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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療產品臨床前藥毒理法規研究 

周家瑋1
 

前言 

基因治療或基因療法(gene therapy)係指利用分子生物學方法將特定的遺傳物質轉

移到病人體內特定的細胞，目的是希望可以防止或改變某種疾病的狀態。基因治療於人

體的應用最早開始於 1989 年，當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科學家 Steven A. 

Rosenberg 執行了歷史上首次的基因移植臨床試驗，但該試驗並未真正治療疾病，而是

將帶有外來細菌基因的淋巴球細胞植入人體內，嘗試提升淋巴球的能力。而基因治療真

正首例的臨床應用是在 1990 年，當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William French Anderson

醫生，以基因療法成功治療了一位罹患嚴重複合免疫不全症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SCID)的四歲小女孩。SCID 的患者由於缺少正常的腺苷酸脫胺酶

(adenosine deaminase, ADA)而喪失了多種免疫力，容易染上重症甚至癌症，患者多半無

法存活超過幼年期。William French Anderson 的治療方法係利用基因重組後的反轉錄病

毒(retrovirus)，將正常的 ADA基因導入病患的 T細胞，並將帶有正常 ADA基因的 T細

胞送回病患體內，以補充體內欠缺的 ADA 基因，雖仍需配合藥物治療，患者的免疫系

統經過三個月後漸趨於正常。 

自此之後，基因治療相關的臨床試驗便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展開，治療的疾病涵蓋了

SCID、及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等其他疾病。然而，在 1999 年卻出現了第一個基因治療

而死亡的案例， Jesse Gelsinger 患有罕見的鳥氨酸氨甲醯基轉移酶 (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OTC)缺乏症，OTC 缺乏症的患者無法正常代謝蛋白質，一旦蛋白質攝

入過量，體內將會迅速累積大量的氨分子，進而危及生命。1999年 Jesse Gelsinger 參加

了以腺病毒作為載體，轉殖正常 OTC 基因的試驗。Jesse在接受病毒載體轉殖基因注射

後，引發嚴重的副作用，造成全身器官壞死而死亡，死亡原因正是腺病毒所引發的強烈

免疫反應所導致。而在 2003 年，中國核准了全世界第一個基因治療產品 Gendicine (金

又生，帶有 p53基因的腺病毒載體，用於治療頭頸癌)，但 Gendicine 因缺乏標準的 phase 

III 臨床試驗資料而備受爭議。同年(2003 年)其他報導指出，於 2000 年時接受基因治療

的五名 SCID 兒童患者，後來被發現染上了白血病，這五位兒童患者當時接受的基因治

療，是直接對造血幹細胞進行改造，改造後的造血幹細胞，便可源源不絕的產生了正常

的免疫細胞。然而這五位患者，病毒載體卻將基因嵌入了錯誤的位置，造成 LIM domain 

only 2 (LMO2)基因的異常活化而引發白血病，其中一位患者不幸死亡，其餘四位接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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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後痊癒。 

自從第一個死亡案例之後，基因治療的發展就陷入了長達 10 餘年的停滯期，直到

2012 年 11 月，歐洲核准了第一例基因治療產品 Glybera 之後，基因治療才露出一絲曙

光(圖 1)。而在 2016年 5月，歐洲又核准了第一個用於兒童的基因治療相關產品 Strimvelis，

基因治療的發展似乎已漸漸步上康莊大道。截至 2016 年 2 月為止，全世界的基因治療

臨床試驗案累計已達 2356 件，其中六成以上的臨床試驗係用於癌症治療，且近年來基

因治療的臨床試驗數量呈現逐年遞增之趨勢(圖2)，顯示基因治療領域正在蓬勃發展中。

近年來，CRISPR/Cas9系統的發現，使得基因編輯技術有了重大的突破，基因改造變得

更為準確、簡單而且成本低廉，基因編輯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實驗室技術，而且基因編

輯可運用於 CAR-T細胞療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 therapy)，在癌症治療方

面具有無窮的潛力與想像空間。可以想見在不久的將來，基因治療產品勢必越來越熱門，

產品的樣貌也將愈來越多元，未來法規單位在面對這些基因治療產品的臨床試驗或是查

驗登記申請時，如何跟上科技發展的腳步，並同時保障病患與受試者的安全，是即將面

臨的重大課題。 

                 

圖 1：基因治療的重要里程碑 

     

圖 2：基因治療臨床試驗之適應症分類及逐年案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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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核准的基因治療產品中，中國產品的資訊，相對而言較不透明且爭議性較高；

歐盟核准的 Strimvelis屬於基因改造過的細胞治療，已超過單純的基因治療範疇。因此，

本篇文章主要參考歐盟 2015年 8月發表的指引草案「Guideline on the quality, non-clin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gene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1]及 Glybera的公開審查報告[2]及

仿單[3]，來討論有關基因治療產品的臨床前藥毒理法規要求與審查考量。 

歐盟「Guideline on the quality, non-clin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gene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指引草案 

一、背景說明 

基因治療產品(gene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 GTMP)通常都會具有一載體(vector)或

