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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基因修飾細胞係指因治療或製造目的，而進行特定基因序列修飾之細

胞。過往認為無法根治的疾病，如基因缺陷或癌症，可以經由修正或

補充細胞的基因而調控特定之基因表現，從而達到既有藥物無法企及

之治療效果，我國亦有不少產學研單位投入基因修飾細胞產品開發。

有鑑於我國尚未發布針對基因修飾細胞治療製劑之指引，故制定此指

導原則，期能提供研發階段之策略參考，及闡述品質相關法規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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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係參考 EMA：Guideline on quality, non-clin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medicinal 

products contain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cells、ICH及國際上相關規範及審查經驗，亦代

表醫藥品查驗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CDE)對此議題的當前想法。如果未來

有相關的科學證據，則會進一步修訂此指導原則。此外，本指導原則不具任何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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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因修飾細胞製劑，及基因修飾細胞與醫療器材組成複合性產品均為本指導原則考

量範圍。細胞來源方面，包含人類或動物來源之初級培養及細胞株細胞，若產品含

非存活或經輻射處理的基因修飾細胞，其作用機制為藥理、代謝或免疫方式，亦屬

本策略指導範圍。而基因修飾之微生物細胞則非屬本策略指導範圍。文中描述的建

議及要求為申請查驗登記時所需，而這些原則亦適用於開發階段策略參考。關於病

毒載體之相關製造與管控，應同時參考中心公告之「病毒載體之基因治療產品於化

學製造管制研發策略指導原則」。 

2 製造與管控考量 

2.1原物料管控 

2.1.1起始物 

基因修飾細胞可藉由體外 (ex vivo)基因轉移 (gene transfer)或體外基因體編輯 

(genome editing)技術來製備，不同技術會使用不同的起始物，包含人類或動物細

胞，及用以修飾基因的工具，例如載體、mRNA及生產修飾工具之相關成分等。 

以體外基因轉移技術來說，用來修飾細胞基因之起始物可包含載體 (病毒或非

病毒載體)以及生產載體之相關成分等；以基因編輯方法而言，起始物可包含載

體 (病毒或非病毒載體)、修飾酶 (或其基因)、基因修復模板 (線性 DNA 片段

或質體)、與細胞基因體編輯相關之基因片段及核糖核蛋白 (如 guide RNA、Cas9

蛋白質及修復模板)、以及生產這些起始物之相關成分等。不論何種起始物，從

生產載體、mRNA或蛋白質等之庫系統 (banking system)開始，就應符合優良製

造規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 

以基因修飾技術製備之誘導性多能幹細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

而言，在誘導產生 iPSC的早期步驟中，細胞材料可能有限，可用之檢品也許不

足以執行完整的檢測和製程驗證，應於完成誘導產生 iPSC 和後續的挑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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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照 GMP原則和本指導原則中的科學性建議實施。 

