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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係參考 ICH 相關規範及國際上對於該類藥品之審查經驗，亦代表醫藥品查驗中

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CDE) 對此議題的當前想法。凡涉及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與

適用，仍應依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為準。 

 

若對此指導原則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至 feedbackbox@cde.org.tw 

 

1 介紹 

1.1 指導原則之目標 

抗體藥物複合體 (antibody-drug conjugates，ADCs)是結合抗體與藥品於一體的標靶治療藥

品。有鑒於國際間尚未發佈抗體藥物複合體之指引，故制訂本指導原則，期能提供於研發

階段策略導向之參考，並闡述法規考量。本指導原則著重於品質部分，關於藥毒理、藥動

/藥效及臨床部分，請另參考醫藥品查驗中心公告之「抗體藥物複合體產品非臨床藥毒理臨

床研發策略指導原則」(1)以及「抗體藥物複合體產品於藥動/藥效及臨床研發策略指導原則」
(2)。 

 

1.2 背景 

抗體藥物複合體為近來熱門的新型抗癌藥品，其結構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分別為具辨識

細胞表面特定抗原的單株抗體 (monoclonal antibody)、具細胞毒性的小分子藥品 (payload)

及連接單株抗體與小分子藥品的連接子 (linker)。利用單株抗體辨識特定抗原的專一性，

當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單株抗體與癌細胞表面抗原 (antigen)結合後，則抗體藥物複合體藉由

內化作用 (internalization)進入癌細胞，並釋放小分子藥品，進而選擇性的毒殺癌細胞，此

作用機轉恰巧與 1913年 Paul Ehrlich提出的“magic bullet”概念不謀而合(3)。於 2000年美國

FDA核准了第一個 ADC 藥品Mylotarg
®
 (gemtuzumab ozogamicin)上市(4)，惟上市後研究發

現無法有效地延長病患存活時間，且顯示有較高的致死率，並有導致肝靜脈栓塞之風險，

因此藥廠於 2010 年主動將 Mylotarg
®下市(5)。儘管首次問世即遭遇挫敗，但隨著科學的進

步，美國 FDA又於 2011 年、2013年、2017年及 2019年分別核准 Adcetris
®

 (brentuximab 

vedotin)
(6)、Kadcyla

®
 (trastuzumab emtansine)

(7)、Besponsa
®
 (inotuzumab ozogamicin)

(8)及

Polivy
®
 (polatuzumab vedotin)

(9)上市。此外， Mylotarg
®經改變給藥劑量、變更給藥時程及

改變病人族群後，亦於 2017 年獲得美國 FDA 的核准並重新上市(10)。綜觀美國 FDA 核准

的 ADC 藥品中，目前國內已上市的 ADC 藥品為 Adcetris
®、Kadcyla

®及 Besponsa
®。由此

可見，抗體藥物複合體的發展潛力仍深受醫藥界之重視與期待。 

 

2 抗體藥物複合體於化學製造管制(CMC)之考量 

基於抗體藥物複合體的特殊性及複雜性，其品質屬性 (quality attributes)綜合了生物藥品及

化學藥品之特性，因此於化學製造管制部分，應從科學及法規層面就連接子、小分子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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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子-小分子藥品、單株抗體及抗體藥物複合體之設計與選擇，進行適當之評估與考量。 

 

2.1 連接子 

連接子之設計與選擇不只是一門科學，也是種藝術。連接子作為單株抗體與小分子藥品間

的橋樑，不僅頇確保抗體藥物複合體於血液循環中的穩定性，且應避免抗體藥物複合體提

早釋放小分子藥品，而造成全身性毒性或副作用，亦應於抗體藥物複合體抵達標的細胞 

(target cell)時，能適當地釋放小分子藥品，以殺死標的細胞。依小分子藥品的釋放機制，

連接子主要分為兩大類：可切斷型的連接子 (cleavable linkers)及不可切斷型的連接子 

(non-cleavable linkers)
(3)。 

(1) 可切斷型的連接子 

可切斷型的連接子可能受到蛋白酵素或酸鹼值等影響而斷開，進而釋放小分子藥品。

以下三種為常見之類型： 

(i) 腙連接子 (hydrazone linkers) 

腙連接子於酸性環境下容易斷開，並釋放小分子藥品。由於溶酶體 (lysosome)內的 pH

值較低，因此，具腙連接子的抗體藥物複合體在內化作用後，於溶酶體內即能釋放小

分子藥品毒殺癌細胞。例如：Besponsa
®即採用這類型的連接子。 

(ii) 胜肽連接子 (peptide linkers) 

