驗助理再訓練。監測員必須重申監

測員本身並非主持人團隊且不能被授權協助某些試驗主持人應執行的業務。監測

員必須在監測結束後，向試驗主持人簡報監測結果，並且建議改善辦法以避免再

次發生，且避免未來查核稽核時發現重大違規事件。 

 

監測員與試驗助理的對話(實境與監測員內心重映): 

實境: 

助理 (X小姐將離職): 你給她(新助理 Y小姐) 一個 Visit多少啊? 

 

監測員: 這部分是由 PI直接和助理來談，我們公司不適合介入 PI對經費的運用

方式，也無法替 PI做決定，目前 Y小姐還是不願意接這個案子。 

 

助理: 可不可以請你們自己找人,我們這邊已經盡力了….然後那個人還是掛在 z

醫師(協同主持人)名下…但是你們自己找人…因為我覺得幫你們做事,也覺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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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很多…你們都在…嗯…不客氣地說…其實 z醫師 都跟我說你們就做在辦公

室遙控我們…他有被遙控的感覺。 

監測員: 這部分是由 PI直接找助理，我們公司不適合介入 PI對經費與人力的安

排和運用方式，也無法替 PI做決定。 

 

助理: 別的公司可以,為什麼你們公司不行? 你不要跟我說這是違法的,有人跟我

說這是違法的,但為什麼別間公司就不違法? 你們公司是不是比較沒有別的變通

方式啊? 

 

監測員: X小姐，我的回答還是一樣，我們公司實在不適合介入 PI對經費與人

力的安排和運用方式，也無法替 PI做決定。我們也是根據衛生署法規與 GCP的

規定在執行，無法做越權的動作。 

 

助理: 那像你昨天這樣重感冒啊,就沒有人可以 training她啊. 你們公司就是沒

有一個可以 backup的人嗎? 

 

監測員: 您忘記了嗎，我借這個機會再跟您清楚說明一下，A 先生(另一位監測

員)就是我的 back-up，至於您的要求要在這麼緊急的狀況下，並且 Y 小姐尚未

確定是否要接這個案子，我們還是可以滿足您的要求，A先生(助理)會跟我們的

專案經理聯絡，在確定 Y小姐要接這個計劃之後，若我還在重感冒病假中，我們

的專案經理會再跟 Y 小姐做一次正式的電話訓練。 

 

助理:昨天又問我可不可以確定是不是可以進入 study 了嗎? 那你們這麼不放心,

是不是可以自己過來看一下….還是叫我傳一個 lab檢查值給你們看一下….你們

都沒有啊!你們都只有當接線生, 當總機…然後問好了嗎?好了嗎?確定可以了嗎?

約好了嗎?可以了嗎?人找到了嗎?約好時間了嗎? 

 

監測員: 因為這位病人已經 out off window 一次，這是一個 study的

deviation, Z 醫師也經書面通知這個 study deviation，我們進一步擔心這位

病人是否符合收案條件，不然這個可能會成為另一個更嚴重的 deviation，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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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要跟你們再次確認病人是否符合收案條件，既然您是這個 study 目前的

SC，Z醫師 delegate您許多 study的任務，所以 我們希望先跟您口頭上確認病

人是否符合 criteria。 

         

剛才您的建議非常好，現在就請您傳真病人的 Central lab檢查報告給我們，並

確定 Z醫師已看過報告並對 out off normal range 的 data判定是否有

clinical significant。  

 

重映: 

助理: 你給她多少啊?一個 Visit 

 

監測員: 這部分是由 PI直接和助理來談， 

 

助理: 可不可以請你們自己找人,我們這邊已經盡力了….然後那個人還是掛在 z

醫師名下…但是你們自己找人…因為我覺得幫你們做事,也覺得白做工很多…你

們都在…嗯…不客氣地說…其實 z醫師 都跟我說你們就做在辦公室遙控我們…

他有被遙控的感覺 

 

監測員: 這部分是由 PI直接找助理。 

 

助理: 別的公司可以,為什麼你們公司不行? 你不要跟我說這是違法的,有人跟我

說這是違法的,但為什麼別間公司就不違法? 你們公司是不是比較沒有別的變通

方式啊? 

 

監測員: X小姐，我的回答還是一樣， 

 

助理: 那像你昨天這樣重感冒啊,就沒有人可以 training她啊. 難道你們公司就

是沒有一個可以 backup 的人嗎? 

 

監測員: A 先生就是我的 back-up，妳有一天半夜還打給 A先生，妳到底想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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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你不用睡覺別人還要睡。並且 Y小姐尚未確定是否要接這個案子之前還叫

CRA替你搬東西， 

 

助理: 昨天 A先生又問我可不可以確定是不是可以進入 study了嗎? 那你們這麼

不放心,是不是可以自己過來看一下….還是叫我傳一個 lab檢查值給你們看一

下….你們都沒有啊!你們都只有當接線生, 當總機…然後問好了嗎?好了嗎?確定

可以了嗎?約好了嗎?可以了嗎?人找到了嗎?約好時間了嗎? 

 

監測員: 病人已經 out off window 一次，study 的 deviation, Z 醫師被通知                

a. Criteria 確認了沒?    

b. Lab結果，看過了沒?   

c. 你們院內試驗帳戶設定了嗎？ 

d. 助理確定了沒？ 

e. 受試者約好了沒? 

不要都說我們每次都在辦公室遙控你們，就是因為你們都沒做事，所以才要一直

打電話給你們擔心受試者是否符合收案條件，若不符合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偏差

與違反法規，才再次確認受試者是否符合收案條件， 

 

妳是這個 study目前的 SC，Z醫師 delegate 妳許多 study的任務，所以先口頭

上確認病人是否符合 criteria。 

 

現在給我傳真病人的 Central lab檢查報告給我們，確定 PI 看過報告和下過判

斷。 

 

案例五: 來自試驗主持人的挑戰(合約與研究經費) 

 

狀況一: 試驗主持人要求助理墊款以補一下收太多受試者，造成檢驗費不足，助

理要求監測員幫忙，監測員嘗試與試驗主持人討論，但被責罵後被要求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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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二: CRA監測員結案，通知試驗主持人感謝晚餐預算，但卻在事後接到超過

的 10%報帳收據。 

 

狀況三: 試驗主持人預估收案與實際收案差 90%。 

 

分析與建議: 

美國在 2010年 3月醫師費用陽光法案(Physician’s Payment Sunshine Act)通

過
47
，要求藥廠及醫療器材製造商向 US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通報付給醫師的所有費用，包括臨床試驗經費、

名譽職務報酬(honoraria) 、禮品、餐飲費、娛樂費、食品、旅費等，一切經費

必須依法依合約進行，監測員應要求試驗主持人內部協調費用給付方式與時限，

上報研究經理試驗主持人的要求，協調緊急請款事宜，而不可自己墊款。 

 

陽光法案通過餐費必須謹慎並詳細交代，以免觸法。 

 

試驗主持人多為吸引試驗，而高估收案人數。目前有些試驗委託者已在簽訂合約

時聲明若收案速度不如預估則有終止試驗場所的權利。 

 

案例六: 來自試驗主持人與試驗助理的雙重挑戰 

 

助理要求試驗主持人，若要她接另一個試驗，則耍求付月薪非按件計酬。試驗主

持人要求監測員協助與助理溝通，並使助理了解這是按件計酬的事。監測員協助

與助理溝通，依照已簽好的合約是按件計酬的工作，但助理拒絕。監測員回報主

持人，主持人要求監測員協助找新的助理。 

 

分析與建議: 

在這個案中，試驗主持人要求監測員充當人力仲介協助找試驗助理。 

在以前，CRO公司會兼營 SMO業務，後來，因為了避諱球員兼裁判，執行與監測

為同公司便分開兩公司，但仍有同公司者。 

                                                 
47

 “Implications of Physician Payment Act”, William Sharbaugh, 1Oct2010, Applied 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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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員可將人力需求報與 SMO公司請他們與試驗主持人聯絡。 

 

案例七: 難用正確尺度去溝通、陳述與看待錯誤 

 

監測員難免會犯錯，但常被團隊經理過度責備。監測員 A因為沒有在試驗地點一

發現原始資料不充足問題，便馬上電話回報團隊經理(公司規定若監測員一旦發

現重大偏離事件就得當場電話回報團隊經理) ，而被大肆責駡。然而當團隊經理

被問到下列問題，幾乎無人，全數答對。 

 

問題一: 以下那些屬於重大偏離事件? 那些屬於小偏離事件? 

a. Insufficient Source document 原始資料不充足 

b. Error in treatment assignments治療分派錯誤 

c. IP accountability issues 試驗用藥計數問題 

 

問題二: 若你發現你組內的監測員未做到下列事情你如何處理? 

a. 未能發現以上偏離事件 

b. 發現重大偏離事件後未能馬上打電話向你通報 

c. 未能確保主持人向主持人向人委會通報偏離事件 

 

分析與建議: 

 

較正確的答案應是以試驗委託者的定義為参考，常見定義如下: 

表 15、偏離事件分類 

重大偏離事件 

(Major Deviations) 

篩選不符合的人進入試驗、治療分派錯誤、錯誤劑量、試驗中使

用禁用藥物、不遵守醫囑服藥(依試驗來定義 100%±10% ~30%)、未

按規則通報嚴重不良反應、懷孕、同意書相關事件等 

小偏離事件 

(Minor Deviations) 

試驗藥物計數事務事件、不充足的原始資料、實驗室報告相關事

件、超過回診時間回診、漏做流程方面的評估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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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台執事的監測員真的必需是三頭六臂、多才多藝才能，有効應付非核心

業務的事之後，省下足夠時間，好好靜下心來做完大量的監測工作。偏偏很有耐

性監測資料與流程的人選，都很靜、很能專心處理數據，故難快速地被訓練成處

理溝通人事的高手，而需要強調(依據規則、法律)分工。監測工作人員應是保護

受試者的安全、權利和福利(Safety Right and Well being)以及資料的完整

(Data Integrity) 。能配合有好的助理與主持人，才是試驗成功的關鍵。 

 

團隊經理應給予足夠配備(工具、表格、試驗”地圖”)不重複問相同問題或出於

好奇要求解釋地方法規的”為什麼”， 並且避免每件事都是緊急要當天完成，

在監測員需要協助時提供支緩(尤其是與委託者或醫療監測醫師， Medical 

Monitor溝通取得問題答覆)並且協助與 local sponsor溝通，監測員才能在時

間內完成大量的監測工作。 

 

在台灣執行的多國多中心臨床試驗，因為下列常見因素，造成在全球競爭性收案

結束後，還無法啟動: 

• 未能設定合乎實際的送審時程期望 

• 未能坦白地持續向委託者回報問題 

• 未能正視可行性評估報告上的資料，但也不能過度催促試驗主持人收

 案，會得到反效果 

• 未能仔細審視與試驗委託者的合約流程 

• 未能追述合約事宜以了解瓶頸何在 

• 未能迅速回答衛生主管機關的問題很難取得委託者的迅速支援 

• 未能使溝通管道(誰應與誰溝通) 定清楚例如委託者、試驗主持人、團隊

 經理、監測員溝通管道  

• 未能在計劃之初就加入以早開始因應冗長的送審及簽約過程 

• 在亞洲做試驗與歐洲不同小心以免完全套用歐洲模式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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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不當期盼下之監測員工時比例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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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臨床試驗監測活動困境 

 
一、藥廠新藥研發的困境 

 

以往(1940~1980)藥廠以全套經營方式作業，即從研發生產到行銷一手包辦之垂

直整合模式營運，其靠的是星級暢銷藥物(blockbuster drug 指年銷售額十億美

金以上的新藥) 的研發上市，一項星級暢銷藥物產品便可佔藥廠 30%以上營收，

但自 1990年後，此類暢銷新藥越來越少，逼迫藥廠不得不想辦法轉型。在確保

資源用於核心事務以控制成本的轉型需求下，四種形式的委外代工便應運而生: 

研發方面有”合約研究組織”(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及”臨床試驗

參加地點(在台灣僅限於教學醫院以上)管理組織”(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製造方面則有”合約製造組織”(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 及”合約行銷組織”(Contract Sales Organization) 。 

 

除了面對越來越少的新星級暢銷藥物的研發挑戰外,藥廠也面對了行銷困境: 

 新藥比眾多現有的學名藥好嗎?藥廠需用付費者(payers)的眼光來定義價值 

 新藥投資回收機會小 

 眾多原因導致上市後的失敗 

 

現在藥廠在新藥未上市前五年，就與專家及保險業代表會商之後的市場回收議

題，若不合算，便擱置研發計畫。有人擔心，藥廠這種行為會有礙研究及更大的

發現，尤其是科學上不算罕見的”意外驚喜”發現(the serendipit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48 ，例如有名的落健及威而剛的發現，並且越早做新藥

定型市場的分析，越易喪失 looking out of the box 的機會。 

                                                 
48

 *Serendipity means a "happy accident" or "pleasant surprise"; specifically, the accident of 

finding something good or useful without looking for it. serendipity 為名詞，字源來自於錫蘭這個

字。作者在書信往來時和朋友提起，一年前看到了一幅畫很棒，一年多後在錫蘭的小攤子恰巧買

到一個和這幅畫非常搭配的畫框，於是他用這個字去形容那樣的感覺。如今這個字被廣泛的科學

家使用，形容不經意的發現。serendipity，此字源自 "Serendip"，是"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古

國名。在劍橋字典裡的解釋是： the lucky tendency to find interesting or valuable things by 

chance 牛津字典的解釋是：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vents by chance in a happy 

or beneficial way.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107990##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107990##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107990##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107990##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10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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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的研發方向，有越來越重視付費者的需求，但吊詭的是付費者不是使用者

(病人)。在現行制度下，許多新上市的藥品因為售價高昂，通常不是使用者病人

付費，而是健保或保險公司付費，所以藥廠在設計臨床試驗時，要依標準療法藥

物會因不同地區不同，而設計不同的對照組，目的為了使得核准藥物的主管機構

與健保或保險公司滿意，故病人的需求或病人所屬社區其他病人的需求，他們是

否滿意便不是藥廠研發新藥的主要考量。49故藥廠研發方向與動機，似乎不再單

純以治病為目標，還得考慮營收，若不合算，就不進行，在此不單純動機下，利

用 CRO協助加速目標達成，不禁令人擔心受試者權益如何維護?
50
 

 

二、CRO公司監測專員的困境 

 

CRA專業人員如工程師一般，需要在監測資料時，將數據與記錄在仔細審對之

後，對執行試驗程序及受試者的安全、權利及 wellbeing與主持人及委託者共同

負責，也許責任比重依其所受的專業訓練有所不同。GCP中有詳細的描述，試驗

委託者、試驗主持人的責任。 

 

臨床研究監測專員(CRA)依其專業訓練，監測主持人依據衞生署及人委會通過核

可進行的試驗計畫書執行過程，是否有違返試驗計畫書及法規(Taiwan GCP and 

ICH GCP)事件，若有發現違反計畫書及法規，必需通報主持人與助理，仔細討論

發生違反偏離情況的根源原因(root cause)，共同討論或設計新的流程，以避免

再次發生。藉由重新訓練再次提醒，以符合 GCP 的要求，達成試驗全程依計畫書

執行，並且無違反 GCP 的情事，而使從受試者身上收集到的資料是正確可信且合

法(integrity)的，從而可以送審衛生主管機關，做為藥證申請重要的資料證明。

                                                 
49

 Insight: Pharma asks the money question earlier for new drugs 
http://www.linkedin.com/news?actionBar=&articleID=996929498&ids=0VdjkScz0QejAIejgOdj0TdjoVb3wVd3AOejoVeiMVdPo
RdjkRe3AId3gSdPwScPAV&aag=true&freq=weekly&trk=eml-tod2-b-ttl-2&ut=3XMK4H53fkV501 

 
50

 Eli Lily & Co. Alimta 困境(2012.09.06): Lilly 研究動機(除延患者長壽命外)為新藥 or 擴大現

有藥品的銷售。此案已進行到第三期，但發現並不能達成存活率(overall survival)提高，故停

止試驗。股價隨即跌落 2.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09-06/lilly-s-alimta-fails-to-extend-survival-in-cancer-

study.html?cmpid=yhoo 

 

 

 

 

http://www.linkedin.com/news?actionBar=&articleID=996929498&ids=0VdjkScz0QejAIejgOdj0TdjoVb3wVd3AOejoVeiMVdPoRdjkRe3AId3gSdPwScPAV&aag=true&freq=weekly&trk=eml-tod2-b-ttl-2&ut=3XMK4H53fkV501
http://www.linkedin.com/news?actionBar=&articleID=996929498&ids=0VdjkScz0QejAIejgOdj0TdjoVb3wVd3AOejoVeiMVdPoRdjkRe3AId3gSdPwScPAV&aag=true&freq=weekly&trk=eml-tod2-b-ttl-2&ut=3XMK4H53fkV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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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CRA其角色應定位為是一個可以即時、可溝通的查核員(communicable 

auditor) 。 

 

目前 CRA的資格是大學科學相關科系畢業即可。包括食品營養科系、醫技系、農

藝系,並未要求是藥師、護理師或是醫師，也歡迎畜牧系等，只要是擁有大學科

學相關科系學士學位，即可有機會從事此職務。但因為此職務高度專業，且有不

錯的待遇，所以在印度與大陸，許多醫師也曾担任過此職，共同參與新藥上市前

的最後關鍵的一段活動。 

 

而實務上卻因場域不同，有許多不同差異，針對 GCP中對不同角色，不同利害關

係人的期待與責任分擔，便有不同於 GCP的看法，因此常見磨擦與衝突。前述七

大代表案例，即臨床研究監測專員隨時要處理的狀況，非常耗時，加上旅程時間

的損耗，真正用在監測的時間所剩無幾。 

 
三、醫院執行臨床試驗的現況 

 

(一)國內原始資料記載習慣與歐美不同，產生受試者保護漏洞: 

因為社會法律文化不同於歐美，台灣試驗主持人醫師病例記錄未若美國記錄詳

細，故執行臨床試驗時，資料記錄往往與西方查核員(auditor)期望有很大落

差。 

 

以受試者參與臨床試驗的知情同意流程之記錄為例，西方查核員期望見到流程的

詳盡記錄於病歷中，但台灣試驗主持人醫師常以受試者知情同意書正本為唯一記

錄。近幾年來，在各醫院人委會才要求，以貼紙表單，統一列出知情同意流程

(附件三、受試者知情同意過程紀錄格式 980922)51，狀況才逐漸改善。 

 

參考美國威斯康新醫學院知情同意流程要求與台大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要求便可

                                                 
51台大醫院受試者知情同意過程紀錄格式(含說明)980922 

http://irb.bridgeporthospital.org/forms/informedconsent/default.aspx 

http://www.ntuh.gov.tw/RECO/application/DocLib5/受試者知情同意過程紀錄格式(含說明)98092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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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詳細程度不同
52
。 

 

此外，台灣以這樣的簡易記錄因應 GCP要求，常會給予從業人員更多便宜行事的

投機機會，如受試者未被給予充裕時間考慮參加臨床試驗等，因為無詳細知情同

意流程記錄，常成為查核員的重大發現(Major finding) ，是故似乎使得台灣受

試者保護未如美國受試者周詳。這樣細膩的要求(在病歷上詳實記錄知情同意流

程)可以防止投機便宜行事的機會嗎? 似乎是可以的。以前述某臨床研究專業服

務機構（CRO）在知名人力銀行網站上，以徵求工讀生的名義，招募健康受試者

為例，若被要求並重視詳細知情同意流程記錄，在記錄上採取周詳方式，那麼該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CRO）除了廣告罰則外，也許相關執行人員還有偽造文

書的罪被追訴，而得到更大的社會警示作用。 

 

(二)薪資結構合理性與血汗醫院 

與旅遊業及網路社群平台比起，醫療業是介面少的服務業，因為治療與照護生病

的人，要符合更嚴格的法規，所有治療與照護人員需有執照，如醫師、藥師、醫

檢師與護士等，然而相關醫護人員在前線執業的控制力在醫院手上，醫院為一個

類似百貨公司的商業體，合理的利潤是他們存在的必要，面對日趨嚴峻的競爭與

缺乏專業人力投入，故常見超時超量工作情況，導致有今日血汗醫院的新聞排行

榜產生。醫院亦如其他企業機構必須有合理的利潤來維持其營運，隨著時間，從

合理工作環境演進到血汗醫院是怎麼發生的?醫師藥師或檢驗師若不滿醫院工作

環境可以離開醫院自己開業，護士似乎少了這樣的機會。如此如何可以有充裕時

間執行臨床試驗、遵守準則、善盡主持人職責、確保受試者安全及權益(subject 

projection)與資料確實(data integrity)? 

 

四、政府法規與國際接軌的努力 

 

(一)國內藥品臨床試驗管理及法規的演變: 

由民國九十六年九月行政院衛生署編印之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可側面了解政

                                                 
52Documentation of the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http://www.mcw.edu/hrpp/QualityImprovementProgram/checklists/DocumentationoftheInfor

medConsentProcess.htm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4XU7WH6V/Documentation%20of%20the%20Informed%20Consent%20Processhttp:/www.mcw.edu/hrpp/QualityImprovementProgram/checklists/DocumentationoftheInformedConsentProcess.htm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4XU7WH6V/Documentation%20of%20the%20Informed%20Consent%20Processhttp:/www.mcw.edu/hrpp/QualityImprovementProgram/checklists/DocumentationoftheInformedConsentProcess.htm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4XU7WH6V/Documentation%20of%20the%20Informed%20Consent%20Processhttp:/www.mcw.edu/hrpp/QualityImprovementProgram/checklists/DocumentationoftheInformedConsentProc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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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藥品臨床試驗管理之因應與演變。在TFDA成立前(九十九年一月)負責管理

藥品臨床試驗的單位是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約三到五年

修正一次。 

表16、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演變 

年份 修定 原因 

1986 

醫療法於 75 年公布後，藥政處負責

新藥臨床試驗案件審理，並彙整有關

資料，編印成冊，以助藥品臨床試驗

申請 

新藥臨床試驗案件 

1990 再版修正   

1994 三版修正 

因應 82 年 3 月中美保護智慧財

產權諮商會議，行政院衛生署

82 年 7 月 7 日公告新藥監視制

度，辦理新藥查驗登記須檢附國

內臨床試驗報告，作為藥品查驗

登記審核依據及取代個別公立醫

院進藥試驗 

1997 四版修正 
配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之實施 

2002 五版修正 
行政院衛生署 89 年 12 月 12 

日公告修訂新藥安全監視制度 

2007 年 

9 月 
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 

91年因行政程序法之要求，行

政院衛生署於 94年 1 月 6日訂

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依據藥事法第 42 條發布施行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此份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顯示了法規環境的變化，包含醫療法於75 年公布、

82 年7 月7因應中美保護智慧財產權諮商會議而來的壓力公告的新藥監視制度

(七七公告，要求至少四十例國人臨床試驗資料做為核發藥證要件之一) 、85年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之實施、89 年公告修訂新藥安全監視制度(雙十二公

告，取消四十例國人臨床試驗資料要求，可以銜接試驗取代) 、 94年1月6日訂

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依據藥事法第42 條發布施行，臨床試驗管理規

則由規範進入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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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臨床試驗法規環境的變化 

年份 法規 主要大事 

1980~1985 尚無法規專門規範 

衛生署尚無法規專門規範臨床試驗

人體試驗以學術研究為目的, 因

1)B型肝炎疫苗爭議 2)中美智財權

談判藥品回溯保護引起衛生署積極

立法規範 

1986 醫療法修正 2009/5/20 人體試驗法源依據 

  藥事法   

1993 7 月 7 日公告新藥監視制度 臨床試驗成為新藥查驗登記必要 

1996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1996/11/20;2002/9/20 
1998: JIRB(3/4); CDE(7/13)成立 

2005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2005/1/6;2010/4/28 

• 藥事法第 42 條; 

• 卓越臨床試驗中心(2005/9); 

• 由 17 醫學中心開放至 126 教

學醫院以上即可執行

(2005/11/11); 

• 要求主持人資格(2007/5/18) 

2009 人體試驗管理辨法  2009/12/14 受試者保護協會 2009/9/27 

2010 

•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  

2010/2/3; 2010/4/28  

• 個人資料保護法 2010/5/26 

• 人體研究法(草案) 2010/6/3 

TFDA 成立 2010/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人委會與衛生主管單位不同調的例子，在十幾年前還偶爾可見，當時委託者需先

送審人委會，通過審查後才由人委會呈審衛生主管單位，委託者不能直接送審衛

生主管單位;遇到人委會核准但呈送審衛生主管單位後不核准的例子，若委託者

呈送申訴給人委會，人委會核准後再呈衛生主管單位時，會被衛生主管單位糾

正。之後經歷了先取得生主管單位衛核准後，才可送審人委會，再經人委會更熟

悉審案流程後，才為了效率改回可以平行送審分層負責。 

 

(二)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成立: 
 

在組織結構上因經驗增加及業務量增，參考先進國家藥物食品管理組織體例，並

於 98年 5月 12日立法院院會通過「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織法」三

讀，依據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公布的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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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九十九年一月成立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簡稱 TFDA)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整併原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藥政

處」、「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管理局」等單位，將藥檢與食檢合一,

人力編制由原先的三百九十多人擴編至五百人。整合藥檢局實驗室、檢驗單位，

以及標檢局管理進口食物的相關部門，在同一大樓，可幅提昇公文往來與溝通的

效率，並在北、中、南三地設立三大「區管中心」，專職管理進口食品，若有類

似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則可在短時間內快速應變處理。  TFDA 依法掌理下列事

項： 

一、食品、西藥、管制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以下簡稱食品藥物化粧品）管

理、計畫及法規之研擬。 

二、食品藥物化粧品之查驗登記、審核、給證及備查。 

三、應實施人體試驗之藥物，其人體試驗之審查與監督。 

四、食品藥物化粧品業者之生產流程管理、進口檢（查）驗、流通、稽查、查 

核及輔導。 

五、食品藥物化粧品之檢驗、研究、實驗室認證、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 

六、食品藥物化粧品之安全監視、危害事件調查及處理。 

七、管制藥品之稽核、通報、預警、濫用防制及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之製

造、輸出入及銷售。 

八、國民營養之標準擬定、監測、膳食調查、營養增進。 

九、食品藥物化粧品消費者保護措施之推動。 

十、食品藥物化粧品事務之國際合作與交流。 

十一、食品藥物化粧品事務之境外管理作業。 

十二、藥師業務之管理事項。 

十三、其他西藥藥事業務及食品藥物化粧品有關之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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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有效審查產品之安全及功效，並提供專業諮詢，「食品藥物管理局」將組織

相關專業領域之代表及專家學者，設立「食品藥物化粧品審查委員會」，並必要

時在各地設立分局，增設衛生警察，以有效執行進口產品之查驗及稽查工作。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成立在當前國際食品衛生安全事件頻傳之際,將

保障國人在食品、藥品及醫療器材之使用上的安全。 

 

(三)參考美國藥品臨床試驗管理及法規的演變: 

對照美國 FDA成立背景，就在其官網說明，我們得知美國依據二百多年前第一個

相關法律，食品與藥物法案(The Food and Drug Act, 1906) ，建構了世上最複

雜的公共衛生及消費者保護網之一，之後經歷了重大事件與修法: 

 在有毒酊劑上市導致 107人 (包括許多孩童) 死亡之重大事件後，1938

年的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法案(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f 1938, FD&C Act) 被迅速通過，並震憾了公衛界，因為此法授與

FDA有權要求新藥安全證據，授與制定食品標準及稽查製造廠權力  

 

 在歐洲發生 thalidomide 悲劇事件後，雖然 FDA之前警覺地拒絕核准此藥

在美國上市而逃過一劫，之後針對此事件，便公告 1962年修正案(The 

Kefauver-Harris Amendments of 1962) ，除了強調藥品安全規則以外，

更進一步要求藥品製造廠商證明他們的藥是有效的 

 

 在參議院發現有瑕疵的醫療器材已造成 10,000人受害(其中包含 731件死

亡案例)後，便公布 1976年醫療器材修正案(The Medical Device 

Amendments of 1976) ，要求審查新醫療器材的安全性與有效性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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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美國 FDA每年處理近百億件產品(除肉品家禽與蛋類產品外) ，確保藥品、

生物製品(包含血液疫苗及移植組織產品) 、醫療器材及動物藥品與飼料的安全

及有效，化粧品與具放射性的含藥化粧品是無害的。 

表 18、美國臨床試驗法規環境的變化 

年份 法規 重大危機事件 法規影響 

1906 

食品與藥物法案 

The Food and Drug Act, 
1906 

    

1938 

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法案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f 1938, 
FD&C Act 

有毒酊劑上市導

致 107 人 (包括

許多孩童) 死亡 

藥廠需提出藥品"安

全"證據 FDA 有制定

食品標準及稽查製造

廠權力 

1962 

1962年修正案 

The Kefauver-Harris 
Amendments of 1962 

歐洲發生

thalidomide 悲劇

事件(未在美國

上市) 

藥廠除了藥品"安全"

證據還要提供"有效"

證據 

1976 

醫療器材修正案 

The Medical Device 
Amendments of 1976 

發現有瑕疵的醫

療器材已造成

10,000 人受害其

中包含 731件死

亡案例 

要求審查新醫療器材

的安全性與有效性證

據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兩相對照後發現，美國二百年法規發展與台灣三十年發展有相似的軌跡，都會因

社會重大事件修法以防範。不同的是美國的長年經驗及經濟範疇大，台灣佔後進

者優勢，不用花過多資源於研究，而直接就有現成方案及事例以供參考。 

 

(四)與國際接軌的努力 

目前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正快速地朝國際化前進(附件四) ，但人力配

置也許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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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臨床試驗收案件數人力現況:審查 4人(2009~2011[1-6 月]*) 專案 4人53 

資料來源: 臨床試驗審查作業機制說明, 2011 

 

 

