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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法貝德生技電子報 

 

 2020 年開春平安!  

       中國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台灣防疫醫材廠展現深耕實力，醫材類股開春

報喜! 亞法貝德生技為持續提升國內醫材研發能量，與接軌國際法規之策略

布局需求，將於 3 月 20 日於台北雙連教會舉辦「歐美創新醫材送審法規因

應與試驗佈局」研討會，特邀弘亞生技李憲坤總經理，講授創新且中低風

險等級醫材在美De novo上市途徑; 弘亞生技張世明副總經理以當今熱門的

智慧醫材 AI/ML 醫材介紹醫材品質系統 GMLP; 亞法貝德生技邱繼明經理

傳授改版的 ISO 14971:2019 醫材風險分析與舊版差異何在? 最後由張琬

琦執行長引領學員分組演練 SaMD 醫材軟體臨床試驗設計與規劃。熱門時

事與醫材產品實例問答精彩可期，參與學員將可掌握最新法規資訊! 歡迎戴

口罩多洗手，共同做好防疫準備，安心來聽課! 

研討會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Qpr5j0 

    本期電子報公告今年度上半年亞法貝德生技舉辦之教育訓練，領域包含風 

    險管理、臨床試驗、品質系統、市場法規、與體外診斷等，詳細課表請見 

    本期第 3 頁，若有特殊課程需求也可與我們聯繫!  

  

 

 

亞法貝德生技歡迎各界投稿與諮詢指教!  alfabeta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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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亞法貝德生技教育訓練課程表 (上半年) 

 

課程 

代碼 

領域 課程名稱 開課 

日期 

時 

數 

費用 

(含稅) 

B092 風險管理 醫療器材風險管理更新與實

務— ISO14971:2019年版 

4/10 

上午 

3 2500 

C092 臨床試驗 醫材臨床試驗設計—醫電與植

入物案例討論 

4/10 

下午 

3 2500 

A091 品質系統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 

ISO 13485: 2016 精要 

4/23 

上午 

3 2500 

A092 品質系統 醫材優良製造規範GMP、優良

運銷規範GDP、與 ISO13485 / 

QMS綜合實例解析 

4/23 

下午 

3 2500 

E091 市場法規 東協與紐澳創新醫材市場—新

南向契機與布局策略 

5/06 

上午 

3 2500 

E092 市場法規 印度與南亞創新醫材市場—行

銷契機與布局策略 

5/06 

下午 

3 2500 

D092 體外診斷 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臨床評估實

務與標準 ISO 20916:2019說明 

6/18 

上午 

3 2500 

D093 體外診斷 醫材臨床試驗設計— IVD 案

例討論 

6/18 

下午 

3 2500 

D091 體外診斷 體外診斷產品 IVD 臨床前規

劃標準: CLSI EP05, EP06, 

EP07, EP09, EP17, EP25 

7/24 

全天 

6 4000 

 

訓練地點: 竹北市生醫路二段 8號 101會議室 (竹北生醫園區研發大 

          樓 1F) 

~三月份開放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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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植入式女性避孕器 Essure —上市後監控研究 

    Essure 系統是一種植入式的女性永久性節育裝置，於 2002 年 11 月 4 日獲

得 FDA 上市前批准（P020014）。在批准之時，Essure 由 Conceptus, Incorporated

公司製造和銷售，後來在 2013 年 6 月 5 日，由拜耳收購了 Conceptus。這種女

性節育手術涉及在輸卵管中放置小的金屬和纖維線圈，會在組織形成疤痕，從

而阻止精子到達卵子。在手術過程中，醫生將一根裝有小型子宮內視鏡的軟管

插入陰道和子宮頸，直至子宮。從這裡醫生可以看到輸卵管的開口並將 Essure

系統線圈放入其中。 

    在 1998 年 11 月至 2001 年 6 月期間，共有 745 名婦女接受了在兩個獨立

的臨床研究，評估 Essure 系統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觀察潛在的副作用是否存

