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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治療產品的國內發展狀況與開發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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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細胞治療相關技術蓬勃發展，各國法規單位陸續核准細胞治療產品，在

國外主要上市的細胞產品以體細胞(如:軟骨細胞、角質細胞等)和臍帶血產品為主，

幹細胞類型的細胞產品大多數仍在臨床試驗階段，已知韓國、加拿大與澳洲有幹

細胞治療產品上市。間葉幹細胞因預期的臨床適應症廣泛而備受矚目與期待，國

內的細胞治療臨床試驗申請案亦以間葉幹細胞為大宗，由於間葉幹細胞的臨床應

用大多不符合最小操作、同源使用、不與其它產品合併使用以及不會引起身體系

統性影響或經由活細胞代謝活性而產生作用之特性，故須依據「人類細胞治療產

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及審查基準」的內容提出臨床試驗申請。大多臨床試驗申請

案因製造管制的議題無法支持幹細胞產品的安全性，因此，本文提出幹細胞治療

產品在早期開發時在產品特性分析、鑑別、效價與安全性上應有的考量，希望能

提供幹細胞治療產品開發時的參考。 

我國細胞治療產品法規管理現況 

2010 年以前，衛生福利部將體細胞治療以新醫療技術方式列管，自從食品

藥物管理署(簡稱 TFDA)成立後，因應新興生技產品的發展走向產品化與商業化

的趨勢，大多數體細胞治療臨床試驗申請之業務由醫事司移轉至 TFDA，惟臍帶

血移植應用於特定造血系統的癌症、骨髓衰竭和多項先天性疾病之適應症，仍由

醫事司依醫療法之特定醫療技術進行規範。 

TFDA 為了讓申請臨床試驗之試驗主持人能清楚了解申請時所需檢附的資

料與試驗執行中所應注意的事項，於 2011 年 2 月公告了「體細胞治療臨床試驗

基準(草案)」、「體細胞治療及基因治療臨床試驗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規範(草案)」，

在施行幾年後，並收集各方意見加以修正，於 2014 年 9 月正式公告「人類細胞

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及審查基準」1。 

該基準對人類細胞治療產品的定義，係指使用取自自體(autologous)、同種異

體(allogeneic)的細胞，施用於病患以達到疾病治療或預防的目的，異種異體

(xenogeneic)之細胞不適用於本基準之規範範圍。另外，如細胞來源為人類胚胎

時，應符合衛生福利部於 2002年 2月 19日公告之「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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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 2007 年 8 月 9 日公告之「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政策指引」規定。

為確保細胞治療產品的品質與安全，操作處理人類細胞組織檢體的場所及程序需

符合衛生署於 2002 年 12 月公告之「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範（Good Tissue 

Practice, GTP）」。原先草案限定細胞治療產品僅適用於威脅生命或明顯影響生活

品質之疾病，於最終版基準中移除了此項限制，只要細胞治療產品於人體之安全

性及療效較現行之治療方法更為優異，或預期此產品配合現行療法使用時可提升

治療之效果，則此細胞治療產品適用此基準而可申請臨床試驗。 

根據過往組織移植的臨床經驗，有些細胞治療技術應不需臨床試驗來驗證療

效與安全性，故針對細胞治療產品的風險程度而有不同的規範方式。人類細胞治

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及審查基準並納入最小操作(Minimal Manipulation)的

概念，對最小操作與同源使用(Homologous Use)作了明確定義，凡經 TFDA 認定

細胞治療產品符合最小操作定義、同源使用、不與其它產品合併使用(包含其它

細胞、藥品或醫療器材等)，以及不會引起身體系統性影響或經由活細胞代謝活

性而產生作用的條件後，經評估其風險程度而可調整審查程序。 

我國細胞治療產品申請臨床試驗的現況 

民國 100 年 TFDA 公告「體細胞治療及基因治療臨床試驗計畫申請與審查

作業規範」後，細胞治療產品的臨床試驗申請案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於民國 100

