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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mRNA 疫苗之化學製造管制法規研究 

盧青佑、陳詠翰1 

前言 

全球科學家們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致力於核酸藥物的研究和開發， 因此，於 RNA 

生物學、穩定性和藥物傳輸系統開發有著卓越的進展，進一步加速核酸藥物於臨床上的

應用。尤其，為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並於疫苗迫切需求刺激下，核酸疫

苗相較於傳統疫苗的研發，有更突破性的進展。Moderna COVID-19 疫苗 Spikevax®

及輝瑞 BioNTech 疫苗 Comirnaty® ，分別於 2020 年 10 月及 12 月獲得美國食品藥

物管理局(以下簡稱 FDA)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輝瑞

BioNTech 的 Comirnaty® 更於今年 2021 年 8 月 23 日獲得美國 FDA 上市許可(BLA 

approval)。歐盟醫藥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以下簡稱 EMA)則分別於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及 2021 年 1 月 6 日，以有條件核准(conditional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方式同意 Comirnaty®及 Spikevax®可施打於民眾。 

利用 mRNA 構築體製造疫苗相較於次單位、減毒活病毒以及 DNA 疫苗具有多種

優勢。 於安全性方面，mRNA 因其在細胞質中進行轉譯，嵌入人體基因的機率極低，

且透過人體正常的細胞過程降解。而在有效性方面，透過如脂質奈米微粒  (lipid 

nanoparticles，簡稱 LNP)的包覆，可改善且提高 mRNA 的穩定性，傳遞入人體後，

可在細胞質中快速表達，於製造平台具可放大性及降低成本。 

目前全球包含美國 FDA 及歐盟 EMA，尚未制定 mRNA 疫苗的專屬法規，僅世界

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WHO)草擬「Points to consider for 

assuring the quality, safety and efficacy of RNA vaccines」法規。儘管如此，因應緊

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包含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均已核准 COVID-19 mRNA 疫苗

Spikevax®及 Comirnaty®之緊急使用授權。 

mRNA 疫苗與其他疫苗(如 DNA 疫苗、病毒載體疫苗、不活化/去活化病毒疫苗，

與基因重組製造之蛋白質次單位疫苗等)之製造技術平台皆不一樣，因著技術平台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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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其化學、製造與管制之關鍵品質屬性也不盡相同，對於法規審查也有著不同的考量

重點。mRNA 疫苗的化學、製造與管制之審查重點，除同其他生物藥品及疫苗的法規重

點考量 (例如起始材料的品質、生產的一致性)外，由於 mRNA 疫苗製造是從線性 DNA

模板利用 RNA 聚合酶合成 mRNA，並將 RNA 以脂質奈米微粒包覆。故特定的審查重

點包含但不限於酵素、核苷酸和線性 DNA 模板之品質及一致性，奈米微粒之脂質等原

料也應控制並證明其純度。mRNA 純度管控包括：全長及短鏈比例、 加帽和聚腺苷酸

化 mRNA 比例、殘留之雙股 RNA 等；包覆 mRNA 之脂質奈米微粒則須管控粒徑與粒

徑分佈。 

因應緊急新冠肺炎疫情，食品藥物管理署及醫藥品查驗中心，在 CDE can help 機

制下，發揮累積多年的審查能量，採滾動式審查機制，以加速疫苗之緊急授權使用，期

能守護國人健康。 

mRNA 疫苗於研發階段的化學、製造與管制之基本考量 

基於 mRNA 疫苗的新穎結構和製造方式，於研發階段應考量項目，建議如下： 

一、選擇並了解 mRNA 疫苗於人體中，產生的目標抗原(target antigen(s))，以及促進

疫苗作用的任何蛋白質(例如：cytokine)之作用原理。若有修改目標抗原的基因編

碼序列(coding sequence)，例如：使目標抗原折疊成特定結構，皆應了解其作用

原理。 

二、選擇並了解 mRNA 疫苗中特定非編碼序列(noncoding sequence)部分(例如：5` 

cap)之作用原理。 

三、選擇並了解最終疫苗產品的組成和所有賦形劑的功能與原理，包括用於產生 LNP 之

所有成分。 

四、若使用新賦形劑，應提供使用的理由、生產和管制的方法，並提供非臨床研究的安

全性數據，以支持其使用於人體的安全性。 

五、應考量預期的劑量、給藥途徑以及給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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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疫苗之製造與管制 

mRNA 疫苗如同其他生物藥品一樣，須對原料、製程與最終產品進行適當管制。在

整個生產過程，應建立製程中管制(包括設定可接受的允收標準)，對每個批次的品質從

開始生產到結束進行管控。 

生 產 過 程 中 的 品 質 管 制 ， 仰 賴 於 品 質 系 統 ( 例 如 藥 品 優 良 製 造 規 範 ，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以下簡稱 GMP)的實施，以確保商業規模疫苗批次生產的一