對於含有轉殖基因細胞的複合性產品，其中與細胞結合之相關物料 (如骨架、基

質、裝置、生物材料、生物分子等)，即使該物料非生物來源，都應視為起始物，

並應符合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查基準中的相關規定。 

用於生產基因修飾細胞和基因體編輯產品的起始物應經過仔細驗證，以確保製

程的一致性。每種起始物應提供之技術性資料完整性，應與細胞治療製劑之原

料藥相同。當使用預先結合的核糖和蛋白，各起始物 (如重組蛋白和 guide RNA

等)，均應提供和原料藥相同的技術性資料內容，應包括製程、物料管制、特性

分析、製程開發、關鍵步驟管制、製程確效、分析方法及安定性等詳細資訊。不

論是自行生產或其他製造商提供之起始物，其相關資料都應納入通用技術文件 

(CTD)之「物料管制」章節。 

載體設計考量應兼具安全性和功效，若為嵌入型載體 (integrating vector)，建議

應有適當的設計以降低嵌入突變 (insertional mutagenesis)的風險，以及提高載體

安全性 (例如自我去活化 (self-inactivating)載體)。此外，若於標的細胞表現基因

體編輯所需之核酸酶 (如：Cas9)，則應採短暫 (transient)表現核酸酶的製程，使

用之修飾酶和 guide RNA 之 DNA 結合區域應有適當設計，以提高修飾酶的選

擇性，減少脫靶 (off-target)效應。 

若以生產細胞株短暫生產用於基因修飾細胞之慢病毒 (lentivirus，LV)、反轉錄

病毒 (retrovirus，RV)、腺相關病毒 (adeno-associated virus，AAV)或其他病毒載

體時，於生產前應確認質體中與病毒載體功能相關序列之正確性。若為生產重

組 mRNA或蛋白質，亦應於生產前確認質體中編碼序列之正確性。 

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則應避免使用細胞選擇標記等不相關的 DNA序列，以免殘

留在基因修飾細胞成品中。 

載體應為無菌且須確認不含其他病毒污染，例如：AAV生產系統應無輔助病毒

或雜交病毒汙染、複製缺陷型載體應無具複製能力病毒汙染，以及其他外來病

毒汙染等。若為複製缺陷型載體，應使用經過確效的敏感分析方法 (或合併數種

分析方法)，例如定量 PCR分析搭配接種至合適細胞之感染性試驗。並且，應避

免使用未經純化的載體進行細胞轉導 (transduction)製程。 

起始物應儲存在有管控且合適之條件，以確保起始物維持其預期使用效能之各

種關鍵特性，尤其是確保與臨床試驗批次之產品品質可接受範圍之一致性。 

2.1.2 其他原料、試劑及賦形劑 

用於細胞培養、轉導過程和後續步驟的材料和試劑應有適當的品質管控，應評

估使用人或動物來源之原料的必要性，建議避免使用，改以具有確定成分的非

動物來源試劑為宜。若需使用生物性來源原料，可參考「製程中使用生物性原

料之研發策略指導原則」，並應確認病毒安全性，以及盡可能避免傳染性海綿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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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病 (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TSEs) /牛海綿樣腦病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風險。若需使用人類血清，建議以取自同一捐

贈者或核准藥物為優先；若需使用人類血漿衍生製劑，亦建議應盡量使用已核

准藥物或具臨床使用經驗產品。 

針對重組蛋白，例如酶、抗體、細胞因子、生長或附著因子，應進行適當的特性

分析和管控。若使用基質、骨架、裝置等結構材料，應遵守人類細胞治療製劑查

驗登記審查基準中的相關規定。 

2.2製造過程 

任何操作步驟均應詳細說明並嚴格控管。 

根據產品類型、起始物料性質及特性、製程的複雜程度等，可能會有不同的製造風

險，應將風險管控納入製程設計中，用以評估品質特性和製程參數，以確保可產出

符合預期品質的批次。 

生產過程例如培養條件、活化步驟、轉導介質或載體濃度 /轉導效率/感染倍數

(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MOI)等，若發生非預期的變化，可能會導致產品品質產生

變化，或產生不純物。 

如果於病毒載體之起始物使用經過確效且足夠靈敏的分析方法證明不存在具複製能

力病毒 (Replication competent virus，RCV) (例如於病毒原液中檢測)，並已排除基因

修飾細胞製備過程產生具複製能力病毒之可能性(應提供製程中產生 RCV 之風險評

估)，則可與法規單位討論並評估是否無須於製程中檢測 RCV。 

應提供最終容器標示之生產批次 (production batch) (來源細胞及載體)的清楚定義 

(即批量、細胞繼代或複製次數、合併 (pooling)方式、批次編號系統)。 

若可行，應保留樣品供後續分析。 

2.2.1細胞製備和培養 

依據起始物料的特性，製程中所使用細胞可能需經額外的檢測。應依照個別細

胞和基因修飾載體 (或其他材料)之風險，進行特定病毒篩檢和其他額外檢測。

應制定適當的檢測程序並提供說明。 

應詳細說明起始物料進行之其他製造步驟，如：器官/組織分離、目標細胞群的

擴增/篩選、活化/刺激等。應提供製程參數和製程中管控的詳細資訊，以及相對

應的操作數值範圍/設定值，和允收標準/行動限量 (action limits)，以確保產品的

關鍵品質參數 (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CQA)。 

此外，應特別評估可能影響後續基因轉移步驟的細胞特性。 

2.2.2基因修飾 

細胞的基因修飾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其管控相當重要。基因修飾的效

率可能取決於各種因素，像是細胞特性 (初級細胞或細胞株、附著或懸浮型、處

於分裂或靜止期等)、培養細胞的方式 (使用細胞培養瓶或袋、細胞接種密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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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體和/或修飾酶的類型和數量、轉染/轉導的試劑、培養時間和培養基成分等。 