年度時，經查驗中心審查的細胞治療之臨床試驗有七件，至 102 年時，臨床試驗

申請案倍增至十四件。 

表一、民國 100 至 102 年之細胞治療申請臨床試驗案的分類 

 

整理這三年來細胞治療產品的臨床試驗(共 23 件)可歸納出以下事項：（1）

大多為第一期臨床試驗申請案，僅有少數為第二期臨床試驗(表一)；（2）申請的

單位多為醫學中心或學術單位，僅有 7 件為廠商申請的臨床試驗；（3）大多數申

細胞來源 自體細胞 異體細胞

案件數 18 5

申請單位 公司 醫學中心 研究單位

案件數 7 15 1

臨床階段 Phae I Phase II Phase III

案件數 18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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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治療產品的來源 數目 總計

嗅鞘幹細胞 1

間葉幹細胞(脂肪) 7

臍帶血單核球細胞 2

低氧間葉幹細胞 1

內皮幹細胞 (血管) 4

血液 1

基質血管細胞群 1

上皮細胞 2

T細胞 (樹突細胞活化) 2

纖維母細胞 1

樹突狀殺手細胞 1

23

細胞治療產品的適應症 數目 總計

心血管疾病 4

缺血性腦中風 4

受損組織修復 4

癌症免疫療法 3

慢性病 3

神經退化疾病 2

醫療美容 2

脊隨損傷 1

23

請的細胞來源以自體細胞治療居多，但異體細胞有增加的趨勢，100 年時僅有 1

件異體細胞治療案，於 102 年時增加至 4 件；（4）主要的細胞種類以幹細胞為主，

其中，由脂肪組織分離出的間葉幹細胞為主流，其次為 CD34+的內皮幹細胞(表

二)；（5）申請的適應症主要為心血管相關疾病或缺血性腦中風，皆與血管形成

或修復腦神經有關；其次為癌症免疫療法與慢性器官衰竭等疾病治療，另外一大

宗為皮膚或創傷修復與醫療美容用途之治療，及少部分的神經退化性疾病或脊隨

損傷的治療(表三)；（6）除了醫療美容用途外，大多數臨床試驗都屬於臨床上迫

切需求，此外，有 3 項屬於先天性遺傳疾病，其中，2 項屬於罕見疾病之範疇。 

表二、細胞治療產品依產品類型分類 

 

 

 

 

 

 

表三、細胞治療產品依適應症分類 

 

 

 

 

 

過往臨床試驗案審查時，最常見的補件意見以製造管制部分的缺失為主，這

些缺失可綜整成下列十點：(1)未提供完整細胞治療產品製程之技術性資料；(2)

未提供細胞與原料來源的生物安全相關之管控，例如捐贈者的病毒檢測；(3)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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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製程中所用試劑的品質與提供 COA；(4)未提供細胞治療產品的特性分析，