致性。除了 mRNA 疫苗製造場所之設計、建立、操作、管制與維護，應符合 GMP 外，

mRNA 疫苗最終成品的充填、製造紀錄、樣品保留、標籤、配送、運輸、儲存和有效期

限也應符合 GMP，相關規範可參考 WHO 之指引[１-6]。 

臨床開發階段的 mRNA 疫苗，皆應在符合 GMP 條件的環境下製造，儘管在早期臨

床開發階段其製造及管控也許無法完全符合 GMP，然仍應考量製程中，使用的所有試

劑之品質，皆應特別注意是否有使用動物或人類來源材料。生物藥品品質控制的許多要

求，例如內毒素、安定性和無菌性試驗，均適用於 mRNA 疫苗。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於品質(製造和管制)技術性資料之要求，和所有藥品一樣，隨著

研發階段進展，皆會逐步增加對技術性文件的詳盡度要求。於臨床開發的初始階段，申

請臨床試驗提供的資料，應足以評估製程中的安全風險。例如，製程中使用的所有材料

之鑑別、規格、生物來源材料的風險評估、製造設施的認證或合適的 GMP 合規性

(compliance)、製程和檢測的簡述、臨床試驗材料的試驗結果和最終疫苗的初步安定性

試驗結果。 

若在臨床批次開發過程中對產品組成(例如：mRNA、賦形劑或添加防腐劑的含量)

或製造(例如：製程、地點或規模)進行變更，應提供變更的相關資料。例如添加新賦形

劑，可能須要進行新的臨床前研究。對於製程變更，例如規模放大或純化步驟的變更，

應評估變更前後疫苗之可比性。比較性試驗可能包括來自動物模型的免疫原性數據、物

理化學分析結果、製程和產品相關不純物 (process-related and product-related 

impurities)之研究以及安定性試驗數據。在這方面，應參考 WHO 關於已核准疫苗變更

的申請程序和數據要求指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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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RNA 疫苗之製造 