(A) 快速審查規定與實際運作 
TFDA 公告”多國多中心藥品臨床試驗審查程序” - 2010.8.18((附件五) ，目

的為鼓勵新藥研究發展，針對我國與醫藥先進國共同執行的多國多中心臨床試驗

計畫，特訂定本審查程序，以合理化審查時程，提升我國藥品臨床試驗之國際競

爭力，並確保藥品臨床試驗之品質。 適用對象為多國多中心藥品臨床試驗計

畫。係指我國與德國、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瑞士、加拿大、澳洲、比利

時、瑞典至少一國同步執行相同計畫編號之藥品臨床試驗計畫。 前項多國多中

心藥品臨床試驗計畫，須有我國醫學中心級醫院參與執行。  
 

申請注意事項包括:廠商需簽切結書、審查重點在行政文件齊備與否、但“經評

                                                 
53

 臨床試驗審查作業機制說明-石麗鳳科長(2012/5/28 網頁) 

<http://www.cde.org.tw/action/uploadfile/2011/1000927and0929/4.%e8%87%a8%e5%ba%8a%e8%a9

%a6%e9%a9%97%e5%af%a9%e6%9f%a5%e4%bd%9c%e6%a5%ad%e6%a9%9f%e5%88%b6%e8%a

a%aa%e6%98%8e-%e7%9f%b3%e9%ba%97%e9%b3%b3%e7%a7%91%e9%95%b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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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屬風險程度高者”
54
，仍採一般審查、醫院IRB依GCP、醫療法進行審查及負

責、執行期間，衛生署保有依科學修正計畫書權力。  

 

在廠商需簽切結書方面樂見對計書書變更須在一個月內送審之修改, 以前與國外

幾近同步的要求常因同意書及基因同意書(是否參加基因試驗的決策無法及時取

得),無法一個月內及時宪成送審,而延遲,以前若違反則將停止廠商送審新試驗一

至兩年。新的切結書條文如下: 

 

 
 

目前罰則除相關法律責任外,將撤案及不能再用快速審查程序申請新案。 

 
 

衛署審案速度很快,若無難解的問題,幾乎一到二個月即可取得核准函。 

 

(B) 處理社會重大事件(人體研究法草案, 九十九年六月三日):加強

人體試驗委員會功能 
為健全我國人體試驗，保障受試驗者之安全，強化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IRB）

之功能，本署將訂定醫療機構IRB 作業基準，並加強IRB 之輔導。廠商檢送藥品

臨床試驗計畫案至醫療機構IRB（含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同時，得一併報

請本署核准，惟該計畫須經本署及IRB 均審查通過後，始准執行，計畫變更時亦

同。 

【89.3.27 衛署醫字第89013910 號令、92.7.30 衛署藥字第0920305949 號函】 

 

某醫院人委會接受衛生主管單位稽核發現執行誤失，並在嚴加指正後，發函要求

醫院具體加強對人體試驗的查核，並落實對人體試驗的風險管控，以維護受試者

權益，因此人委會便針對從事人體試驗相關人員 ，舉辦教育訓練，並要求通過

                                                 
54經評估屬風險程度高者: First in Human、基因治療、體細胞治療、疑義案件(之前申請 IND

不准重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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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後的認證考試) ，方得参與某醫院人體試驗案的執行。另一醫院人委

會，亦針對從事人體試驗相關人員，舉辦教育訓練，並要求通過訓練其考試頗有

挑戰性(附件六) 。 

 

人委會持續審查之要件: 

美國 FDA依法規[21 CFR 56.111]監督人委會，人委會必需滿足以下要件才可以審查

研究發核准函: 

 持續審查確保減低對受試者的風險 

 持續審查確保受試者風險與利益是合理的 

 持續審查確保選擇受試者是公正的 

 確保受試者同意過程充分及合適的記錄 

 適合的話確保充分資料監測而受試者安全得以被確保 

 適合的話確保受試者隱私權受保護及維護研究資料機密 

 保護弱勢受試者不被納入試驗 

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人體試驗管理辦法後,在新規則下人委會將被賦予更多責

任, 並依多國多中心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審查程序(附件五)看來,TFDA只做行政審, 

各人委會需更嚴謹地依法執行實質審查並自行負完全的法定審查責任。55 

 

五、病人(受試者)的困境 
 

為求醫學進步，對於實驗性質的醫療行為有其需要，這種醫學嘗試經患者同意及

主管機關批准後，須為無過去之議題，學理上即為”可容許之危險理論”56
。 

 

参加試驗的受試者應被合情合法合理地被保護與對待，畢竟參加試驗的受試者多

數因為現在的標準治療無法治療其疾病，故由執行試驗各單位，盡其保護與監測

責任，確保受試者的安全權利與福祉。監測包括: 

                                                 
55

 “台灣法律變遷下之人體試驗” 陳肇文醫師演講資料, 11May2012 
56

 參考“台灣法律變遷下之人體試驗” 曾育裕副教授演講資料, 11Ma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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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風險與利益是合理的 

 持續審查確保選擇受試者是公正的 

 確保受試者同意過程充分及合適的記錄 

 確保充分資料監測而受試者安全得以被確保 

 確保受試者隱私權受保護及維護研究資料機密 

 保護弱勢者(或病人)不被納入試驗 

去年(2011)五月份新聞”藥物人體試驗導致下顎骨壞死及切除”指出: 

立法委員黃淑英接獲民眾陳情，上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陳情人父親

2008年 3月接受林口長庚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建議，接受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

司所委託「Zometa」藥物實驗，但 2010年出現下顎骨骨髓炎及骨壞死，多次手

術並切除下顎骨，只能吃流質食物，且影響語言。事件細節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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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2011年五月份”藥物人體試驗導致下顎骨壞死及切除” 事件細節 

陳情人(受試者家屬)與 

接受陳情之立委表示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藥品(TFDA)與 

中央健康保險局代表 

藥物試驗同意書僅載明約有 1%患者「出

現下頷或牙齒部位感染，通常需要進行

手術治療」；同意書也保證，若參加實

驗引起傷害或損失，藥商將依法負賠償

責任，也為受試者投保。後來父親出現

下顎骨壞死副作用，質疑醫師、醫院同

意書沒有善盡告知義務，剝奪中斷藥物

試驗的機會。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藥品及新興生技

藥品組副組長許蒨文會中表示，藥物試驗責任

險賠償部分，應由藥商和受害民眾協調賠償；

對於林口長庚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IRB）是

否善盡告知職責、提供病患足夠資訊，已要求

提出評估報告，目前已暫停長庚醫院 IRB提出

的臨床試驗申請。 

向醫院、藥廠求償時，雙方卻互踢皮

球，藥廠更主張牙齒部分感染是已知風

險，且載明同意書中，不屬於保險涵蓋

範圍，也沒有損害賠償。 

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醫務管理組專門委員李

純馥表示，會優先處理病患狀況，由健保支付

就醫，如果確認陳情案例為藥物實驗副作用求

診，健保局會核檢醫院申報健保費用，將代為

求償。 

陳情人求助衛生署，衛生署不受理，僅

給民間團體諮詢電話，求助無門讓她灰

心。 

醫院? 

立委黃淑英表示，受試者因藥物試驗副

作用就醫也是試驗一環，費用應由藥商

負責，陳情人父親案例有使用健保資

源，違背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人體試驗

不列入健保給付規定，且台灣有許多人

接受人體藥物實驗，要求健保局查核。 

藥廠? 

資料來源: 中央社新聞57、本研究整理 

 

由此例子得知，由大至小(由 TFDA→到醫院人委會→到試驗主持人→到監測專員

與藥廠) 的保護網，若層層都”失靈”後，則似乎只有立委可以接受陳情，保護

受試者。 

 

 
 

                                                 
57 ”藥物人體試驗導致下顎骨壞死及切除”中央社記者陳偉婷台北 18 日電(2011May) 

http://n.yam.com/cna/politics/201105/20110518049972.html(29Ma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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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探討與分析 

第一節 CRO產業已成熟，價格已是此市場壓力來源 
 

根據前述(第二章第二節)全球主要 CRO公司之市場佔有率資料得知，前五大 CRO

公司總市場佔有率已達 47.9%(2009) ，可見此產業不再是一個分散(fragmented)

的產業，價格已是此市場壓力來源。許多 CRO 公司已朝著降價以防止熟客流失及

開發新市場經營，即使公司有清楚的差異化策略與服務，此時也會面臨客户習慣

性的低價要求與期盼，故低價競爭的壓力對未準備好的公司是一大發展障礙，亂

象紛紛。 

 

在價格滑落的環境下，公司採取的策略不外乎聚焦强化其標準化及自動化功能，

或外包一部分的業務給較低價的其他 CRO公司(例如外包數據管理事務給較低價

的印度 CRO公司)，來達到降低價格，以符合客户的期盼，且提供人員執行與操

作上的彈性。如此，便不得不考慮過度分工對受試者保護的影響。 

 

根據一份 2012 年針對製藥業廠商委外問卷調查報告顯示，約 50%委外原因是為

了專心於核心能耐，而約 57%的委外管理方式為限定承攬業務之 CRO 在 1-5 個

公司內(preferred 服務提供商) ，約 26%曾經取消臨床試驗委外合約(phase I-IV)，

有趣的是，製藥業廠商選擇外包商因素中(共十八個因素分類) ，排行前三名是

保密(confidentiality)、表現一致(consistence)、價格(cost)，品質(quality)排第十名; 

最後三名則為特別技術、時程內完程計劃以及提供附加價值的服務；而最大的抱

怨內容卻為時程(不兌現承諾) 、品質、溝通58。有趣的是，製藥業廠商選擇外包

商的條件與最大的抱怨內容的不吻合，要求價格低與時程(不兌現承諾) 、品質、

溝通似乎是有衝突的。 

 

 

                                                 
58

 2012年製藥業廠商委外問卷調查報告

http://www.rodpub.com/email/cp/images/MediaKits/2012_CP_Outsourcing_Survey.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2 

第二節 台灣臨床試驗營運與執行面的挑戰: 

 

一、營運的挑戰: 

 

若說零售業成本最高的是人力成本，則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成本最高的是合約

執行成本，其中亦包含了人員流動因素。 

 

試驗委託者外包以專注核心能力，而合約委外後，委託者常需面臨工作不如預

期、品質不佳及時程延後等風險，這種現象在臨床試驗產業也可見。人員流動因

素造成的屨約困難，成為一重要挑戰，而對岸磁吸效應影響，台灣同事工作量約

對岸三倍，薪水卻相當的不利因素，也不可忽略其影響力。 

 

試驗委託者必然需要考慮這些風險外，對屨約的管理必需確實，才可能有成功的

委外結果。然而大多數合約似乎過於制式，或無法含蓋計劃全程會發生的狀況，

而無法全面約束接受委託的 CRO 或 SMO，並且委託者常疏於監管，被動地接受委

託商回報，罕見主動驗證以致被委託商蒙蔽，導致發現時程大幅落後、品質堪憂

時，已是積重難返。是故，業界出包後的救援式轉包案例(rescue studies)並不

罕見，似乎尚未有研究探討這種出問題的試驗案狀況，及對受試者的影響。 

據經驗，合約中各階段及常見問題包含59： 

 採購規劃階段：進行需求規劃與邀商規劃。一開始徵求廠商意見(RFI)，

以使需求明確化；當需求明確時，則徵求廠商建議書(RFP)；在招標之前，則徵

求廠商報價(RFQ)，以作為招標底價及比價的參考。這樣便能降低需求不明確及

預算不精確的專案風險。  

 合約設計階段：經過法務逐文逐字地審查曠日廢時。因此有必要將合約區

分為不可改變的主約，及可隨專案調整的副約，以提高需求變更時合約修訂的彈

性。  

                                                 
59專案合約與屨約管理 http://www.iiiedu.org.tw/ites/PContra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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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管理：而專案的履約，必須要有一套嚴謹的確認/驗證審查流程，才

能在專案期間，確保專案產出物的品質及時程符合合約的規範。並適時啟動合約

中的罰責及罰款，督促合約供應商限期改善。最後，專案的驗收不能單靠最後的

驗收程序，必須建立一套需求追溯流程，在專案一開始，便持續追蹤每個里程碑

的產出，是否符合所需，以免在合約晚期，才發現專案產出物與原本的認知有所

落差，而造成專案被迫延遲或重做。正式的驗收，則基於確認/驗證審查流程的

各項檢查報告及需求追溯流程的審查報告結果，根據專案驗收清單執行驗收流

程。最後完成驗收，合約終結，執行合約中的專案移轉條款，進行專案移交流

程。  

 

此外，之前提到此產業在進入成熟期的降價競爭，也成為常見的營運挑戰。 

 

二、執行面的挑戰: 
 

全球 CRO技術的發展也由靠提供品質可靠起步的服務(1995~2004)，進展到以便

利性(2005~2010)取勝的科技工具，至今日以成本為競爭的標的的產業，台灣政

策發展似乎與其有相同步調與頻率。 

 

CRO公司隨著產業演變，進入成熟期，亦將監測工作分化為送審組與試驗地點管

理組，以因應來自成熟市場的壓力。送審組負責取得試驗相關核准函，試驗地點

管理組則負責開始收案後的監測事務。 

 

台灣臨床試驗執行面的挑戰包括: 

• 語言障礙(實例探討案例 3) 

• 對多數病人利益不大，因為大多治療已由健保支付，故有時會面臨收案困

難的挑戰 

• 簽約時程與合約談判時間很長並且耗能 

• 大多數試驗主持人醫師並不以臨床試驗為主業，加上看病(主業)已佔用醫

師大部分時間，故興趣不高(實例探討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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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試驗主持人醫師為減少醫病糾紛，對於以預防為目的且具風險的臨

床試驗興趣不高 

• 試驗主持人醫師與助理及監測員的衝突與了解上的落差(實例探討案例 4, 

5, 6) 

• 國外臨床團隊經理，因不甚了解台灣當地情況，造成的溝通落差與衝突

(實例探討案例 2, 5, 7) 

此外，如前所述，以往藥廠自己雇用監測員，但全球化及委外趨勢下，目前監測

員大多受雇於 CRO，但仍有一些受雇於藥廠的監測員。當地”藥廠監測員”提供

與主持人團隊的服務與”CRO監測員”的落差如下: 

       表 20、台灣臨床試驗執行面的挑戰(藥廠外包監測業務與自已做之比較) 

  外包 CRO Pharma 藥廠自己做 

翻譯工作 外包翻譯社 外包翻譯社 

送審衛生署及人委會 由電郵傳真送審文件給試驗

主持人審閱再電話溝通須修

改處直到完備並取得簽名 

與試驗主持人隨時面對面討

論送審文件修改直到完備並

取得簽名 

簽署合約與賠償條文 由電郵傳真文件給試驗主持

人審閱再電話溝通須修改處

直到完備並取得簽名 

與試驗主持人隨時面對面討

論文件修改直到完備並取得

簽名 

試驗主持人會議 電話溝通取得可參加會議之

時間通知協助試驗主持人與

專業會議承辦公司(試驗委託

者決定的外包公司)聯絡會議

事宜  

面對面介紹行程與議程並安

排或親自接機送機到會議當

地後安排當地休閒活動並協

助會後報帳事宜並協助解決

所有相關問題 

臨床試驗必要文件的

取得 

電話溝通快遞取得 面對面取得 

協助回答衛生署及人委會

問題 

電郵傳真與電話溝通 面對面解釋討論衛生署及人

委會問題與協助回答問題並

且取得計畫監測醫師(project 

medical monitor)協助  

試驗醫院開始執行的

到場訪會 SIV 

在執行醫院訓練試驗主持人

及其團隊(約一天) 

當天在豪華會議室舉行訓練

試驗主持人及其團隊之後再

訓練院內相關人員或當天無

法出習的團隊人員 

試驗中監測的到場訪

會 IMV 

依據合約而制定的監測計畫

執行 

通常每兩週到場訪會監測一

次, 並且隨時準備好面對面

協助解決問題 

試驗結束到場訪會

COV 

在執行醫院與試驗主持人及

其團隊做最後盤結 (約一天) 

在執行醫院與試驗主持人及

其團隊做最後盤結 (約一天)

並安排晚餐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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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試驗主持人醫師與助理較喜歡與”受雇於藥廠的監測員”合作，因為其配合

度更高。而”受雇於 CRO 公司的監測員”除了需顧慮到 GCP 法規規範外，還

在分工精細下，負擔營運挑戰，無法隨傳隨到。 

 

執行面的挑戰依試驗階段可歸納如下: 

試驗開始之前的挑戰: 

 
1. 選擇參與醫院的挑戰: 

• 試驗主持人常高估自己可以收案的人數 

• 試驗主持人對臨床試驗沒興趣 

• 試驗主持人沒有足夠人力協助其執行臨床試驗 

• 試驗主持人分派的試驗助理太資深太有經驗對繁瑣事務性的工作沒耐性 

 

2. 法規遵守審查時程延遲:  

• 若發現試驗主持人履歷表缺乏要求的資料監測員常常無法馬上找到試驗

 主持人簽名而延遲審查時程 

• 許多未通過法規遵守審查的臨床試驗必要文件，必須修正後重簽 

• 監測員必須在接到衛生署核准函後等待合約簽訂前，便開始提前準備臨床

試驗必要文件之法規遵守審查 

 

3. 合約簽訂往往比預期要長 

• 許多因素影響合約簽訂時程，並依各別醫院內部規定而訂 

• 許多醫院內部新規定相繼出現 

- 曾經有一位試驗主持人，要求所有九位協同主持人並列為簽約人，而花費

兩個月才取得所有協同主持人簽名. 

 

試驗進行時的挑戰: 
 

1. 付款問題 

• 試驗主持人常要求協助，故監測員必須熟悉各個醫院院內報賬方式 

• 監測員必須精於預算計算，頭款必須包含所有受試者檢驗費用，但往往不

易估算有幾位受試者，故常被試驗主持人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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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付款項目未在系統中設好，則之後必須花更多時間手動計算 

 

2. 耗時的業外活動(多屬於地域性強且不在合約內的服務項目) 

在台灣，試驗主持人及其團隊很依賴監測員，有時除了期待可以隨時面對面

討論外，還要即時地一步一步帶動助理，而監測員只被給與每月每個醫院極

其有限時間(不論試驗醫院收案多少)來協助試驗主持人及其團隊。需監測員

協助的項目包括: 

• 嚴重不良反應的討論與通報 

• 協助助理解決電子個案報告表系統的問題，一步一步展示如何加頁、如何

完成填寫等。許多時候，監測員必須坐在助理旁即時邊翻譯問題，確保助

理正確使用解決問題功能，並且再次與原始病歷資料驗證。雖然按照計畫

助理應該與系統 help desk 聯繫解決問題或翻閱 CRF guidelines 自助，

但助理因太忙或不習慣用英文溝通(雖然有的可選中文)，仍靠監測員協

助。 

• 協助試驗主持人通報人委會計畫書偏離事件。此外常見試驗主持人不認為

某些偏離事件，應報人委會，而需花時間討論與溝通。 

• 協助主持人團隊處理中央實驗室問題，包括遺失的報告，回答中央實驗室

發出的疑問(queries) 等。 

• 協助主持人團隊依據試驗計畫修正而修改合約及付款事宜。 

 

3. 收案問題: 

 

臨床試驗計畫常常必須面對試驗主持人高估收案數，而到結束時卻落差大(收案

太少)，或收案太多造成人力不足消化業務的挑戰。 

 

在第一次收錄受試者時，試驗主持人常會要求監測員到現場協助，這往往與試驗

委託者認知不同，為必免瓜田李下及球員兼裁判而違背 GCP，此要求常常無法

被答應。曾經還有位試驗主持人及藥廠台灣代表，要求監測員到現場，直接幫忙

由數十本病歷中，針對試驗條件，篩選出受試者，這當然是無法被答應。軟性拒

絕之後，來自試驗主持人及藥廠台灣代表的抱怨，則由監測員與直屬經理幫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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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說明。 

 

此外，當試驗主持人對收錄條件有疑問時，有時會忘了詢問委託者方的受託計畫

委任醫療監視醫師(assigned medical monitor) ，而遷怒監測員為何回答不出

來。有時卻是監測員為了省麻煩，或潛意識下仍有白袍恐懼感，自己看過資料

後，便提供推敲後的答案給試驗主持人，殊不知若推敲有偏差的話，將使執行風

險增加。 

 

上述種種挑戰與困境，皆可能阻礙監測員的監測業務，造成”監測失靈” 。 

醫師(團隊)
由受試者身上
收取用藥資料

CRO
監測(Monitoring)

資料釐清(Data clarification)

受試者與醫師、藥廠、CRO複雜關係下
阻礙監測之原因探討

治療、
收取資料

受試者

監測

 

 

 

 

 

 

 

 

圖15、複雜互動與不同期盼下監測受阻情況 

資料來源: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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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藥廠新藥研發外包的困境:  

 

根據前述(第三章第一節)臨床試驗醫師、藥廠與 CRO 關係變化得知: 

 

交易成本無所不在，責任歸屬曖昧不明 

 

以下 2009年衛生署長葉署長金川答覆立委黃淑英委員的討論，點出了外包最關

鍵的兩件事:監督與出事後的責任歸屬。 

 

『……最近有急診室有派遣醫師的報導，而且聘請假醫師的醫院還包括署立醫

院，其實我一、兩年前就很關心醫療業務外包的事情，所以去年審查預算時我曾

經提出主決議和凍結預算案，希望衛生署重視醫療業務外包的情形，今天發生這

樣的情形，令人感到非常遺憾。請問署長，醫師可以派遣嗎？ 

 

葉署長金川：支援基本上沒有問題。 

 

黃委員淑英：但是我們知道不是支援，而是派遣公司把醫師當成業務員一樣派

遣。 

 

葉署長金川：我覺得不妥。 

 

黃委員淑英：是不妥還是不可以？醫師法第二條、第八條的規定…… 

 

葉署長金川：基本上還是用支援的方式在處理，如果違法，我們當然還是要處

理。現在這些人會有刑事、民事的責任。如果制度做得不好，衛生署會覺得很遺

憾，應該改善。 

 

黃委員淑英：這個問題從我擔任上一屆立委一直延續到現在，一直沒有改善，除

了派遣醫師之外，醫院將整個專科或中心委託承包經營的也很多。我今天要講的

就是醫療業務外包的問題，包括磁振造影掃描、一般急性病房、一般牙科、健檢

中心，我要請問署長，醫療業務可不可以外包？如果外包業務發生醫療糾紛時，

到底誰要向誰負責？ 

 

葉署長金川：先不談醫療業務外包，光是醫院的清潔、水電外包，一旦出事情，

醫院都必須負全責。 

 

黃委員淑英：可是合約上不是這樣寫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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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署長金川：合約是醫院和派遣公司之間的事，但是當我們衛生署在追究責任

時，…… 

 

黃委員淑英：有沒有法這樣規定呢？因為已經發生過那樣的事情了，長庚的醫療

車撞到人，結果判決醫院無罪，而是外包的汽車公司有問題。 

 

葉署長金川：這就要看責任的分攤，但是醫院至少要負擔連帶責任。 

 

黃委員淑英：是否請衛生署明定何謂核心醫療業務和非核心醫療業務？如果是核

心醫療業務就不應外包，是否可以朝這個方向思考？ 

 

葉署長金川：我非常肯定這個大原則，就是說如果核心醫療業務也外包了，那還

開什麼醫院？但是餐廳、停車場、水電等，不在醫院的主要業務範圍內，全世界

的趨勢就是儘量讓專業的人來做。就像醫院不會經營 7-ELEVEN 一樣。 

 

黃委員淑英：但是其中就是有一些醫療業務外包。 

 

葉署長金川：主要業務外包之後，就要負責任。 

 

黃委員淑英：請你們多多關注。另外，當非核心業務外包時，請你們注意勞工工

作條件。 

 

葉署長金川：這就變成醫院的行政責任，醫院必須督導，譬如停車場外包，再怎

麼樣醫院也要照顧停車場的員工。 

 

黃委員淑英：沒有錯，請你留意這方面勞工的條件。 

 

葉署長金川：是。         

     』 

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 第 98卷 第 43期 委員會紀錄 <http://www.ccw.org.tw/wp-

content/uploads/20090608E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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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當然應監督外包的 CRO 公司，執行試驗監測的品質。一旦出事，應視其依

約承攬業務負責，在 2009 年，美國 FDA 併列藥廠與 CRO 公司為其發送警告信

對象，便是業界難忘的大案例(見附錄一)。 

 

美國 FDA 在 2008年 5月 26日到 6月 12日間，對 Johnson & Johnson 藥廠委

託 ICON (CRO公司)監測的新藥臨床試驗，進行查核，隨後因為下列監測缺失，

未被藥廠及 CRO公司及時發現並促使主持人團隊改正，而導受試者(安全、權

利、福祉)未受應有的保護，並且所查核到的缺失，已影響收集到數據的信度

(NDA送審資料品質)，同一時段發 Form FDA 483 給藥廠及 CRO(24Jun2008)，

並在其未能在時間內補件說明後，發警告信(Warning Letters)給兩者

(10Aug2009 to Johnson & Johnson; 29Nov2009 to ICON) 。 

 

 

表 21、美國 FDA 2009 年對 Johnson & Johnson 藥廠委託 ICON (CRO 公司)

 監測的新藥臨床試驗查核結果 

美國 FDA 查核結果(摘要) 

A. 記錄缺失 B. 主持人與團隊未遵守試驗計畫書 

亦為監測缺失，因並未監測出主持人與

團隊的記錄缺失 

亦為監測缺失，因並未監測出主持

人與團隊的未遵守試驗計畫書 
(多次)給藥記錄中，研究助理記錄同一位研究

助理，在完全相同的時間點，幫不同受試者注

射試驗用藥。且依研究助理陳述受試者在醫院

接受注射試驗用藥，但依 FDA查核結果，受試

者應是依計畫在家中注射試驗用藥。 

未遵守雙盲(double blind)流程要求:  

1) 研究助理調配藥物兼注射藥物故不能保

持盲性 2)因為護理記錄上註明使用藥物故

主持人知悉五位受試者用藥。 

(多次)監測員並未監測出主持人並未記載理學

檢查傷口評估等結果。 

未能注意到(至少查核出有十四位)受試者

接受藥物輸注時間順序與試驗計畫書相反: 

試驗計畫書要求第四劑輸注時間應用 60分

鐘、第五劑輸注時間應用 120分鐘; 但發

生受試者接受藥物輸注時間為- 第四劑輸

注時間用了 120分鐘、第五劑輸注時間用

了 60分鐘。 

(多次)監測員並未監測出試驗用藥運送至護理

站時未留下記錄。 

 

主持人收錄了不符合試驗條件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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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監測員監測出缺乏受試者依計畫在家中注射

試驗用藥之藥品儲存溫度記錄，並且追問主持

人團隊原因，但未處理主持人團隊只回答受試

者有體溫記錄，監測員並未繼續追蹤並糾正。 

未遵守試驗計畫書:在未知曉 CrCl 血液生

化檢驗值並據以計算劑量之前，便投藥。 

(多次，查出三家試驗醫院共八筆)監測員並未

監測出:試驗用藥送達時間與注射時間的記錄

衝突，例如試驗用藥送達時間為 19:05注射時

間為 18:00 to 19:00。 

至少查核出有九位受試者，在符合條件隨

機分派進入試驗後，並未依據計畫書，24

小時內接受試驗用藥治療，理由為"受試者

個人問題"，且此事件被列為小事(minor 

issue)，殊不知此為患有嚴重複雜感染病

患，而影響受試者安全。 
查出三筆監測員並未監測出的記錄衝突: 1)病

程記錄上記載傷口為 10mm x 4mm但照護記錄

上記載傷口為 25mm x 30 mm  

2)病程記錄(2005年 3月 7日)上記載傷口為 

21mm x 25mm; 但照護記錄(2005年 3月 7日)

上記載傷口為 17mm x 15mm 之後於 2005年 4

月 18日改為 21mm x 25mm  

3) 治療結束時病歷傷口記錄為 13mm x 20mm, 

無紅腫與疼痛但個案報告表傷口記錄為 80mm 

x 95mm。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在此”交易成本無所不在”的面向上值得一提的是:當地藥廠代表的角色(local 

sponsor representative)，造成交易成本提高的考量，local sponsor 代表往往

不是某計畫研究團隊的人，未包括在通訊名單中，故對細節是無法知曉的，但常

因市場需求，會接到試驗主持人醫師團隊要求協助或抱怨協助太少(見表 18)，

而要求監測員解釋或提供，這些都是交易成本。皆可能阻礙監測員的監測業務，

造成”監測失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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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CRO公司監測專員的困境分析 

 

在台灣，臨床試驗監測發展及演進了半個世代(一世代等於三十年，半個世代等

於十五年)，CRA常被期盼成為試驗主持人的第二個試驗助理(Study 

Coordinator, SC 或稱 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 CRC)或試驗助理的助

理(Assistant to SC or CRC)，所以常需協助填寫院內報告表，如通報 IRB違反

偏離試驗計畫書及 GCP 法規報告表(此事務在 GCP中列為主持人的責任)及充當試

驗助理的英文翻譯員，解釋翻譯 Data queries，因為正職助理不習慣使用英文

及工作繁忙沒時間查字典，於是 CRA的有限的工作時間，被用於協助試驗助理及

主持人，罕能將有限的工作時間，全部用於專注於 GCP要求的監測事務，並且進

一步協助主持人保護受試者安全及權利。此外，藥廠與醫師關係敏感，故除了外

包是趨勢之外，藥廠可以減少”得罪”醫師的風險，資料品質的嚴格要求，全由

CRO來擔負及與醫師溝通，使得 CRA工作挑戰性更高。 

 

CRO在產業化快速收案壓力下，多以矩陣組織及事業單位混合結構，加上投資龐

大資料處理技術來因應。矩陣組織可增加工作範疇，事業單位可增加工作規模，

資料處理技術則可增加效率。於是，各方面對 CRO公司監測專員在限定時間內需

完成某些工作量的期望，便非常高。加上全球化高度分工，使得內部溝通成本提

高，因為計畫團隊經理(區域職位)也許非當地人，監測員常花費許多時間解釋當

地狀況(尤其是規範層面)，這些花在複雜溝通上的時間，原本應用於監測事務，

便得用於內部溝通而產生內部交易成本、並造成監測事務延期。 

 

責任歸屬部分，則見到美國 FDA在 2O09年對 J&J(藥廠)與 ICON(CRO公司)的雙

重警告信(483 warning letters)，對藥廠及 CRO皆發警告，藥廠並不能因外包

給 CRO而免責；CRO亦因承包藥廠臨床試驗，而依法規負與試驗委託者同樣之責

任。此舉，讓從事臨床試驗的相關人員，更能警覺，而能謹慎地負起其担任角色

應負的責任。 

 

台灣衛生主管機關與醫院方面，也應參考國際案例，不應把損害賠償責任悄悄地

(可參見各家醫院所設的知情同意書版本)全推給執行監測的單位(CRO 公司,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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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provider)，而不要求試驗委託者醫師與醫院對風險應有的投保與直接

對試驗委託者追究責任，如此不但與世界難接軌，更在法規和協化的領域倒退不

前。 

 

在薪資方面，臨床研究監測專員的待遇在國內雖較其他研究助理優渥，但鄰國甚

至大陸皆有後來居上之勢，並有機構效應60。 

 

一、監測員(CRA)沒有臉? 