是傳輸系統，並具有一基因構築體(genetic construct)用以表現特定治療序列或蛋白質，

藉此調控、修補、添加或刪除某一基因序列。基因治療產品的活性成分可為核酸序列，

或是經基因修飾的微生物、病毒或細胞，亦可能同時含有多種前述的元件。可藉由基因

治療，達成在體內調控基因表現或是修飾體細胞基因的目的。 

承上，基因治療產品通常具有一載體(vector)或是基因傳輸系統，藉由特殊設計的載

體或是傳輸系統，可以將基因治療的範圍侷限於特定的組織或細胞，亦可藉由載體的特

殊設計確保基因治療產品的安全性(例如，刪除具有病毒性、致病性或是與複製能力有

關的基因)。基因治療產品的載體種類相當多元，但可大致分為三類：(1)病毒載體(viral 

vectors)；(2) DNA載體、chromosome-based 載體、轉位子載體；及(3)細菌型載體。無論

屬於何種分類，本指引草案皆視這些活性成分為生物性來源。 

二、適用範圍 

本指引草案將基因治療產品定義為只要產品中含有重組的核酸序列或是含有經過

基因修飾的微生物或病毒，即可稱為基因治療產品。但由於歐盟另有相關指引，因此本

指引草案並未將基因改造過的細胞納入適用範圍，然而本指引草案的原則仍可套用在生

產製造基因改造細胞時所使用的載體。此外，本指引草案所指的基因治療產品並不包含

化學合成的治療序列，惟其中多項關於試驗設計或安全上的考量，仍可沿用。 

三、非臨床試驗基本原則 

在基因治療產品的開發過程中，執行非臨床試驗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供足夠的資訊，

以便評估此類產品將來使用於人體的風險及效益。本指引草案提供之非臨床試驗相關考

量，可用於支持基因治療產品的臨床試驗或上市申請。 

非臨床階段的法規要求，會因為基因治療產品的獨特性而有所變動，這些獨特性包

括轉殖基因、重組核酸序列、載體骨幹(衍生自病毒、細菌或載體之序列)或賦形劑(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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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媒介物或醫療器材裝置)在體內的潛在作用。若在產品開發過程中，執行非臨床試

驗所使用的產品與臨床使用的產品間有所差異，則應註明所有的差異，並且討論這些差

異的可能影響。 

建議開發廠商依據風險來設定適當的評估指標，並依此設計非臨床階段的開發流程

與試驗內容。非臨床試驗可以針對個別的評估指標單獨來執行，亦可合併多項評估指標

於同一試驗中執行。此外，應考量所選用對照組的合適性(例如，選用未帶有轉殖基因

的載體，或是帶有突變或是不表達轉殖基因的載體做為試驗的對照組)。若有必要在發

炎反應最強時(例如，使用腺病毒載體)，或是基因表現程度最高時，偵測型態學上的變

化，則應考慮設置期中犧牲之組別，以利即時觀察。一般而言，建議使用相同的動物模

式來進行毒理學與藥物動力學試驗，尤其是觀察到載體相關毒性時，更應使用相同的動

物模式。若基因治療產品與醫療器材合併使用，該醫療器材應遵循醫療器材的相關法規。

根據基因傳輸裝置或賦形劑的先前經驗的多寡，或許需要執行特定的試驗來探討這些裝

置或賦形劑對於基因治療產品活性的貢獻程度。 

四、產品特性分析 

開發廠商應在進行非臨床試驗前，審慎考量基因治療產品當時的品質水準，並確保

非臨床試驗的試驗產品，足以代表未來用於人體臨床試驗的產品。此外，應考量在開發

過程中，任何製造過程或試驗產品的變動，對於未來欲使用動物試驗結果來推論人體風

險時的潛在影響。任何核酸序列的變動或是任何影響最終產品特性的序列變動，即可能

會須要額外的安全性評估。此外，應說明所選用安全性評估方法的科學依據。 

五、動物物種/模式之選擇 

基因治療產品通常具有極為獨特的生物活性，因此應使用目前為止可以得到且最適

當的藥理相關之體外與體內模式執行非臨床試驗。在非臨床試驗綜合概要說明

(non-clinical overview)中，應充分說明其挑選試驗模式的條件與理由。建議開發廠商應

依照下列層面，逐一檢視所選用的動物模式與人體使用情況的關聯性：(1)使用的病毒/

載體，是否能於所選用的物種或動物模式中，有效地感染/轉殖與複製；(2)若使用的病

毒/細菌須透過特殊的細胞受體才能進入細胞，須考量該受體於所選用動物模式的表現量

與組織分佈；(3)若基因治療產品的活性需透過特殊的調控元件控制，或藉由這些調控元

件產生組織特異性，則應考量所選用動物模式中該調控元件的活性，以及其是否能達成

所需的組織特異性，並應注意轉殖基因的表現程度；(4)需考量轉殖基因的產物，於所選

用動物模式中的生物反應，包括轉殖基因產物的表現、分佈、受體結合能力及佔據受體

時間的長短與功能性之影響(例如，細胞訊息傳遞或基因調控…等等)；(5)需考量所選用

動物模式的免疫狀態、免疫反應，以及潛在的既存免疫力；(6)須考量所選用的動物模式

是否具有與轉殖基因/基因產物同源或高度相似的基因/基因產物；(7)若有需要的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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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所選用動物模式的代謝及其他藥物動力學參數。依據基因治療產品的特性、投予途

徑或是使用的傳輸系統，可能會需要使用大型動物或疾病動物模式，來模擬基因治療產

品在臨床條件下的體內分佈情況；(8)應考量基因治療產品的各個組成成分，在所選用物

種的生物特性，尤其是應考量在試驗動物中，該治療產品各組成成分的劑量與投予體積

的安全性；及(9)應考量病毒/載體在所選用生物體內的主動及/或被動分佈。 

若單一動物模式無法同時滿足上述層面的考量，則應採用多種不同的動物模式來進

行非臨床試驗。此外，可使用野生型、免疫缺陷、基因剔除、人類化或基因轉殖的動物

來進行非臨床試驗。尤其在分析基因治療產品的免疫原性或免疫毒性時，應考慮使用疾

病動物模式或同源動物模式(例如，使用鼷鼠的細胞於鼷鼠中進行測試)。小型囓齒類動

物(包含基因轉殖、基因剃除及自然疾病模式)，雖然可能為基因治療產品應用於人體的

相關動物模式，但必須考量其體型及其壽命之限制。 

每個劑量組的動物隻數應足以偵測到毒性，樣本數量若過少，可能無法觀察到低發

生率的毒性事件(無論其嚴重程度)。樣本數量的限制(尤其是使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時)