mRNA 疫苗的製造與傳統由細胞(或其它生物體)系統生產的疫苗不同，mRNA 係

利用線性 DNA 模板於體外進行轉錄(in vitro-transcription，以下簡稱 IVT)技術生產。

生產過程，並透過重組技術生產的酶(recombinantly-produced enzymes)和核苷三磷

酸(nucleoside triphosphate)進行依賴 DNA 的 RNA 轉錄(DNA-dependent RNA 

transcription)。使用的核苷可以是天然的、天然存在但從天然序列修飾的或是非天然修

飾的(non-naturally modified)。此外，使用優化的密碼子(codon)可能會影響安定性並

增強 mRNA 在人體中的轉譯(in vivo translation)(例如：使用人類細胞中常見的 tRNA

密碼子)；或者，選用人類細胞中不常見的 tRNA 密碼子，以減緩轉譯速度，使蛋白質有

足夠的折疊時間。有些對 mRNA 的修飾是為了增加 mRNA 的安定性，並適度活化先天

免疫系統(innate immune system)[7]。應依據適應症的不同設計適合的 mRNA 疫苗，

例 如 有 些 疫 苗 可 能 需 要 降 低 先 天 免 疫 反 應 ， 以 避 免 產 生 體 內 發 炎 反 應 原 性

(inflammatory reactogenicity)；有些疫苗被認為須要引發先天免疫反應，才可增加疫

苗的效果。抗原的 mRNA 基因序列應包含起始密碼子(start codon)和終止密碼子(stop 

codon)，兩側是 5'端和 3'端非轉譯區(flanking untranslated regions，簡稱 UTRs)，

包括 5'端帽(5' cap)和 3'端聚腺苷酸尾(3' poly-A tail)，皆可進行額外的修飾，例如添加

甲基化帽(methylated cap)，以增加 mRNA 的轉譯[8]。對 mRNA 之修飾，包括 open 

reading frame (簡稱 ORF)、UTRs、5'端帽和 3'端聚腺苷酸尾，應說明理由並提供相關

資料說明。 

mRNA 轉 錄 後 ， 模 板 DNA 會 在 純 化 步 驟 前 ， 先 經 由 去 氧 核 糖 核 酸 酶

(deoxyribonuclease，簡稱 DNase)降解。如果在 IVT 製程期間無添加 5'端帽和 3'端聚

腺苷酸尾之步驟，或者須要更長的 3'端聚腺苷酸尾，則可在合成後和純化前，經由其它

酶的添加[9-11]，達到目的。純化步驟應儘可能去除所有和製程與產品相關的不純物，包

括 DNA 模板、雙股 RNA(dsRNA)、未連接的帽(unattached caps)、殘餘的核苷以及製

程中使用的酶等，應描述純化的方法及其目的並提供相關資料。所有純化步驟須經過製

程確效且證明製程一致性，並對各種不純化的純化程度，提供相關資料說明。 

大多數情況下，純化的 mRNA 會被認為，與其他抗原蛋白疫苗相同，儘管 mRNA

不是抗原蛋白，但其基因序列編碼對應著抗原蛋白。所以純化的 mRNA 也被認為是原

料藥。某些情況下，與最終疫苗相比，純化後 mRNA 會立即配製但濃縮儲存。無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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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製造商應確定原料藥的儲存和放行試驗之製程步驟，並提供製程流程圖，指出

每個製程步驟與該步驟之採樣以及製程中管制，並闡明製造商對原料藥、最終疫苗產品

和充填疫苗之考量。 

然而，mRNA 在臨床使用上是不穩定的，除非它被包覆起來。目前的 mRNA 疫苗

是以 LNP 包覆，使 mRNA 保持穩定免於被核酸酶降解，但必須能在進入細胞後釋放

mRNA，所以 LNP 的大小須控制在適合細胞攝取的範圍。因此，製造商應仔細控制

mRNA 包覆(encapsulation)到 LNP 中的過程，並提供生產方法和管制措施之相關說明。 

◼ 關鍵管制點應包括： 

(一) 材料：(應包括但不限於)線性 DNA 模板，包括 PCR 產物或已線性化的質體

DNA(通常經過限制性核酸內切酶處理)、核苷酸、酶(例如：DNA 依賴性 RNA

聚合酶、加帽酶(capping enzyme)、聚腺苷酸聚合酶和 DNase)、緩衝液、溶

劑、管柱樹脂(若純化步驟使用管柱層析法)。特別要注意的是，任何動物(包括

人類)來源之材料，或使用動物(包括人類)來源的原料生產之材料，都應通過適

當的來源管制試驗與風險評估。 

(二) 製程：包括疫苗之原料藥、最終疫苗產品和疫苗充填之相關製程。 

(三) 製造後之相關流程。 

臨床試驗用之 mRNA 疫苗應在臨床開發階段的藥品 GMP 條件下生產。臨床試驗

疫苗放行時，應滿足適當的品質管制標準。在臨床開發過程中進行的任何製程變更，都

應提供相關資料說明。 

二、 mRNA 疫苗組成成分資訊 

◼ 應詳細描述 mRNA 疫苗的組成成分、結構和基因序列之資訊： 

(一) mRNA 序列和結構 

1. 應提供 DNA 模板的序列與註解(annotated sequence)。也應提供 mRNA

的序列，包括起始密碼子和終止密碼子、UTRs、調控元件(regulatory 

elements，例如：RNA 聚合酶的啟動子)、5'端帽和 3'端聚腺苷酸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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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抗原的 ORF。若編碼包括其他蛋白質，例如用於自我擴增的構築體