胜肽連接子最常見的組合是纈胺酸-瓜胺酸連接子 (valine-citrulline linkers)，該連接子

於血液循環中相當穩定，當到達標的細胞時，纈胺酸-瓜胺酸連接子能選擇性地被

cathepsin-B等蛋白酶切斷，並釋放小分子藥品。例如：Adcetris
®及 Polivy

®即採用這類

型的連接子。 

(iii) 雙硫鍵連接子 (disulfide linkers) 

雙硫鍵連接子不會在含氧高的血液循環中斷裂，反而會受到麩胱甘肽 (glutathione)的還

原作用而斷裂。由於癌細胞通常處於缺氧 (hypoxia)狀態，且含較高濃度之麩胱甘肽，

因此，含有雙硫鍵連接子之抗體藥物複合體可藉由該特性，以達到選擇性的毒殺癌細

胞。 

(2) 不可切斷型的連接子 

這類型的連接子通常與小分子藥品形成硫醚鍵 (thioether bond)，例如：SMCC 連接子 

(succinimidyl 4-(N-maleimidomethyl)-cyclohexane-1-carboxylate linker)。由於 SMCC 連接

子與小分子藥品間的鍵結無法切斷，因此，藥品的釋放是由單株抗體經溶酶體蛋白酶

降解   (lysosomal proteolytic degradation)，通常釋放小分子藥品 -連接子 -胺基酸 

(drug-linker-amino acid)，所以應確保小分子藥品-連接子-胺基酸仍具毒殺標的細胞的作

用(11)。例如：Kadcyla
®即採用這類型的連接子。 

法規考量方面，應提供連接子之製程、規格與特徵及結構鑑定等資料。一般而言，連接子

規格的測詴項目應包含外觀 (appearance)、鑑別 (identification)、含量 (assay)及不純物 

(impurities)限量等，且應提供連接子各規格項目之分析方法。 



 

 

4 
 

 

2.2 小分子藥品 

在抗體藥物複合體的開發，選擇適當的小分子藥品相當重要，一般頇考量小分子藥品細胞

毒性的效價與選擇性(12)。 

(1) 小分子藥品細胞毒性的效價 (cytotoxic potency) 

一般而言，抗體藥物複合體能順利抵達標的細胞並內化的量不高 (每克腫瘤約小於

0.01%的投藥劑量)，為了達到抗體藥物複合體的最佳療效，小分子藥品應具很強的細

胞毒性，原則上應為皮莫爾濃度 (picomolar，pM)之等級，才能在低藥品濃度下毒殺標

的細胞(13)。 

(2) 小分子藥品細胞毒性的選擇性 (cytotoxic selectivity) 

抗體藥物複合體可能抵達標的細胞前即釋放小分子藥品，而產生全身性毒性或副作

用。此外，人體某些正常細胞可能會透過非特定的胞飲作用 (non-specific pinocytosis)

或其他機制而將抗體藥物複合體內化(14)，因此小分子藥品的細胞毒性應具選擇性，才

能減少對正常細胞的傷害。 

綜合以上兩點，抗有絲分裂藥品 (anti-mitotic agents)是最適合的小分子藥品，這類藥品的

細胞毒性高，對快速分裂的癌細胞較具殺傷力，目前上市的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小分子藥品

即為抗有絲分裂藥品，例如：calicheamicins (Besponsa
®之小分子藥品)、auristatins (Adcetris

®

及 Polivy
®之小分子藥品)、maytasinoids (Kadcyla

®之小分子藥品)等。其他臨床詴驗中抗體

藥物複合體的小分子藥品亦為抗有絲分裂藥品，包括 duocarmycins、pyrrolobenzodiazepine 

dimers (PBDs)及 amanitins 等。 

法規考量方面，應提供小分子藥品之製程、規格與特徵及結構鑑定等資料。若製程含傳統

發酵過程，應提供微生物的來源、特徵等。一般而言小分子藥品的規格應包含外觀、鑑別、

含量及不純物限量等，且應提供小分子藥品之分析方法。 

 

2.3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 

連接子與小分子藥品經適當之反應鍵結後，即形成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一般而言，連接子

-小分子藥品屬於化學藥品的範疇，以下說明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化學製造管制的法規考

量。 

 

2.3.1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物料管制 

應說明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製程使用的各種物料 (例如：原物料、起始物、溶劑、詴劑、

催化劑等)，應提供各物料品質與管制之資料，且應提供合適資料支持各物料符合其預定用

途之適用標準。若原物料、起始物、詴劑或催化劑為動物來源，應提交海綿樣腦病變 

(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TSE)的風險評估報告。若製程含傳統發酵過程，

應另提交微生物的來源、特徵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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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製程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製程應包含原物料、溶劑、催化劑、詴劑等之用量，並指明關鍵步驟、