假若難以避免，或許可以增加試驗的偵測次數及延長偵測時間來彌補樣本數量過少之缺

陷。一般情況下，試驗應同時使用雌雄兩種性別的動物；然而在充分說明的前提之下，

可於特殊情況使用單一性別之動物。為了有助於安全議題評估，對照組的樣本大小應特

別考量，尤其是所選用的動物模式/物種的歷史使用經驗闕如或極為有限時。 

六、主藥效學試驗—概念驗證試驗 (Proof of Concept studies) 

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試驗的目的是產出可支持臨床療效的潛力，或提供

相關之生物作用/分子作用機轉的非臨床證據。這些非臨床證據可以體內(in vivo)試驗且/

或體外(in vitro)試驗的形式來呈現，尤其是在缺少相關的體內疾病模式時，更應以體外

(in vitro)試驗來提供概念驗證的證據。若是以體內試驗來探討分子作用機轉，則體內試

驗應在相關動物模式中執行，方能有助於作用機轉之分析(例如，在非相關動物模式，

動物體內可能會存有負向調控機制，因而減損基因治療產品之功效)。 

若有助於概念驗證，鼓勵使用同源動物模式來探索基因治療產品可能的生物作用。

概念驗證試驗須能呈現出轉殖基因的表現程度、特異性調控表現程度(若預期會有特異

性控制)、轉殖基因產物是否正確無誤、以及轉殖基因的產物是否能於適當的目標器官

中表現。若品質部分的資料，無法排除基因治療產品製造出錯誤基因產物的可能性，則

應探討異常的基因產物所造成之生物性影響。 

用來說明作用機轉的體外與體內試驗(意即，藥效學的概念驗證試驗)，應使用相關

動物物種及合適的試驗模式來執行。所謂合適的試驗模式，係指核酸序列能到達其預計

之目標(器官或細胞)，並且能施展其預計的功能(足夠的表現程度與功能活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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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應能描述轉殖基因表現，及其治療效果的持續時間，並以此說明臨床試驗規劃

療程的適當性。若基因治療產品預計會有選擇性，或限制於目標細胞或組織之功能，應

提供試驗資料，以確認基因治療產品在目標細胞或組織功能的專一性。為呈現治療效果，

並評估基因表現程度及功能活性，建議挑選並偵測與疾病及安全相關的評估指標。此外，

更冀望能利用這些試驗資料，決定出基因治療產品無毒且有效的最佳劑量，最佳劑量的

訂定將有助於決定此基因治療產品的安全係數。 

若基因治療產品會嵌入宿主的染色質，在其嵌入的過程中，整合型載體(例如，gamma 

retrovirus與 lentivirus)的表現片匣(expression cassette)，將會出現在內生染色質的環境內，

因此將受到宿主表觀遺傳(epigenetic)調控機制的影響。表觀遺傳之修飾(例如，DNA 甲

基化、組蛋白修飾)可以造成局部染色質環境重組，進而負向干擾轉殖基因的表現情況，

甚至使基因完全靜默或染色體部分的侵蝕，而使得轉殖的治療基因完全無法表現。當設

計此類型的載體時，申請方應將表觀遺傳學對於最終基因治療產品療效及安全性的影響

納入考量。若可行的話，為了進一步探究其影響，鼓勵申請人在早期開發階段執行體外

分析，以瞭解此類型載體嵌入基因體的分佈情況，此種體外分析能提供“宿主影響載體”

的關鍵資訊。 

若投予的是具有複製能力的載體/病毒，且透過核酸篩檢技術，於非目標區域可偵測

到載體/病毒之序列，則應建立出可定量的感染檢測方法，以利評估其感染的可能性。此

感染檢測方法應經過確效，並應說明其專一性與靈敏度。 

七、安全藥理 

為了探討基因治療產品在療效劑量範圍或更高時，對於生理功能的潛在非預期藥理

作用，基因治療產品必需要執行安全藥理試驗。 

安全藥理試驗的目的如下：(1)依據其體內分佈情形(例如，載體及轉殖基因產物的

體內分佈)，鑑別出基因治療產品的非預期藥理性質，及其與人體安全之關聯；(2)用以

評估基因治療產品，在毒理學試驗或臨床試驗所觀察到的不良藥效及/或病理生理學作用；

(3)用以探究這些已觀察到或疑似的不良藥效作用之機轉。 

安全藥理試驗通常都是單一劑量投予，因此，安全藥理的評估指標或許可與單一劑

量毒性試驗或是體內分佈試驗合併於試驗中一同監測。然而，基因治療產品的藥效若須

較長時間才能發揮，或是重覆劑量毒性試驗與人體使用結果引發安全藥理方面之疑慮，

則應當適度調整安全藥理試驗的期程長短。 

八、藥物動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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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藥物的標準吸收/分佈/代謝及排除試驗未必可完全適用於基因治療產品。基因治療