特別是細胞的鑑定分析與純度；(5)未說明細胞治療產品之放行標準與安定性試

驗，特別是冷凍保存與/或運送之安定性；(6)未說明不純物殘餘量與殘餘量訂定

的安全性評估；(7)未提供資料說明賦形劑之用法用量的合適性；(8)未說明無菌

測試的方法，或若使用非藥典所列方法，未提供試驗步驟敘述包括合理的控制組

設計及檢測結果；(9)未進行外來病原檢測，以確認產品在培養過程中未被汙染；

(10)未檢附最終產品放行前的測試數據(即分析結果)，以證明計畫中描述的製造

過程的確可以產出計畫內描述的產品。上述製造管制之要求皆依據 TFDA 對於

臨床試驗審查之原則，亦為保護受試者安全與權益之必要措施。 

在藥毒理方面，一般而言，只要申請者引用國內外文獻或已有臨床使用經驗

來支持產品的安全與療效(可能作用機制與適應症的關聯性)，並且具體合理說明

相關性，在審查時大多能接受此引用，但如提供之資料無法支持其細胞製劑用於

臨床的劑量、使用途徑與適應症，則會要求其提供該細胞製劑的藥毒理試驗資料。

然而多數的臨床試驗申請案沒有提供具體的文獻及評估以支持產品的安全與療

效，因此，皆需請申請者補充說明。而臨床部分之審查意見主要以計劃書撰寫缺

失為主。 

鑒於細胞治療產品具有新興生物科技之特性，為了有效輔導試驗主持人或製

造商申請臨床試驗，在 IND 申請前應進行送件前諮詢，藉由諮詢的溝通而能使

審查員更了解細胞治療產品的特性，提供相關建議以加速文件資料準備，並在確

保細胞治療產品的品質與安全性之前提下，准予執行該臨床試驗。 

幹細胞治療產品的開發考量 

幹細胞的異質性 

來自不同的個體或不同的器官的幹細胞特性會存在一定程度差異，以間葉幹

細胞為例，有許多報導證明間葉幹細胞存在於各個組織中(如脂肪組織、肺臟或

心臟等)，而目前用於細胞治療的間葉幹細胞來源大多數是較易取得的骨髓、臍

帶血或脂肪組織，這三種不同器官來源的間葉幹細胞有不同的增生能力

(proliferation capacity)，並且表現出不同比例的細胞表面抗原 (cell surface 

marker)
2,3。來自不同年齡層的骨髓所純化出的間葉幹細胞有不同的增生能力，不

一定來自年齡低的骨髓的間葉幹細胞都會有較高的增生能力 4，仍應考量每個個

體的基因背景不同而造成差異。除此之外，在不同實驗室執行不同的純化步驟、

不同培養基、不同動物來源血清、不同生長因子、不同細胞生長密度與不同細胞

培養代數等，皆會造成不同的細胞族群之異質性，並且會因不同製程而放大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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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族群而有不同的細胞活性 5。因此，幹細胞治療產品的特性是由製程來決定，

引用文獻資料僅能提供參考，實際上各場所製備的的幹細胞特性仍需要有實驗數

據支持。 

此外，幹細胞於體外環境不同於其在原生的環境，如：雖然幹細胞具有自我

更新的能力以維持其幹細胞特性，但在 in vitro 環境下培養之幹細胞會持續複製

增生，除了培養環境造成的培養壓力外，細胞會面臨細胞老化(Cellular senescence)

而進入停止複製增生的狀態，此狀態下的幹細胞會改變原有的細胞表面抗原亦會

改變整體的基因表現 4，因此，幹細胞於培養時可複製增生的代數會因培養環境

和操作手法而有所不同，故需提供相關資料證實該幹細胞治療產品能培養的最終

代數。目前已有許多細胞培養技術可延長細胞培養的代數，如特定奈米結構表面

之培養皿、添加生長因子的特定培養基組成或使用飼養細胞(feeder cells)等等，

此特殊的培養條件須證實幹細胞的複製增生能力外，亦須驗證其是否會改變幹細

胞的特性。 

幹細胞的鑑別標準 

間葉幹細胞是目前幹細胞治療應用最廣泛的幹細胞，然而在美國或歐盟尚未

有相關上市的產品。由於各研發單位對間葉幹細胞特性之標準不同，而造成細胞

活性可能亦不同，所以對於間葉幹細胞在臨床上功效的輪廓尚無法很清楚了解。

目前對於間葉幹細胞特性的定義亦未有一致的標準，國際細胞治療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ellular Therapy, ISCT)於 2006 年發表間葉幹細胞特性的

