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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自體細胞治療產品研發－臨床前安全性資料及人體試驗起始

劑量的選擇 

簡文斌1
 

前言 

    近年人類細胞治療產品(Human Cell Therapy Products)臨床試驗計畫申請案數目日

益增加，為了因應國內開發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規劃的需求，使此類產品的開發合乎科學

性、安全性及社會倫理性，並提供法規單位審查的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TFDA)分別於 2014 年 9 月及 2015 年 7 月公布了「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

及審查基準｣[1]及「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查基準｣[2]，申請者可依此兩項基準進

行臨床試驗或查驗登記申請的準備。此兩項基準所稱之人類細胞治療產品皆為取自人類

自體(autologous)或同種異體(Allogeneic)的細胞，將之施用於病患，以達到疾病治療或預

防的目的。異種異體（Xenogeneic）之細胞治療不在此基準規範範圍。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進入臨床試驗前，申請者應提供足夠之臨床前資料以評估產品的

安全性(Safety)、活性(Activity)、及療效(Efficacy)。若產品的細胞製造過程，不經體外細

胞培養程序，且操作過程不改變細胞原有的生物特性，稱為「最小操作 (Minimal 

Manipulation）」。對於符合此項條件之人類自體細胞治療產品，且為同源使用

(Homologous use)、使用於較無安全疑慮之給藥途徑(例如靜脈注射、局部關節腔注射等)

時，申請臨床試驗時若其療效可由之前發表的文獻資料來支持，且提供足夠的療效資料，

經法規單位審查同意後，便可以最小操作程序處理後回輸於病人體內，不須額外執行臨

床前安全性試驗。若不符合最小操作之定義，且須經過體外培養或操作的過程，則由於

可能影響細胞原有的特性，除應提供臨床前療效證據支持外，安全性部分，可先評估是

否有具科學性、試驗品質是否良好、及是否具有可連結之資料可資引用以支持其安全性，

若有不足，則須額外執行適當之臨床前安全性試驗，彙整完整的臨床前安全性及療效資

料後始可送法規單位審查。 

    由於部分細胞治療產品已發表許多臨床前安全性研究、或已執行類似的人體試驗或

有一定程度的臨床使用經驗，申請臨床試驗時若擬引用這類文獻資料，支持新開發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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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治療產品的安全性，並取代部分臨床前試驗，則應提供兩細胞產品間的比對資料以證

明其可比性，經法規單位審查認可後，方可引用此類資料取代應檢附之部分非臨床試驗

資料。 

分析目前台灣申請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不准執行的理由，許多為引用之前發表

的文獻資料取代應提供之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惟無法提出適當的比對及連結資料，

說明引用資料之適當性及試驗品質。本篇文章即針對人類自體(Autologous)細胞不符合

最小操作程序產品開發時，若須引用已發表的臨床前安全性研究資料、執行額外的臨床

前試驗之相關考量、以及臨床試驗起始劑量的選擇依據等議題進行討論。由於細胞治療

產品具多樣特性，常須個案討論。本文整理相關審查評估報告，提出個人的觀點供申請

者參考，申請者仍須以與法規單位實際討論獲得之結論為主要依據。 

臨床前安全性資料與人體試驗起始劑量選擇     

    目前送件之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案，常見之細胞來源包括幹細胞[來源包括

脂肪(自/異體)、嗅鞘(自體)、血管內皮]、周邊血分離之細胞(自體)、自體骨髓/眼睛上皮

細胞/皮膚上皮細胞/口腔黏膜細胞/軟骨細胞等。不同類型細胞治療產品，由於細胞來源、

生產製造過程、非細胞部分之組成物、治療目的等因素的差異，導致這類產品風險等級

亦不相同。為了評估這些細胞治療產品使用於人體可能產生之風險，可於執行臨床試驗

前，先依細胞治療產品特性，進行不同的臨床前安全性試驗以評估其安全性。藉由設計

適當的臨床前安全性試驗，可提供早期臨床試驗設計有用的參考。原則上，執行臨床前

安全性試驗前須考量以下數項：1) 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產品批次間須具有連結性 (臨