 

全球化分工作業下，監測員不再是一個時髦而光鮮亮麗的行業，監測員世界被變

成又擠又熱，韓第描述的九零年代歐美產業現象，正移到東方的此產業。有時，

監測員的另一方面的功能之一是”代罪羔羊”充當人事關係間的一種緩衝

(buffer)。 

 

監測員被要求做陌生電訪，以散彈打鳥方式，廣發”武林帖”61，尋問醫師是否

願意參加試驗。聲音美的監測員，常被誤認為詐騙電話。此外，電子化及強大的

網路通訊力下，試驗主持人被要求自已上網填寫長篇問卷，因為問卷也全部電子

系統化了，如此更讓尋問醫師是否願意參加試驗的難度增加，因為醫師都太忙

了。 

 

當今日速度與工作量成為焦點時，監測員被限制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大量排定

之工作的情況下，在時間緊迫及國外標準流程的要求下，在台灣工作的監測員很

                                                 
60
國內雖無 CRA薪水正式調查研究資料，但可側面了解例如大學教授薪水研究，成功大學的經濟系主

任吳清在教授演講題目為「台灣地區大學教授薪資待遇之合理性初探：大、中、小學教師之比較研

究」。大學教授可以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台灣的大學教授目前平均薪資只有香港的 1/4、美國的

1/6，甚至比起中國某些重點大學也是偏低。而相較於台灣中小學教師，大學教授終身所得也是不如

中小學教師了能做成量化的研究，吳教授針對台灣公立大、中、小學的師資薪資做了整理，並將這些

所得折現，發現如果大學教授薪資所得每月應增加 70,000 元才能與國中、小學教師所得相等

http://acc.thu.edu.tw/node/337 

薪水的”機構效應”例如一些 EMBA課程，約給教授 15%的學費收入，85%學校收走以支付其他費用。 

這個 15/85比例，似乎類似一些歐美 CROs公司在東方國家的拆帳比例，歐美 CROs 向藥廠收費後付給

CRA的薪水 15%公司收走 85%，所以便宜的專業人員是吸引外國 CROs 東移的巨大誘因之一。但歐美

CROs在其母國便無這種獲利比例，據了解約 50%50%，也分為拿月薪的 CRA與 freelance CRAs (under 

consultant contract 1099 or W contract, 比拿月薪的優渥但工作機會較不穩定)。 
61
什麼是”武林帖”， 所謂的 feasibility questionnaire? 

http://www.docstoc.com/docs/68530582/Clinical-Trial-Site-Selection-Feasibility-

Questionnaire 

http://acc.thu.edu.tw/node/337
http://www.docstoc.com/docs/68530582/Clinical-Trial-Site-Selection-Feasibility-Questionnaire
http://www.docstoc.com/docs/68530582/Clinical-Trial-Site-Selection-Feasibility-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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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滿足當地藥廠分公司代表的要求:「拿著問卷去面對面地，面訪試驗主持人，

並取得答案與簽名」，於是監測員被當地藥廠分公司代表，批評為”沒有臉”的

監測員。 

 

二、監測員為何沒時間? 

 

可能在標案時被賤賣，因為沒想到當地做成一件相同的事要花一倍時間、為打好

關係打折等因素，標案部門簽約時，便簽了以很少時間完成很多事，或特別的監

測模式
62的合約等，事後常因狀況複雜、人力不夠，造成執行部門的驚訝，這些

都造成監測員沒時間完成期望工作，更遑論監測品質了。 

 

有時，監測員也許撐下去，扳緊神經地如超人般加速趕工三個月，但之後便被只

以數字為主要參考因素的標案部門，認為這種”效率高”的表現是常態，結果造

成”賤賣的行為變標準化標案流程”。 

 

當大家的焦點都在一地，溝通點與頻率增加，交易成本便升高。時間就是金錢，

既然金錢已很成功地被金融業轉換為時間，或時間轉換為金錢，在 CRO 為標到案

子而賤賣其服務時(先天不足)，又被當地藥廠分公司代表挾著試驗主持人需要的

協助要求時(後天失調)，加上為了使公司維持應有的利潤，亦派經理人監督協調

(多出許多溝通點)，監測員應被允許的監測時間便被嚴重掠奪。目前監測員的內

部交易成本亦節節升高，因為至少三組後勤人員在關心監測員的進度。 

 

這種情況下，除非是非常有技巧的”超級監測員”，才可以在短期內消化規定的

監測業務。但是監測業務的性質屬於調查業務，人的五感要充分運用，才可在早

期查出所以然，而及時糾正與訓練，防患於未然，故目前高壓狀態下，監測員長

超時工作，對監測員之監測調查業務品質頗為不利。 

                                                 
62

 目前對資料監測方式除了全監測(100% source document verification)外還有 rSDV 

(reduced source document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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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監測員不按照主合約換算下來的時間做事時，會發生什麼事? 

 

監測員要用自己的時間把事情做完，並且不能被列入時間記錄中，三組後勤管理

人員(直屬管理組、專案管理組、專案財務管理組)才不會用回答不完的問題關心

她/他，並且採取每小時監控詢問一次的緊密追蹤(極端的例子是:原本充滿熱情

最愛監測工作並且專業能力強的監測員，在高壓單一且縮小視野的環境下工作不

到兩年，變成非常討厭監測工作)。 

 

許多企業，皆會透過會計部門與人事部門，給管理組不同壓力與挑戰:例如直屬

管理組面對人員工作素質訓練激勵與留才挑戰、專案管理組面對時程挑戰、專案

財務管理組面對損益挑戰。 

 

研究顯示，人事部門在調查離職人員離職原因後，得到 60%以上歸因於管理缺

失，有趣的是遠見雜誌在 310期(2012年 4月)的遠見民調”64.2分的幸福”台

灣幸福感成績單:依據網路民調(2012年三月，有效樣本 1068份，20~45 歲)台灣

人幸福屬於”微量幸福”，若經濟與就業問題能改善，就能有效提升台灣幸福

感。這份調查亦顯示 63.6%的人工作時數，比政府規定的正常工時(兩週 84 小時)

還多，令人意外的是，不丹這個快樂幸福國家，在這次網路民調中排行亞洲第

四，落後於新加坡、台灣及日本。管理缺失(64%)、超時工時(63.6%)、與幸福水

準(64.2) 這些三分之二的統計數字透露了台灣工作環境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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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醫院的醫師
由受試者身上

收取的用藥資料

藥廠

受雇CRO的CRA
監測(Monitoring)

資料釐清(Data clarification)

監督

監督

醫師、藥廠、CRA
與各管理部門 關係圖

交資料

交資料

用藥資料

勞務補償

監
測

受試者們

取資料

CRO管理部門

藥廠管理部門

醫院管理部門

 

圖 16、臨床試驗生態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分工代理極致之後，人人都是”中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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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分工極致後整合之道63 

 

許多 CRO公司將臨床試驗業務分三組作業:1)送審組:有時又分為四單位，試驗執

行地評估組、衛生主管機關送件組、人委會送件組及合約協議組；2)醫院管理組

與 3)計畫團隊管理組。 

但人不同於裝置，經手人員越多，便越難整合，交易成本越高。 

 

方案檢討的對象，大多不會被在握有資源的負責單位做出，而會先針對不握有資

源看不到主合約及全貌的前線執行單位檢討，方案檢討後的決策，因此會在太窄

的視野下做出，而造成扭曲。 

 

表 22、全球化分工過度之組織與環境對監測員影響之負面因素 

  負面影響因素 來源 

尊敬(Respect) 
沒有臉 

機構(醫院或 local sponsor)在地體系

衝撞問題 

經理們管理不同調 

組織作為問題 
資源(Resource) 

時間多被行政人事事務佔用 

中介溝通交易成本問題 

成就感來源-光鮮亮麗的錯覺 監測員的痛點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臨床試驗監測工作如此做之後的擔憂會是什麼?如何解決問題?將監測員做更多分

組?並強化更細的分組功能?例如”資深執行組”專門負責救急與困難案件(超級

完美機器)，”成長組”專門負責中等困難案件與”基礎組”協助正常案件?背後

的假設是用監測員成熟度不同的技巧分發監測案件，如此再分組後仍存在有風

                                                 
63

 “專注、簡化、全程負責”是周行一教授在”賈伯斯的最後堂課”導讀提到他認為賈伯斯成

功之道的前三點，道出了全球化分工極致後整合之道。 

 

分工是為了專注，決定做什麼與不做什麼，防止分心專注核心能耐。簡化是去蕪存菁，消除不必

要成份，聚焦在精髓。在征服繁複後，達到深層的簡單(功夫在於了解蘊含的挑戰後提出優雅解

決方案) 。全程負責:對賈伯斯而言，要達此境界，必須確保硬體軟體和週邊裝置密接無縫地整

合在一起，使同步運作，更順暢、更少出差錯。(IPod 硬體與 ITunes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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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會造成某些臨床試驗，被技巧不成熟的基礎組監測，故再分組並不能真正解

決問題。業界常見的監測員分組是依適應症分組，如癌症、心血管、感染、中樞

神經系統，因案件量少之故，台灣尚未做到如同歐美般分組。但許多台灣的監測

員很怕，將來若如被同歐美般分組那麼細，他們的領域會變窄，熱情會喪失。 

 

然而，解決尊敬與資源的問題，應回到 GCP法規層面的分層負責才是。美國 FDA

在 2009年，再次強調試驗主持人的職責與監督。此外，美國 FDA在 2009 年針對

其 2008年稽核 Johnson & Johnso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

之 ceftobiprole 新藥治療複雜性皮膚和皮膚結構感染 (the treatment of complicated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s)臨床試驗案時之重大稽核發現，分別發出警告信

(FDA 483 Warning letter)給試驗委託者 Johnson & Johnson (2009年 8月)及試

驗委託者委外之 CRO 公司 ICON Clinical Research Limited(2009年 11 月) ，要求

其遵守 GCP與美國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在法規層面分層負責。(附件

一、FDA給 Johnson & Johnson 的警告信與附件二、FDA給 ICON 的警告信) 

 

監測員與試驗助理皆可通報品質憂慮，並且必須得到專案經理的支持，啟動調查

系統，而關閉試驗執行單位。這樣的過程，每一步驟，缺一不可，不然便會成為

胎死腹中的情節。 

 

五、台灣的整體工資環境(人才流失的隱憂) 

 

似乎整體而言，對岸大城市工資與台灣相較，一般從業人員薪水有三到四倍的差

距，專業人員薪水則有七到八倍的差距，工作量約三倍的差距，故醫界的醫師護

士荒及教育界的教授荒現象便不難理解。這種現象在臨床試驗產業也可見，台灣

同事工作量約對岸三倍 ， 薪水卻相當。 

在惡性循環下，常見血汗醫院、護士、醫師的新聞報導，在極度受限的人力下，

無法消化龐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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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醫院執行臨床試驗的困境 

 

因為台灣整體環境，對臨床試驗執行流程與紀錄的要求不嚴，故模稜兩可或懵懂

無知之事仍屬常見，例如知情同意流程要求，受試者與解釋同意書及回答受試者

問題者(多為醫師)的簽名合意日期(consent date)應相同，若不同要記載原因，

但往往因為主持人醫師太忙或助理服務太週到，常被查核員發現日期欄位有鉛筆

痕跡，詢問後，醫師才承認往前簽日期(back dated)是為了與受試者日期相同，

以省下說明記錄的麻煩與時間，鉛筆痕跡常為助理提醒主持人醫師要簽同一天的

註記，殊不知如此已違反法規。會發生這種事件的根本原因，也許是主持人醫師

從未被多方(除了監測員加上人委會、衛生主管機關等)要求過64，採用全套正確

知情同意流程記錄，已養成正確習慣，只為圖方便才如此。亦可推想此案，依規

定，受試者當時必需取得一份雙方簽名完成的同意書，若醫師之後才

backdate，則受試者那份同意書，應無醫師簽名，或也許受試者並未取得一份雙

方簽名的同意書，這些皆是違反 GCP的事。 

 

最嚴重而常見的違反事件便是受試者知情同意的取得，以下列見報之案例65得

知，執行臨床試驗的醫院，應加強對其受雇醫師之管理，衛生主管機關應設內部

外部溝通機制，將重大違規記錄存檔，以便國科會輔助款申請核定參考： 

 醫師舊藥新用病患變白老鼠(台灣人權電子報 2003.11.12)-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二科主任楊寧正把擬交感神經興奮劑舊藥新用於病患，違反用

藥規定，並未經病人同意即進行人體試驗。結果楊寧正在被長庚醫院停職後，短

短時間內換家醫院換個頭銜一樣接受國科會補助進行基因美白研究。 

  《醫師舊藥新用 病患變白老鼠？》（11.03）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二科主任楊寧正被指「舊藥新用」，並未經病人同意即進行人

體試驗；又未獲長庚同意，對外發布四篇研究論文。高雄長庚副院長陳順勝表

示，九月底起，已暫停楊寧正主任職務。楊寧正 3日表示，這是長庚內鬥、謀殺

他的前途。楊寧正並表示，研究由他主持，但一定是團隊進行，舊藥新用只要不

牽涉重大或新醫療技術，人體試驗可不必向衛生署報備。若因此造成病患問題、

或不良後果，醫師該負全責。 

                                                 
64

 跨國公司的監測員，一定會要求主持人遵守 GCP以其要求方式記錄整個知情同意流程，但常在

執行時被忽略。 
65

 台北榮總人委會陳肇文醫院 101人體試驗講習班講義(11Ma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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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肺癌 偷抽病人血 (中廣新聞 2005.5.22) 

三總血液腫瘤科醫師姚乃舜遭人檢舉，疑似在未取得病人同意的情況下，在聯合

門診中心，抽了八名檢查心臟病患的血，進行肺癌轉移骨癌的研究。 

 

   研究葛瑪蘭唾液林媽利遭糾正 (中時電子報 2007.8.23)  

被喻為「台灣血液之母」的馬偕紀念醫院研究員林媽利，在未告知研究目的即採

集 29名葛瑪蘭族原住民唾液，進行ＤＮＡ分析比對，遭國科會糾正。 

 

此外，台灣試驗主持人在醫療記錄上的簽名與日期方式與西方查核員期望見到的

不同: 查核員期望見到每筆原始資料皆符合美國 FDA1999年公告

的”ALCOA”(attributable, legible, contemporaneous, original and 

accurate) 
66要求之 attributable，即為試驗主持人親筆簽名與日期，但台灣醫

師常以印章取代(沒日期)。因為印章不若筆跡，不具個人特性，如果印章交給助

理蓋，便損害了資料(data integrity) ，此為另一常見的落差成，為查核員的

重大發現(Major finding) ，但慢慢有接受現況的傾向。 

 

再則，台灣試驗主持人只記錄不正常的檢查結果，若沒記錄，就表示沒有不正

常、沒有不良反應(沒有記錄代表正常)。此方式與西方查核員期望見到的不同，

西方查核員期望見到所有做過的評估，包括正常的結果都有記錄，沒有不良反應

也應記載”沒有不良反應” 於受試者的病歷上，以便與沒有評估做區別(沒有記

錄代表沒有做檢查)。因習慣不同，雖然也有表格設計給試驗主持人勾選，但常

常未能包含所有試驗計畫書要求的項目，如計畫書規定的避孕要求，常沒有記

錄，於是常成為查核員的重大發現(Major finding) ，因為”沒記錄就表示沒

做”已成為這行的金科玉律，因為嚴格要求較可減少許多不法情事發生(例如，

如何區別出，沒有評估但說有評估，且沒有不良反應之真偽，與違反 GCP的事

件)。 

 

                                                 
66

 1999 FDA Guidance: ALCOA “To be acceptable the data [from clinical trials] should meet 

certain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quality whether collected or recorded electronically or on 
paper. Data should be attributable, original, accurate, contemporaneous, and le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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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常見查核員的重大發現還包括收錄了不符合篩選條件的受試者；試驗主持

人沒有即時評估實驗室檢驗值並下診斷或評估(NCS: Non Clinical significant 

or CS: Clinical Significant)；未即時通報嚴重不良反應或不良反應記錄不全

等。這在一個”醫師短缺病人量大”的環境下，更顯得雪上加霜。除了這些常見

缺失的防治外，更不用說護士及組員訓練的責任，依 GCP要求，亦落在試驗主持

人身上。 

 

第六節  病人(受試者)的困境分析 
 

受試者保護最大的影響因素為”資訊不對稱”，而最幸運的受試者是碰上視病猶

親的醫師當他的試驗主持人。67 

 

受試者知識來源除社會新聞及揭露之專業書籍外，其中屬知曉自己的權利是被法

規保障的最為重要。 

 

受試者應在參加臨床試驗時，當場尋問試驗主持人(醫師)，所有疑問，到全無疑

惑，不用當下決定是否參與臨床試驗，此亦為所 GCP準則中規範的受試者權利之

一。 此外，受試者也應知道其可隨時無條件退出試驗並不損害其他權利。 

 
吊詭的是，若受試者的確知曉自己法規上的權利，似乎仍難防上述案例出自醫師

或其團隊(第一線)刻意隱瞞的侵權事件發生。其他層面的保護，則要靠監測員

(第二線) 、藥廠(第三線管理)、人委會及政府(TFDA)來保護，並期盼這些機制

不會失靈。 

 

第七節 臨床試驗利害關係人分析 
 

根據前述(第三章第二節)得知參與臨床試驗的利害關係人可分四組: 

(A)發起及監控:藥廠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B)執行:試驗主持人、協同主持

人、研究助理、(C)試驗對象:受試者、(D)審核及監控:衛生主管機關、人體試驗

委員會。 

 

這四組人的利害關係如表所列: 

 

                                                 
67

 一個視病猶親的例子可見”睡人”(Awakenings)該書為名醫師兼名作家薩克斯(Oliver Sacks)

的代表作與最暢銷的作品，曾多次被搬上舞台、廣播節目，1990 年更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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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臨床試驗利害關係 

 發起及監控(A) 利 害 

藥廠 
新藥上市後，銷售

利潤 

極高風險新藥無法上市(副作用太大或

無法證明效力優於現有藥物) 

上市後發現嚴重副作用被撤銷藥證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 專業服務費用 

無法發揮監測專業通過稽核或查核, 導

致資料成為無效需重新做 

無法發揮監測專業在早期便偵測出違反

法規事件，協助通報衛生主管機關、人

體試驗委員會及針對事件，執行修正計

畫 (corrective plan)導致更嚴重結

果。 

 執行(B) 利 害 

試驗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增加病人治療選

擇，專業服務費

用 ，研究機會 

執行試驗時故意或無意有過失，或未符

合要求而涉民事、刑事風險。 

研究助理 專業服務費用 

遺漏試驗流程或藥品管理、追踪受試者

等被試驗主持人授權執行的業務而導致

數據有遺漏、不完整、不精確。 

 試驗對象(C) 利 害 

受試者 

增加治療選擇，更

密集的檢測照顧及

對科技有貢獻(利

他)* 

參加了副作用太大或無法證明效力優於

現有藥物的試驗。 

 審核及監控(D) 利 害 

衛生主管機關 

配合國家政策促進

發展生技; 增加本

國病患治療選擇 

督導稽核過鬆，導致核准新藥上市過程

有瑕疵，受試者安全與權利無法受保

護 ，或不該上市的新藥上市後，更多

其他病人受害。 

人體試驗委員會 

配合衛生主管機關

促進發展生技; 增

加本國病患治療選

擇 

督導查核過鬆，導致受試者安全與權利

無法被保護，或未盡到定期審視進度及

監督主持人執行試驗之品質。 

資料來源: 本研究 

 
監控可來自於發起者(藥廠)依法之自行監控(監測與稽核，此類監控常委託 CRO

執行)，與衛生主管機關與人體試驗委員會的查核與稽核監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3 

第八節 營運獲利公式之探討 
 

一般而言企業型 CRO 會將目標定在 50%，或更高，以激勵員工努力達成。但從千

禧年以後，市場成長率下滑至現在的 15%，許多 CRO公司在近十年便經歷了轉

型、購併與聯盟、開拓新市場及多角化經營等消長變化。依不同產業不同獲利率,

文創產業以 80%為其獲利率，但似乎尚未見到以文創產業為營運創新借鏡的 CRO

公司出現，以增加 30%獲利率為目標。 

 

根據前述(第三章第三節) 國際分工的演化，由以前的產業別分工，到今日的價

值鏈分工變化，借鏡其他領域對產業化的擔心得知，似乎透露著台灣處於 1) 習

慣採取二元化對立觀點而阻礙了解(阻礙產業化) 2)多以一味抄襲的方式來因應

變化(過度產業化) 。 

 

Schumpeter的經濟發展理論提到,創新產生利潤，利潤產生群集，群集產生競

爭，競爭產生剩餘及利潤下降，依据市場成長率預測，CRO產業已到成熟前期，

只能維持 15%左右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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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優缺點比較 

 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優點 意願揭露 

經濟成長迅速 

政治自由自我組織* 

集中集權政府負全責 

缺點 分工至極,太有效率的副

作用:社會不平財富分配

不均;  

傾向以市場獨佔或寡佔

為目的;帝國主義各種形

勢的經濟與文化開發; 

壓抑勞工及貿易聯盟 

不透明 

 

代表 封建制度後的西方社會 

擴散時期: 十九、二十

世紀 

美國 

蘇俄、中國東方社會 

特徵 

 

經濟系統的哲學 

分三大領域及三大主要

市場:勞動(人)、商品

(公司、企業)、財務(銀

行、股票交易); 

生產所得私有化 

為營利收入而從事服務

與生產 

競爭的市場 

自願的交換交易 

累積工資勞力及資金 

政府對市場雖無控制但

由政治與政策來決定不

同市場的不同自由程度 

前由經濟自由派

economic liberalism

主導 

權力透過資本力及政治

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分勞動階級、鼓勵階級

鬥爭、權力透過政治力

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liberal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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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法規成份高使得監測事務類似律師事務，雖然全球形 CRO已非分散型市場但

就當地而言，仍故可見市場似分散型市場，充滿許多中小型 CRO及 5 到 10家左

右的大型 CRO，大型 CRO以效率為優勢，中小型 CRO以差異化為優勢。 

 

毛利率 Gross margin = (Revenue - Cost of goods sold) / Revenue 
 

除了市場因素外，毛利率可能因產業別而有所不同，例如服裝業期望值為 40%因

為衣服由供應商處，依某一定價購入再出售(重複的成本);在其他產業如軟體發

展因為重複的成本可忽略毛利率因此可以高於 80%
68。相較於電子代工的毛利為

2~10%，製藥業代工毛利在 10%以上69 

 

關於馬克‧強生在其白地策略一書中亦提到”從相關產品或服務而得的額外收入

(附屬收入機制)” 營收模式之數量方面，台灣 CRO 公司常見到許多臨床試驗執

行工作場域中，未滿足的需求，故常代為處理，且不論時間與利潤公式的損失，

某些事務依 ICH GCP 規範不得由委託者代表(CRO 公司/CRA)處理，若硬要 CRA

執行，則有違反 GCP 之虞。此時 CRO 公司/CRA 不宜代為執行某些 GCP 不允許之

事務外，其它也許應視為臨床試驗執行工作場域中助理無法消化的事務，為一個

設計新的商業模式的附屬收入機制之機會，例如因為助理多為兼任性質，所以許

多事務沒法在時限內完成，CRO 公司即可承辦”可代為處理且不違反 GCP 之事

務”。 

 

 

 

 

 

 

 

 

 

                                                 
68

 單位毛利率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_margin (28May2012) 
69

 2006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西藥製藥產業 www.biotaiwan.org.tw/download/structure4/陳嘉

宏/2005 (29May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_margin
http://www.biotaiwan.org.tw/download/structure4/陳嘉宏/2005
http://www.biotaiwan.org.tw/download/structure4/陳嘉宏/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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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監測員常被要求協助主持人團隊之事務與法規方面考量 

助理臨床試驗主要業務 
CRA 可否代為處理而

不違反 GCP 

篩選受試者 不可 

進行受試者同意書說明與取得 不可 

帶著受試者順利完成檢驗流程(如抽血、X 光) 不可 

協助受試者領藥接受治療 不可 

代理藥局清點退藥 不可 

代理主持人計算受試者服藥率 不可 

在時限內輸入受試者資料入個案報告表 不可 

安排受試者下次回診時間 不可 

通報受試者嚴重不良反應報告(24 小時內) 

給委託者、人委會 
不可 

歸檔並維持臨床試驗場所的檔案 up to date 不可 

協助通報 SUSAR 可 

協助送審計劃預算 可 

協助送審期中報告 可 

協助訂實驗室檢體組 (Re-order Lab kits) 可 

協助訂定藥品 (Re-order IP) 可 

 資料來源: 本研究 

 

比較有爭議的也許包括”協助通報嚴重不良反應報告(24 小時內) 給委託者、人

委會””歸檔並維持臨床試驗場所的檔案”等，雖然在 GCP 中並無明文細節規

定，但這些皆屬於試驗主持人的責任範圍，可以授權給試驗主持人的團隊組員完

成(CRO 及代表不屬於主持人的團隊)，授權組內事務時，還需在執行前填寫授

權表，經雙方簽名，才可依授權計劃執行，而 CRO 為試驗委託者代表，不可能

出現在試驗主持人的授權表中，故不能被援權執行專屬試驗主持人的事務，以避

免自己監測自己完成的事情。 

 

再者 CRO 的職責在監測非執行，故若由 CRO 代為執行，而又自己監測自己的

執行結果，則會有盲點。 

 

就這一塊”從相關產品或服務而得的額外收入(附屬收入機制)”定義下的工作，

其實在國內嚴重缺人、鬧人才荒的情況下，許多”可” (甚至”不可”的項目下) 

的事務，有些 CRO 公司已協助多時，由於全球金融風暴，企業全面檢討成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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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氛圍下,這一塊(也許與其它國家不同)，屬於合約外之額外事務，便浮上檯

面，而成為焦點，許多監測員的時間在與委託者的主約中，只限定花在監測工作

上，便被擠了一些非在主約中所列的額外服務事項，使得監測員沒充分時間完成

其應做的監測工作。 

 

大部分台灣 CRO 公司營運利潤來自於專案管理服務及臨床試驗監測服務，因為

業務僅有多國多中心的臨床試驗，全球收案，合約制定與收費方式統一，故轉換

為工作時間後，在亞洲等新興國家及需要提供額外服務的國家，常常需使用比歐

美多 30%的預定時間，才能完成同樣工作，故無法達到與歐美相同之營收目

標，但藥廠(試驗委託者)期望所花費的時間與成熟市場相同，故不願額外付費

30%。 

 

第九節 複雜而交錯的因素犧牲監測品質 
  (全球化分工過度高、內部交易成本與科技提高工作量) 
 

國內外社會發生嚴重事件，表示受試者未受充分保護，常見的缺失原因包括: 

 

產業方面(掉以輕心) 

 

l、經驗豐富後的掉以輕心，及習於發生社會重大事件後，政府才設立較嚴格之

規範及監測機制(如英國 Phase I TGN1412 event)70
 
71 

 

2、省預算、缺乏稽核與查核，或太過於以效率至上角度來面對資金壓力(許多企

業經營者出身於汽車業、財務界，而導入汽車業財務界常用大量生產的規範，於

新藥研發業) 

 

3. 受試者保護不夠 

                                                 
70如英國 Phase I TGN1412 事件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k:TGN1412/Archive1 

 
71

 http://www.fiercebiotech.com/story/unexpected-death-brings-medigene-phase-i-halt/2008-07-08、

http://www.i-sis.org.uk/LDTC.php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k:TGN1412/Archi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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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不對稱為此產業的先天缺陷 

 

公司方面(省預算、分工過度) 

 

1. 應付不來的客户壓力(以國內不實廣告事件為例) 

 

2、省預算缺乏稽核與查核 

 

3、高離職率(內部交易成本: 交接挑戰) 

 

4. 分工過度 

 

於是分工過度、組織與權力結構下的詮釋權(產業、公司)，觧決方法: 除了靠媒

體揭露外，政府及醫療相關單位，對新藥試驗的警覺態度及守法規，加上提高社

會的監測力量及受試者本身對風險及權益的認知力，才能全面地改善產業體質。 

 

社會的監測力量與揭露力是由下而上、外而內的，因為新藥研發此產業的金科玉

律之一:“若沒記載則表示沒做(No Documentation, Not Done)”，故希望由專

業人員:如政府稽核員、人委會查核員、臨床試驗監測專員、研究助理相關專業

工作人員等，可以被給予充分時間，以發揮專業力，在每個執行的環節，都保持

警覺，一有異常狀況，應發警訊，以免後面的受試者繼續加入試驗。 

透明公開的訊息，亦可有助於警醒落入習性太久的老化流程更新及檢討，更重要

的是教育大眾，當不得已求助新藥時，需衡量所有面相，並確知自己的風險與權

益後，才加入臨床試驗，並且知道退場機制(即隨時可退出試驗，並且不會影響

其他權益) 。 

 