最基本的標準：(1)於標準的培養條件下可貼覆生長於塑膠材質；(2)表現特定的

細胞表面抗原，CD105、CD73 和 CD90 呈陽性(≧95%)並且 CD45、CD34、CD14、

CD19和HLA-DR呈陰性(≦2%)；(3)於 in vitro下可分化為成骨細胞(osteoblasts)、

脂肪細胞(adipocytes)和軟骨細胞(chondroblasts)
6。US FDA 曾針對各臨床試驗申

請案中的間葉幹細胞特性(鑑別和純度)進行統整，並列出最常用的前 20 個生物

標記(biomarker)，請參照表四 7，表內的前七個生物標記與國際細胞治療協會所

建議的細胞表面抗原一致。雖然 US FDA 歸納了間葉幹細胞鑑別的標準，然而卻

仍無法與生物活性進行有效的聯結，可能是因為間葉幹細胞投予在不同的身體組

織或器官中，該區域的微環境(microenvironment)可能影響或刺激間葉幹細胞，進

而調節間葉幹細胞表現出特定的生物活性，因此，間葉幹細胞的生物活性仍需視

產品之特性、投予途徑和臨床適應症來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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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平均值 上限平均值 下限平均值 上限平均值

1 CD45 0 7 11 CD106 ─ ─

2 CD105 88 100 12 CD19 ─ ─

3 CD90 87 100 13 CD80 ─ ─

4 CD73 86 100 14 CD86 ─ ─

5 CD34 0 9 15 CD166 92 100

6 CD14 0 7 16 CD10 ─ ─

7 HLA Class II 0 9 17 CD146 67 100

8 CD44 ─ ─ 18 CD40 ─ ─

9 HLA Class I 74 100 19 CD11b ─ ─

10 CD29 ─ ─ 20 CD200 ─ ─

標準範圍 (%)
排名 生物標記

標準範圍 (%)
生物標記排名

表四、US FDA 的間葉幹細胞治療產品申請臨床試驗之細胞表面抗原範圍 

 

 

 

 

 

幹細胞效價的訂定 

幹細胞效價評估的目的是為了鑑別出特定的細胞參數，且此參數是影響幹細

胞治療產品須為有效性的關鍵因子。因此，必須在製程中控管幹細胞的特性，使

最終幹細胞治療產品符合設定的效價，以確保其在各研發階段或許可上市後具有

品質與療效的一致性。幹細胞的效價試驗應隨著臨床前到臨床的各開發階段之進

程而不斷的修正，並且應隨著修正而更可反應出細胞治療產品之功效。於早期開

發階段，根據產品特性而用各種分析方法測試幹細胞的活性，包括 in vitro 或 in 

vivo 的功能性(生物活性)測試以及非功能性(生化特性)測試，藉此測試結果評估

哪些效價試驗可能可以反應出預期的療效，於第一期和的二期的臨床試驗時，應

根據開發時預期的 MOA(mechanism of action)與 proof-of-concept study 的資料來

評估多個候選的效價試驗，用以確認哪個效價試驗結果可與臨床療效結果呈正相

關，並於執行第三期的療效確認試驗前確認效價試驗的允收標準，用以確保效價

的最低下限仍可達到療效。效價試驗基本上應可以定量，並且可以進行標準品的

比對，於療效確認試驗前需完成分析方法確效，因此於早期開發階段即應考量哪

些效價試驗是可以進行方法確效，包括準確性、靈敏度、專一性、再現性與耐變

性，則應優先考量使用該效價試驗來進行後續的產品開發。關於細胞治療產品效

價試驗的開發策略，國際細胞治療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ellular Therapy, 

ISCT)曾進行深入的探討並提出可行的建議 8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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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li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 Understand the biologic basis of the disease indication your CTP aims to treat

2. Define the realm of relevant biologic functions that your CTP possesses (literature searches, screening experiments)

3. Develop a hypothesis-driven, scientific rationale for the manner  in which your CTP will correct or modify the pathology in the

indication of choice

4. Create a matrix of assays that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relevant biologic functions that align with the scientific rationale for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by your CTP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assessment

5. Use the matrix of assays throughout product development to monitor if and how the biologic functions vary depending on

a.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e.g., culture vessels, cell propagation length, cell densities at seed and harvest, media composition)

b. Donor-to-donor or batch-to-batch variability

6. Where feasible and appropriately powered, attempt to correlate clinical outcome with one or more assays for biologic

functions. If there is a clear correlation, it will be straightforward to select the final“potency assay”for pivotal studies and beyond.