製程管制、設備及操作條件 (例如：溫度、壓力、酸鹼值、時間)等。為確保連接子-小分

子藥品之製程具適當管制，應建立關鍵步驟之測詴項目及允收標準，並以詴驗數據證實其

合理性。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製程應經過適當確效，目的在於證明製程能穩定且持續生產

品質一致之產品。 

 

2.3.3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特徵及結構鑑定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結構鑑定資料一般包含紫外光光譜 (UV)、紅外光光譜 (IR)、質譜 

(MS)、核磁共振圖譜 (NMR)等，並依據製程及光譜分析進行確認，其他如立體結構之鑑

定等應予提供相關資料。連接子-小分子藥品規格中已確認結構之不純物，亦應提供結構鑑

定資料。 

 

2.3.4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規格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規格應包含外觀、鑑別、含量、不純物、殘餘溶劑、元素不純物或其

他可能影響品質與安全之特性，並依據製程之評估、批次分析及安定性詴驗結果訂定合理

之允收標準。 

鑑別詴驗應能區辨可能存在之結構相似的化合物，選擇具專一性之分析方法，可同時檢測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與不純物之含量，例如：HPLC。 

關於不純物之管控，應依據連接子-小分子藥品製程評估可能產生之不純物，且應針對歷史

批次，說明不純物於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殘留量，以判斷連接子-小分子藥品品質管制之

適當性。一般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結構較複雜且具數個立體中心 (chiral centers)，其對映

之其他立體異構物應視為不純物，並列於規格中管控。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分析方法應經確效，主要是確認該方法適合於達到該期望之目的，無

論鑑別詴驗、含量詴驗、不純物之定量或限量詴驗，應就方法之特性執行確效。分析方法

確效可參考「分析確效作業指導手冊」(15)或 ICH Q2
(16)。 

規格中各檢測項目允收標準之訂定應說明其合理性。一般而言，具潛在基因毒不純物之允

收標準可參考 ICH M7
(17)或 ICH S9

(18)之規範。殘餘溶劑之含量應符合 ICH Q3C
(19)之要求，

或以安全性資料支持其規格訂定。元素不純物應依 ICH Q3D
(20)進行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並提供相關資料。 

 

2.3.5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之安定性 

連接子-小分子藥品可參考「藥品安定性詴驗基準」(21)或 ICH Q1
(22)提供安定性資料。安定

性概要及結論應簡述安定性詴驗儲存條件、測詴項目及規格、詴驗間隔、容器封蓋系統、

分析方法、檢測結果。安定性詴驗數據應以適當格式呈現，例如：圖表、敘述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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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單株抗體 

單株抗體於抗體藥物複合體中所扮演的主要功能是標靶作用與攜帶藥品，因此在研發上頇

考量標的抗原特性與抗體特性，詳細說明如下。 

(1) 抗原特性 

(i) 高度表現於標的細胞 

理想標的抗原應在於標的細胞具高度表現之特性，例如：腫瘤特異性抗原。腫瘤特異

性抗原在腫瘤細胞中有大量表現，但在正常細胞的表現量很低或不表現，藉此可達到

選擇性作用於腫瘤細胞之目的(23-26)。 

(ii) 標的內化作用 (target internalization) 

一般抗體藥物複合體之藥品皆頇於細胞內作用，因此標的抗原是否會進行內化作用，

使抗體藥物複合體進入細胞是重要因素之一(23)。 

(iii) 抗原脫落 (antigen shedding) 

若抗原脫落或分泌至血液循環系統，則該抗原可能會與抗體藥物複合體作用於非正確

之標的位置，導致療效降低和產生毒性(23, 26)。 

(2) 抗體特性(23-26)
 

(i) 抗體應具有較低免疫原性 (immunogenicity)。 

(ii) 高度專一性 (specificity) 

當抗體具有高度專一性時，可以減少交叉反應 (cross reactions)，且可避免抗體藥物複

合體於非標的位置產生毒性，亦可減少抗體藥物複合體於非標的位置之消耗。 

(iii) 抗原結合能力 (affinity) 

當抗體有較強的抗原結合能力時，可使抗體與抗原結合具較好的效率，但頇注意是否

會影響內化能力。 

(iv) 誘發內化作用 

具有誘發內化作用之抗體，當抗體藥物複合體之抗體與細胞表面的抗原結合後，是否

產生胞吞作用  (endocytosis)，例如：受體媒介的抗體內化作用  (receptor-mediated 

antibody internalization)。當抗體具有快速內化作用能力時，可以減少抗體藥物複合體

在非標的位置釋放藥品，進而增加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安全性與有效性。 

(v) 抗體效應功能 (effector function) 

