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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708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世杰、趙正宇等 19 人，盱衡我國新冠肺 炎（
Covid-19）疫苗研發期間，所顯示之法制規範之限度，茲為彌
補我國藥事法所示緊急授權法制之不足，使主管機關在緊急
授權之迫切需求時，能以充足之法律條文，授權主管機關，
方能即時訂定緊急授權標準，並於通過標準後即刻發給緊急
授權。然而目前著眼於緊急授權程序者，只有行政命令位階
之「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其准駁要件及諮
詢學者專家等規定，亦較為簡要。為補足未來緊急授權程序
具有充足法律基礎，且將製造人損害賠償責任，轉由授與緊
急授權之機關，更可為採取新興研發療法患者帶來治療的機
會，爰修正「藥事法」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說明：
一、現有藥事法緊急授權之相關程序與要件，僅見於行政命令位階的「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
及輸入辦法」。同時相關要件也比較簡略：該辦法第 3 條僅規定了申請時應檢附的文件，
第 5 條對於准駁之要件僅籠統地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應審酌因應緊急公共
衛生情事之需要、利益風險及數量計算方式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諮詢學者專家。」
二、本修法則對緊急授權之法要件、相對義務、授權期限，及資訊公開等面向，應予以充實。
參考美國立法例，將藥事法第四十八條之二之「專案核准」改為「緊急授權」。同時，為
強化法律明確性，使主管機關審核時，有所依歸，亦參考歐盟立法例，要求應審酌當時可
得之科學證據，評估藥品本身之效益大於其風險，且國內現有藥品無法滿足緊急醫療之需
求，而藥品之於公共健康之利益大於等待其有效性資訊完備之風險，方得緊急授權。再者
，將緊急授權相對人之義務，於法律予以明確規定。除對醫事人員及藥品使用者之特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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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項、產品銷售紀錄之作成、對產品進行安全監視等必要義務外，主管機關另得於緊急
授權時，限制藥品之販賣或供應對象，或要求額外進行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等。第三，規
範一年之授權期限及廢止事由：參考歐盟立法例，將每次緊急授權期限為一年，並得申請
展延，明確化緊急授權之期間。如緊急公共衛生情事已不存在、已有完成查驗登記審查之
藥品得以滿足需求、藥品經認定有安全或效能疑慮，或相對人未履行義務時，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亦得廢止該授權。另外，在授權期滿或廢止後，主管機關得命產品回收。第四、強
化緊急授權之資訊公開：由於緊急授權生產或進口之藥品並未經過完整之查驗登記，資訊
公開及民眾知情同意之權利，攸關風險管理的透明度，故明確規定緊急授權相關資訊之公
開，使民眾得以知悉。
三、美國當前對食品藥物緊急授權之首長法定權限之規定
美國有關緊急授權對於相關人員的權責及裁量要件，都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值得參
考。首先，緊急授權適用之時機，需有美國衛生部長（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根據食品藥物及化妝品管理條例第 564 條（b）(1)明確認定有公衛緊急狀態。其次，是
否針對特定醫藥因應物資予以緊急授權，衛生部長必須諮詢衛生部應變司助理部長（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及疾病管制署署
長的意見。第三，對於許可要件，該法要求衛生部長根據可得的證據，（i）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該產品能夠有效診斷、治療或預防（ii）特定疾病或狀況，而且（iii）已知及潛在的效
益優於風險，而且（iv）沒有其他適當、經許可、且可得的替代產品可以診斷、治療或預防
。第四，緊急授權的同時，該法也要求衛生部長就後續的風險告知與不良事件設定合理條
件，包含：（i）告知施用產品的醫事人員 FDA 有授權本產品的緊急使用及授權之用已知的
風險及利益，以及有待進一步瞭解的風險與利益；其他替代產品及其風險與利益。（ii）告
知接受產品的民眾前開資訊，以及不使用的替代選擇。（iii）監測與通報該緊急授權所導致
不良事件的合理要件，及（iv）對製造商課予紀錄與通報的合理要件。衛生部甚至建議廠商
製作給專業人員與一般民眾的衛教單張，說明就緊急授權產品的性質、風險、效益及其他
替代途徑，提供簡明易懂的說明。這些授權要件及程序，都有助於提升國家緊急授權醫藥
取得上市許可的安全與信任。
四、美國對緊急授權要與與疫苗之責任豁免制
美國公共緊急事態準備法（Public Readiness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允許部長
有權在宣布有化學、生物、輻射或核能災害時，針對有藥品許可症或有緊急授權醫藥對應
物資的製造、測試、提供、施用、使用所導致損害，豁免聯邦及州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
除非民眾能證明業者故意造成其死亡或重大生理障礙。豁免的對象包含（i）美國聯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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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商品製造人及醫療應對措施的分配通路（distributors of covered countermeasures）；
（iii）各級政府等資源整備方案的規劃者及（iv）及為醫療應變措施開立處方、施用或配送
之「符合資格之人員」，以及（V）前開單位之受僱人。由於相關人員均被豁免損害賠償責
任，如前所述，美國聯邦食品藥物及化妝品管理條例第 564 條（e）(1)（A）條非常重視對
於醫事人員及民眾的告知義務，不僅是為了讓民眾可以衡量緊急公衛的危難程度與緊急授
權醫藥的效益，在損害賠償責任上也有自甘冒險阻卻違法的效果。
不過，即使是公衛緊急情事所為之緊急授權，為了帄衡民眾的權益及業者與政府的負
擔 ，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也 授 權 成 立 了 「 醫 療 應 對 措 施 補 償 方 案 （ Countermeasures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來補償前開人員因故意使用「緊急授權的醫療應對措施」而導致
的「死亡或重大生理障礙」。WHO 結合捐款及富裕國家的資金，建立了 COVAX 機制免費
提供疫苗給資源缺乏的國家之餘，也史無前例地與保險公司合作，成立了基金來補償可能
的嚴重不良反應。
參照上述，我國之藥害救濟制度，如「藥害救濟法」及「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
及審議辦法」第二條所限定之對於救濟之範圍明訂為「施打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
或專案核准進口，並經檢驗或書面審查合格之疫苗」，因此足以涵括緊急授權進口或製造
之疫苗。然而，由於我國藥害救濟法補償之標的，限於「因正當使用合法藥物所生藥害」
，而「合法藥物」係指「指領有主管機關核發藥物許可證，依法製造、輸入或販賣之藥物
」，因此，倘若沒有領有藥物許可證，專案核准製造或進口之藥品，是否屬於救濟範圍，
非無疑義。倘若民眾使用緊急授權但沒有取得查驗登記許可的藥品遭受損害，並不能受到
藥害救濟之保障，僅能向藥廠請求損害賠償。應依照緊急授權制度之變更，作出相應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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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四十八條之二