(construct)或細胞激素(cytokine)，也應提供相關序列與說明。 

2. mRNA 疫苗可由天然或修飾的核苷製造。修飾的核苷可能會增加 mRNA 的

穩定性並降低發炎性先天免疫反應，但修飾的核苷也可能會影響產品的臨

床安全性、效價和有效性。因此，若有使用修飾的核苷，也應提供其序列資

訊。 

3. 可使用優化的密碼子，而不是病原體基因組中的天然密碼子。例如可使用

哺乳動物細胞中常見的 tRNA 密碼子、用於獲得特定二級或三級結構的密

碼子、增加 mRNA 的穩定性以及增加體內轉譯蛋白質產量，和折疊正確性

的密碼子。 

4. 若使用 samRNA，其基因編碼除了目標抗原之外，還包括病毒的 RNA 依

賴性 RNA 聚合酶複合體。這種構築體形成複製子(replicon)，可在疫苗接

種者的細胞中產生多個 mRNA，目的在於提高疫苗的有效性。應提供此類

複製子的序列並解釋其功能。 

5. 若 mRNA 疫苗之基因序列包含編碼其他免疫調節劑(immunomodulator，

例如 cytokine)的序列，或非編碼序列擬作為免疫調節劑，則應提供其用途

及序列之相關資訊。 

(二) 疫苗成品之配方及其組成成分 

應提供除原料藥 mRNA 外之其它組成成分的相關資訊，例如遞送系統(delivery 

system)、佐劑(adjuvant)與附加序列。 

1. 遞送系統：配方之目的在於提高 mRNA 穩定性和幫助細胞攝取。雖然目

前 有 數 種 傳 遞 劑 (delivery agent) 可 選 擇 ， 例 如 魚 精 蛋 白 複 合 體

(protamine complexes)、陽離子脂質體(cationic liposomes)、奈米微粒

(nanoparticles)、脂質複合體(lipoplexes)，但目前 LNP 仍為 mRNA 疫

苗傳遞劑的最佳選擇。應描述配方各成分之性質，包括化學性質、結構配

方(例如：奈米微粒)的物理參數、配方與最終產品的一致性和安定性，也

應描述配方對毒性、不良事件、免疫反應和有效性等性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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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佐劑：若使用佐劑，應提供該佐劑對疫苗免疫原性作用之證明[12]。 

3. 附加序列：若包含附加序列，例如將 mRNA 靶向抗原呈現細胞或增加

mRNA 從胞內體(endosome)的釋放，則應描述這些附加序列與功能，並

為其功能提供證據。 

三、 原料管制 

◼ 應注意製程中使用的所有試劑之來源和品質： 

(一) 原料品質 

應提供原料相關資訊，包括用於製造 DNA 模板與 mRNA 的原料，例如核苷(包括

修飾的核苷)、酶、緩衝液、溶劑、純化管柱等，皆應提供其來源、品質、管制、安定性、

作用與製程中使用之資訊。須提供試劑(如線性模板 DNA)的衍生製程，特別是用於製造

LNP 的脂質之品質，若未在非臨床和臨床研究使用過的新型脂質，應對此原料的安全性

和品質，進行評估並提供詳細的相關資料。 

(二) 原料放行 

應提供所有原料的合規證書(certificates of compliance)(若適用)和檢驗成績書

(certificates of analysis，以下簡稱 COA)。其內容應包括描述 mRNA 製造商進行之試

驗或接受該原料，係根據原料製造商提供的 COA。若原料為藥典級，應提供國際公認的

藥典參考資料或詳細規格。 

四、 原料藥 mRNA 的製造與管制 

(一) 製程開發和製程中管制 

應提供製程開發史，並開發製程關鍵步驟的試驗和允收標準，以確保並回饋於製程

管制。應證明已確效之製程可生產符合預設之品質屬性之產品，且具有再現性和一致性，

並證明製程和產品相關不純物的清除效果，可達到人用生物藥品之標準。 

用於早期臨床試驗的產品通常不須要製程確效，但最終產品之關鍵步驟，例如無菌

製程，應於開始生產臨床試驗用疫苗前，確認其有效性和詳加管控。 

(二) 特性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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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可透過一系列的化學、物理和生物方法進行原料藥 mRNA 之特性研究和分