抗體效應功能可能影響抗體藥物複合體功效，不同抗體型具有不同效應功能，例如：

IgG1 類之抗體藥物複合體除了攜帶藥品外，其效應功能可具有抗體依賴型細胞媒介的

細胞毒性作用 (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和補體依賴型細胞

毒性作用 (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CDC)。 

單株抗體之法規考量可參考中華藥典(4029)單株抗體製劑(27)、中華藥典(4031)基因工程製劑
(28)和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基因工程藥品之查驗登記(29)。 

 

2.4.1 單株抗體之物料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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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原料及詴劑 

單株抗體製程中所使用之詴劑與材料，例如：培養基、緩衝液、血清、抗生素、蛋白質和

純化管柱等。若於製造過程中使用動物來源之原料時，頇證明其不含外來物質，例如：牛

海綿狀腦病變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物質或其他相關動物病毒。當

protein A 管柱用於純化時，protein A 蛋白之來源 (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重組蛋白等)

及製備純化方式 (例如：利用人類 IgG 純化)應具合適證明文件與說明。當 protein A使用

人類 IgG純化製備時，必頇證明人類 IgG之品質符合相關法規要求，尤其是病毒安全性。 

 

2.4.1.2 起始物-表現系統與種批系統 (seed-lot system) 

生產抗體之表現系統與其細胞庫的品質管控及特性分析，可參考中華藥典(4029)單株抗體

製劑(27)、中華藥典(4031)基因工程製劑(28)、ICH Q5A
(30)、ICH Q5B

(31)和 ICH Q5D
(32)。 

為了確保每批產品之品質一致性，建立生產細胞庫是必要的，細胞庫的建立應符合「種批

系統」之要求，目前最廣為使用的是二階細胞庫 (two-tier)，包含種細胞庫 (master cell 

bank，MCB)和工作細胞庫 (working cell bank，WCB)
(33)。 

細胞庫之品質特性分析應具適當鑑定與檢測分析，以證明生產细胞之特性、純度與適用

性，其檢測分析至少應考量以下： 

(1) 細胞種源鑑定檢測，例如：同功異構酶分析 (isoenzyme analysis)。 

(2) 無菌詴驗法偵測細菌與黴菌汙染。 

(3) 黴漿菌詴驗檢測。 

(4) 病毒詴驗應包含體外感染詴驗 (in vitro test)與活體感染詴驗 (in vivo test)。 

(5) 種系特異性病毒 (species-specific virus)檢測，例如：小鼠抗體產生 (mouse antibody 

production，MAP)詴驗、倉鼠抗體產生 (hamster antibody production，HAP)詴驗、大鼠

抗體產生 (rat antibody production，RAP)詴驗，以及以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6) 反轉錄病毒測詴 (retroviruses test)，例如：感染力詴驗 (infectivity assay)、電子顯微鏡

和反轉錄酶 (reverse transcriptase)詴驗。 

(7) 最終生產細胞 (end of production cell，EPC)應證明其基因安定性 (genetic stability)，例

如：南方墨點法 (southern blot)與核酸序列定序。 

(8) 應證明無外來物質 (adventitious agent)汙染，例如：細菌、黴菌、黴漿菌及病毒等。 

 

2.4.2 單株抗體之製程 

單株抗體製程可分成上游生產製程  (upstream process)和下游純化製程  (downstream 

process)。上游製程包括細胞培養和採收 (harvest)，其主要目的是生產大量且品質一致的單

株抗體，因此頇建立適當製程中管制 (in-process control)。製程中管制項目應包含製程參數 

(process parameters)與品質屬性。上游製程常見的製程參數為細胞接種密度 (seeding cell 

density)、溫度、二氧化碳、酸鹼度和醱酵時間等。常見的品質屬性為細胞存活率與細胞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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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當細胞培養至預期的目標後，所採收之未經處理原液 (unprocessed bulk)應視為單株抗

