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gMed 2018 Vol. 94                                                                    36 

美國 FDA 於 2018 年 6 月發表「成人癌症臨床試驗納入青少年病

人之考量」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陳冠廷 

發表時間： 2018/06 內容歸類： 臨床研究 

類    別： 

 

指引草案 

 

關 鍵 字： Adolescent、Oncology、

Clinical Trial、Inclusion 

    

資料來源： Considerations for the Inclusion of Adolescent Patients in Adult 

Oncology Clinical Trials 

  

重點內容： 本指引草案目的乃提供製藥業、臨床研究員及研究倫理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 相關資訊，以協助未來青少年

adolescents (12 至 17 歲)納入與其相關之成人癌症臨床試驗。 

1. 指引簡介(introduction)： 

美國 FDA 建議適當疾病、標的成人癌症試驗 (disease-and 

target-appropriated adult oncology trials)能納入青少年病人，提早

取得試驗用藥品或已核准藥品。 

2. 本指引草案中討論之考量重點包含： 

(1) 適當標準(appropriate criteria)，以在藥物研發的不同階段，將青

少年病人納入成人癌症臨床試驗 

(2) 劑量及藥物動力學之評估 

(3) 安全性監測(safety monitoring) 

(4) 倫理需求(ethical requirements) 

3. 本指引草案提供之資訊可作為廠商(sponsors)整體考量之依據。由於

成人癌症藥物研發計畫如擬納入青少年族群，則可能因為不同的藥物

特性、研發階段及評估中的疾病，而使得原計畫的具體細節變得有所

不同。美國 FDA 鼓勵廠商於執行計畫之前，和審查部門討論研發計畫

https://www.fda.gov/ucm/groups/fdagov-public/@fdagov-drugs-gen/documents/document/ucm609513.pdf
https://www.fda.gov/ucm/groups/fdagov-public/@fdagov-drugs-gen/documents/document/ucm6095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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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細節。 

4. 指引背景(background)： 

好發在幼兒的癌症通常與成人癌症不同，常需要特定的治療。然而，

有些在青少年發現的癌症，例如某些軟組織肉瘤及骨肉瘤、中樞神經

系統腫瘤、白血病、淋巴癌及黑色素瘤，其組織學及生物學表現與成

人癌症相似。由於年齡的因素，青少年通常無法被納入成人癌症試驗，

且許多藥物通常在核准於成人使用後多年，才開始執行兒童試驗。因

此，青少年有可能延遲取得潛在有效的治療。另外，由於核准適應症

外使用(off-label use)之緣故，對於已核准之藥物，累積青少年病人參

與兒童試驗亦有其難度。 

5. 納入青少年的標準(criteria for including adolescents)： 

在藥物不同開發階段中，若欲研究的癌症，其組織學及生物學表現在

成人及青少年一致；或該藥物之分子標的(molecular target)在成人及

青少年呈現相關，則青少年應符合納入該成人癌症試驗之條件。 

(1) 在不同藥物研發階段納入青少年之建議如下： 

A. 首 次 人 體 試 驗 (first-in-human) 或 劑 量 累 增

(dose-escalation) 試驗： 

 獲得成人藥物動力學及毒性資料後，廠商應諮詢美國

FDA 負責審查部門，以決定納入青少年病患之前所需的

成人資料數量及類型。 

 若 欲 將 青 少 年 納 入 早 期 劑 量 世 代 (early dose 

cohorts)，廠商應確保所給予的劑量符合美國聯邦法規

21 CFR 50.52 (詳見章節 VI 倫理需求)。 

 一般而言，納入早期試驗的青少年應罹患下列癌症種

類：(1)接受標準治療後復發或對標準治療反應不佳之

後，而缺乏治癒選擇之癌症；(2) 具治癒企圖但缺乏標

準治療之癌症。 

(2) 活性評估(activity estimating)或確認性(confirmatory)試驗 

A. 青少年可與成人同時納入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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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劑量建議(dosing recommendations)： 

考量體型對藥物動力學之影響後，藥物之全身性暴露量 (systemic 

exposure)以及清除(clearance)，在青少年及成年病人大致相似。 

(1) 青少年劑量一般建議如下： 

A. 根據成人劑量決定是否需依照體型(體重或體表面積)調整或

為固定劑量(fixed dose)，來選擇青少年的適當劑量。 

B. 關於如何選擇建議劑量，應由試驗用藥品本身的藥物動力學

特性來支持，並考量體型對藥物動力學、療效指標

(therapeutic index) 、 劑 量 反 應 關 係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及 暴 露 反 應 關 係 (exposure-response 

relationship)之影響。 

C. 應該在青少年納入藥物研發計畫時，收集藥物動力學檢體，

並進行分析來證明該藥物在青少年及成人具相似的全身性暴

露量。 

(2) 根據成人劑量方式之青少年劑量建議如下： 

A. 依體型調整劑量(body size-adjusted dosing)的藥物 

 青少年應接受和成人相同的體型調整劑量(依 mg/kg 或

mg/m2調整)。 

B. 固定劑量(fixed dose)之藥物 

 應 定 義 最 小 體 重 閾 值 (minimum body weight 

threshold)以避免低體重之青少年體內暴露量超過成

人。 

 一份美國 FDA 針對癌症藥物於成人族群藥物動力學之

分析建議指出，青少年之體重限值，通常以 40 kg (12

歲兒童之平均體重)作為對於藥物動力學或安全性不具

有臨床影響的體重下限 (說明：40 kg 的切點仍可能會因

為藥物特性而改變，例如前述提及體型對藥動學的影

響、療效指標、劑量反應關係、暴露反應關係)。 

 一般而言，體重大於 40 kg 的青少年可接受和成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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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劑量。 

 一般而言，體重小於 40 kg的青少年應依照體重(mg/kg)

或體表面積(mg/m2)來調整劑量。劑量調整應依據成人

參考體型 (例如：成人平均體重 70 kg、或由已知資料獲

得成年病人族群的體重/體表面積之中位數)。 

7. 安全性監測(safety monitoring) 

應針對試驗期間收集的安全性資料檢驗，是否具有年齡相關差異

(age-related differences)。 

在臨床試驗初期，就進行需長期追蹤的發育毒性(developmental 

toxicities) 評估，例如：成長障礙(growth derangements)、生殖問

題(fertility issues))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廠商還是應儘早提出一個能

夠長期評估藥物潛在發育毒性的計畫，尤其是前線治療的臨床試驗。 

幼齡動物實驗( juvenile animal studies)並非這類型試驗的常規需

求，除非臨床及/或非臨床資料無法提供足夠的毒性資訊。 

8. 倫理考量(ethical considerations) 

遵照美國聯邦法規 21 CFR 50.50，若成人癌症臨床試驗允許納入青少

年，負責審查的研究倫理委員會(IRBs)在核准之前，必須確保該試驗符

合美國聯邦法規「 21 CFR part 50, subpart D, Additional 

Safeguards for Children in Clinical Investigations」與「21 CFR 

50.52,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involving greater than minimal risk 

but presenting the prospect of direct benefit to individual 

subjects」之相關規定。 

有鑑於疾病嚴重度與危及生命考量，必須具備適當劑量考量及安全性

監測下，才可納入適當挑選過的青少年參與成人癌症臨床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