析，獲得有關產品的結構、功效和安全性相關之重要知識，確定這些特性是否應作為關

鍵品質屬性進行管制，以引導製程和試驗的開發與進展。 

◼ 特性鑑定分析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之重點項目： 

1. 應測定 mRNA 序列之族群(population)，以及序列之一致性程度。 

2. 應鑑定分析 mRNA 加帽(capping)和聚腺苷酸化(polyadenylation)製程

之一致性程度。 

3. 應證明 mRNA 所表現之全長蛋白質並無截短(truncated)或其它替代的形

式存在，若發現有目標抗原之截短形式，或有其它替代形式的蛋白，而這

些替代形式的蛋白可能會導致新抗原(neo-antigens)或有害的免疫反應，

則可能須要於製程中，或 mRNA(原料藥)放行檢測時進行管控。 

4. 應分析 mRNA 包覆於 LNP 中的一致性程度。 

5. 應描述由 mRNA 引起的免疫原性之特性。若包含其他免疫調節基因時，

皆應確定它們對 mRNA 作用模式(例如免疫原性)的影響。 

6. 應研究並描述 mRNA 中潛在的不純物。這些不純物可能包括殘餘的細菌，

宿主細胞蛋白(若用於製造 DNA 模板)、內毒素、殘餘的細菌宿主細胞 RNA

和染色體 DNA(若用於製造 DNA 模板)、酶、殘餘的核苷酸、錯誤折疊或

dsRNA 和製程中使用的其他材料。應提供有關純化 mRNA 過程中不純物

之數據，並設定最大可接受值或可達到的最低標準。對於已知或具有潛在

毒性的不純物，應進行毒理學風險評估。降解的 mRNA 可作為分析程序

的一部分進行評估，例如使用聚丙烯醯胺(polyacrylamide)或瓊脂糖凝膠

(agarose gel)電泳、高效液相層析術(HPLC)和/或毛細管凝膠電泳。應確

認 mRNA(原料藥)在序列、結構以及體外轉染細胞時產生的蛋白質之一致

性程度。 

(三) 製程一致性 

上市前，應使用經確效的方法對數個連續批次進行特性分析，以確定製程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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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批次間有超出製程參數之可接受範圍，應特別注意並展開調查。從這些研究中獲得的

數據，以及不同批次的臨床試驗結果，應作為產品規格訂定之依據。 

早期開發階段，生產的批次很少，製程一致性的證明有限。然隨著產品開發過程中

獲得的製造經驗，將可提供足夠數據證明製程之一致性。批次一致性的特性分析，通常

在後期開發階段完成，此時製程大都已按比例放大為商業製造規模。然而，在某些情況

下，可能會在臨床試驗規模的產品尋求上市許可的同時，進行商業製造規模的放大。每

次進行製程變更時，應證明變更前後之可比性，尤其是樞紐性試驗(pivotal studies)，使

用的批次和商業製造規模的批次之間的可比性。用於證明可比性的比較性試驗計畫書與

策略，可參考 WHO 關於已核准疫苗變更的程序和數據要求之指引[6]。 

(四) mRNA(原料藥)的管制 

應建立並說明 mRNA 原料藥的關鍵品質屬性之規格，包括鑑別、純度、品質、含

量、物理狀態以及安全性。應描述和確效使用的分析方法並設定允收標準。皆應提供以

商業規模生產的所有批次之試驗結果摘要。 

早期開發階段，為了申請臨床試驗核可，應提供依據 GMP[1, 2]生產的批次試驗結果，

若有為了建立製造程序而執行的先導批，請提供相關資訊。 

建議 mRNA(原料藥)的規格，至少要評估鑑別、純度、物理狀態、含量、內毒素、

無菌性或生物負荷量，並提供相關資料說明規格訂定的理由。應建立儲存條件下的安定

性試驗規格。 

早期開發階段，規格的檢測項目可能不多，且允收標準較寬鬆。 

1. 鑑別 

鑑別可透過直接對 mRNA 定序、RT-PCR 或次世代基因定序(NGS)，來確

定 mRNA 的序列。若使用 RT-PCR 鑑定 mRNA 之序列，則所選擇的擴增

子(amplicon)之序列，應為該 mRNA 產品獨有的序列，而非使用在相同

設備製造的其他 mRNA 產品之相同序列。然而，或可選擇鑑定完整 mRNA

序列，並同時可檢測 mRNA 純度的分析方法。 

2. 純度與不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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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批次都應進行純度試驗，檢測結果應符合允收標準。不純物檢測包括

細菌內毒素以及製程中使用的材料，例如 DNA 模板、殘餘的核苷酸、酶、

mRNA 片段和雙股 RNA。分析方法的檢測，應包括對製程和產品相關不

純物的靈敏度和可靠性，應確定不純物在 mRNA 原料藥中的含量並規定

嚴格的上限。應建立並說明其最大允許限度。重點在於，儘可能使用可檢

測廣泛的物理化學性質之技術來檢測 mRNA 的純度。於充分確效的製程

中，若可有效去除製程或產品相關不純物的殘餘量且具有生產一致性，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可減少或停止該項目在品質管制之檢測。應說明定期

重新執行製程確效的計畫和規格。完成確效之前，應對多個連續批次的不

純物進行檢測，其批次數量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若有製程重大變更的

情況，應重新執行製程確效或持續監控多個連續批次，其批次數量也須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應評估容器封蓋系統的合適性(compatibility)、可滲