體製程之關鍵中間產物，頇以適當的製程中管制確保其品質。未經處理原液應執行品質檢

測，包括負荷菌詴驗 (bioburden)、黴漿菌詴驗、病毒詴驗和種系特異性病毒，亦頇依宿主

細胞種類及製程變動情況執行適當的反轉錄病毒檢測(34)。 

經由上游製程的抗體生產與採收後，未經處理原液由下游製程進行純化抗體，該過程主要

是移除汙染物質(例如：抗生素及病毒等)與不純物。考量藥品之病毒汙染風險，建議純化

製程應至少含 2種不同機轉之去除病毒步驟，例如：酸處理與過濾。為了產品品質與製程

的再現性，在每一單元操作中頇建立適當製程中管制。當利用管柱層析方法純化時，常見

的製程參數包括樣品暫存溫度與時間、管柱高度、樣品與純化樹脂之比例、緩衝液之酸鹼

值與流速等。若利用濾膜純化方式進行純化時，常見製程參數包含壓力、樣品與濾膜之比

例、樣品暫存溫度與時間等。下游純化製程的品質屬性管制包含產品相關成分 

(product-related substances)之含量 (例如：純度)、產品相關不純物 (product-related impurity)

之含量 (例如：聚集體)及製程相關不純物 (process-related impurities)含量 (例如：負荷菌、

內毒素 (endotoxin)、宿主細胞蛋白質 (host cell protein，HCP)、宿主細胞與載體之殘餘去

氧核糖核酸 (host cell and vector derived DNA)、管柱漏出之成分 (例如：protein A)、培養

液殘留等)。 

為了確認製程之合適性，應執行製程確效，其一般性原則與操作方法可參考現行藥品優良

製造規範－製程確效作業指導手冊(35)。就製程確效目的與內容應至少評估下列事項︰ 

(1) 證明每個單元操作皆可適當運作，且可遵循品質管制策略。 

(2) 應評估製程能力 (例如：去除製程不純物與病毒)。 

(3) 當製程遵循品質管制策略後，方可生產品質一致之產品。 

 

2.4.3 單株抗體之特性分析 

單株抗體之特性分析應包含物理化學性質、免疫特性分析、生物活性、純度、不純物與其

含量等，以符合 ICH Q6B
(36)之要求。於進行生物與物理化學特性分析前，應建立適當的對

照標準品或標準物質。 

(1) 單株抗體之物理化學特性分析  

單株抗體之物理化學特性分析應包含胺基酸序列與結構分析，例如：種類、亞型、輕

鏈成分 (κ及/或 λ鏈)等特性。  

單株抗體之胺基酸序列可由去氧核糖核酸定序結果推斷，並以適當的分析方法證明，

例如：胜肽圖譜分析 (peptide mapping)、胺基酸定序、質譜分析等。亦應對胺基酸序列

之 N-端與 C-端進行分析並評估差異，例如：C-端離胺酸 (C-terminal lysine)。  

單株抗體之高級結構應以適當的物理化學方法進行特性分析，常用的方法包括圓二色

光譜 (circular dichroism，CD)、紅外光光譜 (IR)、差示掃描量熱法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DSC)、超速離心 (analytical ultracentrifugation，AUC)等。 

半胱胺酸 (cysteine)之雙硫鍵 (disulfide bond)形成可分析未形成雙硫鍵之硫醇基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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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ol)含量、雙硫鍵含量、預期雙硫鍵形成之位置，及因錯位雙硫鍵 (disulfide bond 

mismatch)而形成之異構物。當產生異構物時，應評估是否會影響到預期的活性。 

應分析單株抗體之醣類含量，例如：中性醣 (neutral sugars)、胺基醣 (amino sugars)和

唾液酸 (sialic acids)。此外，亦應對醣類結構、寡醣分岐型態 (antennary profile)、醣基

化位點與佔有率進行分析。一般而言，IgG 類單株抗體的每一條重鏈之 Fc 區域內具有

一個 N-醣化位置，而輕鏈通常無此特性。此外，重鏈上亦可能產生非預期醣化位置，

因此應進行分析並確認是否在非預期之醣化位置有醣結構存在。 

分析多醣結構特性時，應評估其甘露糖化 (mannosylation)、半乳糖化(galactosylation)、

岩藻糖化 (fucosylation)和涎酸化 (sialylation)之程度，並應確定主要多醣結構表現 (例

如：G0、G1、G2)的分布。  

(2) 單株抗體之免疫特性分析 

抗體免疫特性分析可透過抗體與經純化後之抗原進行親和力分析，以確認該抗體之親

和力與免疫反應性。並應評估該抗體是否與其他非目標抗原蛋白質具交互作用，該非

目標抗原蛋白可能是結構或胺基酸序列與目標抗原相似。 

一般而言，應確認抗體之互補性決定區 (complementary determining regions，CDR)。抗

原決定區 (epitope)分子與其抗原決定區應盡可能分析分子種類 (例如：蛋白質、寡醣、

醣蛋白、醣脂等分子)及其相關特性分析 (例如：胺基酸序列與醣結構等)。  

除了分析抗體對於抗原之結合與活化能力外，對於抗體效應功能應適當評估。 

(3) 單株抗體之生物活性 

單株抗體之生物活性應以適當體外詴驗進行分析。當抗體之效應功能可能參與作用機

制或影響產品之安全性與療效時，應分析單株抗體與受體間結合及活化之能力，例如：

Fc gamma receptor 與 neonatal Fc receptor (FcRn)。亦應分析細胞毒性作用，例如：抗體

之抗體依賴型細胞媒介的細胞毒性作用與補體依賴型細胞毒性作用等。 

(4) 單株抗體之純度、不純物、汙染物 (contaminants) 

