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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目的

以「人」為受試驗者，評估新療法／預防法是否適當

・查出或驗證有效性

・確認對「人」是否有任何副作用

・調查藥物的吸收、分布、代謝及排泄情形

↓

掌握臨床試驗結果最重要的關鍵！

評估是否是真正對「人」而言，是有必要的藥物！



臨床試驗和臨床研究之必要性

①對人類之貢獻・・臨床試驗是留給子孫的遺產

②通往最新醫療的入口

③提升醫療品質

④保護受試驗者很重要

⑤確保天然資源貧乏的日本能持續發展



臨床試驗執行條件

I. 非臨床試驗成績（收集支持執行的資訊）

・ 安全性藥理試驗

・ 藥效藥理及藥物動態試驗

II. 臨床試驗用藥品質

臨床試驗所使用的製劑，其特性必須十分清楚。

III. 受試驗者之保護

遵行赫爾辛基宣言等精神。

IV.確保臨床試驗品質

遵照GCP及相關通知。

V. 分析／評估科學性臨床試驗設計



臨床試驗相關規定

I. 臨床試驗

• GCP： 「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基準相關省令」

II. 製造銷售後之臨床試驗

• GPSP：「醫藥品製造銷售後之調查與試驗實施基準

相關省令」

• GCP： 「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基準相關省令」

III. 臨床試驗所使用藥劑之製造

• 臨床試驗用藥品GMP：「臨床試驗用藥品之製造管理及品質管理

基準及臨床試驗用藥品之製造設施的結構設備基準」

註）製造銷售後在臨床試驗中使用市售藥品的情況除外



GCP
(Good Clinical Practice)