出物(leachables)和可浸出物(extractables)，並提供相關資料。 

3. 定量與結構完整性(integrity) 

mRNA 的定量是計算給藥劑量的基礎，應描述用於定量 mRNA 的分析方

法。另，mRNA 結構的完整性是否應為放行的關鍵品質屬性，或者僅於特

性分析執行，應視個案來考量。  

4. 安全性 

應描述安全性相關試驗，包括內毒素、細菌和真菌之無菌試驗或生物負荷

量。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要求，可進行熱原試驗，然考量 3Rs (Replace 

Reduce Refine) 之動物實驗倫理，建議使用適當的體外替代方法進行安

全性評估。 

5. 品質 

應建立並管制其他重要的品質參數，例如外觀、pH 值和黏度(若有相關)。

此外，與 mRNA 疫苗相關的關鍵品質屬性，例如聚腺苷酸尾的長度和加

帽的效力，應檢測並量化。也應確定是否將 mRNA 的完整性設定為關鍵

品質屬性並加以管制。此項目是否透過製程確效(達到一致性)來管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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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逐批管制仍有待商確。所採取的管制方法須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同意。 

(五) 對照物質(Reference materials) 

應建立內部對照物質以作為分析試驗之標準化依據。申請上市許可時，應提供用於

檢測 mRNA 原料藥的對照標準品或對照物質之相關資料。適用於查驗登記所建立

mRNA 原料藥之對照標準品(Reference standards)批次，應為經過臨床驗證之批次，

該批次應進行完整的特性分析包括但不限於其化學成分、純度、生物活性及全序列分析

等。 

早期開發階段，對照標準品可使用先導批次(engineering run batch)或用於樞紐性

非臨床試驗(pivotal nonclinical studies)中，所使用的 mRNA 疫苗批次。待未來合適的

臨床試驗批次確認並完成特性分析，則該批次可用於後期開發和商業製造階段之對照標

準品。故，隨著研發階段的進展，可能需要製備新的對照標準品，可以可信的和少變異

的方式進行比較。  

未來，WHO 可能會提供以國際單位(international units，以下簡稱 IU)，表示的國

際標準品(international standards，以下簡稱 IS)，當 IS 可取得時，依據 IS 校正內部對

照標準品是非常重要的，以便充分確效品質管制試驗或分析方法並以 IU 表示。此時，

無論何時需要製備新的對照物質，都可以更可靠和更少變化的方式進行比較。於適當的

情況下，以 IU 表示的檢測結果，還可以用來比較跨實驗室的不同產品。 

(六) 安定性 

安定性研究類型、計畫和安定性試驗結果應以適當的格式提供結果摘要，例如表格、

分析圖或敘述性文件。結果摘要應包括適合的儲存條件與架儲期的結果與討論。支持

mRNA 原料藥架儲期的安定性試驗數據及其未來的架儲期延長，應基於實際儲存條件

下的長期安定性試驗結果。 

初期臨床開發階段，安定性試驗數據有限。申請臨床試驗核可時，須提供初期的安

定性試驗數據，其數據的足夠與否，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五、 最終疫苗(成品)的製造和管制 

(一)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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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描述疫苗的最終成分、活性成分和所有賦形劑。若有多種劑型，應描述每種劑型

中各成分的含量。 

(二) 製造、充填和包裝 

應提供製造、充填和包裝之流程圖，以說明從 mRNA 原料藥到最終疫苗成品的製

程步驟。該流程圖應包括所有步驟、材料之鑑別以及製程中管制和品質管制之測試。流

程圖應提供每個製程步驟之說明，包括規模、緩衝液和其他添加劑、主要設備、製程中

管制與關鍵製程操作參數之允收標準。 

WHO 生物藥品 GMP 規範[2]中關於充填和容器的要求，應適用於以最終形式充填

的疫苗。應注意確保容器、封蓋與轉移裝置(transfer devices，若適用)的材料不會對疫

苗的品質產生不利影響。為此，包裝完整度試驗(container closure integrity test)和最

終容器封蓋系統的可滲出物和可浸出物之評估，是必須的，且可能需要作為安定性評估

的一部分。 

若疫苗成品為多劑量容器包裝且不含防腐劑時，則應訂定使用時間的限制 [13]。此

外，多劑量容器在打開後應防止內容物受到微生物污染。應確效多劑量容器的可提取體

積(extractable volume)。若多劑量疫苗最終產品係以濃縮物形式提供，則應使用建議

的配製溶液(reconstitution solutions)進行合適性研究，並建立適當的稀釋後保存期限。

製造商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提供足夠的數據，以證明產品在適當的儲存和運輸條件下，