床前與臨床試驗批次間之相似及相異處須進行比較及討論，並須完整呈現於申請之資料

中)；2) 選擇合適的試驗物種(Relevant Animal Species)；3) 選擇合適的疾病動物模式；

4) 毒理試驗設計規劃；及 5) 藥品傳輸系統等[3、4]。綜合執行完成之臨床前動物試驗結

果，所決定的臨床試驗起始劑量，通常以安全性為主要考量。 

    細胞治療產品中，「人類自體細胞治療產品」由於細胞來源與使用皆為同一人，產

生自體免疫反應及被傳染疾病之風險，較人類異體來源之細胞治療產品低，因此此類細

胞治療產品開發的困難度及法規障礙，較異體來源低，也是目前臨床試驗申請案數量最

多之細胞治療產品類型。然而細胞治療產品與小分子藥物相對不同的是，細胞治療產品

即使是使用同種類細胞，仍可能因生產製造過程、細胞代數、最終藥品配方劑型、投予

途徑與投予部位、治療的適應症等的不同，造成相關生物活性及安全性之變化，而有不

同程度的風險產生。因此，即便申請者新開發之細胞治療產品，所使用之細胞種類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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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人體使用經驗，或甚至已有產品上市，惟新開發之細胞治療產品首次進入臨床試驗

時，就此產品（指經申請者專有之生產製造過程產出之產品）而言，因風險程度不同，

仍被視為「第一次使用於人體」 [異於一般定義之 First in Man (完全無人體使用經驗)]，

故執行安全性評估仍為必須。至於是否須額外執行試驗，則視評估結果而定。 

    對於具豐富人體使用經驗，且被廣為研究之細胞種類，申請者若欲引用資料探討該

細胞種類之安全性、生物活性、及療效，作為支持試驗減免之依據，應將援引資料整理

成完整之評估報告。法規單位則就引用資料之科學性、試驗品質、與目前開發之細胞治

療產品之相似性及可連結性等，判斷是否足以支持減免部分或完全免除執行臨床前安全

性試驗。 

    以下針對具有不同程度人體使用經驗之細胞種類，開發人類自體細胞(Autologous)

治療產品時常見之問題：如何進行臨床前安全性評估？如何引用具代表性資料，以連結

欲開發之同類型細胞治療產品之安全性？及如何評估合乎安全之臨床起始劑量等略作

說明，以提供欲開發此類細胞治療產品之單位參考。目前國際法規單位普遍認為，自體

或異體人類細胞治療產品間安全性考量之差異，主要在於異體細胞治療產品之細胞捐贈

者本身之疾病狀態，可能會影響接受該細胞治療者，及可能會發生免疫原性反應(可藉

由配對方式降低風險)。除此之外，自體或異體人類細胞治療產品可能發生之風險則大

致相似，因此下述之評估原則亦適用於部分人類異體細胞治療產品。 

一、 所使用之細胞種類具豐富或部分臨床前安全性研究資料或人體使用經驗 

    由於適應症、給藥途徑、劑型、給藥部位等皆會影響細胞治療產品的安全性及療效，

此類人類自體細胞治療產品又可進一步分為兩類進行討論： 

(一) 第一類為產品之安全性及療效的影響因子與欲引用之臨床前安全性研究資料或人

體使用經驗完全相同(類似小分子學名藥之概念)，則申請者應提供之連結性資料主

要為產品生產製造比較 (Manufacturing Comparability) (例如：細胞培養條件/過程、

細胞培養使用之試劑、培養環境或系統、與分離方法/來源等)，與產品之細胞特性

比對(例如：細胞型態、表現 Surface Markers、與代數等)。若生產製造及細胞特性

經比對確認具相似性及可連結性，且引用資料之品質可被法規單位接受，則該人

類自體細胞治療產品臨床前安全性，及首次臨床起始劑量之安全性皆可引用既有

之安全性資料來支持。 

(二) 第二類為產品之安全性及療效的影響因子，與欲引用之臨床前安全性研究資料或人

體使用經驗有部份或完全不同。開發屬於此類型之人類自體細胞治療產品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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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科學考量相對地複雜，除引用既有之支持性資料外，不足處仍需額外執行試

