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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任職藥害救濟基金會藥品安全組 
接受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辦理「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計劃 

本次演講僅代表藥害救濟基金會之觀點，不代表
衛生主管機關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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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瞭解不良反應通報的重要性 
認識台灣藥物安全監視(Pharmacovigilance, PV)
的制度 

藥物不良反應通報重點 
實際操作演練 
免費藥物安全資訊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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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ble Quote 

If the whole materia medica, as 
now used, could be sunk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it would be all 
the better for mankind, and all 

the worse for the f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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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1809~1894 

Picture from Wikipedia 



Significant-Risk of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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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of hospital admission 
 6% admi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dr  
 6% of hospitalized patient 

experienced ADR during 
admission which prolong the 
hospitalization 

 6th most common cause of 
death in US, more than moto 
accident 

 Seven 800-bed hospitals 
were occupied by ADR 
related case in UK 

From David Coulter’s talk in Sept 2013 

Pharmacoepidemiology, 4e 



緣起-THALIDOMIDE事件 

 臨床試驗 

 2.5 百萬錠thalidomide 

 約2萬位病人 

 3,760位育齡期女性 

 至少207位懷孕女性 

 1957年Dr. William McBride發現此藥可緩解晨吐，建議用於孕婦止吐 (off-label)，
導致出生的嬰兒出現四肢短小、缺陷、鰭狀肢 

 安全效益證據資料不足，FDA審查員Frances Kelsey不同意thalidomide上
市，避免了此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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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四肢 
海豹肢 

(phocomelia) 



Significant-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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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we are all different 
and we behave differently 

From David Coulter’s talk in Sep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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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Development 

0.1% 

PI/CRA 

Supervised by 

Governed by  

Competent authority 

新藥申請核准 
上市前 上市後 

Phase I 
Phase II Phase III 

N=40-60 

N=100-200 N=1000-3000 
Phase IV 
N=10000~~ 

Averse reactions: 0.0001% 

Risk communication 

MAH: Market authorization 
holder 
NDA: New Drug Application 
PI: Principle investigator 
CRA: Clinical research 

 

HCP 

MAH 



9 JAMA. 2014;311(4):368-37

通常，臨床試
驗可偵測ADR
發生率約為 3/
參加試驗人數 

即: 
3/1143=0.2% 
(低於此發生率
之ADR無法在
研究中被發現) 



 

藥品上市前臨床試驗資料 

病人數少（三、四千人） 
治療時間短（數週到數月） 
高度篩選的病人 
用藥種類限制 
排除小兒、孕婦、與老人 

 

藥品上市後的臨床使用 

劑量或治療期間改變 
適應症外使用 
多重用藥問題 
藥品交互作用問題 
人種、病人群不同 
病人之飲食、抽煙、營養
狀態不同 

Safety data may have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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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安全監視 (PHARMACOVIGILANCE) 

定義(WHO, 2002)： 
 The science and activities relating to the detection, 

assessment,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on of adverse 
effects or any other drug-related problems.  

Chap. 5, PHARMACOVIGILANCE 2nd Edition, RONALD D. MANN 11 

Pharmakon 
[drugs] 

Vigilare 
[to keep awake or alert] 

Pharmacovigilance 



上市後不良反應通報體制形成 

Chloramphenicol Lesson 
 During 1950s 
 Rapid expansion of antibiotics 
 Inadequate testing humans in pre-marketing trials 

 Within 6 month after approval (1949) 
 Literature reports in EU and USA suggesting the association of fatal aplastic 

anemia with chloramphenicol use 

 In late June 1952 
 To gather the necessary data 
 FDA ordered the staff in all 16 district offices to contact every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and clinic in cities with populations of 100 000 or more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any cases of aplastic anemia or other blood dyscrasias attributed to 
chloramphenicol.  

 Within four days of field contacts, additional 217 cases identified 

PHARMACOEPIDEMIOLOGY 4.Ed, edited by BRIAN L. STROM  



上市後不良反應通報體制形成 

In respons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established a Committee on 

Blood Dyscrasias (1954) 
 Source of over 7000 hospitals and 250 000 physicians 
 Expand to “Registry on Adverse Reactions” in 1961 
 Discontinued in 1971 

 FDA 
 Pilot in 1956 
 American Society of Hospital Pharmacist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cal 

records librarians, and AMA 
 Began with 6 hospitals and by 1965 had grown to over 200 teaching hospitals 

which reported to the FDA on a monthly basis. 
 Computerized in 1967 

PHARMACOEPIDEMIOLOGY 4.Ed, edited by BRIAN L. STROM  



Is ADR Reporting Helpf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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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 Intern Med. 172(1), 72-3. 