產品的藥物動力學試驗應著重其分佈、持續性、清除與移動，並應能說明其生殖傳遞之

風險。此外，藥物動力學試驗或許可合併於非臨床安全性試驗中執行。基因治療產品的

藥物動力學試驗，主要仰賴的技術是偵測所投予之核酸(載體及/或轉殖基因)，其偵測的

範圍應包含所有相關器官/組織，無論其是否為目標器官/組織。此外，應探討所表現的

基因產物其持續時間、表現或釋放的位置…等藥動行為。對於藥物動力學試驗而言，應

使用經過確效的核酸擴增技術(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chnology, NAT)，來探討基因治

療產品的組織分佈與持續時間。申請方應說明選擇這些檢測方法的理由，並說明其專一

性及靈敏度。 

(一) 生物體內分佈試驗—基因治療產品的體內分佈、持續性與清除 

生物體內分佈試驗的試驗劑量，應能提供臨床使用劑量適當的安全係數，例如動物

模式中使用 10倍的臨床劑量。投予途徑及療程(給藥頻率與持續時間)應能代表臨床使用

的情況。此外，評估基因治療產品單劑量投予後的體內分佈可能有助於了解其體內清除

之狀況；亦可納入靜脈注射投予之組別，以模擬基因治療產品最大系統性暴露時的最糟

情況。採樣的時間點及頻率，應能決定出基因治療產品在目標及非目標區域的最高分佈

程度，並能決定出其清除狀況隨時間的變化。應依據所觀察到的所有訊號消失的時間，

或是訊號開始維持長期平穩的時間，來決定試驗的持續時間。所有相關器官或組織皆應

採集，並研究基因治療產品在這些器官或組織的出現與清除狀況。若使用核酸擴增技術

檢測方法在非預期的組織/器官偵測到所投予之核酸，則使用 RT-NAT、免疫學方法或其

他偵測蛋白質功能的方法，來偵測該基因的產物於該組織/器官的表現程度及持續時間，

可能會有助於後續之評估。 

若所投予的載體具有複製能力，體內分佈試驗應設計成能涵蓋載體/病毒於體內複製

所造成的第二次病毒血症。若載體/病毒無法在所使用的動物模式中進行複製，則或許可

以重覆劑量投予基因治療產品，來模擬在人體內複製的結果。在設計體內分佈試驗時，

應考慮所有基因治療產品，可能會影響體內分佈的特殊性質，例如潛伏/再活化或是載體

DNA的 mobilization。 

1. 預計會嵌入基因體的情況 

    若整個載體(例如 retrovirus或 lentivirus)或部分載體(例如，部分 retrovirus及 lentivirus

的嵌合性載體)預計會嵌入宿主的基因體，則載體的特性應以嵌合試驗來進行研究(離體

組織培養或體內試驗)。除非有特別說明，嵌合試驗應至少著重於下列議題: (1)應注重嵌

合發生的組織/器官。除了嵌合的目標器官之外，完整分析所有曾觀察到體內分佈的組織

也是相當重要的。可在實體組織進行局部注射來研究其空間上的分佈情況；(2)應注重載

體嵌入套數以及其嵌入宿主基因體的位置。應提供潛在偏離目標嵌入的發生頻率與位置



  
 

RegMed 2016 Vol. 70  8 

的相關資訊；(3)應注重嵌入載體的結構完整度(尤其是轉殖基因片匣)，且應偵測重新排

列或重組事件的發生；(4)應注重嵌入載體套數的穩定度/持續性；(5)應注重嵌入正確目

標的準確性。若預期會嵌入特定目標，則應注重偏離目標嵌入事件及其發生頻率；及(6)

若質體 DNA有部分具有嵌入性質(例如具有 mobile elements)，則應將此質體 DNA視為

嵌入型載體。 

 核酸擴增技術及定序檢測，或許是測定載體是否嵌入基因體以及其嵌入套數的適當

檢測方法，然而申請人仍應說明所有使用的嵌入檢測方法的理論基礎及其偵測極限，並

應說明所使用的正負對照組及其可能的缺點。除了探討核酸嵌入宿主細胞基因體的可能

性，或許可藉由使用各種細胞株或初代目標細胞(若可行的話)，探究嵌入事件所導致細

胞型態、功能及行為之變化，以了解基因治療產品導致癌症生成的可能性。若基因治療

產品使用的係非嵌入型載體，申請方仍應探討發生未預期嵌入的可能性。 

2. 生殖傳遞之風險 

    在病患/受試者施予某種特定的基因治療產品，可能會引發載體 DNA的垂直生殖傳

遞，除非充分說明(例如，臨床適應症或病患族群無須執行此類試驗)，否則皆應實際進

行探討。應藉由體內分佈的程度，來說明生殖傳遞之風險(生殖腺的訊號、精子/卵子的

訊號、semen fraction 試驗與嵌入分析) 

(二) 脫落(Shedding) 

脫落(Shedding)定義為載體/病毒藉由分泌及/或排出而散播的過程，應於動物模式中

闡明基因治療產品的脫落情況。脫落試驗的目的在於測定與描述病毒/載體的分泌/排出

之特性。非臨床脫落試驗所收集的資訊，可用來評估於人體中脫落發生的可能性與發生

範圍，並可做為臨床脫落試驗設計之參考。建議於早期開發階段，即以非臨床試驗來說

明基因治療產品的脫落情況。 

九、毒理學 

申請方應說明在所使用的動物模式中，其用來預估毒性的評估指標及生物標記，並

說明其選擇的依據及理由。為了發掘基因治療產品的載體分佈、感染/導入/轉殖，及治

療基因或載體基因的表現與生物活性所導致的不必要的後果，應針對完整的基因治療產

品(病毒/載體顆粒/傳輸系統，核酸需序列…等)，及轉殖基因的產物進行毒性評估，若可

行的話，亦應評估其免疫原性或非預期的藥理作用。毒理試驗應選用適當的劑量、投予

途徑與給藥方法，使其得以代表臨床使用並且取得足夠的安全係數。根據基因治療產品

的本質，可考慮增設靜脈投予之組別，以模擬基因治療產品於體內廣泛散播時的最壞情

境。透過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的方法，申請方應考慮納入可用來評估最終產品中，不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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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特性的評估指標 (例如，若產生了前所未見的異常基因產物或源自載體編碼的蛋白