目前市面上有一本由專業人員出版的書”白袍藥師的黑心履歷”，對此醫療生態

環境，做了另一角度的揭露與建議，大眾若能因此而充分得知細節，及獲得在未

來下決定的標準時，才能成熟地做出適合地選擇，然而，選擇權在目前景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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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可被大眾成熟地執行。 

 

此外，若能充分推動 GCP的要求”若沒記載則表示沒做(No Documentation, Not 

Done)”的原則，則當有任何需回溯調查重大事件發生時，真相才有可能大白

72。 

 

政府方面，可提高執行地點的素質，參考美國臨床研究中心的做法，為有效維護

受試者權益、提升臨床試驗的品質，於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設立RSA(Research 

Subject Advocate)或DSMB(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負責監視每

項研究或試驗遵從規範的情形與執行進度，以及計畫執行中所發生的不良反應通

報。此外，也可參考UCSD 所發展之「同意後問卷(Post Consent 

Questionnaire)」，以探查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書簽署過程是否完善。73 

 

“生產線上的監測員” 
 

分工過度後，監測員執行人員在可能承受業績壓力及過度單一化工作內容的環境

下，容易用習慣反射動作，應付及處理事務，而失去整體判斷力。 

 

有經驗的先進監測員，在窄化工作範疇的環境下工作，亦常常無法充分發揮監測

能力。以前(約五到八年前)，監測員在試驗一開始，便参與大的重要計劃與相關

活動，除了將監測員参與時間提前至参與試驗設計與標案外，也参與討論統計方

式，負責参訪、評估、挑選参與試驗主持人與試驗地點，以及送審、協助回答人

委會委員提問，直到試驗完成結案，在這樣的全程参與狀況下，監測員感知及對

細節的了解是有機的、全面的、自然與計畫極親近、engaged及充滿當責性，監

測組員的附加價值和創造力被充分地釋放出來。”信任(trust)、所有權

(ownership) 與自發力(self-propulsion)對激發人的附加力很重要”74 這種正

面例子，常見於當時的工作環境與組織型態中，監測員充滿了完成完整計劃使命

                                                 
72

 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電影”以父之名”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1993)的律師借著檔

案記錄使真像大白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B%A5%E7%88%B6%E4%B9%8B%E5%90%8D 
73「建立臨床試驗與研究體系計畫」的推動與執行出國報告, Oct 2007 

http://science.doh.gov.tw/cectr/upload/news_rpt/96UCSD.pdf 
74

 我們曾經輝煌。佛里曼,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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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感。 

 

但隨著全球化分工與業務量急劇上升，監測員的業務被切成三塊或更多達七塊，

監測員多了幫助分擔責任的”選試驗主持人專員”、”送審專員”(又分成衛生

主管機關送件及人委會送件)與”合約專員”，監測員也掛了另一個新名稱叫”

試驗地點管理專員”(也可能再分為”辦公室內 in-house”與”辦公室外”之兩

組試驗地點管理專員，或是”試驗地點評選專員”與”試驗地點監測專員”)，

監測員的工作變成輕鬆了嗎? 所負的責任變少了嗎? 不見得，所謂”專”即做的

事務項目少但單位變多，故”試驗地點管理專員”並不輕鬆，反而增加工作量，

重複同樣同質性高的工作，而常導致必須忍受單調工作的耐受度危機與風險，常

常 worn out，加上時間被重複工作填滿，失去了了解其他必要相關面相細節的

機會與餘力(如委員在送審過程中問了什麼問題?合約談了什麼?為何這些主持人

被選?對這試驗他們曾關心什麼?討論了什麼?有什麼結論?)，失去了整體感、所

有權及完成使命的成就感。(參見圖 17與 18) 

 

後進監測員的處境，更在因分工後無法從頭參與了觧整件試驗，而只在窄化的工

作項目下工作後，得到窄化有限的一半經驗，以及優秀的迅速分工脊椎反射執行

力，故在因應發現重大事件後的處理及上呈(escalating)主管能力方面能力變

弱，離發揮保護受試者職責越行越遠，變成一位”監測運動員”，擅長原始資料

驗證(因為在這方面的工作量最大、最有量的壓力而得到”選手級的訓練”) 而

非增強交叉比對資料發現重大事件後的處理能力，並且因為習於脊椎反射的速

度，如此極易傾向用”便宜方式”處理所有經手的事，而造成以避免查核重大發

現為目的，增加了人為操作與疏失的機率。 

 

現在(監測”運動”員): 

事件→純脊椎反射→反應與執行 

 

以前(監測”查核”員): 

事件→大腦+脊椎→反應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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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監測員的性質随時間與環境的變化外，也觀察到了產業界對稽核與查核的演

變頻率和比例大幅調低，原因之一也許是經過十六年的練習，大家已熟習了，也

不再如民國八十五年剛開始那般小心謹慎了。美國的環境因強大電子化 IT技

術，更演化為 Risk-base 的監測，以取代 100%的監測，查核比例更是少於 1%，

故以一個試驗之監管狀況而言機構(醫院)本身職業現場管理>監測員監測>稽核>

查核(見圖 19)。 

 

生產線化是為了使用機器取代人力，那些可以標準化的事，用機器做，除了準確

外，也可以確保穩定的產出，經過不斷改良，機器更好，可以加速做更多產出。

機器沒有情緒中樞，所以可保持穩定品質，每個產品差異性極小的產出，但缺點

是那台機器只能夠做某一特定的事，這是它的缺點，但它的優點是可重複做同一

特定的事，且不感枯噪。 

 

之後便有人發現，先把產品流程想清楚並編號，把不同功能的機器排列成一排，

每部機器專心做它的部分，然後用輸送帶把半成品向後傳輸到下一台機器，下台

機器再做它的部分，重複”傳輸-做它會的部分-再傳輸”，如此很有效率地產

出。 

企業與醫院向機器學習其穩定與良率，一開始是好的，所有願意參與的工作人員

有新鮮感，但一旦時間久了、業務量大了之後，“扮演某台機器功能”的人(我

們叫他”甲君”好了，他在工作場所往往只有代號或職稱)便出現疲態，感到枯

噪乏味。這時甲君還會因為經驗豐富，被老闆期盼可以更迅速地從事那件他極其

熟習並且天天做的工作(閉著眼睛都會做的事)，老闆期盼甲君在有一年的經驗

後，可以在他的崗位上生產出二倍的量，再過一年後，老闆買了一台真正的機器

協助甲君的工作，使他能完成比一開始增加四倍的工作量，使生產更有效

率… …很熟習的場景? 

 

甲君是專家，被稱為”藥師”，那台協助他完成四倍工作量的機器，是”包藥

機”。 

 

老闆很聰明地運用了扮演機器的專家人員，與功能簡單的機器，協助他的營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 

老闆是血汗醫院的經營者?“白袍藥師的黑心履歷”的第一章便描述了醫院藥師

職場的挑戰，相信曾與包藥機共事的藥師們會有相似的感受，有時藥師們還有點

羨慕包藥機，可以優雅地按照它被設定的速度，不急不徐地工作，有定期維修專

人照顧使它，處於良好工作狀態，並且完全不用負責任。 

 

我曾與在美國當過中型社區藥局的藥師助理乙君聊過，據她描述在全面自動化的

藥局，當班的只有她和藥師兩人，她主要工作負責掃描資料、存檔及盤點，最多

再加上機器有問題時，打電話請維修專員維修，生活輕鬆。臺灣血汗醫院的藥師

被當生產線上的作業員，是因為尚未全面自動化之故。理論上而言，當缺少的機

器一旦到位，藥師便不用再扮演目前缺少的機器角色。 

 

聽到這些事並未減少我的疑慮，因為那間社區藥局只用兩個工作人員營運。 

 

佛里曼在他的新書中談到傑威克如何藉著績效最佳的服務與軟體、自動化、外包

以及產製過程的效率，用較少的工人，製造更多穩定的產出，來”殺掉工作”: 

“… …整體而言，過去二十年來生產力的增加，已經改變了所謂永續工作的面

貌… …”,”什麽工作不能殺? 有創意的人不能被生產力解決方案或外包策略消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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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臨床試驗公司單位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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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臨床試驗監測專員職場主要連結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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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試驗案的監管情況:

本身機構管理
Management

監測Monitor
稽核Audit
查核Inspection

Inspection Audit Monitor Mgt

時間/試驗

監管方式

時間/試驗

圖 19、一個試驗案的監管情況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分析更呼應了依據「貝蒙報告」75，保護受試者的責任需由政府、研究機

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研究人員、和病患自己五部份一起來承擔。 

此外，國際醫學團體協會(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r the Medical 

Science: CIOMS)於 1993年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出版之”人體試驗國際

倫理準則(International Ethical Guidelin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為依貝蒙報告三原則而制定的準則，其中第十條規定了人體試

驗到資源貧乏地區執行四個要點: 1)不能將可在已開發地區可合理進行的研究慣

性地在未開發地區執行 2)該研究需與該地區的健康需求有關且有重要性 3)取得

受試者知情同意 4)該研究需經由了解該地區的人士組成審查機構核准。此國際

規範提供政府與人委會審查研究的標準。 

                                                 
75

 1979 年的貝蒙報告（Belmont Report）中，提出三個判斷的原則：1)尊重個人（respect of 

persons）和他們做決定的權力，他們可以在不受壓力或是他人（常是研究人員）的影響下做出

自己的決定 2)行善（beneficence）或爭取最大利益，並減少受測試者的風險 3)正義

（justice）或是公平分配利益和風險的義務，不對某些人或團體具有偏見，如：精神異常者或

是特定種族或性別者 (source: http://www.chi-tw.org/File/research%20integrity/RCR%20ch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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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針對生技產業臨床試驗監測活動實例、困境與挑戰的探討，與全球化以分

工過度方式因應之影響下的環境演變分析，得知與中央主管機關的查核

(inspection)及醫療機構人委會的稽核(audit)相較，臨床試驗監測(monitor)是

最基本而頻繁的保護受試者重要方式，但臨床試驗監測力，往往被隱藏在環境、

組織與流程的四個阻礙消耗掉，導致試驗監測員真正花在監測業務上的時間與精

力所剩無幾，導致除了受試者無法在上游受到充分保護外，未接受充分監測所得

到的試驗資料，若不能真實地呈現出新藥的不良作用而上市的話，則會造成更多

人受害。隱藏在環境、組織與流程的四個阻礙包括: 

 

<第一個阻礙>  

分工過度造成試驗監測員(CRA)的工作量大增、範圍縮小、警覺變差: 

隨著臨床試驗全球化外包 CRO的主流，造成了過度分工與監測員業務量急劇上

升。監測員的業務現在被切成三塊或更多可達七塊，由不同部門的同事完成不同

部分後，再交到監測員手上，而造成其工作範圍縮小，對整個臨床試驗的了解變

成片段而零碎，產生見樹不見林的現象。 

 

監測員無法從頭參與，少了初期與醫師及 sponsor 跨領域互動的機會，且與相關

人員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亦大幅減少，他們只能在後期得到較表面或濃縮過的重要

資訊，這樣的資訊的傳遞少了細緻且無形(但重要)的細節，使得監測員警覺變

差。工作範圍縮小後，亦造成了公司希望監測員每人工作”量”增大且更專業於

監測工作，無睱顧及更全面的狀況，但監測業務的性質屬於調查業務，人的五感

要充分運用，才可在早期查出所以然而，及時糾正與訓練，防患於未然，故在目

前過度分工與增加工作量的狀態下，產生“生產線上的監測員”的現象(第六章

第九節)，使得監測員在可能承受業績壓力及過度單一化工作內容的環境中，容

易用習慣反射動作，應付及處理事務，而失去對整體的判斷力，極易傾向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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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方式” 處理所有經手的事，增加了人為操作與疏失的機率，並且因應發現重

大事件後的處理及上呈(escalating)主管能力方面能力變弱，離發揮保護受試者

職責越行越遠。在過度分工下，受試者少了應該有的監測保護。 

 

<第二個阻礙>  

CRO組織複雜內部交易成本增加: 

CRO公司對於產業化快速收案、全球化分工壓力下的因應之道，常為置放更多管

理點與人員(圖 13)，多以矩陣組織及事業單位混合結構，佐以投資龐大資料處

理技術，如此造成監測員回報與解試點增加，不但如此，這些管理人員對 CRO公

司監測專員在限定時間內需完成某些工作量的期望，便非常高。雪上加霜的是，

若管理人員經驗不足，或因為計畫團隊經理(區域職位)也許非當地人不熟當地法

規，則回報與解釋當地狀況便成為一件非常耗時的事，這些耗在溝通的時間，原

本應用於監測事務，便得用於內部溝通，而產生內部交易成本，並造成監測事務

延期 (實例探討案例 2, 5, 7) 。監測時間被壓縮，且注意力被轉移後，造成的

影響最重要在於若臨床試驗有狀況時，受試者也許無法被及時保護。 

 

此外，CRO公司置放更多管理點與人員後，若不注意管理人員的效能，則會發生

CRO公司內管理階層，無法提供充分工具與協助，給予在前線依法工作的監測員

(必須自己摸索)，而代以大量耗時的提問逼進度的情事，並常見管理人員(尤其

是新手) 遇到壓力時，難以避免情緒化的溝通，且無法協助監測員處理 local 

sponsor的提問與不當期盼(表 19)，以協助監測員移除這些耗時摸索與溝通工

作，使監測員集中精力在監測工作(實例探討案例 3)。 

 

<第三個阻礙>  

試驗主持人團隊不明責任或無充裕時間執行試驗，監測員必須處理

試驗地點額外事務(外部交易成本增加): 

試驗主持人的團員(如圖 8)依其被授與的職權，遵守試驗計畫書與 GCP 對受試者

與試驗主持人負責。依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第 36 條 ”試驗主持人在試

驗期間內，應有充分時間以執行與完成試驗”、第 37 條” 試驗主持人應有充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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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試驗相關人員及設施，以適當並安全的執行試驗” 、第 38 條 ”試驗主持人應

確保所有試驗相關人員對試驗計畫書及研究藥品充分了解，以及其於臨床試驗中

之責任與工作” 協助試驗主持人執行試驗，這些準則充分點出試驗主持人須有充

足的人力資源，依職責與角色，執行職責範圍內的業務。然而，試驗主持人團隊

對監測員常存有不當期盼(表 23)，許多期盼是監測員依規定不能做的，例如篩

選受試者，但由於試驗主持人沒有充足的人力資源，監測員常在壓力下，陷入兩

難，最便宜行事的方式便是違規代為處理，如此不利試驗資料的品質(data 

integrity)。此外實例一、四、五、六也討論了這些來自於主持人團隊不當期

盼。監測員需藉由溝通與訓練，努力避免發生球員兼裁判之情事、監測時間被壓

縮，而影響受試者保護。 

 

在台灣，試驗主持人及其團隊很依賴監測員，有時除了期待可以隨時面對面討論

外，還期盼即時地帶動助理，而與公司期盼，監測員只被給與每月每個醫院極其

有限時間，只依 GCP 來執行監測工作，確保受試者安全與資料的品質，不能吻

合。監測員常超時工作，對監測員之監測調查業務品質亦頗為不利。而落差並未

解決，許多 CRO公司離職率高居不下的現象，亦不罕見，顯示監測員工作設計有

問題與相關經理人員之不當期盼，有待解決。CRO公司在價格滑落的環境壓力

下，不但採取將臨床試驗業務分工與專業化，傾向極大化監測員的產值，而且往

往無法將當地來自於主持人團隊不當期盼瓜分監測時間之因素也考慮進去，兩因

素交織成更大的期盼的落差，若比較美國監測員與台灣監測員時間之分配，便能

了解這種期盼的落差(如圖 9與圖 13的比較，可看出理想狀況與台灣現況的落

差)。 

 

<第四個阻礙>  

委託者當地代表不當期盼與干涉(外部交易成本增加): 

由表 19 與表 23了解，委託者當地(藥廠)代表也受到試驗主持人人力不足之壓

力，要求監測員提供如同委託者當地(藥廠)代表同樣的服務。這種來自於委託者

當地(藥廠)代表之要求與期盼，往往在未考慮法規對監測員的要求及監測員所屬

之 CRO公司對監測員的要求，而成為不當要求，及耗損監測員精力與時間，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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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受試者保護。 

 

如第六章分析所言，在”交易成本無所不在”的面向上值得一提的是:當地藥廠

代表的角色(local sponsor representative)，造成交易成本提高的考量，local 

sponsor 代表往往不是某計畫研究團隊的人，未包括在計畫研究團隊通訊名單

中，故對細節是無法知曉的，但常因市場需求，會接到試驗主持人醫師團隊要求

協助或抱怨協助太少(見表 18)，而要求監測員解釋或提供協助，這些不但都是

交易成本而且可能造成增加違反法規情事之風險。此外，”沒有臉的監測員”的

案例，在當今日速度與工作量成為焦點，被限制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大量排定

之工作的情況下，時間緊迫及國外標準流程的要求下，很難滿足當地藥廠分公司

代表的要求:「拿著問卷去面對面地，面訪試驗主持人，並取得答案與簽名」，並

不有利於新進監測員適應此行業。 

 

總結上述影響監測的四個阻礙，佐以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與管理機關三個構面

組成的臨床試驗生態(圖 20)，而得知這些阻礙在臨床試驗場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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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分工

受試者與醫師、藥廠、CRO及管理部門關係圖

醫師
由受試者身上
收取的用藥資料

藥廠

CRO
監測(Monitoring)

資料釐清(Data clarification)

監督

監督

交資料

交資料

用藥資料

勞務補償

監
測

治療、
收取資料

受試者:
參加臨床試驗而

接受試驗藥品或對照藥品之個人
藥廠管理部門

CRO管理部門

醫院管理部門

監督

監督

政府TFDA

醫院IRB :
審核臨床試驗計畫
(發核准函及持續審核新資料

及計畫是否依規範進行
執行稽核責任)

查核 Inspection

稽核 Audit

工作量大增
範圍縮小

內部交易成本

主持人團隊
不明責任

委託者
當地代表
不當要求

本身機構管理
Management

監測Monitor

稽核Audit

查核Inspection

 

全球化分工 CRO組織複雜 

內部交易成本 

主持人團隊 

不明責任 

委託者當地代表 

不當要求 

工作量大增 

範圍縮小 

實例 2, 3, 7 實例 1, 4, 5, 6 

表 18 

實例 2,  

表 18 

產業進入成熟

期, 

生產線上的監測員 血汗醫院 

額外事務外溢 

批評監測員遠端遙

控 

要求監測員提供 

如同委託者當地(藥

廠)代表同樣的服務 

價格已成為壓

力來源 

組織複雜 病歷記載習慣不同

歐美 

批評監測員沒有臉 

 

圖 20、全球化分工之下的臨床試驗監測阻礙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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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全球化分工趨勢下形成交易成本無所不在，責任歸屬曖昧不明，分工代理極致之

後，人人都是”中介”的現象下，增加交易成本，CRO的藍海難尋。所謂藍海，

依研究者的見解即選擇一項或少數自己的且非競爭對手的具有整合特質強項(極

簡專注)，發展自己聽到的鼓聲(使命感)，才可能脫離熱烈競爭的紅海，脫離代

工的角色。全球化分工代理極致後帶來許多流程空洞、片面理解與不聯繫(執行

者機械化後的理解鴻溝)，消除這些空洞即可能是邁入藍海的方向之一: 讓 CRA

得以有充分時間監測正在進行的新藥人體臨床試驗，以及受試者在參與試驗時，

得以依法受到程序上監測的保護，而所有資料得以及時收集，並及時送到衛生主

管機關，以防止新藥倉促上市，造成擴大對一般民眾損害後，才又下市的情事發

生。 

 

新藥臨床試驗監測工作是受試者保護最主要關鍵程序之一，而阻礙監測活動的細

膩因素，往往藏身在不當的要求與期盼中，監測員的時間耗損，導致可能有未被

監測出來的數據造假與受試者安全與權利的遭受侵害，最後的損失除了受試者

外，新藥上市後將是更多的病人受害(如 Vioxx 例)，故就此提出以下建議: 

 

對因應分工過度(工作量增範圍縮小)的建議: 

 

CRO公司應對此做管理，應重視其核心能耐，即監測力，採取類似律師事務所營

運方式，更新其營運模式，而非壓低價格。應將資源投入以優化目前工作場域、

確保能增加監測員工滿意度為目標的轉型，聚焦對經營核心員工育才與留才，並

行銷 CRA監測時數，盡量少採用”包生子”的 fixed contract，而以回報監測

結果能力(專業優質監測報告)取代標案時的收案數量拍胸保證，可採顧問型合

約。 

 

尚未見到更多的專業出現糾正過度分工及產業化的副作用及危險令人印象深刻的

例子，也許由社會中間階層專業人士的發聲，無法造成由反差大的兩端衝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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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但其影響卻可如教育一般是較細膩、長遠而無所不在的，所以例如”Sway”

揭露黑心建商與”Drug”揭露黑心醫院藥局、藥店與診所門前藥局，成為暢銷書

表示這個社會所需。 

 

對 CRO公司營運的建議: 

 

CRO公司應著力於協助移除干擾監測員之因素，亦需對經理人員加以監督，確保

經理人員把時間花在幫助監測員排除干擾與不增加耗時的解釋要求，以及解決試

驗地方事務外溢與當地委託者代表期望不當之問題。如此，才能確保監測員有充

分的時間，依法執行承攬之業務，通過稽核與查核，分層盡責任，保護受試者。 

 

CRO公司在定價策略方式也許應做研究，以提供比目前更到位的在地化服務。在

亞洲執事，除了需加強後勤人員對監測員的助力外，應考慮上述試驗地點額外事

務外溢現象(表 23)，採取替代方案，提供試驗委託者及主持人選擇，若不能以

事務計價或整體計畫計價，使得在人力調節方面更有彈性，則可能發生營運當地

適應不良問題，耗損監測員精力與時間，而影響受試者保護。 

 

CRA監測員因 ICH GCP 定義了此職稱，其責任包含了與政府共同分擔保護受試者

及確保資料的合法與完整(integrity)，故除了編制在 CRO公司內的監測員，CRO

公司可開展醫院人委會與衞生主管機關業務，促使思考是否納入其編制，而使其

組織獲得常態監測(routine monitoring)能力，或協助衞生主管機關將監測員能

力評審納入國考範圍內，故可將監測力評估標準化與透明化。 

 

對試驗醫院與主持人團隊的建議: 

 

試驗主持人應熟悉法規，依法規組織充裕時間與有經驗肯學習的團隊，盡試驗主

持人的責任。 

 

支援體系 CRC屬於試驗主持人團隊，必須發揮功能，以減少試驗地點額外事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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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尤其是不可由試驗主持人團隊外監測員代理的事務)，以避免不符合法規要

求。 

政策面暗示國內 CRC 能量不足消化大量業務，故許多試驗地點額外事務外溢至監

測員身上。 而監測員礙於法規面，必須避免球員兼裁判，一人飾兩角的違規行

為，故發展支援體系的 CRC能量應是當務之急。 

 

試驗地點應朝設立專職試驗主持人方向發展，也許可確保充足時間執行試驗，使

受試者得應有的照顧與保護 。試驗主持人需要明瞭責任，一旦簽約則負擔所有

試驗主持人責任，選用合格適用之專業人員，組成主持人團隊，分層負責，以充

分的時間共同執行試驗，避免事務外溢到監測員身上，降低監測員的應有監測功

能，而使受試者少了一層重要的保護 。此外，第六章第五節提到的試驗主持人

違法事件的發生，顯示更需監測員發揮功能以防止這些損害受試者的事件發生。 

 

對委託者當地代表的建議: 

 

加強對相關法規的了解，認知監測員角色與藥廠業務不同，故應對兩不同角色有

不同期待，不要以試驗主持人對藥廠業務的要求，要求監測員做到非其角色應做

的業務，而不分散監測員的時間，使監測員能專注於監測業務，防範損害受試者

的事件發生。 

 

對政府的建議: 

 

延續此方向，此研究者欲歸納以下對發展競爭力的七點建議: 

o 選擇有品質的計畫參與:減少潛在受試者參與粗糙的計劃，這建議對具有

代工習慣的國家與人民是困難的。 

o 價值鏈發展與整合:目前有代工習慣的國家總有不完整的價值鏈，或是曾

經建立，但因沒生意而消失了的斷鍊現象，在台灣臨床試驗價值鏈便有斷

鍊現象，如醫院 CRC以及未完全發揮功能的醫院藥局。故先補斷鍊處，重

建價值鏈或利用外界資源將斷鍊處補救之整合，應為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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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國際標竿的研發:應投資在臨床試驗相關標竿之研究並兼顧量化與質化的

研究以及資料庫的建立。 

o 建立教育的管道:尚未見到臺灣有那一所學校教臨床試驗，雖然香港及新

加坡已有此專業課程之設立英美有專門機構提供訓練課程，但未見補教業

發達的台灣有這方面的努力。 

o 結合 IT與統計強項: 台灣早期領導臨床試驗發展的先進都是統計專家，

加上 IT產業發達，跨越領域的合作應為當務之急。 

o 發展群聚產生力量:藥廠與合作夥伴仍以總公司計畫為主，無當地聯繫，

故無腦力激盪後的突破發展。 

o 發揮台灣特點及影響力，發展跨國業務整合資源。 

 

此外，由於新藥研究常依大數法則運作，一萬個物質中僅有一個可以通過層層篩

檢上市，在亞洲國家經驗有限的情況下，投資比重不宜過重，不如投資在活化已

經存在的機構，如附屬在醫學中心的 CRC，以補業界的缺口。 

 

政府修法方向已朝評鑑醫院人委會，並授與更多權力方向前進，可繼續。唯實地

查核人才養成非一蹴可即，故在培養人才之餘，可借用業界已有的監測能量。 

 

重申主持人責任及業界認識執行臨床試驗應有態度，以消除干擾監測員執事的因

素，以發揮其即時監測、查核、溝通與重新訓練試驗地點執行團隊的功能。 

 

醫院人委會亦可與 CRO 合作，用其監測能力增加自已查核次數與能力，並應回饋

衞生主管機關，協助建立建立黑名單制度。 

 

對未來研究方面的建議: 

 

國際間因應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美國 FDA 在去年八月(24Aug2011) 發出一份規

範草稿: ”Guidance for Industry Oversight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 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5 

Risk-Based Approach to Monitoring”
76
並且歐洲 EMA 發出一份 reflection 

paper 來推動 risk-based approach to study monitoring，促使 Kenneth A. Getz

與 Tuff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CSDD)展開 CRA 工作量與

時間分配之量化評估，Kenneth A. Getz 並在 Applied Clinical Trial 期刊(July 

2012)
77 ，以”在 CRA 的工作量與時間強烈需求不明狀態下的盲目飛行”為題

的文章中，相互呼應指出:雖然全球研究監測員(CRA)角色強烈需求正在成長增

加中，目前只有稀少的管理指標資料存在，來自業界的擔憂(前無先例的對 CRA

的工作量強烈需求加上潛在的研究監督小過失之可降低臨床資料的品質與正直誠

實) 故無法對新規範做出合適的因應。雖然試驗委託者與 CRO 有自己一套內部

管理指標，但仍像半盲飛行，因為沒有來自於比較外部水準點後的洞察力，並且

近日另有研究指出，多數試驗委託者趨於保守的理解法規，並且要求 CRA 做

100%的資料驗證(Source Document Verification)而非目前推動的 risk-based 

approach to study monitoring 趨勢。由本研究分析得知，國內與國外環境非常

不同，故在與國際環境接軌之際，也希望有些量化研究以豐富當地資料與增加洞

察力。 

 

對增加社會警覺方面的建議: 

 

在資本主義發展二百五十年後，經過殖民和與共產主義對抗階段，已顯疲態，全

球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各產業化的事業，在本國市場進入成熟或步入衰退期時，

莫不大張旗鼓地向外尋找新市場。 

 

茉莉花革命78是集權國家龐大百姓對單一領導的抗議、揭露與反動，但尚未見到

                                                 
76

 Guidance for Industry Oversight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Monitoring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269

919.pdf 
77
量化評估以收集計量標準 1)CRA 如何配置時間 2)工作量如何分配 3)建立基線數據以測量改造

後的規則與新規範的衝擊。共 18 家中型至大型的藥廠生技公司與 CRO 參與研究，它們發出線上

問卷給全球 11,156 位 CRA 填寫，共 3,970 位 CRA 完成問卷(94%為全職 CRA)進入分析。  

 
 
78

 茉莉花革命（阿拉伯語：الياسمين ثورة ），指發生於 2010 年末至 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西亞反政

府示威導致政權倒台的事件，因茉莉花是其國花而得名
[3][4]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D%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D%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89%E8%8E%89%E8%8A%B1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F%BC%8D2011%E5%B9%B4%E7%AA%81%E5%B0%BC%E8%A5%BF%E4%BA%9E%E5%8F%8D%E6%94%BF%E5%BA%9C%E7%A4%BA%E5%A8%81#cite_note-wp-2#cite_note-wp-2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F%BC%8D2011%E5%B9%B4%E7%AA%81%E5%B0%BC%E8%A5%BF%E4%BA%9E%E5%8F%8D%E6%94%BF%E5%BA%9C%E7%A4%BA%E5%A8%81#cite_note-wp-2#cite_note-w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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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專業出現糾正過度分工及產業化的副作用及危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也

許由社會中間階層專業人士的發聲，無法造成由反差大的兩端衝擊火花，但其影

響卻可如教育一般是較細膩、長遠而無所不在的，所以例如”Sway”揭露黑心建

商與”Drug”揭露黑心醫院藥局、藥妝店與診所門前藥局，成為暢銷書表示這個

社會所需。 

 