條

文

有下列情形

現

行

條

第四十八條之二

文

說

明

有下列情形

一、將「專案核准」改為「緊

之一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得緊急授權特定藥品之製造

之一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得專案核准特定藥物之製造

或輸入，不受第三十九條之
限制：

或輸入，不受第三十九條及
第四十條之限制：

急 授 權 」 （ Emergeny Use
Authorization, EUA），以便
與國際上疫苗緊急使用目的
、文意相近「緊急使用授權

一、為預防，診治危及生命
或嚴重失能之疾病，且國

一、為預防、診治危及生命
或嚴重失能之疾病，且國

使用」，以國際法令等同性
比較，以裨台灣疫苗法制的

內尚無適當藥物或合適替
代療法。

內尚無適當藥物或合適替
代療法。

國際溝通。
二、美國有關緊急授權對於相

二、因應緊急公共衛生情事
而有醫療應變措施之必要。

二、因應緊急公共衛生情事
之需要。

關人員的權責及裁量要件，
都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值

緊急授權製造或輸入之
藥品，應符合下列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得廢止前項

得參考。首先是，緊急授權
適用之時機。其次，是否針

一、基於現有可得之科學證
據顯示，該藥品之效益大

核准，並令申請者限期處理
未使用之藥物，並得公告回

對特定醫藥因應物資予以緊
急授權。第三，對於許可要

於風險。
二、國內尚無其他適當或充

收：
一、已有完成查驗登記之藥

件，該法要求衛生部長根據
可得的證據。第四，緊急授

分之藥品，足以因應急迫
醫療需求。

物或合適替代療法可提供
前項第一款情事之需要。

權的同時，該法也要求衛生
部長就後續的風險告知與不

三、考量當時情況，立即製
造或輸入該藥品，對公共

二、緊急公共衛生情事已終
結。

良事件設定合理條件。衛生
部甚至建議廠商製作給專業

健康之利益大於等待資訊
完備之風險

三、藥物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估確有安全或醫療效

人員與一般民眾的衛教單張
，說明就緊急授權產品的性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緊急
授權特定藥品之製造或輸入

能疑慮。
第一項專案核准之申請

質、風險、效益及其他替代
途徑，提供簡明易懂的說明

時，應命相對人履行下列義
務：

條件、審查程序、核准基準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這些授權要件及程序，都
有助於提升國家緊急授權醫

一、提供醫療專業人員及病
人該藥品係屬緊急授權之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藥取得上市許可的安全與信
任。

相關必要資訊。
二、製作並留存產品銷售紀

三、美國公共緊急事態準備法
（ Public Readiness and

錄。
三、對藥品進行安全監視。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
）允許部長有權在宣布有化

前項第一款之必要資訊
，應包含：

學、生物、輻射或核能災害
時，針對有藥品許可症或有

一、本產品係緊急使用之產
品及授權之用途；

緊急授權醫藥所導致損害，
豁免聯邦及州法上的損害賠

二、已知的風險及利益，以

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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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待瞭解之風險與利益
；

四、專案核准製造或進口之藥
品，是否屬於藥害救濟範圍

三、其他替代產品及其風險
與利益。

之議題，應依照緊急授權制
度之變更，作出相應修訂。

四、不使用的替代選擇。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緊急
授權特定藥品之製造或輸入
時，得限制藥品之運送或銷
售對象，命相對人於特定期
間內進行藥品安全性及有效
性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或其
他適當必要措施。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緊急
授權特定藥品之製造或輸入
，每次效期一年，得每年申
請展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得廢止緊急
授權：
一、已有完成查驗登記之藥
品或合適替代療法可滿足
必要之醫療需要。
二、藥品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估確有安全或醫療效
能疑慮。
三、相對人未履行第三項或
第五項之義務
四、緊急公共衛生情事已不
存在。
緊急授權屆期或經廢止
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必要
時得要求相對人制定回收計
畫，限期回收。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緊急
授權特定藥品之製造或輸入
，應將授權內容，連同藥品
資訊公開於機關之網站及刊
登公報。
緊急授權之流程，應備
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定之。

委 365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