質)。 

(一) 毒理試驗設計 

針對單次投予的基因治療產品而言，應執行延伸性(extended)單一劑量毒性試驗，並

配合適當的停藥後觀察期。該單一劑量試驗，應涵蓋標準重覆劑量毒性試驗的所有評估

指標(例如，剖檢、組織病理檢查、毒性持續時間及可逆性)，並且應注重與該基因治療

產品特性有關的評估指標。此外，應考量是否在該產品體內分佈的最高峰期設置期中犧

牲之組別。由於基因治療產品單一劑量毒性試驗的評估指標不應為動物死亡，因此，不

應以急毒性試驗的概念，來設計基因治療產品的單一劑量毒性試驗。若有必要的話，建

議可於試驗增設一衛星對照組，藉以增進所選用物種的歷史資料收集。 

若人體使用是採多次給藥，則應提供基因治療產品的重覆劑量毒性試驗資料。重覆

劑量毒性試驗的給藥模式與排程，應能適當地對應臨床給藥方式。若單次投予基因治療

產品，就可以在人體引發相當持久之功效，這類案件即應考慮以重覆劑量毒性試驗來評

估其安全性。若載體在動物與在人體內複製的能力不同，亦可考慮進行重覆劑量毒性試

驗。 

依據基因治療產品的持續時間、表現位置與表現量，以及所預期的潛在風險，基因

治療產品的單一劑量與重覆劑量毒性試驗的時間，可能會比其他生物藥品要來得更長。

申請方應說明這些試驗時間長短的設定理由，並且應依據載體或轉殖基因於體內的持續

時間，來說明所設定停藥恢復期的時間長短。除非有特殊安全性議題需要使用第二種物

種，一般而言，使用一種相關的物種來執行單一劑量或重覆劑量毒性試驗即已足夠。 

(二) 基因毒性 

依據基因治療產品的本質，或許需要執行基因毒性試驗。這些基因毒性試驗的目的

可以下列三個步驟來呈現: (1)探討是否發生基因體修飾之現象，並監測後續任何異常的

細胞行為；(2)評估插入式突變的毒性議題，並探究造成這些毒性作用的作用機轉；及(3)

鑑別與描述基因體嵌入位點之特性，並評估轉殖基因與鄰近序列可能產生的交互作用。 

基因毒性議題(包含插入式突變及後續的致癌效應)應於相關的體內/體外模式中審

慎評估。若有任何陽性結果，則應在首次投予基因治療產品至人體之前，執行額外的檢

測，以確保產品的安全性。依據擬開發與使用的產品類別，應明確說明其試驗計劃如何

達成上述目標。基因治療產品通常並不適合使用標準的基因毒性檢測，但仍有可能需要

標準的基因毒性檢測，來說明特殊不純物或傳輸系統的元件的基因毒性疑慮。尤其是想

排除最終產品內元件的基因毒性作用時，可能需要執行 ICH S2 指引中所提到某些類型

的基因毒性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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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體 DNA 嵌入基因體所導致的插入式突變可能會導致多種後果，包括改變宿主基

因的表現程度(活化或抑制)、使基因完全失去活性 (破壞了 Open reading frame, ORF)、

活化或抑制鄰近原本靜默或活化的基因、或是編譯出新類型的融合蛋白。插入式突變可

能會導致多種不同的後果，可能不會影響細胞的正常生長，也可能會使細胞具有生長優

勢或劣勢。可藉由體外及/或體內試驗來釐清基因治療產品產生插入式突變的影響，這些

體外及體內試驗應特別設計，使其能探討這類基因修飾所誘發的任何不良反應。應考量

在已建立的細胞株、初代細胞，或是動物模式執行的基因毒性試驗，能否真正評估基因

治療產品的安全特性。 

關於轉殖基因表現片匣嵌入宿主基因體的可能性，無論是預計會發生嵌入(例如，

使用 retroviral/lentiviral 載體)，或是預計不會發生嵌入(例如，使用腺病毒或質體載體)，

均應探討轉殖基因表現片匣嵌入宿主基因體的可能性。 

是否需要執行基因毒性試驗來評估基因治療產品嵌入宿主 DNA 的能力，係取決於

基因治療產品的投予方式(局部投予或系統性投予)、基因治療產品的目標組織或器官、

以及其目標細胞的生物狀態。即便基因治療產品所含有的活性成分不預期會嵌入宿主

DNA，仍可能需要體內或體外試驗資料來排除任何可能的安全疑慮。若治療基因的表現

會持續很久，則應審慎探討 DNA 載體嵌入基因的可能性及持續性。若確認發生嵌入，

則應確定其嵌入之 copy number、鑑別其嵌入位置，並監測後續的不良生物效應與細胞

行為變化。依據所使用載體的本質，在首次投予基因治療產品至人體之前，可能需要執

行延伸性的體內與體外試驗，來說明插入式突變是否會導致癌症形成。由於無法僅以所

選擇的載體來預測基因治療產品的基因毒性風險，而且目前仍缺乏對於影響嵌入總量各

個因素的通盤了解，實在難以確定基因治療產品在體內是否真能插入 DNA 而產生基因

毒性，以及最終是否真會發展成癌症。在使用基因治療產品時，應謹記載體嵌入人類基

因體的可能性，以及理論上可能之風險。 

(三) 致腫瘤特性 

基因治療產品的非臨床開發，通常無須執行標準的囓齒類全生命週期致癌性試驗。

然而，依據產品的類別，應於相關的體內/體外模式偵測腫瘤新生訊號、致癌基因活化及

細胞增生指標，以探討該基因治療產品的致腫瘤或致癌可能性。 

應依據 ICH S1 致癌性指引所述的證據權重(Weight of Evidence)方法，來決定是否

須探討基因治療產品的致瘤或致癌可能性。此外，亦應將以下試驗的結果納入考量：(1)