Example-SGLT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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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價值觀) 

 To know something is harmful and not report is 
unethical 
 Knowledge about a medicine that is lost.  

 Reporting leads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opportunity to 
prevent similar problems in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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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藥品安全監視 



Significant-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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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療黴舒(Lamisil)
事件 
猛爆性肝炎 

 

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539554&PlayType=1&BLID=463210�


台灣通報系統歷史 

19 

 1996 年7 月 
 衛生署委託陳建煒副教授「台灣地區藥品副作用監視及通報計畫」 

 1997 年7 月3 日 
 療黴舒(Lamisil)事件 

 1998年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臨床藥學會（現台灣臨床藥學會）協助設置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將ADR通報列入醫院評鑑項目中 

 2003年 
 委託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負責辦理 

 2004年4月 
 立法院三讀通過增修藥事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 

 八月、九月間陸續公告「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及「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 

 2005年 
 由分區管理轉為台北市之全國ADR通報中心統籌 

 



藥品不良反應通報資料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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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通報案件
內容 
•確認是否為重
覆通報案件 

ADR中心審核者 
•檢視通報內容之完整性 
•審查完成後給予案件編號 

通報案件 

ADR中心評估者 
•評估通報藥品與不良反
應之相關性 
•詢問通報案件相關資訊 



藥品不良反應通報資料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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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風險及效益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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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控措施 
針對藥品安全性問題，採取措施：如修改仿單、限縮使用族群、變更用法用

量、增加不良反應、警語或禁忌症，使風險最小化 

安全性分析及評估 
以科學方法來釐清藥品安全性問題，

評估其臨床效益及風險 
發布藥品安全性訊息(如風險溝通表)，
與醫療人員和病患進行風險溝通 

安全監控 
藉由全國ADR通報系統通報案件，發現藥品使用潛在的安全性問題 



政策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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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單位依風險等級差異所採取之風險管控措施 
發布警訊： 先行發布新聞稿或於官網公告藥品安全資訊

風險溝通表 
修改仿單： 加刊上市後使用經驗、警語或注意事項等 
限縮使用： 限縮適應症、限縮用法用量、改列為禁忌症、

列為後線使用藥品、限制使用醫師科別等 
要求執行風
險管理計畫： 

病患用藥計畫書、醫療人員通知、特殊風險
預防措施  

下市： 多是參考大型臨床試驗或藥物流行病學統合
分析報告及國內外自主性通報資料，評估整
體風險大於利益時 

高 

低 
風
險
等
級 



為甚麼要有風險管理計畫? 



風險最小化及利益最大化   

利益 < 風險 

在風險管理計畫的
管控之下 

利益 >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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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風險管理計畫規範 
101年4月5日署授食字第1011401445號公告「藥
品風險管理計畫及內容格式參考指引」，並於
102年11月21日修正「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
將藥品風險管理計畫納入安全監視範圍。 

適用對象 
新成份新藥(含生物藥品)且為無製售或採用證明或國產 
新成份新藥(含生物藥品)且為有一國或兩國之製售或採
用證明，經TFDA認定需檢附者 

其他新藥(含生物藥品)，包括新劑型、新使用劑量..等)，
經TFDA認定需要檢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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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風險管理計畫規範 

計畫目的 
方法 
病患用藥說明書(medication guide) 
醫療人員通知(communication plan) 
特殊風險預防措施(Element to Assure Safety Use, 

ETASU) 
其他 

追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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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P/REMS與phase IV臨床試驗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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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P/REMS Phase IV study 
風險性質 已知風險 可能、懷疑或未知 
目標 降低每位病人用藥後發生

特定風險 
蒐集療效或安全資訊釐
清風險程度 

收納範圍 每位用藥病人 收納符合試驗計畫之排
除條件之病人 (受試者) 

屬性 醫療行為 研究 
IRB核准 依RMP 計畫要項而定 

(須執行ETASU要項之計
畫) 