經由細胞生產的單株抗體，即使經過純化製程，依然可能存在具有結構異質性的數種

分子。造成異質性的原因眾多，例如：C-端離胺酸、N-端焦麩胺酸  (N-terminal 

pyroglutamate)、脫醯胺作用 (deamidation)、氧化作用、異構化 (isomerization)、片段化 

(fragmentation)、雙硫鍵錯位、氮連結型寡醣及醣化作用等。 

純度/不純物種類與含量應以不同原理的方法 (orthogonal method)進行分析，該分析方

法應可適用於制訂個別或總和  (例如：pre-peak)產品相關變化型  (product-related 

variants)之允收標準。 

一般分析方法是以物理化學性質分析原理進行檢測，例如：分子量大小、亞型分布 

(isoform pattern)、吸光係數 (extinction coefficient)、電泳譜 (electrophoretic profiles)、層

析圖譜和光譜特性分布等。此外，亦應包括可能因帶電量而引起之變化型 (charged 

variants)的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單體之集合體 (multimers)與聚集體 (aggregates)應以

數種合適方法進行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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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的製程相關不純物應依製程特性進行評估及分析其含量。常見製程相關不純

物包括宿主細胞蛋白、宿主細胞去氧核糖核酸、培養基成分及下游純化製程之殘留物

質等。 

汙染物包括所有非生產製程之外來物質 (例如：微生物與內毒素等)，應盡可能避免及

妥善控管。 

(5) 單株抗體之含量 

單株抗體之含量應該以適當的物理化學及/或免疫化學分析方法測定。 

 

2.4.4 單株抗體之規格 

規格是產品整體品質管制策略的一部分，因此，產品必頇符合所列之規格，用以確保產品

的品質穩定。規格中所列之項目應以產品特性測詴結果為基礎。 

(1) 鑑別詴驗 

鑑別詴驗應具高度專一性，對其獨特分子結構及/或其他專有特性進行詴驗，例如：胜

肽圖譜分析和抗獨特型免疫分析 (anti-idiotype immunoassay)等方法。不同抗體間之不

變區 (constant domains)通常具高度相似性，應採用一種以上之鑑別詴驗 (物理化學、生

物、免疫化學方法等)，且此詴驗應考量是否具可區分同一設施內生產之其他抗體的能

力。 

(2) 純度與不純物 

單株抗體可能含複雜之純度/不純物組成，因此應採用數種不同原理的方法進行分析，

並建立不同產品相關變化型之總合或個別適用的允收標準。例如：依電荷異質性進行

帶電變化型之定性與定量分析。 

不完整之抗體及聚集體等狀態可用層析及/或電泳法進行定量詴驗，應於單株抗體規格

中管控。 

應評估單體的集合體與凝集體之分析方法的合適性。 

品質管制策略中應有製程相關不純物控制，例如：可於適當的中間產物進行製程相關

不純物管控。若已於製程確效證明可有效去除之不純物，可經評估後減免例行性之詴

驗。 

(3) 效價 

一般而言，抗體於臨床應用上著重於其結合或中和能力，若經合理評估後，效價詴驗

可僅量測抗體與目標結合能力。但當抗體之效應功能在臨床上具生物活性表現時，細

胞模式生物測定法 (cell-based bioassay)或其他可評估抗體效應功能之詴驗應進行評

估。若細胞模式生物測定法無法執行，或採用合併分析方法可得到更精確結果時，則

可使用合併分析法，例如：使用包含抗體專一性詴驗和效應功能詴驗 (例如：補體活化

能力 (complement activation)、C1q 結合、Fc gamma受器結合等)。 

雖然結合力與細胞模式生物測定法皆可得到具可比性之效價結果，但該兩種詴驗法無

法相互取代，因為抗體特性 (例如：糖化 (glycosylation)與片段化)可能不影響抗體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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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結合能力，但可能會影響細胞信號傳遞或受體生物活性表現。  