有關藥物作用標的或訊息傳遞路徑的藥理知識(例如，轉殖生長因子基因的爭議)；(2)作

用標的或訊息傳遞路徑相關的作用機轉，及已知的次藥效學特性是否與致癌性試驗的結

果相關，或是否與預測人體潛在致癌基因有關；(3)有關插入式突變可能性的試驗結果；

(4)重覆劑量毒性試驗的組織病理學評估，特別應注意細胞肥大(cellular hypertrophy)、瀰



  
 

RegMed 2016 Vol. 70  11 

漫性或局部細胞增生(diffuse and/or focal cellular hyperplasia)，持續性組織損傷或慢性發

炎、癌症先期變化與腫瘤；(5)干擾賀爾蒙的證據；(6)免疫抑制(免疫抑制是人類的腫瘤

致病因子之一); 及(7)特別的試驗及評估指標(特殊的染色技術、新的生物標誌、或其他

有助於解釋或預測動物及人類致瘤性機轉的新穎技術或替代測試體系)。 

(四) 其他毒性 

免疫原性及免疫毒性 

將基因治療產品傳輸進入人體可能會引發先天性(innate)免疫反應(系統性的細胞激

素增加，多重器官發炎)，與適應性(adaptive)免疫反應(產生抗體對抗載體與轉殖基因產

物、具細胞毒殺能力的淋巴球攻擊基因轉殖之細胞及分泌細胞激素的 T淋巴球，針對轉

殖基因進行攻擊)。許多因素會嚴重影響基因治療產品的內生性免疫與適應性免疫反應，

例如來自宿主的因素(有其病毒或轉殖基因產物的暴露經驗、免疫系統的成熟度)、基因

轉移的流程(傳輸系統的類別、轉殖基因的傳輸途徑)、轉殖基因傳輸載體(病毒載體的類

別、血清型、轉殖基因啟動子的種類)、以及轉殖基因本身。在非臨床開發過程中，申

請方應將上述觀點納入考量。此外，應特別注意補體系統的活化以及其後果，亦應考量

由於交叉反應或是旁觀者效應引起的自體免疫風險。若投予重覆劑量會導致補體活化，

則應於動物及人類血清中研究補體活化的相關指標。 

(五) 生殖及發育毒性 

申請方應提供基因治療產品對於生育力及一般生殖功能之試驗資料。若無法肯定基

因治療產品是否具有生殖傳遞的風險，則應在上市許可前執行繁殖試驗，以便直接評估

在母代投予的核酸是否會傳遞給子代。此外，在執行繁殖試驗時，應審慎考量精子生成

及卵子成熟的時程。除非有根據產品類別進行的適當說明，皆應提供基因治療產品於胚

胎發育及週產期前後之毒性試驗，亦應提供基因治療產品的繁殖試驗。如同一般藥品，

依 ICH M3(R2)之規範，若臨床用途與臨床使用族群，會在具有生育能力的婦女族群使

用基因治療產品時，則可能需要提供胚胎發育及週產期前後的毒性試驗。除此之外，在

早期開發階段，可能無須提供此類動物試驗資料。 

(六) 局部耐受性 

依據基因治療產品的類別、投予途徑及給藥流程，局部耐受性試驗對特定基因治療

產品可能是必要的(例如，眼內投藥、肌肉注射、靜脈注射…等等)。若曾在其他動物試

驗中檢驗所使用的臨床劑型與投予途徑，則無需執行獨立的耐受性試驗。若需要的話，

局部耐受性可在一般毒性試驗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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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藥物交互作用 

同時併用其他藥品，可能會影響載體的感染效率、轉殖基因的表現、基因產物的生

物活性、以及載體的組織分佈。因此，如同其他藥品一樣，應以個案為基礎，來探討基

因治療產品同時併用其他藥品可能產生之影響。例如，同時合併免疫抑制劑治療，可能

會改變載體/病毒的清除速度，因此應提供適當的試驗資料或證據來說明此併用的影響。

此外，基因治療產品的作用若包含肝臟的發炎或細胞激素的釋放，此類基因治療產品便

可能會影響併用藥物在肝臟的代謝。 

Glybera案例分析 

Glybera (alipogene tiparvovec)是歐盟核准的第一例基因治療產品，其適應症是用於

治療罕見的遺傳性疾病─脂蛋白脂酶缺乏症（Lipoprotein Lipase Deficiency, LPLD）的成

人患者。Glybera的施打方法是單次給予一系列的肌肉注射(腿)，每個位置的注射劑量為

1.5×10
12

 genome copies/site (gc/site)，最大總劑量則是 1×10
12

 gc/kg body weight。在施打

Glybera 3 天前及施打後的 12週內，應給予適當的免疫抑制療程，免疫抑制療程建議為

ciclosporin (3 mg/kg/day)與 mycophenolate mofetil (2 x1 g/day)。此外，注射 Glybera半小

時前應以靜脈注射方式投予 methylprednisolone (1 mg/kg)。 

脂蛋白脂酶 (Lipoprotein Lipase, LPL)是代謝循環系統中富含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ides)脂蛋白的關鍵酵素，負責將三酸甘油脂分佈到周邊器官，例如骨骼肌、脂