必要 

受試者同意書 依RMP 計畫要項而定 
(須執行ETASU要項之計
畫) 

必要 



近期台灣要求風險管理計畫成分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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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廠商執行風險管理計畫 (RMP) 
成分製劑 可能風險 計畫內容 

Carbamazepine 
 

＊署授食字第1001404972號 
含carbamazepine成分藥品有可能發
生罕見但嚴重的皮膚過敏反應(史蒂文
生氏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 

病人用藥須知 
教育信函-醫師/藥師專用 
 

Pioglitazone 
 

＊署授食字第1001404945號 
因研究顯是糖尿病患者長期服用含
pioglitazone成分藥品，存在有些微提
高罹患膀胱癌之風險 

醫師處方該藥品時之「用藥評估暨篩選表」 
病人用藥須知 

Rosiglitazone ＊署授食字第1001403661號 
含rosiglitazone成分藥品有增加糖尿病
人之心血管疾病風險 

醫師處方該藥品時之「用藥評估暨篩選表」 
病人用藥須知 
病患同意書 
醫師、藥師之「指導病人用藥與諮詢服務
訓練計畫手冊」 
建立「與使用該藥品相關之醫師、藥師資
料庫」 



近期台灣要求風險管理計畫成分製劑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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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廠商執行風險管理計畫 (RMP) 

成分製劑 可能風險 計畫內容 

TNF-alpha blockers  ＊署授食字第1001405934號 
使用腫瘤壞死因子結抗劑類藥品之族群
可能具有高罹患結核病的風險 

醫師處方該藥品時之「用藥評估
暨篩選表」 
病人用藥須知 
教育宣導計畫 

Bisphosphonates 
 

＊部授食字第1031402010A號(草案) 
凡持有該類成分藥品許可證之藥商應針
對該類成分藥品臨床上應特別關注之風
險(如：顎骨壞死、非典型股骨骨折、食
道潰瘍、心房顫動、低血鈣…等) 

至少包括「病人用藥須知」 
 

Cyproterone/ 
Ethinyloestradiol  
 

＊部授食字第1031403322A號(草案) 
凡持有該類成分藥品許可證之藥商應針
對該類成分藥品臨床上應特別關注之風
險(如：動靜脈血栓及其相關臨床症狀…
等) 

至少包括「病人用藥須知」 
 



認識台灣藥物安全監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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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監
控 

風
險
評
估 

風
險
管
控 

國內藥品不良反應通報個案 

死亡通報案件 監視期滿藥品 

藥品安全性評估報告  

風險管控措施 

藥品安全評估諮議小組 

具有安全疑慮
訊號藥品 

訊號偵測 

訊號釐清 

案例分析評估及文獻回顧 

臨床效益及
風險評估 

警訊監控 

國內外藥品 
安全警訊 

新藥安全 
監視 

藥品定期 
安全性報告 

主動監控機制 

健保資料庫 

本土用藥安全情形分析 

• 譯碼（藥品ATC及不良反應症狀 MedDRA） 
• 相關性評估 (依據ICH規範) 

TFDA 

藥物流行病學研究 

藥品上市前安全性資料 

藥害救濟 
資料庫 

上市後研究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臺灣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相關法規 
藥事法(最新修正日期:101.6.27)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公告日期:93.08.31) 
藥品優良安全監視規範(公告日期:97.8.19)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最新修正日期: 9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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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 

第4條 
本法所稱藥物，係指藥品及醫療器材。 

第45條之1 
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對於因藥物所引起之嚴重不良
反應，應行通報；其方式、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罰則-第92條 
違反第45-1條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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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 

第3條 
因藥物所引起之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發生時，醫療機構、
藥局、藥商應依本辦法填具通報書，連同相關資料，
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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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不良事件/藥品不良反應名詞定義 

藥品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 AE) 

• 不以具有因果關係為必要 
藥品不良反應 (Adverse Reaction, AR)  

• 應具有合理的因果關係 

嚴重藥品不良反應 
• 應具有合理的因果關係。 
• 且符合嚴重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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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不良事件 

懷疑藥品不良反應 

藥品不良反應 
嚴重藥
品不良
反應 



藥品不良反應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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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構 定義 