在（Phase II 研究中的 227 例和 Pivotal trial 中 518 例的婦女）。如果某些婦女

在初始程序中未成功完成雙邊放置手術 (bilateral placement )，將會接受不止一

次手術。Essure 系統大約需要三個月才能防止懷孕 (某些女性可能需要長達六

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就必須使用另一種節育措施來防止懷孕。但 Essure

系統不能確保女性避免受性病感染。 

    FDA 要求 Conceptus 進行兩項上市後研究: 

(I)   上市後研究 I: 進行了為期五年的追蹤資訊，收集了兩組患者的受試者

訊息，這些患者屬於上市前臨床試驗（稱為 2 期試驗和 Pivotal 試驗）

以招募之受試者。該上市後研究評估對於預防懷孕的放心程度、用於放

置 Essure 的程序的安全性、和植入後 Essure 的安全性，包括患者的舒

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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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市後研究 II:  評估美國新近訓練的醫師的首次嘗試成功完成雙邊輸卵

管放置率，以及辨識未能成功進行第一次雙邊放置的因素。 

    所有懷孕對婦女及其胎兒都有一定的風險。如果在放置 Essure 後懷孕，

對婦女及其胎兒的風險尚不清楚。雖然已有報導稱在使用 Essure 裝置的情況

下成功進行了健康分娩，但也有新生兒或妊娠併發症的報導。此外，FDA 也

收到了在 Essure 放置後懷孕的女性發生妊娠流產的報導。如果婦女懷有 Essure

的身孕，則有可能在子宮外發生異位妊娠（異位妊娠），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

併發症。生產 Essure 的拜耳公司在 2018 年底停止生產這種避孕裝置，並禁在

美國銷售和分銷 Essure 設備。醫療保健提供者和醫療機構從購買裝置之日起

最多一年尚可植入 Essure。從 2019 年 9 月開始，拜耳告知所有已採購但尚未

植入 Essure 的醫療院所，應在該年底前退還給拜耳。他們也告知如何退還未

使用的 Essure。截至 2019 年底，所有未使用的 Essure 應已退還給拜耳，以使

其不再可用於植入。而使用 Essure 成功預防懷孕的婦女則可以繼續使用。 

    FDA 仍然致力於收集接受使用該設備的女性之長期安全訊息，包括確保

拜耳在 2019 年後繼續履行其對 Essure 的授權上市後追蹤研究義務。這項上市

後追蹤的臨床數據將幫助患者、醫療保健提供者和醫療機構更好地理解與進行

輸卵管結紮術的女性相比，擁有 Essure 永久避孕措施的婦女可能會遇到的某

些併發症。隨著新信息的發布，FDA 將持續向公眾提供有關正在進行的 Essure

上市後評估的最新訊息。 

參考資料: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implants-and-prosthetics/essure-permanent-bi

rth-control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cdrh_docs/pdf2/P020014B.pdf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implants-and-prosthetics/essure-permanent-birth-control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implants-and-prosthetics/essure-permanent-birth-control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cdrh_docs/pdf2/P020014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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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A 核准首件生殖道黴漿菌檢測診斷試劑 