肪組織及心肌。LPL主要表現於實質細胞(parenchymal cell)，包括脂肪細胞、骨骼肌細

胞及心肌細胞，LPL 會在細胞內形成二聚體(dimerization)，然後分泌到血管內，並且在

血管中運送。在禁食狀態，LPL主要分解來自肝臟的 very-low-density lipoprotein (VLDL)；

但在飽食狀態，LPL也會清除裝載三酸甘油脂的乳糜微粒(chylomicron, CM)，對於 CM

而言，LPL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分解途徑。 

脂蛋白脂酶缺乏症的盛行率為每百萬人中約有一至二名，患者由於 LPL基因缺陷，

導致患者血液中的乳糜微粒(chylomicrom)無法代謝而引發胰腺炎及劇痛，更可能致命。

在 Glybera核准之前，患者僅能藉由飲食控制脂肪的攝取，並無任何積極的治療方式。 

Glybera 含有人類 LPL 基因變異體 LPL
S447X，以及第一血清型的腺相關病毒載體

(adeno-associated virus vector serotype 1, AAV1)，可將 LPL基因變異體(LPL
S447X

)送進肌

肉細胞，使其能製造有活性的脂蛋白分解脢。Glybera 載體組成包含 AAV1 衍生而來的

蛋白質外殼(AAV1 capsid)、巨細胞病毒(Cytomegalovirus, CMV)啟動子、土撥鼠肝炎病

毒轉錄後調控元件 (woodchuck hepatitis virus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y element, 

WPRE)、牛生長賀爾蒙的 polyadenylation site (pA)、以及衍生自 AAV2 的末端反向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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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inverted terminal repeat, ITR)(圖 3)。選用此載體的原因是可藉由細胞內的表現機制

表現轉殖基因 LPL
S447X，而載體本身則不會進行複製。以下依照歐盟審查報告，逐一探

討 Glybeara 檢附的臨床前藥毒理資料： 

 

圖 3：Glybera構造簡圖[2]
 

一、主/次藥效學試驗與藥效學交互作用 

申請廠商使用 LPL
-/-的鼷鼠及 LPL

-/-的貓來進行 Glybera 的概念驗證試驗。LPL
-/-的

鼷鼠會表現出持續的高三酸甘油酯血症、總膽固醇上升及 HDL-C 降低，但 LPL
-/-的鼷鼠

不會表現出急性的胰臟炎。LPL
-/-的貓會表現出黃色瘤(xanthomas)、脂血性視網膜(lipemia 

retinalis)及有爭議的胰臟炎。此外，試驗係以血中三酸甘油脂的持續降低，來做為 Glybera

非臨床試驗的替代療效指標。總結來說，Glybera 於上述兩種動物模式皆可呈現出相關

的藥理活性，單一劑量的 Glybera 即可誘發轉殖基因(人類 LPL)的長期表現，並且可顯

著降低血中三酸甘油脂，且此效果具有劑量效應；在 LPL
-/-鼷鼠的活性劑量範圍是

10
11

~10
13

 cg/kg (Glybera的人體建議劑量為 1x10
12

 cg/kg)。此外，並未發現鼷鼠會產生對

抗 Glybera 的抗體，免疫抑制療程也不會減弱轉殖基因的表現程度。申請廠商未執行

Glybera的次藥效學試驗，惟主藥效學試驗中已評估 Glybera與免疫抑制併用之效果。 

二、安全藥理試驗 

於歐盟審查報告中並無單獨執行 Glybera 的安全藥理試驗。但若依據 Glybera 的體

內分佈資料，Glybera並不會分佈到重要的維生系統(中樞神經系統、心血管及呼吸系統)，

或許因此得以免除安全藥理試驗之需求。此外，安全藥理試驗的評估指標亦有可能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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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毒理試驗中同時觀察。然而，此純屬臆測，僅憑歐盟的審查報告，實在難以得知其中

原由。 

三、藥物動力學 

藥物動力學試驗係使用經確效過的不同 qPCR 方法，來偵測動物與人體組織中的

Glybera。申請廠商僅執行了評估 Glybera於體內分佈及持續時間的相關試驗，但如同指

引草案所建議，申請廠商並未執行試驗，去評估 Glybera 於體內之吸收、代謝、排除，

以及 Glybera與其他藥物的藥動學交互作用。申請廠商共執行了 5個符合 GLP 的分佈試

驗，以探討 Glybera 載體在貓、鼷鼠及兔子體內的分佈及持續時間。而脫落(shedding)

部分，則是在人體臨床試驗中進行評估，並未執行相關的非臨床試驗。此外，廠商亦未

執行評估 Glybera 移動(mobilization，指載體離開目標細胞而被其他組織或細胞攝入)的

非臨床試驗，但於血液與其他組織中確實有偵測到載體的存在。Glybera載體 DNA主要

出現於注射肌肉位置、肝臟、脾臟及腹股溝淋巴節。在貓的體內分佈試驗，Glybera 載

體 DNA 可在睪丸、副睪及具有活動力的精蟲中發現。在小鼠的體內分佈試驗，可以發

現 Glybera 的表現量，隨著時間明顯地降低，高劑量 Glybera 的表現量可以持續較久，

施打後 180 天仍未完全清除，注射肌肉位置及腹股溝淋巴節(較少)仍可發現 Glybera 的

存在。 

四、一般毒理學 (General Toxicology) 