臺灣 基於證據、或是可能的因果關係，而判定在任何劑量下，對
藥品所產生之有害的、非蓄意的個別反應。  

WHO,1972 A response to a drug which is noxious and unintended and 
which occurs at doses normally used in man for 
prophylaxis, diagnosis, or therapy of disease or for 
modification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CH E2A 
 

All noxious and unintended responses to a medicinal 
product related to any dose should be considere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 

第4條 
本辦法所稱之嚴重藥物不良反應，係指因使用藥物致
生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死亡。 

危及生命。 

造成永久性殘疾。 

胎嬰兒先天性畸形。 

導致病人住院或延長病人住院時間。 

其他可能導致永久性傷害需做處置者。 

2015/10/18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Page 37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 

第5條 
醫療機構及藥局應於得知前條第一款(死亡)及第二款

(危及生命)之嚴重藥物不良反應之日起七日內，依第
三條規定辦理通報，並副知持有藥物許可證之藥商。
前項通報資料如未檢齊，應於十五日內補齊。第一項
通報資料如需持有藥物許可證之藥商提供產品相關資
料，藥商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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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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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 
藥局 藥商 

通報中心 

衛生署 

副知 

七日 十五日 死亡 
危及生命 死亡 

危及生命 
造成永久性殘疾  
胎嬰兒先天性畸形 
導致病人住院或延
長病人住院時間  
其他可能導致永久
性傷害需做處置者  



台灣藥品不良反應通報現況 



上市後歷年累積ADR通報情況 

104年度，共收到12815件國內上市後藥品不良反應(ADR)通報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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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103年度通報型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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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安全簡訊2015.Mar.Vol.49 

1. 免疫抑制劑、 
2. 止痛藥、 
3. 抗生素、 
4. 抗痛風藥品 



104年度上市後藥品ADR通報案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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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2% 

危及生命 

1% 
導致病人住院或延

長病人住院時間 

15% 

造成永久性殘疾 

0% 

其他嚴重不良反應

(具重要臨床意義之

事件) 

23% 

胎兒先天性畸形 

0% 

非嚴重不良反應 

59% 

不良反應結果 
無法評估 

1% 資料不全 

5% 

存疑 

4% 

可能 

63% 

極有可能 

23% 

幾乎確定 

1% 
不相關 

3% 

可疑藥品與不良反應之相關性 

目前面臨的挑戰 
 普遍通報「已知、非嚴重」個案 

 非嚴重不良反應超過半數以上無法偵測未知、少見、嚴重不良反應 

 



上市後藥品之不良反應經評估後通報藥品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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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藥品ATC分類 通報數 百分比 
Antineoplastic and immunomodulating agents 4948 30.26% 
Antiinfectives for systemic use 3184 19.47% 
Musculo-skeletal system 1899 11.61% 
Nervous system 1638 10.02% 
Cardiovascular system 1113 6.81% 
Various 1102 6.74% 
Alimentary tract and metabolism 893 5.46% 
Blood and blood forming organs 570 3.49% 
Respiratory system 330 2.02% 
Systemic hormonal preparations, excl. Sex 248 1.52% 
Genito urinary system and sex hormones 231 1.41% 
Sensory organs 85 0.52% 
Dermatologicals 77 0.47% 
Antiparasitic products, insecticides and repellents 32 0.20% 
總計 16350 100.00％ 

資料來源:104年度 



目前台灣藥師在adr通報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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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 
80% 

醫師 
2% 

護理師 
0% 

其他 

醫療人員 
1% 未知 

0% 廠商 
17% 

民眾 
0% 

104年度通報來源分析 
社區藥師通報比例？ 



社區藥師扮演的重要角色 



藥師扮演的角色逐漸改變… 

用藥衛教/諮詢 
高診次藥事居家照護 
藥物治療評估 
STOPP老人潛在不適當用藥篩選 
交互作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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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劑 



社區藥師於用藥安全的重要性 
對病人而言 
社區藥局地理位置深入社區，容
易與社區藥師建立良性互動 

免預約掛號或漫長等待 

社區藥師主動出擊的服務面向 
社區藥局領慢籤兼諮詢與衛教 
於長期照護機構提供藥物治療評
估 (Drug Regimen Review) 

高診次民眾藥事居家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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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病人過去藥物過敏史 
◎確認病人併用藥物 
◎解釋潛在藥物交互作用 
◎紀錄ADR清單 
◎通報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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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專業 

避免ADR的發生 

避免ADR的惡化 

避免ADR的再發生 

信賴感提升 



藥物不良反應通報(ADR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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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種類藥物需要被通報? 