驗以支持其安全性。以下僅舉數例，說明當與欲引用的資料有單因子或多因子不

同時的考量： 

1. 開發新適應症：試驗除了應有合適的疾病動物模式以驗證療效外，建議同時合

併安全性觀察項目。試驗品質部份，建議以符合 GLP 精神執行。 

2. 改變給藥途徑或部位： 

- 改變為較低風險的給藥途徑或部位： 例如由靜脈注射改為風險較低的局部

關節腔注射，則可合併於藥理試驗中進行局部不良反應評估。安全性評估

部分，試驗品質需符合 GLP 規範。 

- 改變為較高風險的給藥途徑或部位： 例如由靜脈注射改為局部腦內或脊椎

腔內注射，則可能需於合適動物品系，以可代表臨床給藥途徑與頻率之方

式給藥，執行單獨的毒理試驗，以完整評估改變為高風險的給藥途徑可能

產生之風險，且試驗應符合 GLP 規範。 

3. 改變為緩釋劑型： 可合併於藥理試驗進行局部不良反應評估，安全性評估部

分，試驗品質需符合 GLP 規範。然而所設計之緩釋劑型，若使用尚未被核准使

用於藥品之新賦形劑(Novel Excipient)，則建議須以成品單獨執行完整的毒理試

驗，試驗品質需符合 GLP 規範。 

4. 上述 1-3 為單項改變之舉例，若為多項變更，則應進行綜合考量，規劃並執行

合適的臨床前安全性試驗。 

5. 若對試驗規劃有其他考量，建議備齊完整資料及諮詢議題與法規單位討論。 

    除了須額外執行的試驗外，對於欲引用資料之品質要求同第一類，並應提供產

品生產製造與細胞特性之比較，以證明具相似性及可連結性。經法規單位審查評估

後不足之處，仍需補齊支持性試驗。 

所使用之細胞種類不具豐富人體使用經驗 

    原則上，開發此類(第三類)人類自體細胞治療產品時，須執行完整的臨床前安全性

及療效試驗。選擇合適的試驗動物物種時應同時考量細胞特性、治療疾病特性及是否有

合適之疾病動物模式等。毒理試驗的設計通常為三個試驗劑量(另須有適當的對照組)，

以可代表臨床給藥途徑與頻率之方式給藥；劑量範圍建議應包括最低有效劑量(Mi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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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Dose，MED)及最高可投予劑量(Maximum Feasible Dose，MFD)。須注意臨床

前試驗所使用的試驗批次與臨床試驗批次間須具連結性。 

二、 引用資料之品質要求及臨床起始劑量合理性評估 

    原則上，可被法規單位接受之引用資料來源包括 1) 符合 GLP 規範之試驗；2) 執

行單位內部品質控制良好(Well-Controlled)之試驗；3) 經 Peer-Reviewed 期刊發表之文獻

數據；及 4) 過去已有數個類似產品，援引其檢送法規單位審查之資料。另外，提供的

資料應為完整報告，不應僅是摘要性的報告，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詳細敘述試驗物質、

測試系統(例如動物品系/試驗模式)、劑量設計/給藥策略/給藥期間、試驗組別(包括對照

組、試驗組及各組動物數量)、預期觀察之試驗指標及傳輸系統資訊(若有使用傳輸系統

的話)等。 

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起始劑量之選擇，通常可依據由療效驗證(Proof-of Concept)

獲得之最低有效劑量，及單獨執行、或合併於藥理試驗進行之臨床前安全性試驗，所獲

得之不造成任何不良反應的劑量(NOAEL)，來進行綜合性評估。常用之劑量轉換原則包

括： 1) 固定劑量(Fixed Dose Level)(如絕對劑量(Absolute Dose)；2) 以體重進行換算；

或 3) 標的器官體積[Target Organ Volume。當注射並局限於特定部位或腔室(例如關節腔

注射、脊椎腔注射等)時適用]等。進行劑量換算時須視給藥途徑及細胞特性選擇合適的

原則進行，原則上安全係數以 10 倍以上為佳，然而基於科學上之證據，且因不同細胞

特性、可行性、及風險/利益比等，不同個案可有不同的考量。 

結語 

    圖一摘要敘述欲開發人類自體細胞治療產品的一般策略依據，提供給欲開發此類產

品者參考。惟由於細胞治療產品使用之細胞種類及特性具多樣性，往往需視個別產品特

性進行特殊考量。研發單位應充分了解自己所開發產品的特性，並隨著研發時程的進展，

持續更新資訊及修正風險評估策略。因此建議開發者應定時向法規單位提出諮詢及溝通，

且諮詢討論前應備妥完整的科學性資料，且提出的問題應具關鍵性，如此當有助於雙方

溝通的順暢，及加速新產品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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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策略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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