毒理學部分，申請廠商執行了三個單劑量毒性試驗，其給藥後的觀察期分別為 90

天、105 天及 180 天。此外，申請廠商亦執行了一個合併生殖毒性與繁殖的試驗。所有

試驗皆使用野生型鼷鼠，且試驗皆遵循 GLP 規範。三個單劑量毒性試驗的劑量分別為

1x10
11、1x10

12及 1x10
13

 gc/kg，最高劑量組為人體建議劑量(1x10
12

 gc/kg)的 10 倍，投予

方式皆為肌肉注射，其中一個單劑量毒性試驗合併投予 ciclosporin 與 mycophenolate 

mofetil。總結來說，鼷鼠對於 Glybera 耐受性良好，並未觀察到明顯的毒性反應。在注

射肌肉位置，組織病理檢查可觀察到局部細胞浸潤、退化與再生之徵兆，但並未出現壞

死的跡象，上述現象具有劑量效應，但隨著時間會逐漸回復，並未觀察到 CD8+ve T cell、

新生腫瘤或肝臟毒性，試驗的 NOAEL訂為 1x10
11

 gc/kg。此外，所有試驗動物皆產生對

抗 AAV蛋白質外殼的抗體。由審查報告得知，這些單劑量試驗合併觀察了 Glybera的體

內分佈，此外，申請廠商亦提供了靜脈投予 Glybera的體內分佈資料。 

五、基因毒性與致癌性 (Genotoxicity & Carcinogenicity) 

申請廠商並未執行 Glybera 的標準基因毒性與致癌性試驗，惟有執行評估 Glybera

的插入式突變風險及致癌性的試驗。其結果雖未顯示 Glybera 具有插入式突變及致癌之

風險，但歐盟審查報告認為廠商所採用的試驗設計不足以用來鑑別插入式突變，且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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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資料顯示肌肉注射 rAAV 仍有插入式突變的疑慮，但由於 (1)長期存在的 rAAV 大

多仍是游離狀態(episomal)；(2)大鼠、狗及靈長類動物的文獻資料，嵌入事件與癌症並

無絕對關聯；及(3)人類 AAV 血清型陽性與癌症生成亦無絕對關聯性等考量，歐盟審查

報告最終認為 Glybera 雖然有插入式突變的疑慮，但會導致癌症的可能性相當低，考量

Glybera係用於治療極為嚴重且無藥可醫的罕見遺傳疾病，其安全資料尚可接受。 

六、生殖毒性 (Reproduciton Toxicity) 

在交配 4週前給予雌性鼷鼠 Glybera，並未觀察到 Glybera會造成母體或胚胎發育之

毒性，亦未發現載體 DNA會被傳遞到胎兒，顯示母系生殖傳遞並未發生。但由於 Glybera

需要與免疫抑制劑併用，依據免疫抑制劑的相關指引，女性仍然必需避孕，而 LPLD病

人禁用口服避孕藥，因此，歐盟仿單建議女性患者在接受 Glybera治療後至少 12個月應

採用屏蔽式避孕方法。在雄性方面，歐盟審查報告僅強調在動物實驗中雄性生殖器官、

精液及精蟲中皆可發現 Glybera載體 DNA 的存在，須要執行繁殖試驗以評估 Glybera藉

由父系生殖系統傳遞到子代的風險，顯示 Glybera 在申請當時並未執行相關的父系生殖

傳遞試驗。而在歐盟仿單中亦建議男性患者在接受 Glybera治療後至少 12個月應採用屏

蔽式避孕方法。 

結論 

目前歐盟所核准的兩個基因治療產品(Glybera 及 Strimvelis)的臨床適應症，皆為嚴

重且無藥可治的罕見疾病，皆屬於 unmet medical need，在風險利益考量的天秤上，這

兩項產品帶給病人的可能效益皆相當明顯，然而分析Glybera的臨床前藥毒理審查報告，

Glybera 的臨床前安全性試驗相當扎實，臨床前安全性要求也未有明顯的讓步，顯見歐

盟是採取相當保守謹慎的態度來評估基因治療產品。 

根據歐盟發布的指引草案及 Glybera 的公開審查報告綜合分析的結果，發現支持產

品上市的樞紐性安全試驗(包含體內分佈試驗)，皆遵循 GLP 規範來進行。此外，Glybera

共進行了五個 GLP 體內分佈試驗，顯見對於體內分佈情形與持續時間的瞭解，是開發

及評估基因治療產品相當重要的環節。基因治療產品的體內分佈可能會決定某些試驗

(例如、安全性藥理試驗、生殖毒性試驗)的必要性，或是需求的程度。體內持續時間則

會影響到毒理試驗觀察時間的長短以及致癌的可能性。雖然標準的基因毒性與致癌性試

驗並不完全適用於基因治療產品，但評估基因治療產品嵌入宿主基因體的可能性，以及

插入型突變與致癌風險，仍是基因治療產品無可迴避且必須回答的問題。此外，生殖傳

遞風險、免疫原性及免疫毒性、以及併用藥物的影響等，顯然也是基因治療產品安全性

評估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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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療產品具有高度的獨特性與多樣性，傳統的藥理及毒理試驗不一定適用，基

因治療產品的非臨床安全性評估，須同時掌握產品本身特性、預定的臨床適應症與族群、

選用載體或傳輸系統之類型、試驗動物生理差異、投予方式與頻率…等多重層面，建議

廠商應於基因治療產品的早期開發階段，依據已公告之國際法規，檢附完整的開發規畫

諮詢醫藥品查驗中心，共同討論基因治療產品的非臨床試驗要求與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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