(4) 含量 

抗體含量通常以質量表示，且應以適當的分析方法測量，例如：紫外-可見分子吸收光

譜法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scopy，UV-Vis)。 

(5) 一般測詴 

一般測詴應包含外觀、溶解度、pH值、無菌、內毒素與穩定劑 (stabilizer)含量等。 

 

2.4.5 單株抗體之安定性詴驗 

安定性詴驗設計與考量可參考「藥品安定性詴驗基準：生物技術/生物性藥品之安定性詴驗」
(37)和 ICH Q5C

(38)。單株抗體之安定性詴驗項目應包括效價/生物活性、純度與分子特徵 (例

如：斷裂片段、聚集體、去胺、氧化形式)以及其他特徵 (例如：酸鹼值、溶液/懸浮液顏色、

澄明度)等。 

 

2.5 抗體藥物複合體 

2.5.1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製程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原料藥製程，主要可分成單株抗體與連接子-小分子藥品鍵結製程及後續

純化製程。主要的鍵結製程參數包含酸鹼值、溫度、單株抗體與小分子藥品的比例及濃度

等。製程中監控產品品質常見的有負荷菌、內毒素和抗體藥物複合體濃度等。純化製程應

包含移除具反應性之中間產物或將其去活化。純化製程之參數可參考 2.4.2。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成品主要製程為調製 (compounding)、過濾和充填，主要的製程參數包

含調劑之原料藥與賦形劑的重量、調製時間、過濾的壓力及充填時間等。成品之製程中管

制常見的參數為負荷菌、充填量等。此外，也會對於濾膜使用前後進行完整性測詴。製程

確效之一般性原則與操作方法可參考 2.4.2 與現行藥品優良製造規範－製程確效作業指導

手冊(35)。 

 

2.5.2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特性分析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特性分析可參考 ICH Q6B
(36)之要求，應包含物理化學性質、免疫特性分

析、生物活性、純度、不純物與其含量等。於抗體藥物複合體進行特性分析前，應建立適

當對照標準品或標準物質。 

(1)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物理化學特性分析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物理化學特性分析，建議探討抗體序列與其高級結構是否因鍵結連

接子-小分子藥品製程而造成破壞或改變，亦應對於抗體與連接子-小分子藥品間鍵結後

所造成之分子異質性 (heterogeneity)進行研究，此外也建議分析藥品特性對抗體分子的

影響，例如：疏水性和帶電性等。 

抗體藥物複合體異質性是指抗體與不等數量連接子-小分子藥品於不同鍵結位置鍵結所

造成之現象，因此可依鍵結位置與鍵結數量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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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結方式可分成隨機鍵結與特定位點鍵結。隨機鍵結是利用抗體表面之離胺酸 (lysine)

或分子間半胱胺酸 (inter-chain cysteine)等胺基酸與連接子-小分子藥品鍵結。特定位點

鍵結是在不破壞抗體與抗原結合之前提下，利用基因工程方式增加額外半胱胺酸，藉

此特定半胱胺酸與連接子-小分子藥品鍵結，因此，特定位點鍵結之成品較具同質性 

(homogeneity)。 

不同變異體 (variant)之效價與藥物動力學特性可能會有差異，所以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帄

均藥品含量比例 (average drug per antibody ratios，average DAR)、抗體藥物複合體藥品

之含量分布 (drug load distribution; the number of conjugated moieties per antibody)與不

同藥品含量之個別變異分析 (individual drug load variants)，皆是重要分析項目。 

抗體藥物複合體分子異質性分析，可由毛細管電泳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with sodium 

dodecyl sulfate，CE-SDS)、質譜分析與層析法等進行研究。其中，層析法包含疏水性作

用 層 析 法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

HIC-HPLC)、分子篩層析 (size exclusion chromatography，SEC-HPLC)和逆相層析法 

(reversed phase chromatography，RP-HPLC)。一般而言，半胱胺酸鍵結之抗體藥物複合

體適用疏水性作用層析法進行分析；離胺酸鍵結的抗體藥物複合體適用基質輔助雷射

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 (MALDI-TOF MS)或電噴灑游離/飛行時間質譜 (ESI-TOF MS)

進行分子異質性分析。 

應考量鍵結製程對於半胱胺酸之雙硫鍵的影響，應分析未形成雙硫鍵之硫醇基與雙硫

鍵的含量，以及分析預期之雙硫鍵與錯位雙硫鍵。 

(2)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免疫特性分析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免疫特性分析是考量抗體與連接子或連接子-小分子藥品鍵結後，該