生殖道黴漿菌(Mycoplasma genitalium)的感染是造成10-35%男性非披衣菌

-非淋菌性尿道炎(non-chlamydia non-gonococcal urethritis, NCNGU)的原因，在

女性中則是與子宮頸炎與骨盆腔發炎有關，並且有研究指出生殖道黴漿菌可能

會幫助 HIV 病毒的傳染。另一方面，時任美國 FDA 專員的 Scott Gottlieb 醫師

表示：『泌尿道感染的病人在尚未釐清原因時通常先以抗生素治療，但所用的

抗生素卻未必對於生殖道黴漿菌有效』。因此，能夠及時診斷出生殖道黴漿菌

的感染對於醫師的正確用藥非常重要。然而，生殖道黴漿菌感染經常是沒有症

狀的。在有症狀的案例中，女性可能的症狀包含了陰道分泌物增加、排尿困難、

腹痛與性交疼痛； 男性可能的症狀則包含了尿道發炎、排尿困難與陰莖分泌

物。儘管對於診斷生殖道黴漿菌感染的需求一直存在，在本文所介紹的新醫材

(Aptima Mycoplasma genitalium assay)上市之前，並無商用且經過大量樣品驗證

的檢測器材，此前診斷實驗室經常需要使用 in-house 的測試進行分析。  

 本檢測醫材是由 Hologic Inc.提出，首件獲得 FDA 上市許可的生殖道黴漿

菌檢測產品，FDA 將其風險分類為第二級醫療器材，並建立特殊管制以確保

檢測醫材的安全性與有效性。 

本檢測醫材透過核酸放大技術(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 NAAT)來偵

測生殖道黴漿菌的 rRNA 中高度保留的片段。在臨床前試驗中測試了兩種女性

患者的檢體，其中陰道抹片對於兩株生殖道黴漿菌品系的偵測下限濃度(Limit 

of Detection, LoD) (品系 1：0.04 GE/ml；品系 2：0.10 GE/ml)均不高於尿液的

LoD (品系 1：0.04 GE/ml；品系 2：0.12 GE/ml)，顯示出陰道抹片可能是較佳

的檢體類型。另外除了肺炎黴漿菌(mycoplasma pneumoniae)以外，其他微生物

均不會對檢測造成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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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試驗部分，本檢測醫材採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並從 3300 位受試

者(1737 位女性與 1563 位男性)採集了 11,774 份有效檢體，男性檢體包含臨床

醫師採集尿道抹片，與自行採集陰莖肉質抹片和初段尿液; 女性檢體包含自行

採集初段尿液和陰道抹片，臨床醫師採集陰道抹片與子宮頸抹片。與參照方法

的結果對比，臨床醫師採集的陰道抹片成功辨識率可達 92%，而自行採集的陰

道抹片成功辨識率為 98.9%，子宮頸抹片的成功辨識率較差(81.5%)，而尿液則

是有最低的辨識率(77.8%)。在男性檢體部分，使用尿道抹片的成功辨識率最

佳(98.2%)，尿液其次(90.9%)，而陰莖肉質抹片的辨識率最低(88.4%)。基於以

上結果，本醫材建議女性檢體優先使用陰道抹片，但若無法取得陰道抹片時也

同樣可以使用尿液，或者由醫護人員採集之子宮頸抹片進行檢測。 

 本醫材於 2019/1/23 獲得 FDA 上市許可，並且是首件分類為 QEP 分類醫

材(偵測非病毒微生物造成之性傳染病之核苷酸偵測系統)。同年則另有其他四

項同屬於 QEP 分類醫材取得上市許可，分別檢測披衣菌(chlamydia trachomatis, 

CT)感染、淋球菌(neisseria gonorrhoeae, NG)感染或是陰道毛滴蟲(Trichomonas 

Vaginalis, TV)感染。 

 

參考資料: 

1.  Association between Mycoplasma genitalium infection and HIV acquisition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Uganda: evidence from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215342/ 

2.  FDA permits marketing of first test to aid in the diagnosis of a 

sexually-transmitted infection known as Mycoplasma genitaliu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215342/


    

產    

業    

新    

知 

    

  

 

                   8 

 

2020年 02期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permits-marketing

-first-test-aid-diagnosis-sexually-transmitted-infection-known-mycoplasma 

3. 2016 European guideline on Mycoplasma genitalium infection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dv.13849 

4. Aptima Mycoplasma genitalium Assay: Classification Order 

http://www.accessdata.fda.gov/cdrh_docs/pdf18/DEN180047.pdf 

5. Aptima Mycoplasma genitalium Assay: Decision Summary 

http://www.accessdata.fda.gov/cdrh_docs/reviews/DEN180047.pdf 

6. FDA Product Classification: QEP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cfPCD/classification.cfm?I

D=QEP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permits-marketing-first-test-aid-diagnosis-sexually-transmitted-infection-known-mycoplasma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permits-marketing-first-test-aid-diagnosis-sexually-transmitted-infection-known-mycoplasma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dv.13849
http://www.accessdata.fda.gov/cdrh_docs/pdf18/DEN180047.pdf
http://www.accessdata.fda.gov/cdrh_docs/reviews/DEN180047.pdf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cfPCD/classification.cfm?ID=QEP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cfPCD/classification.cfm?ID=Q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