藥品(含疫苗)、醫療器材、中藥 
不良反應、不良品、療效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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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個案需要通報 

藥品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 
基於證據、或是可能的因果關係，而判定在任何劑量下，
對藥品所生之有害的、非蓄意的個別反應。 

可能的因果關係 ( 時序關係) 
 CAN NOT BE RULED OUT 
不需完全排除其他疾病或藥品的角色 

 發現風險族群 OR 可能交互作用 

發生一種不常見、已知與藥品使用有強烈相關的不良反應(如: 血管性
水腫、肝臟損傷、史蒂文生強生氏症候群等) 

一種或數種的症狀集合，其並不常見於藥物使用後，亦不常見於使用
本藥物的族群(如: 韌帶斷裂) 

在臨床試驗中觀察到藥品使用組相較於控制組有較高發生頻率的特定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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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找出因果關係 



優先選擇通報的情形 

符合法規要求“嚴重藥物不良反應”之個案 
 死亡、危及生命、造成永久性殘疾、胎嬰兒先天性畸形 

導致病人住院或延長病人住院時間 

其他可能導致永久性傷害需做處置者 

53 



優先選擇通報的情形 

新上市藥品(五年內) 
使用於非臨床試驗階段之族群(老人、多重共病)之不良反應
特色與已知可能具有差異 
注意共病狀態、併用藥品 

專案進口藥品 
常為未經國內許可、正進行臨床試驗之藥品，藥物安全性
並未建立 

可提供未來該藥品申請台灣許可證時參考用 

罕見疾病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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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選擇通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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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通報資料(藥品、症狀)排名之參考價值 
 



ADR通報要點 
 不用完全排除其他疾病或藥品的角色，併有其他干擾因素的案例

(Confounded cases)，特別是有共病症的病人群 

發現風險族群或可能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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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藉由單一個案判別相關性 

1. 疾病本身發生率 
2. 藥品引起 
3. 其它干擾因素 

例如：中風、肺栓塞 

通報 

分析 

1. 累積一定案件數，更能
分析藥品與疾病之間的
因果關係 

2. 進一步設計研究/評估以
釐清因果關係 

與醫療人員 
風險溝通 



ADR通報要點 

 發生一種不常見、已知與藥品使用有強烈相關性的事件 

 過敏性休克 (Anaphylaxis) 
 肝損傷 (Hepatic injury) 
 史蒂文生強生氏症候群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橫紋肌溶解症 (Rhabdomyolysis) 
 血管性水腫 (Angioedema) 
 血液惡病質 (Blood dyscrasia) 

 一種或少數的事件，其並不常見於藥品使用後，亦不常見於使用該藥品的族群，事
件通常伴隨與其他因素具有強烈相關性 
 韌帶斷裂 (tendon ru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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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通報要點 
 可注意觀察之方向 
新成分藥品(作用機轉) 

 SGLT2 inhibitor → 
Diabetic ketoacidosis 
(DKA) 

 DPP-4 inhibitor → 
Severe Joint Pain 

 Direct Thrombin 
Inhibitors/ Direct 
factor Xa inhibitor 

 Immunomodurator 
 Biolo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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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反應(選定醫療事件) 
 Acute pancreatitis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Anaphylactic reaction  
 Cholestasis and jaundice of hepatic origin  
 Convulsions  
 Haematopoietic disorder  
 Hearing impairment  
 Hemolytic anemia  
 Hepatic failure, fibrosis and cirrhosis and 
       other liver damage-related conditions  
 Hepatitis, non-infectious renal failure  
 Severe cutaneous adverse reactions  
 Torsade de pointes/QT prolongation  
 Ventricular tachyarrhythm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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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通報要點 
 可注意觀察之方向—法規單位發布之藥品安全溝通表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1571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default.htm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http://www.ema.europa.eu/ema/index.jsp?curl=pages/news_

and_events/landing/whats_new.jsp&murl=menus/news_a
nd_events/news_and_events.jsp&mid=WC0b01ac058004d
5c4&jsenabl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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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時需要收集什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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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ADR需至少符合最低通報標準 