This is a low-probability scenario.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measured function (potency) and clinical outcome is in reality

rarely observed in rearly- or mid-stage development, and it is currently not a requirement

7. Set specifications based on all relevant manufacturing and clinical data

a. During  early-stage clinical testing wide specifications can be used in light of the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lack of)

robustness and relevance of any one assay

b Specifications can be tightened after more process knowledge is acquired throughout clinical testing with respect to donor-to-

donor or batch-to-batch variability

表五、ISCT 對細胞治療產品之效價試驗的開發建議 

 

 

 

 

 

 

 

 

效價試驗的開發除了有助於確保產品的有效性外，亦可用於(1)製程開發：

可藉由分析製程各步驟對幹細胞效價的影響來改善製程之參數，使有療效的幹細

胞族群最大化，改良製程後除了可生產出每單位含量(細胞數)有較高效價的幹細

胞外，可減少不必要的細胞族群造成非預期的反應；(2)製程變更前後的比較性

分析：在各個研發階段或產品上市後常會需要進行製程的變更，為確保製程變更

後的幹細胞仍具有相似的細胞活性，因此需以代表臨床有效性的效價試驗評估製

程變更對幹細胞療效的影響；(3)產品安定性試驗：幹細胞治療產品的安定性常

以細胞存活率來代表，然而活細胞隨著時間仍可能逐漸失去其生物活性，因此將

效價試驗納入安定性試驗中才能確保細胞治療產品的效價不受賦形劑或儲存條

件的影響。 

製程中使用的動物來源成分 

幹細胞培養基常需要使用動物來源的物質，如胎牛血清、胰蛋白酶、生長賀

爾蒙、飼養細胞等，這些動物可能存在潛藏的病原(豬來源病毒，如豬小病毒

(porcine parvovirus)和豬環狀病毒(porcine circovirus)等)，這些病原在添加至細胞

培養基中而可能造成汙染，儘管目前尚不清楚動物來源的病原對人體的影響，有

可能短期不會直接造成病灶，但長時間下可能有後遺症的顧慮，由於此類風險是

可以經由源頭管控或在製程中檢測的方式加以排除，是故為了受試者安全應進行

把關；另外，動物來源的物料在製程中被使用，殘留於細胞治療產品而被施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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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體內，可能會造成免疫反應而有危害，故需在最後細胞採收時，進行適度

的細胞純化或殘留物清除，以確保動物來源之不純物被掌控在可接受的濃度內。

目前已發展出化學物質或重組蛋白來取代動物來源的物料進行幹細胞培養，目的

除了可掌控培養基的品質一致性，亦可避免此潛在的汙染原造成危害。 

替代的無菌試驗法 

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細胞治療產品採用 BacT/Alert 系統來取代藥典記載的