本研究提醒工作中的專業人士其實是最好的監測員，運用現代科技、本身工作場

域中的經驗及強化觀察力，即可以用研究報個方式貢獻社會，提醒忙碌的同業由

更好的角度、執行方式、需防避的副作用以避免社會重大事件發生，激勵同業從

細節中創新及更人性化的可能來與機械化的傳統產業運作方式平衡，並使社會大

眾能力增強，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選擇社會中提供的機會，避免人云亦云的盲從

(例如參與臨床試驗的選擇79) 。 雖然很遺憾的見到第五章(表 18)案例，因參加

臨床試驗的試驗藥物副作用失去下巴的高齡受試者，在層層保護監測稽核查核失

靈下，最後居然只有立法委員可以幫助這位高齡受試者在媒體前”申冤”。專業

人士應以 M型社會中塌陷的中層發聲為著力點，促進兩端對話及靠攏，使社會向

最佳化的供需市場移動，而在忙碌工作之餘，對社會做出貢獻及平衡工作造成的

機械化。  

 

「... 在自發的自我實現中，人重新把自己和世界聯結...」艾瑞克·弗洛姆認

為，在從令人窒息的權威/價值體系獲得解放的過程中(free from，消極自由)，

我們常常會感到空虛和焦慮 （他將此比作從嬰兒到兒童的成長歷程），這些感受

不會消失，除非我們使用我們的「自由往」(free of，積極自由)並發展出新的

形式取代舊的秩序80，雖然我們經歴了蘇俄共產主義” 農民當家”的倒檯、互聯

                                                                                                                                              
 
79

 由 2011年 李育融“影響參與臨床試驗之動機研究：以健康受試者為例”了解台灣健康受試者

參與臨床試驗的主要動機以金錢報酬首要，其次是免費身體檢查，再者為朋友相約一起參加試

驗，顯示健康受試者也許需要更多方便取得的深度資訊以避免其動機僅為金錢與人云亦云。 

 
80

 艾瑞克·弗洛姆《逃避自由》1941。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當代心理

學權威，廿世紀傑出的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認為，人的聰明及頭腦雖然活在現代但其心靈與情

緒仍活在石器時代，所以害怕社會壓力及生存危機而不能獨立故逃避自由。他區分了「自由自」

（free dom from,消極自由）和「自由往」（freedom to, 積極自由）。前者指從諸如由其他人或

機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習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就是在薩特的存在主義中被典型體現的一種

自由，而且在歷史上是常常被捍衛的，但是在弗洛姆看來，這個自由本身帶有毀滅力量除非有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7%91%9E%E5%85%8B%C2%B7%E5%BC%97%E6%B4%9B%E5%A7%8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nU7pU/search?q=auc=%22%E6%9D%8E%E8%82%B2%E8%9E%8D%22.&searchmode=basi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7%91%9E%E5%85%8B%C2%B7%E5%BC%97%E6%B4%9B%E5%A7%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7%91%9E%E5%85%8B%C2%B7%E5%BC%97%E6%B4%9B%E5%A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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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使得每人聯系能力增強、”每個人都可當老闆” 、世界變平又擠又熱… …在

熱鬧興奮之餘，亦得非常小心別從”令人窒息的權威/價值共產主義體系獲得解

放” 又落入”令人窒息的權威/價值資本主義體系”(商人當家) 解放後的空虛和

焦慮，製造更多隱藏的障礙，鎖住更多能力。由目前情勢看來，創造力與創新的

提倡，似乎暗示著我們的所處環境、出路與需求，在士農工商
81的輪替下，下一

波趨勢是什麼? 但絕對不再會是削價競爭了。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我國經過三十年的經營已將臨床試驗環境基礎建設

完整打樁，但由於此產業涉及倫理與生命，故在產業化加速發展策略下，危害生

命的社會重大事件並不罕見，此研究由工作場域的刻劃，來突顯危害生命的社會

重大事件之發生，可在開始時(源頭上游處)，藉著專業人士負責而完整地設計、

評估、及監測防範於未然，亦盼望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引起更多社會專業人士

提供研究報告，使得整個工作場域更透明，資訊更流通，讓更多社會大眾有機會

從各面相，了解某行業的真實的細節，以達到增強大眾行使選擇權能力的效果，

避免人云亦云的盲從，如此才能安全地將選擇權的釋放給大眾，大眾才能在充分

知曉利益與了解風險下，成熟地行使願意參加臨床試驗與否的選擇權。 

 

 

 

 

 

 

 

 

                                                                                                                                              
個創造性因素與之相伴，「自由往」是運用自由自發地將完整的個性運用到創造性活動當中。他

指出，這必然指向一種真正與他人的連結，超乎常規社會互動中的表面聯結。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0%83%E9%81%BF%E8%87%AA%E7%94%B1 
81 四民是古代中國對平民職業的基本分工，指士（學者）、農、工、商，但其次序歷代有所不

同。《春秋穀梁傳·成公元年》按「士商工農」劃分：「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

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但有論者認為這個次序並無隱含社會高

低之義。《荀子·王制篇》亦有「農士工商」的排列。 

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日知錄》曾說：「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指春秋時期齊國

宰相管仲最先將訂下「士農工商」的次序，一直沿用至今。《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

石，民也。」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B%9B%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4%BB%A3%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_(%E5%8F%B2%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_(%E5%8F%B2%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1%A7%E7%82%8E%E6%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E%A1%E4%BB%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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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曉芬，《台灣臨床試驗服務公司 (CRO) 營運模式之探討- 以藥品研發為

例》，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碩士論文，2010年。 

• 馬克強生著，《白地策略》，天下遠見出版，2010年 11月初版。 

• 蕭瑞麟著，《不用數字的研究》，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版。 

•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2005。 

• 艾瑞克·弗洛姆著，《逃避自由》1941。 

• 李育融，《影響參與臨床試驗之動機研究：以健康受試者為例》，國立中山

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彭嚴燕，《全球藥品委外代工(CRO)的現況與未來》，2009年。 

• 王蓉君、陳恆德，《台灣臨床試驗發展之沿革》，2011年。 

• 吳惠林，《飛越黑板經濟學》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0 年。 

• 製藥業廠商委外問卷調查報告，2012 年。 

• 96年國際廠商收購或高額投資的台灣生技公司，商業周刊 1064 期，2008

年。 

• 立法院公報第 98卷第 43期委員會紀錄，2009年。 

• 陳肇文醫師演講資料，《台灣法律變遷下之人體試驗》101人體試驗講習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ifWYq/search?q=auc=%22%E9%84%AD%E5%B1%85%E5%85%83%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3NCCU523001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3NCCU523001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0dL0Y/search?q=auc=%22%E9%8D%BE%E6%9B%89%E8%8A%AC%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0dL0Y/search?q=dp=%22%E7%B6%93%E7%87%9F%E7%AE%A1%E7%90%86%E7%A2%A9%E5%A3%AB%E5%AD%B8%E7%A8%8B%28EMBA%29%22.&searchmode=basi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7%91%9E%E5%85%8B%C2%B7%E5%BC%97%E6%B4%9B%E5%A7%8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nU7pU/search?q=auc=%22%E6%9D%8E%E8%82%B2%E8%9E%8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Cwtg6/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5%B1%B1%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Cwtg6/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5%B1%B1%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Cwtg6/search?q=dp=%22%E9%86%AB%E5%8B%99%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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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講義，2012 年。 

• 曾育裕副教授演講資料，《台灣法律變遷下之人體試驗》101人體試驗講

習班講義，2012 年。 

• 劉維公，《文化產業的時代意義》，典藏今藝術，2003年。 

• 佛里曼著，《我們曾經輝煌》，2012年。 

• 吳清在教授演講，《台灣地區大學教授薪資待遇之合理性初探：大、中、

小學教師之比較研究》 

• 台大醫院受試者知情同意過程紀錄格式(含說明) ，2009年。 

• 「建立臨床試驗與研究體系計畫」的推動與執行出國報告，2007 年。 

三、 網頁部分： 
 

 台灣生技新藥產業發展策略, 2008葉明峯簡報資料 
<www.centerforpbbefr.rutgers.edu/TaipeiPBFR&D/0530-31%20papers/3-1.ppt > 

 

 Merck 的 Vioxx 止痛藥事件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4/19/us-

merck-vioxx-idUSBRE83I1EE20120419 > 
 

 臨床研究專業服務機構（CRO）以徵求工讀生的名義違反規定招募健康受

試者事件<http://n.yam.com/newtalk/life/201010/20101007238745.html> 

 

 醫改會對「台大 / 成大醫院誤植愛滋器官事件」聲明稿
<http://www.thrf.org.tw/Page_Show.asp?Page_ID=1435> 

 

 藥物測試致下顎壞死 家屬控長庚與諾華不認帳  

2011/05/19 自由時報 記者曾韋禎、李容萍、王昶閔／綜合報導 
 <http://www.thamd.org.tw/medispute.php#informed11> 

 

 「血汗醫院」 全台竟有 16家員工超時工作 還沒加班費 署基也上榜 

2011年 06月 20日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471757/Issue

 ID/20110620/pvtype/r>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臨床研究機構協會
<http://www.acrohealth.org> 

 
 ClinicalTrials.gov < www.clinicaltrials.gov> 

 

http://www.centerforpbbefr.rutgers.edu/TaipeiPBFR&D/0530-31%20papers/3-1.ppt
http://www.thrf.org.tw/Page_Show.asp?Page_ID=1435
http://www.thamd.org.tw/medispute.php#informed11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471757/Issue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471757/Issue
http://www.acrohealth.org/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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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卓越臨床試驗中心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s400/html/mission.html> 

 

 台灣黄頁<http://www.web66.com.tw/ch/61/CW102/Blog/102171.html> 

 

 臨床試驗審查作業機制說明-石麗鳳科長(2012/5/28網頁) 

<http://www.cde.org.tw/action/uploadfile/2011/1000927and0929/4.%e8%87%a8%e5%ba%8a

%e8%a9%a6%e9%a9%97%e5%af%a9%e6%9f%a5%e4%bd%9c%e6%a5%ad%e6%a9%9f%e

5%88%b6%e8%aa%aa%e6%98%8e-

%e7%9f%b3%e9%ba%97%e9%b3%b3%e7%a7%91%e9%95%b7.pdf> 
 

 專案合約與屨約管理<http://www.iiiedu.org.tw/ites/PContract.htm> 

 

 ”藥物人體試驗導致下顎骨壞死及切除”中央社記者陳偉婷台北 18日電

(2011May) <http://n.yam.com/cna/politics/201105/20110518049972.html> 

(29May2012) 

 

 2006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西藥製藥產業
<www.biotaiwan.org.tw/download/structure4/陳嘉宏/2005> (29May2012) 

 

 英國 Phase I TGN1412 事件<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k:TGN1412/Archive1>; 

 <http://www.fiercebiotech.com/story/unexpected-death-brings-medigene-phase-i-halt/2008-07-

08、http://www.i-sis.org.uk/LDTC.php> 

 

 典型美國的監測員一週工作<http://www.indeed.com/forum/job/Clinical-Research-

Associate/job-opportunities-CRA/t32649> 
 

 

 

 

 

 

 

 

 

 

 

 

 

 

 

 

http://n.yam.com/cna/politics/201105/20110518049972.html(29May2012)
http://n.yam.com/cna/politics/201105/20110518049972.html(29May2012)
http://www.biotaiwan.org.tw/download/structure4/陳嘉宏/2005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k:TGN1412/Archi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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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FDA 發給 Johnson & Johnson(藥廠)的警告信 

 

Johnson & Johnso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 8/10/09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Rockville, MD 20857 

WARNING LETTER 

 

CERTIFIED MAIL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Ref: 09-HFD-45-07-02 

 

Karen Grosser, Ph.D, M.B.A. 

Johnson & Johnso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 

920 U.S. Highway 202 

P.O. Box 300 

Raritan, NJ 08869-0602 

 

Dear Dr. Grosser: 

 

This Warning Letter is to inform you of objectionable conditions found during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s (FDA) investigation into Johnson & Johnso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 Development’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J & J PRD) role 

as sponsor of Study (b) (4) entitled (b) (4) and Study (b) (4) entitled (b) (4) of the 

investigational drug, (b) (4)). 

 

The first study, (b) (4) was initiated by the original holder of IND (b) (4)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b) (4) On February 2, 2005 (b) (4) entered into a worldwide partnership 

with (b) (4), a Johnson & Johnson company, to develop and market (b) (4) (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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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 (b) (4) Under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b) (4) was to be developed further by 

J & J PRD and al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b) (4) clinical trials were transferred 

to you. The second study, (b) (4) was conducted in its entirety by you. 

 

This inspection is a part of the FDA's Bioresearch Monitoring Program, which i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and to ensure that the rights, safety, and 

welfare of the human subjects of those studies have been protected. Another objective 

of the program is to ensure that data submitted in support of New Drug Applications 

are scientifically valid and accurate. 

 

From our review of the establishment inspection report and the documents submitted 

with that report, and your letter written in response to the Form FDA 483, dated June 

24, 2008, and your responses dated September 2, 2008 and September 4, 2008 in 

response to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quests from the FDA, we conclude that you did 

not adhere to the applicabl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nd FDA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We are aware tha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spection, Ms. Wydner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with you Form FDA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We wish to emphasize the following: 

 

1. Failure to ensure proper monitoring of the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21 CFR 

312.50; 312.56(a)]. 

 

FDA regulations require that sponsors ensure proper monitoring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Our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J & J PRD failed to properly ensure 

monitoring of the studies referenced above. Although J & J PRD contracted with 

(b) (4)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b) (4) to conduct monitoring visits for (b) (4) and 

(b) (4), (b) (4) did not ensure that the clinical investigators were properly 

monitored to fully assess and ensure site compliance with Studies (b) (4) and (b) (4) 

Inadequate monitoring resulted in deficiencies in recordkeeping with respect to 

case histories and drug accountability by clinical investiga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above-referenced studies. As sponsor of Studies (b) (4) and (b) (4) conducted 

under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b) (4) and submitted in NDA (b) (4), 

you we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these studies were adequately monitored for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hereby ensuring that the data supporting 

the NDA was of good quality, and that the rights, welfare, and safety of study 

subjects were adequately protected. Violations include, but we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 Deficiencies in case histories: 

 

i.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site personnel 

documented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drug to different subjects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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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study coordinators documented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drug to two different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On April 27, 2005, you 

allowed enrollment of subjects at Site #520 to resume, based upon your 

review of the site's April 27, 2005 plan for “Outpatient Treatment 

Procedures.”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was to begin on April 27, 2005. 

The Outpatient Treatment Procedures plan called for only the first dose of 

the study drug to be administered in the site's designated infusion center, and 

for the remaining doses to be administered by a study nurse or a home health 

nurse in the patient's home. In light of these procedures, study monitors 

should have identified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study coordinators 

documented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drug to two different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and should have sought an explanation for these observations. 

 

Specifically, 

 

i) Study Coordinator (b) (4) was documente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the following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same date: 

 

(a) Subject #1266 at 09:00-10:00 and Subject #1267 at 09:00-10:00 on 

7/2/05 

(b) Subject #1266 at 09:00-10:15 and Subject #1267 at 09:00-10:15 on 

7/3/05 

(c) Subject #1266 at 21:00-22:00 and Subject #1267 at 21:00-22:00 on 

7/5/05 

(d) Subject #1266 at 21:00-22:00 and Subject #1267 at 21:00-22:00 on 

7/6/05 

(e) Subject #1266 at 09:00-10:00 and Subject #1267 at 09:00-10:15 on 

7/7/05 

 

ii) Study Coordinator (b) (4) was documente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Subject #2273 at 10:00-11:00 and to Subject #2275 at 10:00-11:00 

on 7/26/05. 

 

We find that the response you provided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se 

observations was inadequate. You stated that source documents did not 

indicate that infusions were given in subjects’ homes, and that the study 

coordinator at the site told you that these infusions must have been given in 

the office. 

 

Given the site outpatient treatment plan and the study monitoring that was 

conducted for the identified subjects, study monitors should have noted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study site personnel documented administ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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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drug to different subjects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and should have 

investigated further the reason for this irregularity.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provided no explanation for your failure to notice these discrepancies and to 

seek an explanation from site staff before FDA's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e 

discrepancies. 

 

Moreover, despite the study coordinator's statement that these infusions must 

have been given in the office, based on the FDA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at 

the site, we have determined that subjects enrolled in the study continued to 

self-administer study medications at their homes beyond the time when the 

site’s April 27, 2005 plan was to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addition,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for the same study coordinator to begin study 

infusions on more than one subject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even if the two 

subjects had been treated at the same location. 

 

b) For Study (b) (4) at Site #063,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e same study nurse, (b) (4) was documented in the 

“Planilla de estabilida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different 

subjects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as follows: 

 

i) On May 20, the study nurse (b) (4) is documente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the following subjects at 08:00-10:00: 

 

(a) Subject #140616 (b) (4) 

(b) Subject #140132 (b) (4) 

(c) Subject #140617 (b) (4) 

(d) Subject #140118 (b) (4) 

 

ii) On May 20, the study nurse is documented as having stated placebo 

infusions to the following subjects at 10:00-11:00: 

 

(a) Subject #140616 (b) (4) 

(b) Subject #140132 (b) (4) 

(c) Subject #140617 (b) (4) 

(d) Subject #140118 (b) (4) 

 

Based on the copies of the “Notas De Enfermeria” that you provided for 

each of these subjects in your submission to the FDA dated September 2, 

2008, we find that the initials included in the nursing note for each of the 

doses noted in the bullets i)(a)-(d) and ii)(a)-(d) above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recorded on the “Planilla de estabilidad” for each subject, and with the 

initials (b) (6) for the study nurse recorded on the “Site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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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Log.” The documents provided with your September 2, 2008 

submission thus confirm the FDA's findings. Study monitors should have 

recognized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e same individual was documente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different subjects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and should have investigated further the reason for this irregularity. 

 

ii. Source documentation verification was completed by study monitors for Subject 

#141050 enrolled in Study (b) (4) at Site #551, according to the table you provided 

that was labeled “Subjects 100% Source Document Verification”; however,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no physical examination, wound assessment, or 

overall clinical assessment was documented in study source documents or in the 

Case Report Form (CRF) for this subject’s Day 8 visit, as required by the protocol. 

We note that you did not address this observation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iii.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for both Study (b) (4) and Study (b) (4) 

the times that infusions were “delivered to Nursing Unit” were not recorded. For 

example: 

 

a) At Site #502, according to the (b) (6) worksheet, the times that reconstituted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to the nursing unit were “not recorded” on at least 

four occasions for Subject #1118. We note that you did not address this 

observation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b) At Site #508, according to the worksheet, the times that reconstituted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to the nursing unit were “not recorded” on at least seven 

occasions for Subject #140005. We note that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you confirmed that delivery times were not documented and that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document these deviations. 

 

iv. Protocol (b) (6) stated that reconstituted study drug infusion solutions should 

“be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25°C) and used within 6 hours, or stored for up to 

16 hours under refrigeration (5°C) and used within 3 hours after removal from the 

refrigerator.” Because the study protocol did not outline outpatient dosing 

conventions, in e-mai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te #509 and the study monitor 

dated October 20, 2004, the study monitor sought assurance that there was 

documentation to show that study medication was being maintained and stored 

under proper temperature conditions by patients who were to self-administer the 

study drug in their own homes. Although asked, the site never addressed how they 

would document the temperature storage conditions of the product in subjects’ 

homes; site personnel only addressed how subject body temperatures were to be 

recorded.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site’s response was 

incomplete and accepted this response as complete. Subject diaries were then 

created and used by the site that did not include a place to record storage 

temperatures of infusions that were stored in subjects’ refrigerators.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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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temperatures for these infusions could not be confirmed to have complied 

with storage conditions specified by the protocol.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roper temperature conditions in patients’ homes is evidenced by page three of the 

“ (b) (4) Outpatient Study Drug Procedure,” dated “25 May 2005,” which stated 

that the “receiving site storage conditions must be confirmed upon delivery of the 

study medication. Clinic, investigator office and/or patient refrigerator 

temperatures must be recorded and the plan must specify where and by whom.” 

 

We note that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while you contended that 

stability of the drug product was likely maintained in subjects’ homes, you also 

confirmed that there was no documentation of study drug storage conditions in 

subjects’ homes. 

 

v. Drug shipments from (b) (4) contained “Refrigerated Shipment Inspection 

Instructions” that included instructions to fill out readings from a temperature-

recording device on the bottom of the Packing List and to return this device to (b) 

(4) if the device screen had a “bell” showing (potentially signifying shipment did 

not maintain appropriate conditions for some reason). If no bell was seen, the 

shipment maintained appropriate temperatures and the contents could be used. An 

April 4, 2005 Packing List for Order #1000739 shipped to Site #520 for Study (b) 

(4) was identified for which temperatures were recorded as being out of range on 

the bottom of the sheet; however, no documentation was present for the return of 

the temperature-recording device or for follow-up to the site regard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use of the kits contained in this shipment. Source documents 

demonstrated that drug from kits contained in this shipment were dispensed and 

administered to study subjects between April and June 2005. The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 (dated May 25, 2005) encompassing monitoring of Site 

#520 for the time frame when this shipment was received failed to document the 

out-of-range temperature readings or appropriate follow-up instructions to the site 

regarding usage of the kits in this shipment. 

 

In your response letter dated June 24, 2008, you stated that an additional stability 

study, completed after the drugs from this kit were dispensed to study subjects and 

after the May 25, 2005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 supported 

“temperature excursions up to maximum 25°C are allowed for up to maximum 2 

days.” However, FDA notes that this stability study was conducted subsequent to 

shipment of referenced Order #1000739; therefore, based on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the time, study monitors conducting the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should have recognized that drug kits from Order #1000739 should not have been 

administered to subjects. 

 

vi. For Study (b) (4) at Site #146, “IV stability” worksheets were missing for all 39 

subjects enrolled, and corrective actions by study monitors were inadequate to 

correct this deficiency throughout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Work Order for this 

study,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s by (b) (4) were to occur every 10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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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notes that in your response dated June 24, 2008 you state that the issue was 

recorded in the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s dated 27 January 2006 and 25 

September 2006, along with documentation that the monitor requested completion 

of these worksheets, and that the site generate a Memo to File thatdocumented the 

IV temperature stability conditions for previously enrolled subjects. However, the 

issue should have been addressed again prior to the 25 September 2006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The Memo to File that was finally written on 16 November 2006, 

after completion of subject enrollment at the site, stated only that “i.v. stability has 

been maintained according to the IV label, which states start/finish time and the 

expiry time of the infusion, patient number.” This statement does not provide 

sufficient detail to ensure that temperature stability conditions for the drug were 

maintained adequately. 

 

vii.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discrepancies 

in the time of delivery of study drug to nursing unit as recorded on (b) (4) 

worksheets, and the time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udy drug as recorded on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Medication” worksheets for multiple subjects. For 

example: 

 

a) For Subject #1187, source documents indicate: 

 

i) on 3/1/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9:05;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time is documented as 18:00-19:00 

ii) on 3/2/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9:1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time is documented as 18:00-19:00 

iii) on 3/11/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8:05;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time is documented as 18:00-19:00 

iv) on 3/12/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8:4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time is documented as 18:00-19:00. 

 

b) For Subject #1195, source documents indicate: 

 

i) on 4/14/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09:0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is documented as 08:05-09:05 

 

c) For Subject #2671, source documents indicate: 

 

i) on 5/11/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0:0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is documented as 09:30-10:30 

ii) on 5/12/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09:55;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is documented as 0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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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on 5/13/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09:5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is documented as 09:30-10:30 

 

We note that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you state that 

differences in times occurred due to the site recording anticipated times of 

administration rather than actual times of administration, and you acknowledge 

that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ese discrepancies in source documents. 

 

viii. For Study (b) (4) and (b) (4)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discrepancies in 

study records related to observations and data pertinent to the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ource documents and study documents contain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wound dimensions, debridement of wounds, and 

signs and symptoms of infection for multiple subjects, which were not identified 

by the monitors. For example: 

 

a) Subject #1010 was enrolled in the study with Wound #2 documented as the 

qualifying study wound for study enrollment, according to a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baseline visit. In the sub-investigator’s “Outpatient Wound Care 

Progress Note” for 3/22/05, the dimensions of the wound were documented as 

10mm x 4mm; also documented was that the wound was too sensitive for 

debridement. However, a wound care source document dated 3/23/05 

documented that the study wound had been debrided on 3/22/05, and that the 

wound dimensions were 25mm x 30mm. We also note that page 2 of 4 of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Test of Cure, Clinical Assessment” dated 3/23/05 was 

initialed and dated 3/5/05 by the sub-investigator, a date which is 18 days prior 

to the date that this source document records the visit to have occurred. 

 

b) For Subject #1186,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for 3/7/05 stated that 

the wound dimensions were 21mm x 25mm. Study source document 

worksheets for the 3/7/05 visit originally documented wound dimensions of 

17mm x 15mm, but on 4/18/05 dimensions were lined through and revised to 

21mm x 25mm. As this source document also stated that “wound assessment 

done per MD + reported to CRC,” it is unclear why originally recorded 

dimension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documented in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Similarly: 1)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for 3/14/2005 

stated the wound dimensions were 23mm x 29mm, but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same day originally documented wound dimensions of 15mm x 10mm; then 

on 4/18/05, dimensions recorded on the source document were lined through 

and revised to 23mm x 29mm; and 2)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for 

3/21/2005 stated the wound dimensions were 14mm x 23mm, but page 2 of 4 of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same day originally documented wound 

dimensions of 8mm x 6mm. On 4/18/04, the dimensions appearing on the 

source document were lined through and revised to 14mm x 23mm.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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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CRF page for the 4/18/05 visit, the wound dimensions, however, 

were still documented as 8mm x 6mm. In addition,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for the 3/14/07 documents “much less inflammation and little 

drainage,” but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is visit date documents drainage or 

discharge as absent and erythema as absent. 

 

c) For Subject #2274,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End of Treatment visit, dated 

7-26-05, documented wound dimensions of 13mm x 20mm and a wound 

assessment of “absent-reddness [sic], pain, edema, heat, flutuance [sic], funct 

impair, drainage,” but on another page of the same source document dimensions 

were listed as 1mm x 0mm, drainage or discharge was checked as improved, 

and pain or tenderness to palpation was checked as unchanged. The 

corresponding CRF page for the End of Therapy visit documents wound 

dimensions as 80mm x 95mm. 

 

We note that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you acknowledge that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ese discrepancies in source documents. 

 

b. Deficiencies in drug accountability: 

 

For Study (b) (4) at Site #551, study documents contained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accountability of the drug. When (b) (4) and Drug 

Accountability Form source document worksheets were compared, it appears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e same kit vial was recorded as having been given 

to more than one subject, and/or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to the same subject, 

or the recorded kit vial information was incomplete. Exampl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b) (4) Worksheet  

(Kit-Vial) 

(Date) 

(Subject#) 

Drug Accountability Form Worksheet 

(Kit-Vial) 

(Date) 

(Subject#) 

21148-8 

1-Aug-06 

#141059 

21148-8 

30-Jul-06 

#141052 

21148-1 

1-Aug-06 

#141059 

21148-1 

02-Aug-06 

#141052 

22609-2 

2-Aug-06 

22609-2 

27-Jul-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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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59 #141052 

10131-8 

5-Aug-06 

#141059 

10131-8 

03-Aug-06 

#141059 

60126-1 

03-Aug-06 

#141062 

60126-1 

02-Aug-06 

#141059 

60126-18 

03-Aug-06 

#141062 

60126-18 

08-Aug-06 

#141062 

60126-7 

07-Aug-06 and 08-Aug-06 

#141062 

60126-7 

04-Aug-06 

#141062 

23631-15 

11-Aug-06 

#141066 

23631-15 

08-Aug-06 

#141066 

23631-8 

11-Aug-06 

#141066 

23631-8 

08-Aug-06 

#141066 

23110-18 

14-Aug-06 

#141067 

23110-18 

No Record of Being Dispensed 

23110-4 

14-Aug-06 

#141067 

23110-4 

No Record of Being Dispensed 

  

The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notice these discrepanc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ontents of a single vial,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single treatment course for 

one subject, were documented to have been used multiple times. We note that 

you did not specifically address these observations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or in any of the subsequent submissions to the Agency. 

 

2. Failure to ensure that an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investigational plan and protocols as specified in the IND [21 CFR 

312.50]. 

 

a.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ensur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vestigational plan for Study (b) (4) For example: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ensure that planned study blinding procedures were 

correctly followed for Study (b) (4) at Site #063. This study was to be conducted in 

a double-blind fashion. According to the Protocol (Section 6.2, Blinding and 

Randomization), “the unblinded pharmacis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prepa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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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medication for each subject in such a way that investigators and staff remain 

blinded to the medication being administered.” 

 

i. At Site #063, study nurses, rather than the unblinded pharmacist, were 

responsible for completing drug dissolution and reconstitution, as well as 

administering study drug infusions and caring for the subjects. Therefore, 

nursing personnel caring for subjects (i.e. study staff) were not blinded to study 

treatment, as specified by the protocol. 

 

We note that you did not address this observation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ii. At Site #063, for Study (b) (4) Investigators may have been unblinded to the 

treatment group for five subjects (#140103, #140107, #140114, #140111, and 

#140112), since the nursing notes included the name of blinded medication 

infused. Nursing notes were viewed by clinical investigators at the site. 

Although it appears that the nurses used correction fluid to cover writing, in 

some cases the covered writing could still be read, according to the (b) (4)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 dated 11-12 May 2006. The (b) (4)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 dated 11-12 May 2006, in relation to this 

finding, states that “the infirmary notes are to be seen by the blinded staff, so 

we do not know for sure if these notes were seen by them.” This report also 

includes instructions to the site from (b) (4) Monitors that are clearly 

in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guidelines, in that it states, “[w]e called the Lead Study Monitor 

and she instructed to strike out these inclusions with black marker to prevent 

further potential of unblinding. This procedure was done by the Lead Study 

Nurse, who included her initials and date.” GCP guidelines generally state that 

any change or correction to a document should be dated, initialed, and 

explained (if necessary) and should not obscure the original entry; therefore, 

both Site #063 personnel and (b) (4) monitors assigned to this site failed to 

appropriately make corrections to source documents for at least 5 subjects 

enrolled at the site. 