仍具有與出廠相當的品質及安定性。 

(三) 疫苗成品的管制 

應從每個疫苗成品之批次取樣，以建立疫苗成品的規格，原則上，疫苗成品規格及

其允收標準之訂定，應依據臨床研究中具有良好效果的批次試驗結果來訂定，並提供分

析方法的描述與確效相關資料。建議規格應包括但不限於：mRNA 鑑定、純度、物理狀

態、含量、其他相關品質參數、效價、內毒素含量和無菌性的評估，並提供規格訂定之

合理性，以取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規格之檢測項目及採用之分析方法。 

應提供以商業規模生產的所有批次之試驗結果摘要。早期開發階段，規格之允收標

準可能較為寬鬆，應提供符合 GMP[1, 2]生產的批次之試驗結果摘要，以及為建立製造程

序而執行的工程操作之摘要(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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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用經確效的方法，對最終疫苗成品的數個連續批次進行特性分析，以確定製程

之一致性。若批次間之數據有任何異常，應特別注意並展開調查。從這些研究中獲得的

數據，以及不同批次的臨床試驗結果，應作為訂定常規放行規格和允收標準之依據。 

在初始開發階段，有些試驗是用來建立製造程序的有效性與可接受性，另，在有限

的批次下的其他試驗可能是用來建立製程生產的一致性，因此並非所有在產品開發過程

中執行的試驗項目，都必須於商業規模生產的批次執行。所以，初始商業生產批次應進

行全面的特性分析，以建立鑑定、純度、品質、效價、強度/含量/數量、安全性和安定

性的一致性，之後，以有限的一系列試驗項目可能是合適的。 

對 mRNA(原料藥 )與 最終疫 苗成 品所進 行 的 放行 檢測 與規格 方 法 之適 當性

(appropriateness)，應逐案考量並證明其合理性。 

1. 鑑別 

每批疫苗都應進行適當的試驗以鑑別最終產品，並將其與在同一設施或使用相

同設備生產的其他產品區分開來。應考慮透過序列分析進行鑑別。 

2. 純度與不純物 

mRNA(原料藥)之純度與不純物管制，應參考 mRNA(原料藥)管制相關章節。

對於最終疫苗成品之純度與不純物，應量測 LNP 之粒徑大小、粒徑分佈和 LNP

包覆 mRNA 的比例與效率，證明檢測結果符合其規格所訂定的允收標準。 

3. 含量與強度 

除了評估效價之外，還應以定量方法測量 mRNA 含量。 

4. 安全性，包括無菌性和內毒素檢測 

每批疫苗都應進行無菌性試驗。如果疫苗是透過非注射的(non-parenteral)給

藥途徑，則可不必進行無菌性試驗，但須有適當的生物負荷量試驗，然仍須提

供適當資料證明。此外，應對每批進行內毒素檢測，並訂定適當的規格，這可

藉單核細胞活化試驗(monocyte activation test)來測定。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要求，可進行熱原試驗，然考量 3Rs (Replace Reduce Refine) 之動物實驗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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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議使用適當的體外替代方法進行安全性評估。 

5. 品質 

應建立和管控其他重要的品質參數，包括外觀和 pH 值。對於最終產品，附加

的參數可包括：脂質/聚合物鑑別和含量、脂質/聚合物不純物、奈米微粒大小

和微脂體成品的多分散性指數(polydispersity index)。LNP 對 mRNA 的包覆

程度可能是一個關鍵品質屬性。依據產品特性，其他參數(例如滲透壓或黏度)

的管制可能很重要。此外，可以透過用於評估純度或鑑別的方法來評估產品品

質，例如凝膠或毛細管電泳和/或 HPLC。若有需要，應增加其他試驗，例如測

定凍乾疫苗的水分殘留，以確認產品和配方的物理特性。 

6. 效價 

每批疫苗的效價應使用適當的定量方法和經確效的檢測方法來確定。可以使用

體外效價試驗，例如細胞轉染系統(cell-based transfection systems)或無細胞

之檢測方法(cell-free assays)。然而，效價的分析不僅要依據 mRNA 疫苗的種

類，更須依據預防的疾病之臨床適應症，所以目前無法明確列出可用來衡量效

價的檢測方法。因此，使用於檢測 mRNA 疫苗效價之方法，須與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討論。 

mRNA 疫苗的效價規格，應依據用於證明臨床試驗療效(efficacy)的最小劑量，

與考量人類免疫原性數據來訂定。還應依據可用的人體安全性數據，來訂定上

限。建議依據 3Rs 之觀點，盡量減少動物實驗。另外，此類檢測往往變化很大

且難以確效。因此，應考量使用適當的體外替代方法進行效價評估。然而，把

在動物模型中測得的疫苗效價，並將這些數據與將用於放行檢測的替代方法做

連結可能是很重要的。也許未來，可以像質體 DNA 疫苗(plasmid DNA vaccine)