無菌試驗方法，並作為細胞產品放行的檢測方法，主要的優點是其縮短傳統藥典

方法的 14 天檢測時間至 7 天以內。依據國外累積的經驗及美國 FDA 的研究，比

較數種快速的無菌測試系統，包括 BACTEC、BacT/ALERT 及 Rapid Milliflex 等，

發現這些系統與藥典記載的無菌試驗方法在偵測細菌及真菌方面有相似的效力，

例如 BacT/ALERT PF Culture Bottle 的改良版 BacT/ALERT PF Plus 於 2013 年亦

獲得美國 FDA 核准與 BacT/ALERT microbial detection system 併用，用來檢測血

液是否遭受細菌及真菌的汙染。因此，現在只要試驗單位能提出合理的方法確效

及步驟包括陰性、陽性、及抑菌/抑黴菌測試組，法規單位可以接受 BacT/Alert

系統測試細胞治療產品的無菌結果。 

幹細胞治療可能之風險 

人體內幹細胞大致上可分為造血幹細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間葉幹細

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不同的幹細胞有

不同的分化能力，這些具有分化能力的幹細胞在理想狀態下可於誘導分化之培養

基或於生物體內特有之環境來誘導幹細胞分化成特定的細胞類型，然而，由於分

化狀況的不確定因子仍無法完全掌控，並且隨著分化能力越高不確定因子越複雜，

伴隨著潛在風險也越顯著。過去幾年胚胎幹細胞在小型動物及大型動物的研究中，

顯示出胚胎幹細胞有致癌性的風險，例如：Geron 公司所開發的胚胎幹細胞衍生

之神經先驅細胞產品(GRNOPC1)在老鼠的脊髓形成囊腫，另外以人類胚胎幹細

胞分化成多巴胺神經細胞 (dopaminergic neuron) 後移植至帕金森氏症

(Parkinsonism)的猴子中亦形成腫瘤等等 9。因此，儘管將高度分化能力的幹細胞

誘導成較低分化能力之幹細胞，幹細胞轉化成癌症的潛在風險似乎仍無法排除。 

幹細胞治療產品不同於生物製劑產品(如抗體或賀爾蒙藥物)，幹細胞可能會

存在體內很長一段時間，因此，需要了解施打的細胞的作用與狀況，以掌握可能

的不確定危害因子，所以在製造管控上如無執行嚴謹的特性分析，亦無執行動物

試驗確保幹細胞治療產品確實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幹細胞可能不會如預期達到治

療效果，更甚至造成嚴重的危害。有位罹患先天性小腦運動失調共濟失調微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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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症候群(Ataxia telangiectasia；AT)的 12 歲男孩於俄羅斯的醫院接受了幾次神

經幹細胞的治療，治療後因持續性的頭痛而在以色列醫學中心中進行檢查，該男

孩被診斷出脊髓有膠質神經瘤(glioneuronal tumor)，在手術移除後以染色體分析

(karyotyping)該腫瘤，發現該腫瘤來自男性(XY)和女性(XX)的兩個個體，表示該

神經幹細胞在製造時混合了兩個不同捐贈者的細胞 10；另外一個案例，有位 46

歲女性罹患狼瘡性腎炎(lupus nephritis)，她在泰國一家私人診所進行了手術，將

自體的造血幹細胞注射在腎臟，六個月後因疼痛與血尿而在曼谷大醫院進行檢查，

發現腎臟有四公分的腫瘤而切除了腎臟 11。這兩個案子顯示了幹細胞治療有其潛

在的風險，幹細胞須要在製造管制上管控其特性外，也需有足夠的動物試驗證據

支持該來源、該種類的幹細胞於特定施打途徑的安全性，才能使受試者免於預期

外的風險。 

結語 

全球細胞治療產業正在快速的進展，目前產品製造討論的方向已著重在如何

建立細胞庫系統、細胞產品 GMP facility 的管理與製程確效等產品上市量產的議

題上。運用的細胞種類更由體細胞與幹細胞發展至誘導式全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目前日本已著手進行 iPSC 治療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病患的臨床試驗。臨床應用涵蓋各種適應症，例

如癌症免疫療法、軟硬骨修復、心血管疾病與組織工程產品修復各種組織器官等。

國內已參考產官學研的意見以及國際最新法規，進行修正並公告了「人類細胞治

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及審查基準」，同時對於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查準

則也已著手研擬相關法規。本文整理了 100年至 102年以來國內細胞治療產品於

申請臨床試驗時常見的製造管制議題，並對相關議題提出建議，此相關的議題不

僅在臨床試驗階段須考量，更應在早期階段即納入研發設計，希望能讓開發細胞

治療產品的試驗主持人與廠商能更進一步理解審查時的考量，以加速國內細胞治

療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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