 

We note that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 Agency, you acknowledge that 

GCP guidelines were not followed, and that in the future site managers and 

study monitors will be reminded through use of specific training modules of the 

importance of appropriate completion of source documents. 

 

b.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for at least fourteen subjects (#141051, 

#140040, #140051, #141050, #141074, #141080, #141061, #141067, #141066, 

#141062, #141068, #141059, #141060, and #141079) enrolled in Study (b) (4) at 

Site #551, the drug infusion order was reversed for infusions #4 and #5 daily. For 

example, for Subject #141051 in the (b) (4) arm, the protocol required that the 4th 

dose be placebo given over 60 minutes, and that the 5th dose be (b) (4) given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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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minutes; however, the site administered (b) (4) over 120 minutes as the 4th 

dose and placebo over 60 minutes as the 5th dose. 

 

The response that you provided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states that the site 

acknowledges that the drug infusion order/infusion duration was reversed for daily 

infusions #4 and #5, and you also acknowledge that the study monitor did not 

identify this issue during site monitoring visits. 

 

c.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for both Study (b) (4) and Study (b) (4) 

subjects who did not meet eligibility criteria were enrolled. For example: 

 

i.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ubject #1011 was enrolled on March 3, 2005 

for treatment of a left foot abscess. This subject did not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on for enrollment of a subject with diagnosis of abscess because the onset 

of the abscess was greater than 7 days prior to enrollment. A Data Correction 

Form (DCF) dated 27-May-2005 stated that the subject received antibiotic 

treatment with (b) (4) with end date of 21-FEB-2005, and a CI comment in 

source documents stated that the subject had received the (b) (4) for treatment 

of the left foot abscess. Therefore, the left foot abscess was present for more 

than 7 days prior to enrollment, and this subject should not have been enrolled. 

 

We find that the response you provided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is 

observation was inadequate. You stated only that the subject met inclusion 

criteria, but you did not address the fact that the index infection had been 

present for more than 7 days, which would have precluded the subject from 

study enrollment. 

 

ii. For Study (b) (4) at Site #551,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while 

Subjects #141061 and #141074 were documented to have had pregnancy tests 

done, the site did not have the test results and/or did not document the negative 

pregnancy tests results for these subjects prior to enrollment, as was required 

for females of childbearing potential by the protocol. 

 

We note that in your June 24, 2006 letter to the Agency, you confirmed that 

pregnancy test results for these subjects were not documented, and that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is issue. 

 

iii. For Study (b) (4) at Site #063,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Subject 

#140107 was not eligible for the study. Protocol (b) (4) required that infection 

at a site of prior surgery/trauma occur within 30 days of the surgery/trauma. 

However, for Subject #140107, the prior surgery was documented as having 

taken place 20 months prior to the study screening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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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source documents for Subject #140107, and translations of those 

documents that you provided in your submission to the Agency dated 

September 2, 2008, you stated that the source documents do not support that a 

specific traumatic event precipitated the infection; and that Dr. (b) (6) further 

told you that this subject's old surgical site was intermittently inflamed, and that 

when the subject was enrolled, the site of infection was draining pus and was 

inflamed and painful, and that the infection had begun 30 days prior to 

enrollment. While you did not concede in your September 2, 2008 submission 

that this subject did not qualify for enrollment,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your September 2, 2008 submission supports that this subject also 

did not qualify for enrollment based on criteria for any of the other types of 

complicated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s described in the inclusion criteria. 

 

d. For Study (b) (4) at Site #551,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the 

unblinded site pharmacist did not receive baseline creatinine clearance (CrCl) 

results in a time frame adequate to ensure appropriate study drug dosing 

calculations, as required by the protocol. For example, 

 

i. The following CrCls were not faxed to the study pharmacist until August 12, 

2006, which was well after subjects’ enrollment and start of dosing: 

 

a) Subject #141060, randomized August 1, 2006 

b) Subject #141061, randomized August 2, 2006 

c) Subject #141066, randomized August 7, 2006 

d) Subject #141067, randomized August 8, 2006 

e) Subject #141068, randomized August 9, 2006 

 

ii. The following CrCls were not faxed to the study pharmacist until November 

14, 2006, which was 2-3 months after their respective end of treatment visits: 

 

a) Subject #141062 

b) Subject #141069 

c) Subject #141079 

d) Subject #141080 

e) Subject #141050 

f) Subject #140040 

g) Subject #141069 

h) Subject #141074 

i) Subject #140051 

j) Subject #140076 

k) Subject #140063 

 

In your June 24, 2008 submission to the Agency, a copy of a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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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dated 15 Aug 2006 that stated, “Pharmacist to provide copies of CrCl 

for all patients. Done” was provided. However, this response is inadequate, 

as this does not provide assurance that CrCl values were forwarded to the 

pharmacist in a time frame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appropriate dosing 

adjustments, if warranted. 

 

3. Failure to secure investigator compliance with the investigational plan and 

applicable FDA regulations [21 CFR 312.56(b)]. 

 

Under FDA regulations, a sponsor who discovers that an investigator is not 

complying with the signed investigator agreement [Form FDA 1572], the general 

investigational plan, or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ble FDA regulations, shall 

promptly either secure compliance or discontinue shipment of the drug to the 

investigator and terminate the investigator's participation. If the investigator's 

participation is terminated, the sponsor shall notify FDA. Our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you failed to adequately implement corrective actions at Site #063, for Study 

(b) (4)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footnote 1) of the Schedule of Assessments in Clinical Protocol (b) 

(4) “all screening/predose assessments will be considered as baseline and must be 

performed and reviewed before randomization and dosing on Day 1, (emphasis 

add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K sample collections.” Based on this statement 

and on other training and materials made available to clinical investigators, all 

patients should have begun dosing on the same day as randomization. For Study (b) 

(4) at Site #063, nine subjects did not receive study drug for more than 24 hours 

after randomization, ranging from approximately 48 hours to eleven days post 

randomization. For example, Subject #140117 was randomized on 05 May 2006 

and received first dose of medication on 16 May 2006. According to the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 dated 06 Sep 2006, the delay was due to “personal 

problems of the patient.” This was noted as a minor issue in the post monitoring 

visit letter to unblinded site staff and was not mentioned at all in the post 

monitoring visit letter to the Clinical Investigator. In addition, no corrective action 

was documented in monitoring reports or follow-up letters to Site #063. 

 

We find that the response that you provided in your June 24, 2008 letter to these 

observations was inadequate. You stated that the protocol did not specify the 

duration of the predose phase of the study, nor how soon after screening, treatment 

needed to be started, but you acknowledged that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study was 

that all study treatments were to begin within 1 calendar day of randomization.” 

The delay in administration of appropriate (b) (4) therapy for these nine patients, if 

they in fact had complicated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s, would have placed 

them at increased risk for worsening of primary infection, dissemination of 

infection, sepsis, and death. We have determined that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fully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linical investigator’s practice of repetitively 

delaying study drug dosing post subject randomization. In addition, you fail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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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 appropriate corrective actions to prevent this issue from recurring at the 

site. 

 

4. Failure to ensure that only investigators who were qualified by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were selected as appropriate experts to investigate a drug [21 CFR 

312.53(a)]. 

 

J&J PRD failed to select a qualified investigator to conduct the study at Site #551. 

Specifically, J&J PRD selected Dr. (b) (6)(Site #551), despite a pre-study 

monitoring visit that documented that the investigator “is not recommended” for 

lack of compliance in completing regulatory documents (including IRB approvals), 

lack of diligence in study start up procedures and inadequate patient population. 

This study monitor also recommended that this site not be used because the site 

declined use of Spanish Informed Consent Forms when demographics of the 

region indicated a large population with native and preferred language of Spanish. 

These problems should have alerted you to the fact that this investigator's 

experience may not have qualified her as an appropriate expert to conduct the 

study. 

 

In your response to the Agency, dated June 24, 2008, you stated that when you 

questioned (b) (4) representatives regarding why this site was selected despite the 

study monitor recommendation to not use the site, (b) (4) provided a memo dated 

June 3, 2008 that stated the CRO supervisor overruled the study monitor 

recommendation. According to the (b) (4) Work Order, however, J &J PRD, not (b) 

(4) was responsible for final approval of site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study. 

Furthermore, J&J PRD failed to make this inquiry until after the FDA inspection. 

Based on your response, it appears that you either fail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election of the site or failed to review and address the study monitoring report that 

recommended the site not be used. 

 

This letter is not intended to be an all-inclusive list of deficiencies with your clinical 

studies of an investigational drug.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adherence to each 

requirement of the law and relevant FDA regulations. You should address these 

deficiencies and establish procedures to ensure that any ongoing or future studies will 

be in compliance with FDA regulations. 

 

Within fifteen (15) working days of your receipt of this letter, you should notify this 

office in writing of the actions you have taken or will be taking to prevent similar 

violations in the future. Failure to adequately and promptly explain the violations 

noted above may result in regulatory action without further noti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Tejashri Purohit-Sheth, M.D., at 301-796-

3402; FAX 301-847-8748. Your written response and any pertinent documenta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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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ashri Purohit-Sheth, M.D. 

Branch Chief 

Good Clinical Practice Branch II 

Division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Office of Complianc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Bldg 51, Room 5358 

10903 New Hampshire Avenue 

Silver Spring, MD 20993 

 

Sincerely yours, 

{See appended electronic signature page} 

Leslie K. Ball, M.D. 

Director 

Division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Office of Complianc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

- 

This is a representation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that was signed 

electronically and this pag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

- 

/s/ 

---------------------------------------------------- 

LESLIE K BALL 

08/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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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FDA 發給 ICON(CRO 公司)的警告信 

 

ICON Clinical Research, Inc. 11/27/09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ilver Spring, MD  20993 

WARNING LETTER  

  

CERTIFIED MAIL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Ref: #10-HFD-45-11-04  

  

John W. Hubbard, Ph.D. 

Global President, ICON Clinical Research 

c/o ICON Clinical Research Limited 

212 Church Road 

North Wales, PA 19454 

  

Dear Dr. Hubbard:  

This Warning Letter is to inform you of regulatory violations found during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s (FDA) investigation into ICON Clinical Research 

LTD’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ICON) role as the contract monitoring organization 

(CRO) contracted by (b) (4)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b) (4)) to provide clinical study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Study (b) (4) entitled (b) (4)” and Study (b) (4) entitled (b) 

(4) of the investigational drug (b) (4) 

This inspection is a part of the FDA's Bioresearch Monitoring Program, which i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and to ensure that the rights, saf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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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of the human subjects of those studies have been protected. Another objective 

of the program is to ensure that data submitted in support of New Drug Applications 

are scientifically valid and accurate. 

  

The first study, (b) (4)” was initiated by the original holder of (b) (4)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b) (4) On February 2, 2005 (b) (4) entered into a worldwide partnership 

with (b) (4), a (b) (4) company, to develop and market (b) (4) (referred to as (b) (4) 

Under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b) (4) was to be developed further by (b) (4) and 

al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b) (4) clinical trials were transferred to (b) (4). Of 

note, with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to (b) (4), all clinical trial monitoring 

agreements between (b) (4) and ICON Clinical Research LTD (ICON) remained in 

effect (including those in place for (b) (4) The second study, (b) (4) was initiated by 

(b) (4) As was the case with (b) (4) contracted ICON to provide clinical research 

management for (b) (4) 

  

On May 18, 2007, (b) (4) submitted the data from (b) (4) and (b) (4) to the FDA to 

support the approval of (b) (4) for the indication of treatment of (b) (4). Subsequent 

data validation inspections of clinical investiga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se studies 

revealed significant violations of FDA regulations codified at 21 CFR 312. 

Between May 26, 2008 and June 12, 2008 FDA inspected (b) (4). According to 

contracts between (b) (4) and ICON, (b) (4) specifically transferred the follow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site monitoring to ICON: 

• Develop and write monitoring plan specific to study; 

• Schedule and conduct on-site monitoring visits according to monitoring-plan 

specifications; 

• Schedule and conduct telephone follow-up visits according to 

protocol/monitoring-plan specifications; 

• Write monitoring-visit reports, including follow-up letters, telephone contacts, 

etc.; 

• Notify sponsor of any critical site issues (i.e., good clinical practice violations, 

noncompliance trends noticed at site) and for providing a proposed resolution plan; 

• Conduct weekly teleconferences to review site-monitoring schedule, site status, 

communication plans, etc.; and 

• Provide tracking of monitoring visits, telephone follow-up visits, monitoring-visit 

reports, and protocol violations. 

  

ICON agreed to conduct site-initiation visits, interim blinded and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s, and closeout visits. At each interim monitoring visit, ICON 

personnel agreed to “review CRFs for completion, perform 100% source document 

verification (SDV) for all data, verify informed consent, ensure proper AE reporting, 

check record retention and adequacy of supplies and ensure proper drug storage and 

accountability.” ICON also agreed to “ensure that the site is adhering to the protocol 

and to applicable regulations and that the staff are motivated to conduct the study” 

and to “send a follow-up letter to the site that detailed any non-conformances [s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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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ve actions to be taken.” 

  

During FDA’s inspection of (b) (4) between May 26, 2008 and June 12, 2008, FDA 

obtained ICON monitoring records, which were provided to (b) (4) at the conclusion 

of ICON’s clinical study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these studies. 

The regulations permit the transfer of obligations to a CRO by a sponsor [21 CFR 

312.52(a)], and describe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the CRO incurs when obligations are 

transferred [21 CFR 312.52(b)]. Specifically, a CRO that assumes any obligation of a 

sponso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ame regulatory action as a sponsor for failure to 

comply with any obligation assumed under part 312. From our review of the (b) (4) 

establishment inspection report and the documents submitted with that report, (b) (4) 

written response to the Form FDA 483, dated June 24, 2008; and (b) (4) responses 

dated September 2, 2008, and September 4, 2008, in response to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quests from the FDA, we conclude that you did not adhere to the 

applicabl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nd FDA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We wish to emphasize the following: 

1. Failure to ensure proper monitoring of the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21 CFR 

312.50 and 312.56(a)]. 

FDA regulations require that sponsors, or CROs to whom such responsibilities 

have been transferred, ensure proper monitoring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Our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ICON failed to properly ensure monitoring of the studies 

referenced above. Inadequate monitoring resulted in deficiencies in recordkeeping 

with respect to case histories and drug accountability by clinical investiga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above-referenced studies. Violations include, but we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 Deficiencies in case histories: 

i.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site personnel 

documented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drug to different subjects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For example: 

a)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study coordinators documented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drug to two different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On April 27, 2005, 

enrollment of subjects at Site #520 was allowed to resume, based upon the 

Sponsor’s review of the site's April 27, 2005, plan for “Outpatient Treatment 

Procedures.”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was to begin on April 27, 2005. 

The Outpatient Treatment Procedures plan called for the first dose of the 

study drug to be administered in the site's designated infusion center, and for 

the remaining doses to be administered by a study nurse or a home health 

nurse in the patient's home. In light of these procedures, study monitors 

should have identified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for subjects being treated 

as outpatients, study coordinators documented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drug 

to two different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and study monitors should have 

sought an explanation for these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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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lly, 

i) Study Coordinator (b) (4) was documente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the following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same date: 

(a) Subject #1266 at 09:00-10:00 and Subject #1267 at 09:00-10:00 on 

7/2/05 

(b) Subject #1266 at 09:00-10:15 and Subject #1267 at 09:00-10:15 on 

7/3/05 

(c) Subject #1266 at 21:00-22:00 and Subject #1267 at 21:00-22:00 on 

7/5/05 

(d) Subject #1266 at 21:00-22:00 and Subject #1267 at 21:00-22:00 on 

7/6/05 

(e) Subject #1266 at 09:00-10:00 and Subject #1267 at 09:00-10:15 on 

7/7/05 

  

ii) Study Coordinator (b) (4) was documente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Subject #2273 at 10:00-11:00 and to Subject #2275 at 10:00-11:00 

on 7/26/05. 

  

Given the site outpatient treatment plan and study monitoring that was 

conducted for the identified subjects, study monitors should have noted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study site personnel documented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drug to different subjects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and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reason for this irregularity. Moreover, based on the FDA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at the site, we have determined that subjects 

enrolled in the study continued to self-administer study medications in their 

homes beyond the time when the site’s April 27, 2005, plan was to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addition,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for the same study 

coordinator to begin study infusions on more than one subject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even if the two subjects had been treated at the same location. 

  

b) For Study (b) (4) at Site #063,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e same study nurse, (b) (4) was documented in the 

“Planilla de estabilida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different subjects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as follows: 

i) On May 20, the study nurse (b) (6) is documented as having administered 

study drug to the following subjects at 08:00-10:00: 

(a) Subject #140616 ((b) (6) 

(b) Subject #140132 ((b) (6) 

(c) Subject #140617 ((b) (6) 

(d) Subject #140118 ((b) (6) 

ii) On May 20, the study nurse (b) (6) is documented as starting placebo 

infusions to the following subjects at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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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bject #140616 ((b) (6) 

(b) Subject #140132 ((b) (6) 

(c) Subject #140617 ((b) (6) 

(d) Subject #140118 ((b) (6) 

Study monitors should have recognized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e same 

individual was documented as administering study drug to different subjects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and study monitors should hav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reason for this irregularity. 

ii. One hundred percent source documentation verification was completed by 

study monitors for Subject #141050, enrolled in Study (b) (4) at Site #551, 

according to ICON monitoring reports; however,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no physical examination, wound assessment, or overall clinical 

assessment was documented in study source documents or on the Case Report 

Form (CRF) for this subject’s Day-8 visit, as required by the protocol. 

  

iii.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for both Study (b) (4) and Study (b) (4) 

the times that infusions were “delivered to Nursing Unit” were not recorded. 

For example: 

a) At Site #502, according to the (b) (4) worksheet, the times that 

reconstituted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to the nursing unit were “not 

recorded” on at least four occasions for Subject #1118. 

b) At Site #508 according to the “(b) (4) worksheet, the times that 

reconstituted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to the nursing unit were “not 

recorded” on at least seven occasions for Subject #140005. 

iv. For Study (b) (4) at Site #509,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ensure that 

reconstituted study drug infusion solutions were stored appropriately. Protocol 

(b) (4) stated that reconstituted study drug infusion solutions should “be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25°C) and used within 6 hours, or stored for up to 16 

hours under refrigeration (5°C) and used within 3 hours after removal from the 

refrigerator." Because the study protocol did not outline outpatient dosing 

conventions, the study monitor sought assurance, in e-mai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te #509 and the study monitor dated October 20, 2004, that there was 

documentation to show that study medication was being maintained and stored 

under proper temperature conditions by patients who were to self-administer the 

study drug in their own homes. Although they were asked by ICON monitors, 

the personnel at the site never addressed how they would document the 

temperature storage conditions of the product in subjects’ homes; site personnel 

only addressed how subjects’ body temperatures were to be recorded.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site’s response was incomplete; rather, 

they accepted this response as complete. Subject diaries were then created and 

used by the site that did not include a place to record storage temperatures of 

study medication that was stored in subjects’ refrigerators. Therefore, storage 

temperatures for these medications could not be confirmed as complying with 

storage conditions specified by the protocol.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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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 temperature conditions in patients' homes is evidenced by page three of 

the “(b) (4) Outpatient Study Drug Procedure,” dated “25May2005,” which 

stated that the “receiving site storage conditions must be confirmed upon 

delivery of the study medication. Clinic, investigator office and/or patient 

refrigerator temperatures must be recorded and the plan must specify where and 

by whom.” 

v.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document the out-of-

range temperature readings noted at this site, and failed to provide appropriate 

follow-up instructions to the site regarding the usage of the kits in a particular 

shipment. Drug shipments from (b) (4) contained “Refrigerated Shipment 

Inspection Instructions” that included instructions to fill out readings from a 

temperature-recording device on the bottom of the Packing List, and to return 

this device to (b) (4) if the device screen displayed a “bell” symbol (potentially 

signifying that the shipment did not maintain appropriate conditions). If no bell 

was seen, the shipment maintained appropriate temperatures, and the contents 

could be used. An April 4, 2005, Packing List for Order #1000739, shipped to 

Site #520 for Study (b) (4) was identified for which temperatures were recorded 

as being out of range on the bottom of the sheet; however, no documentation 

was present for the return of the temperature-recording device or for follow-up 

to the site regard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use of the kits contained in this 

shipment. Source documents demonstrated that drug from kits contained in this 

shipment were dispensed and administered to study subjects between April and 

June 2005. The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 (dated May 25, 2005) 

encompassing monitoring of Site #520 for the time frame when this shipment 

was received, failed to document the out-of-range temperature readings or the 

appropriate follow-up instructions to the site regarding the usage of the kits in 

this shipment. 

  

Based on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the time, study monitors conducting the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should have recognized that drug kits from Order 

#1000739 should not have been administered to subjects. 

  

vi. For Study (b) (4) at Site #146, “IV stability” worksheets were missing for all 

39 subjects enrolled, and corrective actions by study monitors were inadequate 

to correct this deficiency throughout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Work Order 

for this study,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s by ICON were to occur every 10 

weeks. This issue was documented in the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s 

dated 27 January 2006 and 25 September 2006. In addition, the monitor 

requested that personnel at the site complete these worksheets, and that the site 

generate a Memo to File that documented the IV temperature stability 

conditions for previously enrolled subjects. However, the issue should have 

been addressed again prior to the 25 September 2006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The Memo to File that was finally written on 16 November 2006, after 

completion of subject enrollment at the site, stated only that “i.v. stability has 

been maintained according to the IV label, which states start/finish time and the 

expiry time of the infusion, [sic] patient number.” This statement does not 

provide sufficient detail to ensure that temperature stability condition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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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were maintained adequately. 

  

vii.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discrepancies in the time of delivery of study drug to the nursing unit, as 

recorded on (b) (4))” worksheets; and the time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udy 

drug, as recorded on “Administration of Study Medication” worksheets for 

multiple subjects. For example: 

a) Subject #1187’s source documents indicate that: 

i) on 3/1/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9:05;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time is documented as 18:00-19:00 

ii) on 3/2/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9:1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time is documented as 18:00-19:00 

iii) on 3/11/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8:05;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time is documented as 18:00-19:00 

iv) on 3/12/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8:4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time is documented as 18:00-19:00. 

  

b) Subject #1195’s source documents indicate that: 

  

i) on 4/14/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09:0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is documented as 08:05-09:05 

  

c) Subject #2671’s source documents indicate that: 

  

i) on 5/11/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10:0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is documented as 09:30-10:30 

ii) on 5/12/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09:55;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is documented as 09:30-10:30 

iii) on 5/13/05, study drug was delivered at 09:50; study drug 

administration is documented as 09:30-10:30 

  

viii. For Study (b) (4)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discrepancies in study 

records related to observations and data pertinent to the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ource documents and study documents contain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wound dimensions, debridement of wounds, 

and signs and symptoms of infection for multiple subjects; however, this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was not identified by the monitors.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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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 Subject #1010, Wound #2 was documented as the qualifying study 

wound for study enrollment, according to a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baseline 

visit. In the sub-investigator’s “Outpatient Wound Care Progress Note” for 

3/22/05, the dimensions of the wound were documented as 10 mm x 4 mm; 

the progress note also stated that the wound was too sensitive for 

debridement. However, a wound-care source document dated 3/23/05, 

documented that the study wound had been debrided on 3/22/05, and that the 

wound dimensions were 25 mm x 30 mm. We also note that page 2 of 4 of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Test of Cure, Clinical Assessment,” dated 

3/23/05, was initialed and dated “3/5/05” by the sub-investigator; however, 

this date is 18 days before this source document states that the visit occurred. 

  

b) For Subject #1186,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for 3/7/05 stated 

that the wound dimensions were 21 mm x 25 mm. Study source document 

worksheets for the 3/7/05 visit originally documented wound dimensions of 

17 mm x 15 mm, but on 4/18/05, those dimensions were lined through and 

revised to cite the wound dimensions as 21 mm x 25 mm. Because this 

source document also stated that “wound assessment done per MD + 

reported to CRC,” it is unclear why the originally recorded dimension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documented in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Similarly,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for 3/14/2005 stated that the 

wound dimensions were 23 mm x 29 mm, but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same day originally documented wound dimensions of 15 mm x 10 mm;then, 

on 4/18/05, the dimensions originally recorded on the source document were 

lined through and revised to cite the wound dimensions as 23 mm x 29 mm. 

In addition,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for 3/21/2005 stated that the 

wound dimensions were 14 mm x 23 mm; however, page 2 of 4 of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same day originally documented wound dimensions 

of 8 mm x 6 mm. On 4/18/04, the dimensions originally appearing on the 

source document were lined through and revised to cite the wound 

dimensions as 14 mm x 23 mm. However, the corresponding CRF page for 

the 4/18/05 visit still documented the wound dimensions as 8 mm x 6 mm. 

In addition, the sub-investigator’s progress note for 3/14/07 documented 

“much less inflammation and little drainage”; however,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date of this visit documented drainage or discharge as “absent” and 

erythema as “absent.” 

  

c) For Subject #2274, the source document for the End of Treatment visit, 

dated 7-26-05, documented wound dimensions of 13 mm x 20 mm and a 

wound assessment of “absent-reddness [sic], pain, edema, heat, flutuance 

[sic], funct impair, drainage”; however, on another page of the same source 

document, wound dimensions were listed as “1 mm x 0 mm,” drainage or 

discharge was checked as “improved,” and pain or tenderness to palpation 

was checked as “unchanged.” The corresponding CRF page for the End of 

Therapy visit documents wound dimensions as “80 mm x 9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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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eficiencies in drug accountability: 

  

For Study (b)(4) at Site #551,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study documents 

contained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accountability of the drug. When “ (b) 

(4))” and Drug Accountability Form source document worksheets were compared, it 

appears that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e same kit vial was recorded as being given to 

more than one subject; and/or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to the same subject; or the 

recorded kit-vial information was incomplete. Exampl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b)(4) Worksheet 

(Kit-Vial) 

(Date) 

(Subject#) 

Drug Accountability Form 

Worksheet 

(Kit-Vial) 

(Date) 

(Subject#) 

21148-8 

1-Aug-06 

#141059 

21148-8 

30-Jul-06 

#141052 

21148-1 

1-Aug-06 

#141059 

21148-1 

02-Aug-06 

#141052 

22609-2 

2-Aug-06 

#141059 

22609-2 

27-Jul-06 

#141052 

10131-8 

5-Aug-06 

#141059 

10131-8 

03-Aug-06 

#141059 

60126-1 

03-Aug-06 

#141062 

60126-1 

02-Aug-06 

#141059 

60126-18 

03-Aug-06 

#141062 

60126-18 

08-Aug-06 

#141062 

60126-7 

07-Aug-06 and 08-Aug-06 

#141062 

60126-7 

04-Aug-06 

#141062 

23631-15 

11-Aug-06 

#141066 

23631-15 

08-Aug-06 

#141066 

23631-8 

11-Aug-06 

#141066 

23631-8 

08-Aug-06 

#141066 

23110-18 

14-Aug-06 

#141067 

23110-18 

No Record of Being Disp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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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0-4 

14-Aug-06 

#141067 

23110-4 

No Record of Being Dispensed 

 

  

The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notice these discrepanc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ontents of a single vial,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single treatment 

course for one subject, were documented to have been used multiple times. 

  

2. Failure to ensure that an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investigational plan and protocols, as specified in the IND [21 

CFR 312.50]. 

a.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ensur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vestigational plan for Study (b) (4) For example: 

  

i. At Site #063, for Study (b) (4)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ensure that subjects 

received study medication as specified in the protocol. According to footnote 

1) of the Schedule of Assessments in Clinical Protocol (b) (4) “All 

screening/predose assessments will be considered as baseline and must be 

performed and reviewed before randomization and dosing on Day 1 

[emphasis add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K sample collections”. Based 

on this statement and on other training and materials made available to 

clinical investigators, all patients should have begun dosing on the same day 

as randomization. For Study (b) (4) at Site #063, however, nine subjects of 

fourty-five did not receive study drug for more than 24 hours after 

randomization, ranging from approximately 48 hours to eleven days post 

randomization. For example, Subject #140117 was randomized on 05 May 

2006 and received the first dose of medication on 16 May 2006. According 

to the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 dated 06 Sep 2006, the delay was 

due to “personal problems of the patient.” This was noted as a minor issue in 

the post-monitoring visit letter to unblinded site staff, and was not 

mentioned at all in the post-monitoring visit letter to the Clinical Investigator. 

In addition, no corrective action was documented in monitoring reports or 

follow-up letters to Site #063. 

The delay in administration of appropriate antibacterial therapy for these 

nine patients, if in fact they had complicated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s, would have placed them at increased risk for worsening of 

primary infection, dissemination of infection, sepsis, and death. We have 

determined that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fully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linical investigator’s practice of repeatedly delaying study drug dosing 

after subject randomization and failed to implement appropriate corrective 

actions to prevent this issue from recurring at th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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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t Site #063, for Study (b) (4)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ensure that 

planned study blinding procedures were correctly followed. This study was 

to be conducted in a double-blind fashion. According to the Protocol 

(Section 6.2 Blinding and Randomization), “The unblinded pharmacis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preparing the study medication for each subject in such a 

way that investigators and staff remain blinded to the medication being 

administered.” 

  

a) At Site #063, study nurses, rather than the unblinded pharmacist, were 

responsible for completing drug dissolution and reconstitution, as well as 

administering study drug infusions and caring for the subjects. Therefore, 

nursing personnel caring for subjects (i.e. study staff) were not blinded to 

study treatment, as specified by the protocol. 

  

b) At Site #063, for Study (b) (4) investigators may have been unblinded 

to the treatment group for five subjects (#140103, #140107, #140114, 

#140111, and #140112), because the nursing notes included the name of 

blinded medication infused. Nursing notes were viewed by clinical 

investigators at the site. Although it appears that the nurses used 

correction fluid to cover their handwriting, in some cases the covered 

handwriting could still be read, according to the ICON Unblinded 

Monitoring Visit Report, dated 11-12 May 2006. In relation to this 

finding, this report stated that “the infirmary notes are to be seen by the 

blinded staff, so we do not know for sure if these notes were seen by 

them.” This report also included instructions that are clearly in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guidelines, to the site from ICON Monitors, in that it stated, “We 

called the Lead Study Monitor and she instructed to strike out these 

inclusions with black marker to prevent further potential of unblinding. 