基本要求，缺一不可 
可辨識的通報者資訊 (an identifiable patient) 

可辨識的病患資訊 (an identifiable reporter) 

不良反應 (an adverse event or fatal outcome) 

懷疑藥品 (a suspect drug or biological product) 

 
請於首頁>下載專區>通報填寫須知 下載填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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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解說：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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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報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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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帳
號 



醫療機構、藥局、民眾：利用線上申請填寫相關基本資
料後，系統將主動發送一認證網址，到您所填寫的信箱
中。請收信並點選該網址，即可啟動。 

65 

系統須認證所填寫的e-mail是否正確有效 

線上申請填寫頁面 E-mail收到的認證網址信件 

請勿使用Yahoo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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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基層藥局】 

不要填 
【縣市】  
【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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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帶入應填寫表格 

自動帶入個人資訊 

自動必填欄位檢核 



填寫病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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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症狀與描述 
記得要按 [存檔]才能下一步喔 

 
逐項症狀填寫 

案件描述 : 至少填寫20個字 
 

案件描述請確實填寫， 
內容太過簡略將無法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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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案件內容敘述 

重點式敘述內容 
 病人基本資料 (例如：年齡、性別) 
 吃藥後，症狀才出現? 
 症狀在使用多久後出現? 
 懷疑藥品使用多久? 
 症狀如何表現? 
 停藥後/降低劑量後，症狀是否改善? 
 醫師或病人是如何處理該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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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藥品填寫 



結合衛生署許可證資料協助選填， 
維持資料庫正確性，以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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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式協助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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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暫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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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存案件可隨時編輯通報或檢視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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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存案件列表 

 

檢
視
列
印
、
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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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上傳通報內容：系統通報預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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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快顯封鎖>功能 
才能產出<通報表預覽>頁面 



通報表預覽與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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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裡
送
出
才
是
通
報
成
功 

請
務
必
檢
視
通
報
表
內
容
是
否
正
確!! 

   送
出
後
就
無
法
修
改
囉!!! 

也可暫緩通報，爾後再送出 



中心確認收件後，系統主動發送收件確認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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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僅主動發送回
函一次，故E-mail
信箱請務必確認是
有效信箱。 



線上通報-follow up功能 

 

81 

•  點選列印若出現2筆以上，則為其過去follow-up通報表。 
 

•  中心未審核完成通報表前，報通者無法補充追蹤通報。 

• 可直接至通報歷史資料選取通報案件進行follow up。 



歷史案件中，新增該筆案件； 
且可由歷史通報進行案件追蹤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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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蹤
通
報 



通報案件管理  

通報案件 

ADR中心審核者 
•檢視通報內容之完整性 

•審查完成後給予案件編號 

ADR中心評估者 
•評估通報藥品與不良反應

之相關性 

詢問通報案件 
相關資訊 

•確認通報案件 
  內容 
•確認是否為重覆 
  通報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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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案件管理  

案件狀態 互動對象 
功能 

刪除 列印 
(檢視) 

編輯 上傳 訊息 

暫存 - V V V × × 

填寫完成待上傳 - V V V V × 

需補充資料 ADR中心 
審核者 

× V V × × 

重覆案件 ADR中心 
審核者 

V V V × × 

需回覆訊息 ADR中心 
評估者 

× V V 
（fu） 

× V 

通報歷史資料 - × V V 
（f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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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注意事項 
不良反應症狀請盡量用標準醫學名詞。 
不良反應後果指的是不良反應事件造成病人當下
的結果。 

懷疑有交互作用的藥品，請同時填寫在「24.可
疑藥品」，並於「11.通報案件之描述」說明。 
 

詳細說明請參考【通報指引】 
adr.fda.gov.tw/下載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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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解說：找出填寫指引 
ADR中心的詳細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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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填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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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填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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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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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解說：尋找免費藥物安全資訊1 
TFDA的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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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解說：尋找免費藥物安全資訊2 
ADR中心的實用資訊 

2015/10/18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Page 98 



2015/10/18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Page 99 



2015/10/18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Page 
100 



步驟解說：尋找免費藥物安全資訊3 
U.S. FDA / 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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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22號10樓 
諮詢專線-- (02)23960100 
傳真專線-- (02)23584100 
電子郵件—ADR@TDR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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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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