抗體之親和力與免疫反應性是否遭破壞，故應以適當方法評估鍵結前後之免疫反應活

性，例如：分析互補性決定區之結合與活化能力及抗體效應功能等。 

(3)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生物活性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生物活性，應以適當的細胞模式生物測定法與體外詴驗，例如：酵

素免疫吸附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抗體藥物複合體之作

用機制 (mechanism of action)與效應功能相關的安全性與療效，應提供詳細說明與評

估。 

當抗體藥物複合體之效應功能可能影響安全性與療效時，應視情況而分析細胞毒性，

例如：抗體之抗體依賴型細胞媒介的細胞毒性作用、補體依賴型細胞毒性作用及補體

結合與活化之能力。 

(4)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純度、不純物、汙染物 

產品相關不純物應包括抗體、抗體聚集體、抗體片段、抗體藥物複合體聚集體與抗體

藥物複合體片段等。 

抗體藥物複合體可能因小分子藥品之疏水性，而使抗體藥物複合體聚集體含量增加。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小分子藥品通常都是具高毒性的分子，因此尚未鍵結之小分子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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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因連接子不穩定而釋放之小分子藥品或降解產物，皆應適當地評估與管控。 

製程相關不純物包含殘餘連接子與其衍生物、連接子-小分子藥品與其衍生物、阻停劑 

(quenching agent)與其衍生物 (例如：小分子藥品-阻停劑衍生物、連接子-小分子藥品-

阻停劑衍生物等)、小分子藥品與連接子所使用之助溶劑與詴劑等，皆應建立適當地管

控，相關原則可參考 ICH Q3A
(39)，ICH Q3B

(40)和 ICH Q3C
(19)。 

(5)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含量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含量應以適當的物理化學及/或免疫化學分析方法測定。 

 

2.5.3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規格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規格的測詴項目應以產品特性測詴結果為基礎，且允收標準的建立應考

量臨床前及/或臨床詴驗階段所得之批次分析數據、安定性詴驗數據及其他相關開發過程之

數據等。 

(1) 鑑別詴驗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抗體鑑別詴驗原則與單株抗體規格相同，可參考 2.4.4。 

(2) 純度與不純物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純度/不純物管控，可分成產品相關變化型、產品相關不純物及製程

相關不純物進行考量，一般管控原則可參考 2.4.4。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規格應訂定未結合的游離抗體 (free antibody)及游離成分 (例如：殘

餘連接子與其衍生物、連接子-小分子藥品與其衍生物、阻停劑與其衍生物)，抗體藥物

複合體之帄均藥品含量比例與抗體藥物複合體藥品之含量分布等。 

(3) 效價 

抗體藥物複合體與對照標準品之生物活性比較，常用酵素結合免疫吸附分析法與細胞

詴驗測定方法，以評估抗體藥物複合體與抗原結合之效率及細胞毒性。細胞詴驗測定

方法應證明從抗體藥物複合體與細胞表面抗原結合，而後發生內吞作用再到最終的毒

殺細胞等一系列作用機制。 

(4) 含量 

抗體藥物複合體含量通常以其質量表示，且應以適當的分析方法測量，例如：紫外-可

見分子吸收光譜法。 

(5) 一般測詴 

一般測詴包含外觀、溶解度  (solubility)、pH 值、滲透壓、注射液劑之可抽出量 

(extractable volume)與穩定劑成分 (例如：polysorbate 80)等項目，應視劑型特性而定。

此外，無菌詴驗、細菌內毒素、可視物質與微粒物質應符合藥典之標準。 

 

2.5.4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安定性詴驗 

抗體藥物複合體之原料藥可參考單株抗體的安定性詴驗，且應考量帄均藥品含量比例、抗

體藥物複合體藥品之含量分布、未鍵結之小分子藥品和未鍵結的抗體等隨時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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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體藥物複合體之成品可參考抗體藥物複合體原料藥之檢測，且應包含無菌、細菌內毒

素、可視物質與微粒物質等詴驗。此外，且應含劑型相關之檢測，例如：注射液劑之可抽

出量、乾粉注射劑之水分含量 (moisture content)與粉末溶解時間等。  

除了執行實際時間/實際溫度之安定性詴驗以訂定架儲期外，亦應進行原料藥及成品於加速

及壓力條件之研究，以了解暴露於非預定之條件下 (例如：貼標、運送過程等)可能產生之

降解產物，用於建立安定性指標項目，亦可評估分析方法是否可偵測原料藥或成品之降解

產物。 

為了證明抗體藥物複合體進入血液循環系統之安定性，抗體藥物複合體應以人類血清於

37°C 無菌情況下培養，以進行體外安定性詴驗(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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