This procedure was done by the Lead Study Nurse, who included her 

initials and date.” GCP guidelines generally state that any change or 

correction to a document should be dated, initialed, and explained (if 

necessary), and should not obscure the original entry; therefore, both Site 

#063 personnel and the ICON monitors assigned to this site failed to 

make corrections to source documents appropriately for at least five 

subjects enrolled at the site. 

  

b.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for at least fourteen subjects 

(#141051, #140040, #140051, #141050, #141074, #141080, #141061, 

#141067, #141066, #141062, #141068, #141059, #141060, and #141079) 

enrolled in Study BAP00414 at Site #551, the drug-infusion order was 

reversed daily for infusions #4 and #5. For example, for Subject #141051 in 

the (b) (4) arm, the protocol required that the fourth dose be placebo, given 

over 60 minutes, and that the fifth dose be (b) (4) given over 120 minutes; 

however, the site personnel administered (b) (4) over 120 minutes as the 

fourth dose, and placebo was administered over 60 minutes as the fifth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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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for both Study (b) (4) and Study (b) (4) 

subjects who did not meet eligibility criteria were enrolled. For example: 

i. For Study (b) (4) at Site #520, Subject #1011 was enrolled on March 3, 

2005, for treatment of a left-foot abscess. This subject did not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on for enrollment of a subject with diagnosis of abscess, 

because the onset of the abscess was more than seven days before enrollment. 

A Data Correction Form (DCF) dated May 27, 2005, stated that the subject 

received antibiotic treatment with Bactrim DS, with the end date ”21-FEB-

2005”; also, a CI comment in source documents stated that the subject had 

received the Bactrim for treatment of the left-foot abscess. 

  

ii. For Study (b) (4) at Site #551,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while 

Subjects #141061 and #141074 were documented to have had pregnancy 

tests done, the site did not have the test results and/or did not document the 

negative pregnancy test results for these subjects before their enrollment, as 

was required by the protocol for females of childbearing potential. 

  

iii. For Study (b) (4) at Site #063,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Subject #140107 was not eligible for the study. Protocol required that 

infection at a site of previous surgery/trauma occur within 30 days of the 

surgery/trauma. However, for Subject #140107, the previous surgery was 

documented as having taken place 20 months prior to the study screening 

visit. Furthermore, additional source documents obtained from the site 

demonstrated that this subject also did not qualify for enrollment based on 

criteria for any of the other types of complicated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s described in the inclusion criteria. 

  

d. For Study (b) (4) at Site #551, study monitors failed to identify that the 

unblinded site pharmacist did not receive baseline creatinine clearance (CrCl) 

results in time to ensure appropriate study drug dosing calculations, as required 

by the protocol. For example, 

  

i. The following CrCls were not faxed to the study pharmacist until August 

12, 2006, which was well after subjects’ enrollment and start of dosing: 

a) Subject #141060, randomized August 1, 2006 

b) Subject #141061, randomized August 2, 2006 

c) Subject #141066, randomized August 7, 2006 

d) Subject #141067, randomized August 8, 2006 

e) Subject #141068, randomized August 9, 2006 

ii. The following CrCls were not faxed to the study pharmacist until 

November 14, 2006, which was 2-3 months after their respective end of 

treatment vi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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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bject #141062 

b) Subject #141069 

c) Subject #141079 

d) Subject #141080 

e) Subject #141050 

f) Subject #140040 

g) Subject #141069 

h) Subject #141074 

i) Subject #140051 

j) Subject #140076 

k) Subject #140063 

While the monitoring report dated 15 Aug 2006 stated, “Pharmacist to 

provide copies of CrCl for all patients. Done,” this documentation is 

inadequate, as it does not provide assurance that CrCl values were 

forwarded to the pharmacist in time to allow appropriate dosing 

adjustments, if warranted. 

This letter is not intended to be an all-inclusive list of deficiencies with your 

monitoring of clinical studies of an investigational drug.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adherence to each requirement of the law and relevant FDA regulations. You 

should address these deficiencies and establish procedures to ensure that any ongoing 

or future studies will be in compliance with FDA regulations. 

Within fifteen (15) working days of your receipt of this letter, you should notify this 

office in writing of the actions you have taken or will be taking to prevent similar 

violations in the future. Failure to adequately and promptly explain the violations 

noted above may result in regulatory action without further noti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Tejashri Purohit-Sheth, M.D., at 301-796-

3402; FAX 301-847-8748. Your written response and any pertinent documenta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ejashri Purohit-Sheth, M.D. 

Branch Chief 

Good Clinical Practice Branch II 

Division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Office of Complianc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51, Room 5358 

10903 New Hampshire Avenue 

Silver Spring, MD 20993 

 

Sincerely yours, 

{See appended electronic signature page} 

Leslie K. Ball, M.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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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Office of Complianc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 

This is a representation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that was signed electronically and this 

pag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 

/s/ 

----------------------------------------------- 

LESLIE K BALL 

11/2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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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NTUH 受試者知情同意過程紀錄格式(含說明)980922 

 

 

受試者知情同意過程記錄格式(貼於病歷三號紙) 

 

※ 使用說明： 

 受試者參與介入性之臨床試驗案如藥物(REC 案號字尾為 M)、新醫

療技術\器材(REC 案號字尾為 D)及對受試者有介入性措施之其他

類，須於病歷記錄“知情同意”決定過程、提供訊息者和獲得知情

同意者姓名及日期，為利計畫人員執行，提供二種受試者知情同意

過程記錄格式如下，格式一用於受試者接受充分說明後即簽署同意

書；格式二用於受試者接受充分說明後，尚須帶回同意書考慮是否

參加，之後再簽署同意書，故分開兩張張貼。 

 請選擇適用之格式或自行設計(但應有格式內之內容)，並張貼於病

歷之三號紙。 

 格式內之文件編號為本格式版本，請勿更動。 

 

 

 

 

 

 

 

 

 

 

 

 

 

 

 

 

 

 

 

 

 

 

格式一 (說明及同意書簽署同時進行) 

 

 NTUH-REC No.:                 

Study Title：                                   

                                              

                                              

The subject             was fully explained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ed consent form on    /  /     

(yyyy/mm/dd) by □Principle Investigator 

□Co-Investigator □Other: (identity)           : 

(name)              . The subject had enough time 

to consider and ask al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tudy. 

The subject had signed informed consent form on 

    /    /   (yyyy/mm/dd). A copy of the signed 

informed consent form was provided to the subject. 

Principle Investigator\Co-Investigator：            

文件編號 01100-4-000001 版次 01 

 
 

http://www.ntuh.gov.tw/RECO/application/DocLib5/受試者知情同意過程紀錄格式(含說明)98092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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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說明及同意書簽署分階段進行) 

(1)說明階段 

 NTUH-REC No.:                 

Study Title：                                   

                                              

                                              

The subject             was fully explained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ed consent form on 

    /  /   (yyyy/mm/dd) by □Principle Investigator 

□Co-Investigator □Other: (identity)          : 

(name)              . The subject had enough time 

to ask al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tudy. The subject 

brought the consent form back to consider whether to 

participate. 

Principle Investigator\Co-Investigator：            

文件編號 01100-4-000002 版次 01 

 
  

 

(2) 簽署同意書階段 

 NTUH-REC No.:                 

Study Title：                                   

                                              

                                              

The subject             understood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ed consent form and signed informed 

consent form on     /  /  (yyyy/mm/dd). A copy of the 

signed informed consent form was provided to the 

subject. 

Principle Investigator\Co-Investigator：             

文件編號 01100-4-000003 版次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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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內臨床試驗現況簡要問答 
財 團 法 人 醫 藥 品 查 驗 中 心  陳 恆 德 執 行 長

http://www2.cde.org.tw/Data/CDEDoc/Clinical/Pages/A.aspx 

 
 

  

1. 臨床試驗政策對於發展國內生技產業之關係與助益為何？  

 

推動臨床試驗是因為這是生技製藥產業研發上的重要的一環。如果

台灣缺了臨床試驗這一環時，生技製藥產業發展會遇到阻礙。另

外，從保障及提升國人健康與公共衛生的角度來言，很多新藥的研

發，有突破性的治療，對未上市的新藥臨床試驗，許多時候是可以

提早讓絕望病人獲得治療，也是很大的助益。 

 

而且，由於各國醫療習慣不同，以及人種差異之原因，須藉臨床試

驗獲得台灣本地有用的資料，對於未來新藥上市查驗登記的審查，

及台灣醫師對病人的用藥是否有台灣數據可供參考，也是很重要的

關鍵。所以，世界各先進國都希望有代表自己族群的臨床試驗數

據，以核准新藥的本地上市。 

 

2. 目前臨床試驗成效如何？  

 

十五年前，在台灣很少執行先進國未上市新藥的臨床試驗，但近年

來，這類的臨床試驗在台灣執行則漸漸成為主流。廠商願意到台灣

執行這類臨床試驗，因為臨床試驗執行首重於試驗品質要好，其次

是執行效率要高，最後才談到執行成本要合理。品質如果不好時，

日後將無法通過美國FDA的實地查核，“污染”了整體的數據，則鉅

額投資將血本無歸。事實上，當廠商要在台灣做臨床試驗時，當然

是要確定這裡做得好，才會來。執行前必會訓練主持人，並會有專

人協助醫師執行，所以，在執行過程中，是會帶進很多資源，不

過，這非以臨床試驗的產業化為目的。 

 

對亞洲地區各國臨床試驗執行的案件數量而言，台灣執行全球未上

市新藥臨床試驗的件數是僅次於澳洲，已高於日本、中國、韓國、

新加坡等國家。台灣這類臨床試驗2005年大概有一百五十件申請，

大概有三百五十多家醫院次參與執行，以量而言，間接代表台灣的

臨床試驗品質在亞洲已有一定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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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個案品質而言，美國FDA曾三次派員抽查台灣臨床試驗執行

品質，三次結果皆令人滿意，進而通過FDA審核新藥上市，結果也

以台灣為第一作者發表在著名的新英格蘭雜誌。當然這三件個案不

能代表全部150件的臨床試驗執行成效，但是，從七年前在衛生署就

建立起查核機制，所有以查驗登記為目的之臨床試驗在報告完成之

後，衛生署會派一組人去醫院抽查病歷、確認執行品質，經過這麼

多年的努力和教育，已有95%的品質都良好報告，准予備查。其它

5%為品質差的，並未發現有病人安全的疑慮，而是執行偏離試驗計

畫，因而被取消其報告的可信度。此持續性的監督管理的機制，嚴

謹度高於亞洲其他國家。 

 

3. 相關執行內容與經費編列？  

 

在衛生署生醫科技島計畫中，編列「建立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體

系」有關經費，從事臨床試驗法規環境和人才培育的計畫，從醫學

中心、查驗中心、法規環境和業界臨床試驗委託機制等各個方面，

有整體的規劃，經費方面，今年編列約二億肆仟伍佰萬元，預計明

年編列約三億柒仟多萬元。 

 

4. 反對臨床試驗產業化？政府以扶植CRO (研發及技術委託服務機

構)帶來經濟效益之作法提出質疑？  

 

政府扶植CRO，有助於提昇臨床試驗執行品質之整體環境，不僅能

達成臨床試驗在研發中的目的，而且，有助於病人權益的維護。 

 

5. 台灣以替跨國藥廠作試驗、扮演代工角色？作台灣自己產品的早

期臨床試驗才有意義？  

 

對於臨床試驗品質提升而言，台灣策略是由下游往上游走，因為越

早期的臨床試驗雖只需少數受試者，但風險較高。對廠商而言，亦

不輕易到品質未確保的地區執行臨床試驗，所以，應先推動第三期

臨床試驗，才進而推動第二期、第一期，而且，對台灣而言，在第

三期大規模的臨床試驗時，才易發現有否本地族群的差異問題，所

以在台灣做的臨床試驗絕大多是第三期。反而，第一期大概只佔

5%。但也只有透過實際執行的經驗累積，才有可能日後執行台灣自

行研發產品的早期臨床試驗，絕非以“代工”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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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台灣尚未有足夠能力研發自身產品之時,沒有理由要人民作白老

鼠？ 

 

如上述，在台灣做臨床試驗研究，並非是屬代工模式。而是，讓國

際優良臨床試驗有利於台灣產業累積執行的經驗，並且，先進國家

證實國民健康之保障及提升有賴於新藥物上市，所以臨床試驗有助

於發展台灣執行能力，並非將人民當作白老鼠。 

 

7. 臨床試驗執行缺乏強制保險？  

 

歐美日所接受的國際法規協合會 (ICH-GCP)之優良臨床試驗規範中

並無規定強制保險。目前跨國藥廠對該公司的全球臨床試驗，類似

“再保”的保險制度，這是一種分擔公司個案性賠償的保險機制，往

往並非對單一個案病人保險，而是整體風險考量。台灣有富邦和第

一金承作。 

 

8. 缺乏臨床試驗中心認證制度？  

 

衛生署有對於醫學中心和教學醫院的評鑑中，含有臨床試驗相關項

目。先進國家法規單位不做認證工作，但民間協會有認證制度。 

 

9. 臨床試驗執行面監督不足？  

 

引入目前WHO有 SICER IRB認證機制，以及國際ACRP對臨床試驗

主持人相關的認證考試。如前所述，衛生署有行之多年的查核臨床

試驗機制。而且今年由查驗中心接受衛生署委託，將分別訪視台

大、三總、萬芳、成大等大醫學中心，將來對於所有臨床試驗中

心，都會在訪查方面陸續進行。 

 

10. 放寬教學醫院執行臨床試驗，更是忽視倫理、人民安全的作法？

台灣需要那麼多醫生跟醫院作臨床試驗嗎？  

 

過去以藥政應行政命令限縮醫療法中教學醫院為醫學中心，此階段

性任務已完成，因近年來的努力，各醫院的人力素質皆已逐漸提

升。從近半年以來的情況來看，其實，新開放醫院平均參與臨床試

驗的件數小於10件，可以看出，廠商相當重視醫院的執行品質，謹

慎選擇臨床試驗合作和參與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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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的臨床醫師約數百名，部份時間投入臨床試驗，相對不

多，以澳洲臨床試驗的數量來看，澳洲是台灣件數的八、九倍，所

以，相對地，台灣的量並非很高。 

 

11. 將民眾暴露於風險性極高的試驗環境對於國內生技產業助益何

在？ 

 

如上所述，在層層管理下，在放寬教學醫院執行臨床試驗之下，病

人並非暴露於風險性極高的試驗環境。 

 

12.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應重新評估政策成效與修正？  

 

行政院每SRB及BTC會議皆不斷地重新評估台灣相關的政策及成

效，所以政策被檢視和修正，配合的機制也不斷地跟進。 

 

13. 缺乏監督的審查機制？各醫院IRB品質參差不齊？缺乏臨床試驗

認證制度？各醫院應有獨立評鑑機制，將審核與監督分開，才能確

保試驗品質？  

 

臨床試驗是在相當嚴謹的機制下核准之外，也應受到IRB監督下執

行，雖然台灣並未發生風險很高的個案，但確實IRB品質仍良莠不

齊，醫事處對醫院的IRB組成章程已有基準，但由於IRB常常人力不

足又無薪職之下，往往力有所不殆，建議IRB除審查之外，醫院應該

建立監督臨床試驗執行的專責單位或專人。 

 

14. 政府賦予查驗中心權限過大？藥審會替查驗中心背書？審查缺乏

監督機制？  

 

查驗中心於審查過程中，適時諮詢專家和委員意見，並且，是依據

個案風險及爭議程度，分為討論案和報告案。屬報告案件，採事後

通案監督機制，屬討論案件，則以個案事前監督機制，二者皆受到

藥審委員會和諮議委員會對查驗中心品質管理和評估。以監督的角

色而言，查驗中心董事也包括藥審委員的參與，所以，查驗中心的

任務是受到監督和評估，因此，藥審委員並非為查驗中心背書。 

 

15. 獲知死亡或危及生命之嚴重不良事件，七日內才通報已經嚴重危

害受試者的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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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七天的規定是屬全球性的規定，法規是規定最低的要求，然

而，廠商和醫院是有責任儘速通報，七天能讓有廠商和醫院有足夠

時間弄清發生原由及因果關係。 

 

16. 女嬰疑似因接種輪狀腸病毒疫苗試驗死亡之案例，國內無法判讀

該個案死因，而需移送美國，顯示國內對於處理危機事件能力不

足？  

 

對於本事件，國內是為求週全，而在國內處理之際，同步送到國

外，將國外檢驗結果與國內的檢驗做比較，證實國內外的解剖分析

可完成最後的確認。 

 

17. 先前醫療機構在國小招募女學生作子宮頸疫苗為例，質疑對於受

試者的招募規範為何？  

 

關於招募規範，是屬於倫理委員會的審查範疇，這未送到衛生署，

此事發後，因為倫理委員會認為不宜，所以已立即停止召募。 

 

18. 現行法規中並未規定臨床試驗需要強制保險？  

 

如前所述。強制保險並非法規所訂，但屬廠商承擔風險的作法。 

 

19. 臨床試驗研究中，往往以保護為由排除女性受試者？在缺乏性別

研究下卻要女性使用該藥物？  

 

關於女性受試者，一般是要確認女性參加受試前沒有懷孕，受試過

程也不能懷孕，並未排除女性。 

 

20. 法規對於受試者權益是否完備？如招募、保險、弱勢者同意權等

規範？ 

 

法規對於受試者權益已有保障。關於弱勢者同意權，是除了父母簽

署同意之外，對於七歲以上能有自我表達意見，也要簽署同意。是

以七歲為區分。 

 

21. 提高法律位階？  

 

衛生署醫事處正在研擬臨床試驗的獨立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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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管機關也應修法與落實執行面監督機制，並建立良好的管理認

證制度？包括醫療機構、IRB等。 

 

醫策會負責對臨床試驗的評鑑和訪查，此外，IRB相關的計畫也正在

推動，相信會越來越好。 

 

23. 質疑臨床試驗大幅放寬人體試驗執行醫院的層級，只要是評鑑合

格的教學、專科醫院都可以做。恐怕步上印度後塵，引爆「臨床試

驗土石流」？  

 

如前所述，臨床試驗在台灣執行是受到嚴格慎重的機制把關，而

且，廠商執行臨床試驗首重於對品質的要求，歷年臨床試驗稽查結

果有95%都不錯，所以，在台灣人的智慧水平和生活水準下，不會

輕易地發生臨床試驗不可收拾的危險。 

 

24. 現在很多大學生都在繳貸款，在臨床試驗誘人的給付條件下，難

保大學生不會接受臨床試驗？  

 

大多數的臨床試驗對病人是沒有金錢的回報，只有少量的車馬費和

掛號費補助，所以，大部份是不會造成受試者的誘因。對於少數以

健康人為對象的第一期臨床試驗，或者已上市藥品成份之藥動研究

(BA/BE)，會有以營養補助費為名之相當報酬。 

 

25. 擔心民眾成為歐美藥廠的白老鼠？  

 

有些情況的疾病是不易找到白人病人的，而且，以台灣的進步，有

查驗中心、醫院的IRB等審查臨床試驗，台灣對臨床試驗是很嚴謹的

體系，不會因放寬教學醫院執行臨床試驗而造成品質的滑落，而- 

且，藥品是全球性市場，不能在任一個地方做不好，因為這可能就

造成全球市場的閃失。 

 

很多醫師和消費者基金會大家都肯定台灣的臨床試驗執行成果，只

是一般民眾還較不熟悉臨床試驗而有些恐慌或誤解，對公共衛生的

效益而言，是能讓病人早點拿到新藥，而且，又能有台灣自我的數

據，加上，醫院IRB可以協助病人維護權益，與亞洲其他國家比較起

來，台灣從事臨床試驗是有強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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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多國多中心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審查程序 

(2010.8.18) 
 

一、 目的 

為鼓勵新藥研究發展，針對我國與醫藥先進國共同執行的多國多中

心臨床試驗計畫，特訂定本審查程序，以合理化審查時程，提升我

國藥品臨床試驗之國際競爭力，並確保藥品臨床試驗之品質。 

 

二、 適用對象： 

（一）多國多中心藥品臨床試驗計畫。係指我國與德國、美國、英

國、法國、日本、瑞士、加拿大、澳洲、比利時、瑞典至少一國同

步執行相同計畫編號之藥品臨床試驗計畫。 

（二）前項多國多中心藥品臨床試驗計畫，須有我國醫學中心級醫

院參與執行。 

 

三、申請程序： 

申請人除依「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須知」之規定外，並應檢附下列文

件，向本署食品藥物管理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文件一式二份。 

（二）、切結書（格式如附件）。 

（三）、審查費繳費證明。 

經檢視文件符合前開要件者，即適用本審查程序，但經評估屬風險

程度高者，將採一般程序審查。 

申請文件不齊者，不予受理。 

 

四、臨床試驗計畫變更 

依本程序取得執行許可之藥品臨床試驗案，如計畫內容變更，仍應

檢附相關資料及第三點之文件，於向第二點所列國家申請變更案之

同時，同步函送本署核備。 

 

五、依本程序許可之臨床試驗，執行期間，本署得依當時最新之科

學發展，要求修正該試驗計畫案。 
 

六、如查明有檢附不實之申請文件資料，除撤銷原申請案及其他依

本程序許可之申請案之許可外，並停止受理申請人依本程序提出其

他申請案。涉刑事責任者，並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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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本程序而取得執行許可之藥品臨床試驗，如未依核准之試驗

計畫書執行、試驗偏差、違反醫學倫理或違反「藥品優良臨床試驗

準則」等，情節重大者，申請人（含試驗委託者及受託研究機構）

之所有申請案（含審查中、執行中之各類變更案件等），本署將依

一般案件審查流程逕行審查，申請人不得異議。 

 

八、各試驗醫院應依醫療法相關規定，善盡保護受試者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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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六、 

某人體試驗研究倫理認證考試2010 年版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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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試驗研究倫理認證考試 2010年版題庫 

 

  題目來源代號： 

1.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Management and 

Function Sec. edition 

2: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3:  衛生署－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

及作業基準 

4:  衛生署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 

5.  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

注意事項 

6.  臨床試驗受試者招募原則 

7. 2008年版赫爾辛基宣言 

8.  人體試驗管理辦法 

9.  醫療法、醫療法施行細則 

10.  藥事法、藥事法施行細則 

  難

易

度

 
答

案 
題目  答案選項  來源 

1 

C  跟據美國 OHRP對研究的定義為「A systemic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to develop 

generalizable knowledge」，因此下列何者符合

研究的定義？ 

1.  隨機分派的臨床試驗   

2.  使用安慰劑的的臨床試驗   

3.  第一階段（Phase I）的臨床試驗   

4.  病患滿意度的評估 

5.  治療成果之比較 performance evaluation。

6.  特定病患非適應症（off‐label use）的處方

治療   

A  只有  1.2.3.4.5.6     

B  只有 1.2.4.5. 

C  只有  1.2.3. 

D  只有  1.2.3.4.5. 

 

Federal 
regulations 

難

2 

C  弱勢受試者(易受傷害 vulnerable）之所以稱

為弱勢，乃因： 

 

A比起其他大多數受試者，將

面臨更明顯重大的風險   

B比起其他大多數受試者，將

成為被污名化的一群   

C 比起其他大多數受試者，較

沒有能力保護自身的利益   

D比起其他大多數受試者，接

受較少的相關資訊 

OHRP 
regulations 

中

3 

D  依據美國國家生物倫理學諮詢委員會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ttee, 

NBAC）的意見，弱勢受試者(易受傷害

vulnerable）的種類，包含下列何項？ 

1.  認知障礙(如幼兒、智障) 

2.  行政下屬關係(如學生) 

3.  傳統下屬關係(如傳統家庭的女性) 

4.  醫療(如病患對醫師) 

5.  經濟(如貧窮者) 

6.  社會(如性病患者) 

A    1.2.3.4.     

B    1.2.3.4.5.     

C    1.2.4.5.6.     

D    1.2.3.4.5.6. 

 

1  易

4 
B  下列有關隱私(privacy)和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風險之敘述，何者為真? 

A隱私和機密性是相同的事，減

少隱私的風險即可同時減少

機密性的風險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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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隱私和機密性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隱私是對人；機密性是對

資料，需分別要求保護使風險

減到最小   

C 隱私和機密性的風險是流行病

學研究的唯一風險 

D隱私和機密性的風險很小。 

5 

D  受試者參加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之風險

為何？ 

 

A被脅迫參加造成之不舒服   

B隱私和機密性 

C 問卷內容造成之心理傷害 

D以上皆是 

1  易

6 

C  對於已通過的計畫書進行修改，在什麼情況

下不須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可

直接執行？ 

 

A對受試者同意書用字通順之修

改。 

B原由簡易審查程序審查的計

畫。   

C 必須立刻施行對受試者健康有

關的修改。 

D政府主管機關要求之修改。 

1  中

7 

A  依據 2008 年版赫爾辛基宣言，關於人體研究

執行人員之要求，下列何者為真？ 

A人體研究須由受過適當科學訓

練及認證的人員執行。 

B由受過科學訓練的合格人員執

行。 

7  中

8 

D  依據赫爾辛基宣言，試驗主持人進行研究時

應以誰的利益為主要考量？ 

 

A醫院(機構) 

B人體試驗委員會（IRB） 

C 社會國家 

D參與試驗的受試者 

7  易

9 

D  依據赫爾辛基宣言，當一個被視為無法律行

為能力之對象，例如未成年之孩童，對參與

研究的決定有表達同意之能力時，下列狀況

中何者可進行研究？ 

A  該對象同意；法定代理人無

意見 

B  該對象無意見，法定代理人

同意 

C 該對象不同意，法定代理人

同意 

D該對象同意；法定代理人同

意 

7  中

10 

B  醫療機構施行醫療法所規定之人體試驗時，

依據醫療法第七十九條及人體試驗管理辦法

第五條之規定，下列有關取得受試者同意之

敘述，何者為真？ 

A  原則上應先取得受試者書

面同意，但若情況緊急，且

該試驗具極重要科學價

值，可例外免除受試者同意

程序。 

B  受試者為 15歲之國中生，

應獲得受試者本人及法定

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C 19歲之大學生，參與學名藥

之 BA/BE試驗，因領有機車

駕照，且可打工賺錢，具有

獨立自主能力，應可單獨簽

署受試者同意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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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試者為意思能力有欠缺

之成年人，可由配偶、父

母、子女其中任何一人簽署

受試者同意書。 

11 

D  依據 2008 年版赫爾辛基宣言，關於醫學研究

與醫療照護之結合，下列何者為真？ 

 

A當醫師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參

與研究不會對其病人的健

康有不良的影響時，醫師就

可以結合醫學研究與醫療

照護。   

B為確保責任清楚，醫學研究

不應與醫療照護結合。   

C 醫師要結合醫學研究與醫療

照護，需經過主管機關核准

即可 

D醫師可以結合醫學研究與醫

療照護，但此情況僅止於此

研究有潛在的預防、診斷或

治療的價值。且醫師有充足

的理由相信參與研究不會

對其病人的健康有不良的

影響。 

7  中

12 

D  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對於人

體試驗所產生的責任歸屬，下列何者為真？

 

A若事前已徵得該試驗對象之同

意，則醫療人員不須負責。 

B依當地法律規定。 

C 依所發生事件的狀況，由公正

人士判定由醫療人員或試驗

對象負責。 

D由醫療人員負責；即使事前已

徵得該試驗對象之同意，該對

象亦不需負任何責任。 

7  中

13 

D  依據 2008 年版赫爾辛基宣言，關於醫師在取

得受試同意書時，若受試者對醫師有依賴關

係時，該如何處理？ 

 

A此受試同意書應由另一位獨立

於此醫病關係外之醫師取得。 

B此受試同意書應由另一位充分

瞭解此研究之醫師取得。 

C 此受試同意書應由另一位充分

瞭解此研究之合格人員取得。 

D此受試同意書應由一位充分瞭

解此研究，但獨立於此醫病關

係外之合格人員取得。 

7  中

14 

D  依據 2008 年版赫爾辛基宣言，關於試驗計畫

書的內容，應包括： 

1.研究設計與執行內容。 

2.檢附相關倫理考量的聲明 

3.經費來源、贊助者、相關機構、其他潛在

利益衝突 

A    1.2.3.4.     

B    2.3.4.5.     

C    1.2.4.5.     

D    1.2.3.4.5. 