I. 醫藥品之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Good Clinical Practice : GCP)

臨床試驗委託者／臨床試驗負責醫師等／執行醫療機關（醫療機
關負責人、臨床試驗審查委員會等）／親自執行臨床試驗者必須
遵守的基本規則



GCP相關法規（1）

I. GCP相關法規

1. 藥事法第14條第3項（核准審查資料收集製作基準）

2. 藥事法第80條之2 （臨床試驗之操作）

3. GCP省令（修訂GCP）

「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基準相關省令」

4. 修正局長通知

「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基準相關省令施行相關」

5. 課長通知

「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基準運用相關」

6. 事務連絡（必備文件結構相關）

7. 中央藥事審議會GCP申覆

「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基準 GCP」



GCP相關法規（2）

GCP省令針分別對應下述藥事法條文
・藥事法第14條第3項「承認審查資料收集製作基準」
・藥事法第80條之2「臨床試驗之操作」

‐ 第1項規定的臨床試驗之委託基準
‐ 第5項規定的臨床試驗之管理基準
‐ 第4項規定的臨床試驗進行基準

↓
I. 作為核准審查附件資料的臨床試驗成績，必須依GCP省令規定

進行、收集。
II. 臨床試驗（臨床試驗）委託者應依GCP省令規定委託及管理。
III. 醫療機關在執行臨床試驗時，必須依GCP省令規定執行。



藥事法與GCP省令之關係



相關法規與標準作業程序書之關係



日本主要的GCP制定歷史（１）

1983年醫藥品臨床試驗實施相關指導製作方針

（製藥協）

1985年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相關基準（案）

（新藥臨床試驗執行相關專家會議）

1989年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相關基準（舊GCP）

（局長通知）

⇒ 1990年施行

1996年ICH-GCP協議



日本主要的GCP制定歷史（2）

1997年新GCP （Ｈ9年厚生省令第28號）

⇒ 1998年完全施行

・必須有同意文件

2003年GCP修訂（Ｈ15年厚生勞動省令第106號）

・醫師主導臨床試驗之引進

2006年GCP修訂（Ｈ18年厚生勞動省令第72號）

・臨床試驗審查委員會品質及功能提升

（課長通知：2006年9月21日藥食審查發第0921001號）



舊GCP制定背景

1982年資料捏造事件

・某廠商於申請醫藥品核可之際，提出3個項目的捏造資料，受到
80天的停止醫藥品製造之行政處分。

1982年「醫藥品企業的社會責任相關」

・受到資料捏造事件影響，藥務局長向製藥協會發送要求改善異常
案例的通知。

1983年「醫藥品臨床試驗之實施相關指導製作指標」

・製藥協會製作後發表，成為舊GCP的架構

・之後，厚生省即組織「新藥臨床試驗之實施相關專家會議」



舊GCP制定

1985年製作舊GCP案

・新藥開發相關資料捏造等不正當現象相繼發生，因而

於厚生省組織的專家會議中制定「臨床試驗實施相關基準」

（此時，對受試驗者的說明，必須取得口頭或書面文件同意）

1989年舊GCP通知（局長通知）

1990年舊GCP施行



新GCP制定背景

舊GCP之問題點：

必須取得同意才能投藥⇒ 口頭同意亦可

只要間接調閱即可承認，資料可靠性欠缺

（個案報告書與個案記載事項被發現不一致）

在ICH的協議亦提起此事

1. 受試驗者未取得正確知會同意（I.C.）。

2. 監測和稽核系統未確立。

1996年ICH-GCP(國際醫藥法規協合會-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協議

（國際醫藥法規協合會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新GCP制定

1997年新GCP施行（為期1年的過渡措施期間）

1998年新GCP完全施行

– 於1996年設立的「中央藥事審議會GCP特別部會」中檢討

– ICH-GCP的爭論與1994年開始討論的「醫藥品安全性確保對策

檢討會（安對檢）」，根據其最終報告制定新GCP
– 成為臨床試驗實施相關法律，正式法制化（厚生省令）

– 必須以文件表示同意

＊安對檢・・・受到1993年sorivudine事件影響而設立



新GCP制定

將日本的臨床試驗水準提升到國際水準

1. 確立臨床試驗倫理

⇒ 醫療倫理

（受試驗者的生命保護、尊重自我決定權）

2. 臨床試驗之科學性

⇒ 臨床試驗執行過程管理

3. 申請資料的妥當性

⇒ 資料品質管制、保證



GCP之精神／本質

遵行赫爾辛基宣言的精神保護受試驗者

醫學持續進歩，但最後還是需要以人體為試驗對象，然而在執行試
驗之際，對受試驗者個人的利益和福祉，應優先於對科學和對社
會的貢獻。



受試驗者保護潮流（1）

1947年紐倫堡守則

⇒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對猶太人，有不人道的醫學犯罪背景

① 絕對必須經受試驗者自願同意。

② 具有其他方法所無法獲得的社會效果。

③ 以自然恢復過程與動物實驗經驗為基礎。

④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身心痛苦。

⑤ 禁止預期會導致死亡或引發障礙的實驗。

⑥ 危險程度不能大過實驗所帶來的利益。

⑦ 必須有適當的準備與設備。

⑧ 由具科學資格的實驗者進行。

⑨ 受試驗者均可隨時自由退出實驗。

⑩ 一旦有傷害、障礙或死亡發生的情況，應立即中止。



受試驗者保護潮流（2）

1964年赫爾辛基宣言

（赫爾辛基第18次世界醫師會（WMA）總會選擇採用）

⇒ 將醫療目的與科學目的的實驗加以區隔

⇒ 以人體為對象的試驗之倫理規範

重要基本原則：

① 病患／受試驗者福利優先

② 本人在自願／自由意志下參加

③ 必須通知／取得同意（I.C.）
④ 由倫理審查委員會事前審查、持續監視

⑤ 研究須循科學常識通過基礎實驗



～以上僅節錄部份做為介紹用途～

～日台日文翻譯社：提供專業領域日文
翻譯、日翻中、中翻日服務～

http://www.jtt-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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