一樣，以生物化學量測的組合，例如含量、序列和結構，用以建立並量測 mRNA

疫苗的效價。然而，這些生物化學量測的組合只考量到 mRNA 本身，並沒有

考量到配方、佐劑、免疫調節劑等的影響。因此，目前建議此方面之相關檢測，

仍須與中央主管機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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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照物質(Reference material) 

經臨床評估的最終疫苗之合適批次，應在其化學成分、純度、生物活性和全序列方

面進行充分的特性分析，並保留做為化學和生物對照物質。該對照物質應用於評估商業

生產批次的產品品質。 

將來，若有 WHO 之 IS，IS 可能可用於解釋免疫反應的非臨床和臨床分析或 mRNA

疫苗相關的其他生物標記(biomarker)。 

六、 批次記錄 

開發階段的疫苗亦應符合規範，可參考 WHO 藥品 GMP 規範之建議[1]。 

七、 保留樣品 

應保留足夠數量的樣品以供將來的研究和需要。樞紐臨床試驗中使用的疫苗批次可

作為對照物質，應保留足夠數量並保存在合適的條件之下。須提前規劃用以保留樞紐臨

床試驗批次的容器之數量。 

八、 標籤 

標籤內容應參考 WHO 生物藥品 GMP 規範[2]中提供的標籤建議。例如：包括疫苗

名稱；製造商和批發商的名稱和地址；單人使用劑量性質聲明(若適用)；免疫計畫

(immunization schedule)和推薦的給藥途徑；劑量數(若為多劑量疫苗)；防腐劑的名稱

和濃度(若適用)；抗生素的性質和含量或上限之聲明(若適用)；儲存和運輸過程中推薦的

溫度；有限期限/重新測試日期；特殊的給藥時間表(若適用)；禁忌症、警告和預防措施，

以及有關同時使用疫苗(concomitant vaccine)和不良事件之訊息。 

九、 配送和運輸 

WHO 生物藥品 GMP 規範[2]中提供的建議也適用於 mRNA 疫苗。應參考 WHO 對

時間和溫度敏感藥品的儲存和運輸指引[4]，藥品的運輸過程應保持在規定的溫度範圍內，

並且應包含冷鏈監控器[5](若適用)。 

十、 安定性試驗、儲存和有效期限 

生物藥品 GMP 規範[2]和相關的疫苗安定性評估指引[3, 4] 適用於 mRNA 疫苗。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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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初級和次級包裝上的儲存溫度和有效期限，是基於安定性試驗證據且須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核准。 

代表安定性指標之參數，包括外觀、含量和效價等參數，應訂定於安定性試驗規格

並檢驗。應執行即時安定性研究(Real-time stability studies)；而加速安定性研究可作

為產品安定性的支持性數據，以及確認用於檢測安定性指標性質之分析方法。若產品的

長期儲存條件建議為超低溫冷凍(deep-freeze)，則應研究替代的短期儲存條件，例如冷

凍和/或冷藏，以支持配送和調劑時之產品安定性。應評估和討論容器封蓋系統的相容

性，包含可滲出物和可浸出物。 

有效期限應以最終容器執行之安定性研究結果來支持，且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

有效期限的判定，是以最終批次的混合日期、充填日期或是第一次效價檢測日期，應視

情況而定並經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可。 

結語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造成全球死亡與重症人數不斷攀升，接種 COVID-19 疫苗

有助於減少死亡和重症，並減少傳播。為增加民眾接種 COVID-19 疫苗的信心及意願，

COVID-19 疫苗之生產製造，必須遵循國內及國際之規範。中央主管機關必須嚴格監管、

檢驗及審查，以確認疫苗生產的品質及一致性。 

然目前國內外並沒有 mRNA 疫苗之專屬法規或指引。 本文參考 WHO 公告之草案

及長期累積之疫苗審查經驗，探討 mRNA 疫苗之化學製造與管制審查重點考量，期能

作為國內有意研發 mRNA 疫苗之產、學、研各界參考，以利其研發之進展，該內容也

將隨著更多科學和臨床應用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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