 

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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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受試者的誘因及發生研究傷害時，受試

者可獲得的治療及/或補償。 

5.研究結束後，若結果顯示新治療方法有效

時，受試者如何繼續接受此新治療方法或其

他的治療方式。 

 

15 

D  依據 2008 年版赫爾辛基宣言，計畫書中應有

的內容為何： 

1.  研究的目的、方法 

2.  經費來源、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 

3.  研究人員所屬機構 

4.  該研究可預見的益處，及可能伴隨的危險

與不適 

5.對受試者的誘因 

6.  其擁有的權利，包括可拒絕參與研究，或

可隨時撤回同意而不受報復 

 

A. 1.2.3.4.6   

B.1.3.4.5.6 

C. 1.3.4.6     

D. 1.2.3.4.5.6 

7  中

16 

D  依據 2008 年版赫爾辛基宣言，一個新醫療方

法的好處、風險、負擔、及效果： 

 

A應與目前已知最佳的治療方

法比較 

B對於尚無證實有效治療方式

的狀況，可使用安慰劑或不

予治療 

C 必需使用安慰劑以確認治療

之有效及安全性時，必須確

認接受安慰劑或不予治療

的病人不會有嚴重或不可

逆傷害的危險 

D  以上皆是 

7  中

17 

Ｄ  依據 2008 年版赫爾辛基宣言，對於研究成果

之發表的相關道德責任：   

 

Ａ.作者有責任公開人體研究

之結果並保證資料的完整

和正確性。 

B正面與負面及無結論的研究

結果都應發表，或可公開取

得。 

Ｃ經費來源、所屬組織或研究

中任何可能之利益衝突皆

應公布於出版資料中。 

D  以上皆是。 

7  中

18 

D  依據衛生署「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的規

定，對於人體試驗所產生的責任歸屬？ 

 

A 受試者同意書內不得有任何會

造成受試者放棄其法定權利之

記載。 

B  受試者同意書內不得有免除試

驗主持人、試驗機構、試驗委

託者責任之記載。 

C 違背前項規定之記載，無效。 

2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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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以上皆是 

19 

D  依據衛生署「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的規

定，對主持人之相關要求，下列何者為非？

 

A試驗主持人應符合主管機關

規定之資格及能力，並具備

適當執行臨床試驗之經驗 

B試驗主持人應確保所有試驗

相關人員，對試驗計畫書及

研究藥品充分了解 

C 試驗主持人應熟悉試驗藥品

之使用方法 

D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接

受試驗委託者之監測，但為

確保病患權益，不一定要接

受試驗委託者之稽核 

2  易

19 

D  根據衛生署「人體試驗管理辦法」之規定，

有關人體試驗主持人之資格，下列何者錯

誤？ 

A  領有執業執照並從事臨床醫療

五年以上之醫師、牙醫師或中

醫師。 

B  最近六年曾受人體試驗相關訓

練三十小時以上；於體細胞或

基因治療人體試驗之主持

人，另加五小時以上之有關訓

練。 

C  最近六年研習醫學倫理相關課

程九小時以上。 

D  受醫師懲戒處分，或因違反人

體試驗相關規定，受停業一個

月以上或廢止執業執照處分

者，於處分執行完畢後，仍得

擔任主持人。 

8 

20 

B  根據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DHHS)以及食品

物管理局（FDA）法規，下列何者可以使用

簡易審查（expedited review）？ 

 

A增加安慰劑對照組的修正案   

B研究僅涉及最低風險

（Minimal risk）且符合

DHHS和 FDA公佈的研究類

型 

C 研究大於最低風險，但是交

給有很有經驗的人審查 

D期中報告審查，該報告期間

僅納入一位受試者 

FDA 
regulations 

易

21 

A  計畫書送審時，計畫書上須有誰的簽名？理

由何在？ 

 

A試驗主持人的簽名；表示對

於計畫的執行與受試者保

護負所有的責任   

B試驗主持人的簽名；表示會

通報任何偏離計劃書的事

件. 

C 單位主管的簽名；表示將負

責整個研究的經費 

D單位主管的簽名；表示已取

得其同意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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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收到各種不同領域的

研究計畫時，要確保恰當的科學性審查，下

列何種做法最為理想？ 

 

A雇用各學科領域的專家作顧

問 

B設立各學科領域的人體試驗

委員會 

C 人體試驗委員會只管倫理，

故不須理會研究之科學性 

D建立到人體試驗委員會開會

前，先經科學審查的制度 

1  中

23 

B  下列敘述人體試驗委員會（IRB）角色的敘

述，何者最恰當？ 

 

A主要是修改知情同意的文件

並且確保病歷機密 

B確保知情同意的過程能保護

受試者的權益與福祉 

C 確保研究計畫符合法律上的

責任 

D確保受試者得到合適的訊息

及參與試驗的額外費用 

1  易

24 

D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包含弱勢受試者

(易受傷害 vulnerable）的研究時，應該特別

考量下列何項： 

 

A要求試驗主持人在知情同意

的過程評估受試者的決定

能力   

B要求在知情同意的過程有一

名稽核員在場 

C 是否研究結果帶給社會的益

處與受試者所面臨的風險

是合理的   

D人體試驗委員會（IRB）是否

有一位或多位熟悉該弱勢

族群事務的人士參與 

1  易

25 

B  下列那項是 ICH 對同意書的特別規定? (此規

定 DHHS及 FDA都沒有要求) 

 

A  受試者須簽署 

B  取得知情同意文件的人須簽

署 

C  試驗主持人須簽署 

D  受試者簽署必須有日期 

ICH GCP 

GUIDELINES

中

26 

D  根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GCP)」，下列

何者不屬於同意書中必需包括的內容?   

A病患的數量   

B不良事件的聯絡電話   

C  參加研究所需費用   

D試驗委託者的聯絡電話 

2  易

27 

C  下列關於受試者同意書內容及長度的敘述，

何者最適宜？   

A盡量詳細描述一個受試者參

與研究所可想像到的一切

事件和風險   

B將試驗摘要的內容全部列入

受試者同意書內，使受試者

能清楚了解試驗步驟 

C 限於一個合理的人會想要知

道，決定是否參與研究所需

的訊息 

D對風險不宜描述太多，因為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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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受試者不願參與   

28 

A  關於受試者同意書的見證人簽名，下列何者

為真？ 

 

A表示見證口頭告知受試者的

過程，並需確認受試者了解

告知內容。 

B是口頭告知同意時唯一需要

簽名的   

C 只有見證人為研究團隊時才

有效   

D見證人需事先報准方有效 

2  中

29 

C  若試驗主持人無法判斷受試者是否有足夠的

心智能力來同意參加試驗，下列何者是最好

的處理方式？ 

 

A詢問受試者的家人或親近的

朋友確認他/她是否有足夠

的心智能力來同意參加試

驗   

B讓受試者的家人、健康照護

者或監護人同意讓受試者

參與研究並代為簽署同意

書 

C 諮詢精神科醫師、神經科醫

師或其他專科醫師作評估   

D向受試者說明因無法確認他

/她是否完全了解知情同意

的內容，因此無法參加試驗 

1  難

30 

A  當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委員，無法確定暫

停治療之精神科研究是否合適時，應作下列

何項決定？ 

A尋求專家的意見 

B不通過此研究 

C 排除有憂鬱症狀之病患 

D要求主持人重新設計研究   

1  難

31 

A  下列何者為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基因

研究的重點？ 

A機密性和隱私 

B對研究者的傷害補償 

C 生理傷害 

D對參加者所給付之費用 

1  易

32 

A  下列何者為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家族

研究的重點？ 

A對家庭其他成員之影響 

B對參加者所給付之費用 

C 利益衝突 

D研究所造成之傷害 

1  中

33 

C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整理藥癮資料之

研究計畫時，應採下列何種方式審查處理？

A免審   

B快速(簡易)審查，因僅是整理

資料     

C 完整審查，因為是弱勢受試

者(易受傷害 vulnerable） 

1  中

34 

D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將採集之檢體進

行遺傳學研究之試驗時，下列何項為考量的

重點？ 

A檢體的所有權 

B研究結果專利權之歸屬 

C 研究結果是否公布 

D研究結果對其他家庭成員的

影響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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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  根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GCP)」，無意

識的病患，其代理同意可由誰簽署？   

1.  配偶   

2.  成年不同住的孩子 

3.  配偶但不是一同住   

4.  一同住的成年的孩子   

5.  一同住的任何孩子   

A. 1、2、3、4、5 

B. 1、3、5 

C. 1、2、4、5 

D. 1、3、4   

 

2  易

36 

D  對於有金錢補償之臨床試驗，下列何者為人

體試驗委員會（IRB）對金額是否適當的考量

依據？   

A潛在危險的大小   

B研究總經費的大小 

C 參與者收入情況 

D所花費的時間和造成不便的

程度   

1  中

37 

D  一項糖尿病的新藥臨床試驗進行期間，有一

種療效比試驗用藥更好的新藥上市，主持人

應如何處理？ 

A不要告訴受試者有關新藥品

上市的消息，因為受試者已

同意參加試驗 

B告訴受試者有關新藥品上市

的消息，但勸導他們繼續參

與臨床試驗   

C 不要告訴受試者有關新藥品

上市的消息，避免受試者混

淆或轉而尋求其他療法 

D告訴受試者有關新藥品上市

的消息，並討論繼續參加臨

床試驗或改用已上市新

藥，最後由受試者自己決定 

1  中

38 

A  某項抗憂鬱症新藥臨床試驗計劃從收容所招

募精神病患為受試者，人體試驗委員會（IRB）

對這項涉及易受傷害（vulnerable）族群的試

驗，主要的考量是下列何者？ 

A受試者是被機構收容的弱勢

族群   

B受試者是憂鬱症患者 

C 受試者不易明白整個試驗   

D受試者可能正在服用其他藥

物 

1  易

39 

C  根據我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和相關

法規，下列有關「嚴重不良事件」，何者為真？

1.  不良事件︰可能與試驗用藥沒有明顯相

關 

2.  延長住院日數不屬於嚴重不良事件 

3.  受試者發生任何嚴重不良事件，試驗主持

人應立即通知試驗委託者。   

4.  發生未預期之嚴重不良事件，試驗主持人

應立即通知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 

A只有  1+2   

B  只有 1+4   

C  只有 1+3+4   

D  只有 1+2+3+4   

 

2  中

40 

C  根據我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和「人

體試驗管理辦法」，下列有關「嚴重不良事件」

通報責任，何者為真？ 

試驗委託者應將任何嚴重不良事件通報主管

A只有  1+3 

B  只有 1+3+4   

C  只有 1+2+4   

D  只有 1+4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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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試驗機構應將任何嚴重不良事件通報主管機

關。 

試驗委託者應將任何嚴重不良事件通報人體

試驗委員會 

主持人應將未預期之嚴重不良事件通報人體

試驗委員會。 

 

 

41 

B  評估兒童參與研究所涉及之風險是否為最小

風險（minimal risk），下列何者為判定標準？

 

A小於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經

父母所允許之活動所面臨

的風險 

B和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經父

母所允許之活動所面臨的

風險相當 

C 比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經父

母所允許之活動所面臨的

風險大 

D依研究者的判定，與兒童在

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風險

相等 

Federal 

regulations 

中

42 

D  某項探討「因酒精中毒而導致行為改變」的

研究，受試者參與研究須花費 6個小時，包

括喝酒和填寫問卷，可獲得新台幣兩萬元的

報酬。主持人計劃從選課的學生、經濟困難

及無家可歸的民眾中招募受試者。針對該項

計畫，人體試驗委員會（IRB）要特別考量哪

方面的易受傷害（vulnerable）情形？ 

A付費給受試者的方法 

B招募受試者廣告的格式   

C 無家可歸者的識字能力   

D對受試者的不當誘因及脅迫 

1  中

43 

D  下列何種情況可經由快速審查（expedited 

review）來做持續審查（continuing review）？

A全部受試者都已死亡，且將

在 2個月內完成分析結束研

究   

B沒有增加受試者，但新近報

告顯示試驗藥品會發生新

的未預期嚴重不良反應 

C 沒有增加受試者，兩位受試

者仍然在接受有效的治療   

D基因轉殖研究，沒有增加受

試者，且未發現新增的風險 

 

OHRP 

regulations 

中

44 

D  依據 98年 5月 20日公告之醫療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法定人體試驗包括： 

1新醫療技術 

2.新藥品 

3新醫療器材 

4學名藥生體可用率(Bioavailability) 

A  只有  1+2+3 

B  只有 2+3   

C  只有 2+3+4   

D  只有 1+2+3+4+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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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名藥生體相等性(Bio‐equivalent) 

45 

D  依據 98年 5月 20日公告之醫療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醫療機構應： 

 

A將人體試驗提經醫療科技人

員、法律專家及社會公正人

士或民間團體代表審查。 

B審查時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 

C 審查人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

則。 

D以上皆是 

9 

46 

C  依據 98年 5月 20日公告之醫療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同意書內容應包括： 

1.試驗目的及方法。 

2.可預期風險及副作用。 

3.預期試驗效果。 

4.其他可能之治療方式及說明。 

5.接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 

6.試驗有關之損害補償或保險機制。 

7.經費來源、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 

8.  受試者個人資料之保密。 

9.  受試者生物檢體、個人資料或其衍生物之

保存與再利用 

10.研究人員所屬機構 

A. 1.2.3.4.5   

B.1.2.3.4.5.8.9.10 

C. 1.2.3.4.5.6.8.9.     

D. 1.2.3.4.5.6.7.8.9.10       

9 

47 

C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試驗發現有試驗

設計不良時，會採取下列何種態度？ 

A只要受試者的風險是低的，

就可以核准。 

B以試驗所涉的重要性作為是

否核准的主要考量 

C 不核准，核准不良試驗設計

的研究是違反紐倫堡宣言。 

D核准，有品質不佳的研究總

比沒有研究好。 

1  易

48 

D  人體研究要免除同意書的規定，需符合： 

1.此研究對受試者風險不超過最低風險

(minimal risk)。 

2.免除「受試者同意書」後對受試者的隱私

與權益沒有不好的影響。 

3.不免除「受試者同意書」則不能進行。 

4.免除「受試者同意書」後仍會適時提供受

試者試驗相關訊息。 

5經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 

 

A 1+2+3 

B 1+2+3+4   

C 1+2+3+5   

D 1+2+3+4+5 

 

OHRP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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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D  發生未預期嚴重不良反應時，試驗主持人應

如何處理？ 

 

A只要列入期中報告即可，不

需立即通報 

B當同樣的嚴重不良反應發生

三次以上時，要通報給人體

試驗委員會（IRB）。   

C 僅需告知贊助者，以和其他

研究人員分享此經驗。 

D使用通報表格或循通報機

制，立刻向贊助者、人體試

驗委員會（IRB）通報。 

3  易

50 

B  符合簡易審查（expedited review）條件之研

究，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時： 

 

A  一定要用簡易審查，不可開

會審查。 

B若有疑慮可改為開會審查，

由人體試驗委員會（IRB）決

定。 

C 採用簡易審查或開會審查，

由試驗主持人決定。 

D採用簡易審查或開會審查，

由院長決定。 

3  易

51 

A  研究一項新的尿液分析方法，可更精確的知

道受試者是否患有糖尿病。研究結束後，對

試驗結果受試者是否患有糖尿病的資料，應

如何處理？   

 

A應該通知全部受試者   

B不需通知受試者   

C 受試者自行選擇是否想要知

道結果   

D  結果應該通知受試者的醫

生，但不是通知受試者 

1  中

52 

B  一項基因分析的研究，可預測是否以後會發

生胰臟癌，但預測效果相當粗糙尚無法確認

準確度。研究結束後，對試驗結果預測受試

者是否以後會發生胰臟癌的資料，應如何處

理？   

 

A.應該通知全部受試者   

B.不需通知受試者   

C.受試者自行選擇是否想要知

道結果   

D.結果應該通知受試者的醫

生，但不是通知受試者 

 

1  中

53 

C  進行簡易審查（expedited review）時，審查

委員不可以有下列何種行為？ 

 

A.詢問試驗主持人有關計畫書

的細節 

B.要求試驗主持人修正計畫書 

C.通知試驗主持人計畫未通過 

D.要求試驗主持人修正受試者

同意書 

3  易

54 

D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禁止施行之人體試

驗，人體試驗委員會（IRB）的處理方式，下

列何者為真？ 

A需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贊

成，方得核准。。   

B需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贊

成，方得核准。 

C 需經所有出席委員贊成，方

3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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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核准。 

D不得核准。 

55 

C  下列何者為人體試驗委員會（IRB）評估使用

安慰劑風險的重點？ 

A標準處理或治療的副作用或

毒性   

B受試者接受的試驗治療的風

險 

C 使用安慰劑後是否會造成不

可逆的傷害 

D是否提供受試者救濟治療

(rescue therapy) 

 

56 

B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同意計畫案的要件，

依據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

準中的規定，下列何者為非？   

A受試者必須接受知情同意 

B計畫書要制定監測數據取得

的程序 

C 計畫書要制定保護受試者隱

私和機密的條款 

D計畫書要詳述是否使用安慰

劑和必須使用的原因 

3  中

57 

C  根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GCP)」，關於

個案報告表內資料之修正，下列何者為非？

A應記錄其修正日期及修正原

因 

B不得覆蓋原先之紀錄。因此

不得使用立可白 

C 不得覆蓋原先紀錄之規定，

若為電子資料，則不適用。 

D修正內容應經試驗主持人同

意。 

3  易

58 

D  根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GCP)」，試驗

委託者關於所有臨床試驗相關重要文件之保

存，下列何者為真？ 

A  由試驗主持人自行決定。 

B非經核准，不得銷毀。 

C 保存至研究結束後七年。 

D保存至試驗藥品於我國獲准

上市後至少二年。 

 

2  中

59 

D  根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GCP)」，有權

檢視試驗相關資料之人員，下列何者為非？

A監測者(Monitor)。 

B稽核者(Auditor)。 

C 人體試驗委員會。 

D同醫院之醫護人員。 

3  易

60 

D  根據「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人體研究的

範圍，是以研究為目的下列行為，何者為非？

A取得人體組織之過程。 

B分析遺傳有關資訊之過程。 

C 調查個人行為之過程。 

D分析細菌之分類。 

4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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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C  根據「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人體研究所

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應有之處理方法，下

列何者為真？ 

A應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告知受

研究者。 

B由贊助者決定是否需告知受

研究者。 

C 應告知受研究者，並以書面

為必要之約定。 

D僅需在確定後告知受研究

者。 

4  易

62 

C  根據「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人體研究時

需告知受研究者有關事項， 

1研究之目的與期程、研究主持人之姓名、

研究機構之名稱 

2研究內容之大要 

3研究經費之來源 

4合理範圍內可預見之風險及造成損害時得

申請之補救措施 

5研究是否有保險 

6保障受試者個人隱私之機制 

7相關問題之聯絡人姓名及其聯絡之方式 

8受研究者之權益與研究人員之義務 

下列何者為真？ 

A  只有 1.2.3.4.5.6.7.8   

B  只有 1.2.4.6.7.8     

C  只有 1.2.3.4.6.7.8       

D  只有 1.2.4.5.6.7.8 

4  中

63 

D  根據「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

項」，有關「去連結」之定義，下列何者為真？

A將檢體編碼，以代碼取代姓

名或其他可供辨識個人資

訊，致無法辨識檢體提供者

之作業方式。 

B於檢體編碼後，將代碼與檢

體提供者可供辨識個人資

訊之對照資料，和檢體分開

保存之作業方式。 

C 於檢體編碼後，將代碼與檢

體提供者可供辨識個人資

訊之對照資料再編碼方式

處理之作業方式。 

D於檢體編碼後，將代碼與檢

體提供者可供辨識個人資

訊之對照資料完全永久消

除之作業方式。 

5  中

64 

A  根據「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

項」，有關研究計畫書審核之規定，下列何者

為真？ 

A研究計畫書經人體試驗委員

會審核同意，始得為之。 

B研究計畫書須經保存檢體之

病理委員會審核同意，始得

為之。 

C 僅同意書需經人體試驗委員

會審核同意。 

D以剩餘檢體進行研究之研究

計畫，不須送審。 

5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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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A  根據「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

項」，有關同意之規定，下列何者為真？ 

1.檢體提供者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為同意。 

2.  檢體提供者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由由

法定代理人與檢體提供者共同同意。 

3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

與檢體提供者共同同意。 

4.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

或檢體提供者同意。 

A只有  1+3   

B  只有 2+4   

C  只有 2+3   

D  只有 1+4   

 

5  中

66 

B  根據「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

項」，有關同意之規定，下列何者為真？ 

1.檢體提供者為無意思能力者，由最近親屬

代為同意。 

2.檢體提供者為無意思能力者，由法定代理

人代為同意，無法定代理人時，由最近親屬

代為同意。 

3.屍體檢體之提供應得其最近親屬或本人生

前之書面同意。 

4屍體檢體之提供應得其最近親屬及本人生

前之書面同意。 

 

A只有  1+4   

B  只有 2+3   

C  只有 2+4   

D  只有 1+3   

 

5  中

67 

A  根據「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

項」，有關採集胎兒檢體之同意規定，下列何

者為真？ 

 

 

A需經其母親同意。   

B需經其母親及父親(若可知

道)之同意。   

C 需經其母親或父親(若可知

道)之同意。 

D採集胎兒之檢體，需經其母

親或父親(若可知道)之同

意，並經兩位產科醫師認

可。 

5  易

68 

C  根據「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

項」，有關不須取得檢體提供者同意之規定，

下列何者為真？ 

難以辨認檢體提供者身分。 

因無法追蹤或聯絡等原因，難以重新取得檢

體提供者同意。 

因無法追蹤或聯絡等原因，難以重新取得檢

體提供者同意，且計畫書經人體試驗委員會

審查通過。 

難以辨認檢體提供者身分，且計畫書經人體

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 

A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3+4   

D  只有 2+4   

 

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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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C  根據「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

項」，有關檢體使用完畢後，繼續保存之規

定，下列何者可繼續保存？ 

經檢體提供者事前之書面同意，但檢體未去

連結者。。 

經檢體提供者事前之書面同意，但檢體已去

連結者。 

未經檢體提供者事前之書面同意，且檢體未

去連結者。 

未經檢體提供者事前之書面同意，但檢體已

去連結者。 

 

A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1+2+4 

D  只有 2   

 

5  中

70 

C  依法須報衛生署審查的人體試驗案件，人體

試驗委員會（IRB）的處理方法，下列何者為

真？ 

衛生署審查通過的案件，則不須審查，自動

通過。 

衛生署審查通過的案件，仍須依審查原則進

行審查。 

衛生署審查不通過的案件，則不須審查，自

動不通過。 

衛生署審查不通過的案件，仍須依審查原則

進行審查。 

 

A只有  1+3 

B  只有 1+4   

C  只有 2+3 

D  只有 2+4 

 

5  易

71 

C  知情同意的通則是不能有免責字眼

（exculpatory language）。免責字眼是指在執

行試驗期間，免除過失責任而要受試者放棄

自身的權利  。下列何種敘述屬於免責字眼?

 

A若發生與這項試驗有關的傷

害，您都可以獲得醫療照顧。 

B參與這項試驗是出自您的自

願。如果您不願意參加或日後

改變心意，都不會影響您和醫

師間的關係或所需的醫療照

顧。   

C 您必須提供血液標本儲存起

來，作為未來研究所需。一旦

您提供了血液標本，您就不能

改變心意退出試驗，並要求不

再繼續儲存血液標本。   

D若試驗期間發生對您不良的副

作時，試驗主持人可停止您繼

續參加試驗。此外，您也可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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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退出試驗。 

72 

D  有位罹患肺癌的年長人士篩選後預備加入新

藥臨床試驗。試驗主持人已經向受試者及其

女兒詳細解釋所有相關訊息。受試者已全盤

了解也願意參加試驗，但他因幾年前的游泳

意外造成上肢癱瘓而無法親自簽名。太太是

他的法律監護人但在外地工作中。試驗主持

人應採取何種行動? 

 

A  排除這位人士參加試驗 

B要求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准

予免除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C 既然該名人士已口頭同意參加

試驗，試驗主持人可以在沒有

簽署受試者同意書的情況

下，徑行以新藥治療。   

D將受試者同意書傳真給他太

太，在她與試驗主持人和丈夫

溝通後，再簽署同意書並回

傳。 

  中

73 

B  有位研究員在大賣場調查人們將走路視為運

動的態度，以推動一項健行活動。調查是匿

名的（沒有編碼、姓名或其他資訊）並且自

願者可以將完成的調查問卷放置於賣場的一

個盒子中。研究者規劃時最需要考慮的議題

是? 

 

A回答問題時的可能會情緒低

落。 

B對受試者答案的保密作業。   

C 所招募到的受試者是否足夠反

應出研究對象的多樣性。   

D樣本數是否大到足以進行數據

分析。 

 

  中

74 

C  有位教授在出版新版教科書前想要測量一項

新的心理評估工具的效度。計劃進行一項前

導性測驗對 10個人採用新工具和現有的工

具，比較兩者的結果。哪個族群的受試者可

能因不當誘因而導致易受傷害  (vulnerable)?

 

 

A同部門的資深教師。 

B同意參加此測驗的社區人士。   

C 選修該教授課程的學生。   

D學會的會員。 

  中

75 

D  根據「臨床試驗受試者招募原則」中規定，

招募廣告不得有下列內容或類似涵意之文

字： 

試驗主持人姓名及地址。 

試驗機構名稱及地址。 

試驗目的或試驗概況。 

宣稱或暗示試驗藥品為安全、有效或可治癒

疾病。 

強調受試者將可獲得免費醫療或費用補助。

受試者應配合事項。 

試驗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A  只有 3.4.5.6.   

B  只有 4.5.6 

C  只有 4.6       

D  只有 4.5 

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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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D  根據「臨床試驗受試者招募原則」中規定，

招募廣告得有下列內容或類似涵意之文字：

試驗主持人姓名及地址。 

試驗機構名稱及地址。 

宣稱或暗示試驗藥品優於或相似於現行之藥

物或治療。 

宣稱或暗示受試者將接受新治療或新藥品，

而未提及該研究屬試驗性質。 

強調臨床試驗已經衛生主管機關或人體試驗

委員會核准。 

使用名額有限、即將截止或立即聯繫以免向

隅等文字。 

使用含有強制、引誘或鼓勵性質之圖表、圖

片或符號。 

受試者應配合事項。 

A  只有 1.2.3.4.5.6.7.8   

B  只有 1.2.4.8     

C  只有 1.2.3.5.6.8       

D  只有 1.2.8 

6  中

77 

D  下列哪類  IRB  審查不需要  IRB  同意，但需

要經由  IRB  或  IRB指定人員的確定? 

A完整審查。 

B簡易審查。   

C 是否屬人體研究。   

D免除審查。 

  易

78 

C  社會行為科學研究最主要的風險為何? 

 

A和生理傷害比起來，較不嚴重

且頻率較高。 

B和生理傷害比起來，期間較短

且頻率較低。   

C 和生理傷害比起來，較不可預

期、變異性大且不易處理。   

D和生理傷害比起來，研究人員

較能處理。 

  易

79 

D  有位研究員想要利用幾個焦點團體發展「問

題少女與父母間關係」的問卷。  研究者規劃

時最需要考慮的議題是? 

 

A給少女補償費的金額大小。 

B能快速完成研究的招募策略。   

C 會談中敏感話題造成的情緒低

落。   

D何人參與焦點團體的保密措

施。 

  中

80 

A  下列關於人體試驗委員會（irb）保存文件的

敘述，何者為真？ 

 

A如果沒有文件紀錄，等於該

件事沒有做   

B如果文件紀錄保存完善，將

使得更有機會被人發現錯

誤；  因此，文件保存儘可

簡化   

C 文件保存是人體試驗委員會

（IRB）工作人員最重要的任

務   

D文件紀錄是導致洩密的根

源，研究結束即應儘快銷

1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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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   

 

81 

D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委員最可能被告的理由

是？ 

 

 

A洩露機密 

B故意的不當行為   

C 不尊重受試者(侮辱罪)   

D過失(當注意未注意)   

 

1  易

82 

A  依據衛生署「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規定，

下列有關人體試驗委員會之運作，何者為

非？   

 

 

 

A委員未能親自參與人體試驗

委員會之審查及討論，需具

名以書面提出意見 

B人體試驗委員會得邀請非委

員之專家給予特定專業上

之協助 

C 試驗主持人得提供任何有關

試驗之資料，但不得參與人

體試驗委員會之審議、決議

或提出意見 

D人體試驗委員會應保存書面

作業程序、送審文件、會議

紀錄等其他臨床試驗相關

資料至試驗結束後三年 

 

2  易

83 

C  研究家庭對於青少年在課業上的影響，關於

是否可以免除學生父母之同意書的問題，若

不考慮該社會對此事之慣例，人體試驗委員

會（IRB）應採取下列何項決議？ 

 

A相信研究人員在研究上的專

業並同意免除父母同意書   

B拒絕同意免除父母同意書比

較安全   

C 找一位未參與該研究的專家

作諮詢   

D讓學校主管決定是否免除父

母同意書 

1  難

84 

C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對受試者同意書、試

驗主持人之往來文件、人體試驗計畫、會議

紀錄、查核紀錄等相關文件至少須保存多

久？ 

 

A至試驗結束   

B至試驗主持人從該試驗機構

離職 

C 至少試驗結束後三年   

D至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銷毀 

3.8  易

85 

C  下列有關人體試驗委員會（IRB）進行持續審

查（continuing review）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一定要召開會議審查   

B須包含所有已簽署受試者同

意書的副本   

C 每年至少進行一次 

D只有在受試者可能面臨的風

險改變時需審查 

3  易

86 

D  對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結果，通知申

請人的程序，衛生署的規定為何？   

A自決定之日起，廿四小時內

以電話通知申請人 

B自決定之日起，七日內以電

話通知申請人 

3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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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決定之日起，七日內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 

D  自決定之日起，十四日內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 

87 

B  下列有關人體試驗委員會（IRB）運作的敘

述，何者正確？ 

 

A需每月至少開會一次 

B應依試驗的風險程度進行期

中審查，至少每年審查一次 

C  為保護委員不受干擾，不應

公開委員名單及會議紀錄。 

D不必評估試驗的科學性問

題，因只審查倫理   

 

2,8  易

88 

D  依據「人體試驗管理辦法」之規定，人體試

驗委員會（IRB）委員應迴避之情形，下列何

者為真： 

1.為人體試驗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

委託人。 

2.與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

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3.與人體試驗計畫委託人有聘僱關係。 

4.經審查會認有利益迴避之必要者。 

 

A  只有 1+2 

B  只有 1+3 

C  只有 1+2+3 

D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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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據「人體試驗管理辦法」之規定，需取得

非本人同意時，關係人之順序為： 

配偶。 

同居之成年子女。 

父母。 

與受試者同居之祖父母。 

與受試者同居之兄弟姊妹。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A 1.2.3.4.5.6.   

B 1.3.2.4.5.6.     

C 1.2.3.5.4.6.       

D 1.3.2.5.4.6. 

8 

90 

D  依據「人體試驗管理辦法」之規定，人體試

驗委員會（IRB）進行持續審查（continuing 

review）時，得令其限期改善或終止人體試

驗之狀況為： 

A自行變更人體試驗內容，或

是顯有影響受試者權益、安

全之事實。 

B不良事件發生數或嚴重度顯

有異常。       

C 有具體事實證明並無實益、

風險高於潛在利益，或顯有

實益致不利於對照組。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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