應針對預期之臨床療效以及基因修飾細胞的相關風險，進行各個製程條件和步

驟的開發，並且完成製程確效。 

當使用嵌入型載體 (例如慢病毒或反轉錄病毒)時，應透過轉導效率研究和臨床

試驗資料，確認仍保有療效的最低細胞感染倍數。若使用基因體編輯技術，於

製程開發和特性分析時應探索靶向目標 (on-target)修飾以及脫靶效應，並評估

製程中發生脫靶效應之風險。 

2.2.3後續的製造步驟 

細胞進行基因修飾步驟後，通常還需要經過其他處理步驟，例如：清洗細胞 (以

減少基因修飾製程相關的不純物，例如病毒載體、質體、修飾酶等)、富集、分

離、純化、篩選和進一步擴增培養 (以使細胞生長達到目標劑量)，而後再行調

劑並填充至最終容器中。對於可儲存的基因修飾細胞，應建立細胞庫系統並依

相關規定管控，可參考 ICH Q5D之相關說明。 

以短暫方式進行基因修飾之產品，其修飾細胞的材料應採取適當的管控，以確

保無該材料之殘留。如果無法移除該材料，則應證實該材料已無相關活性。如

果施打至病人後仍需維持材料之短暫活性，則應說明活性持續期間及相關管控，

並提供支持性數據。 

2.2.4製程中管控 

製程參數和製程中管控的制定，需先評估與掌握造成 CQA 變化的原因、各個

CQA 相關之風險，以及是否有對各 CQA 具敏感度之檢測方法。製程應藉由製

程參數及製程中管控，以確保原料藥/成品品質、製程重複性和最終產品的一致

性，可維持於預期的品質範圍。即便使用自動化生產設備，仍應提供製程中管

制之相關資料。應描述物理、化學、生物或微生物特性，以及其相關限值、範圍

或分布，以確保預期之產品品質。CQA通常包括對原料藥/成品之製程很重要的

鑑別、純度、生物活性、效價和安定性等特性。 

無論使用開放或閉鎖製造系統，均應在關鍵中間體步驟有適當的製程中管控，

並應考慮原料藥/成品之 CQA以確保其品質。製程中管控可能涵蓋分子 (如：基

因體完整性、鑑別和穩定性、載體數量、轉導效率、靶向目標修飾和脫靶效應

等)、細胞 (如：目標細胞的鑑別/純度、生長速率、數量、存活率和免疫表型等)、

製程相關 (如：溫度、pH值、培養基消耗、二氧化碳和代謝產物濃度等)和微生

物等層面。 

2.2.5製程確效 

除了人類細胞治療製劑查驗登記審查基準中所述的相關要求外，亦應視情況將

下列方向納入考量：無外來病毒、無修飾酶和核酸殘留、具感染性顆粒之清除、

殘留之載體、轉導效率、載體拷貝數目、轉殖基因之鑑別和完整性、轉殖基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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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程度、表現分子 (expressed molecules)的結構和功能、移除不需要之核酸序列、

去除或減少基因修飾相關不純物。 

細胞或組織數目有限，可能增加製程確效的困難性，因此製程確效的作法應著

重於從各生產批次的製程中獲得最多經驗。製程確效若未完整，則應儘可能透

過額外的製程中管制以確保製程一致性。 

若使用以病毒載體進行細胞基因修飾的製造平台，如：相同的細胞搭配不同載

體架構，則應根據新產品各個重要步驟之風險評估執行額外的製程確效，此時

應將對該製程之既有相關知識和先前確效結果納入考量，對於相似的製程步驟，

可引用先前高度相似產品進行之確效結果。 

如果於製造過程中使用已核可之自動化生產醫療器材，得引用該醫療器材之確

效資料，但須考量該醫療器材核准之預期用途和確效資料之適用性，由於該醫

療器材可能並未進行轉殖基因細胞製程之確效，因此，仍須針對操作模式和儀

器設定進行確效。 

如有中間體儲存步驟，則應進行儲存 (如時間、溫度)和運輸轉移條件之確效。 

2.2.6製程變更 

產品開發過程若有製程或重要起始物料 (如病毒載體、細胞來源、修飾酶等)變

更，應詳細描述並提供適當的比較性分析結果，以比較變更前後產品之差異，

並評估任何觀察到之差異對成品品質、安全性和療效造成的影響。比較性試驗

建議可參考 ICH Q5E，試驗中使用的分析方法應有足夠的靈敏度，以分辨變更

前後之產品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通常任何起始物料或製程改變，皆需評估對該改變之下游所有關鍵製程中管控

的影響，確認該改變造成影響的風險後，訂定適當的比較性試驗內容。比較性

試驗並非證實變更前後產品完全相同，而是在產品具有高度可比性時，可憑既

有知識預測品質參數上之差異不會造成產品安全性或療效之負面影響。 

若變更前後品質參數之差異已可能造成產品安全性和療效上的疑慮時，則須考

慮進行額外的非臨床和/或臨床試驗。  

有關比較性研究的範例如下: 

2.2.6.1重組 (recombinant)起始物料之製程變更 

重組起始物料生產過程的任何變化皆應評估對品質的影響，應根據 ICH 

Q5E 的原則進行適當的比較性試驗，以證明變更前後起始物料的可比性。

比較性試驗通常以變更前後之產品在批次放行檢測和進階特性分析進行

比較。 

進階特性分析應針對原始特性分析時所確認之關鍵品質參數，若未涵蓋在

放行規格內，針對風險較高的變更，比較性分析項目可能須包括：完整的

載體定序、蛋白外殼 (capsid protein)的存在與否、具複製能力病毒的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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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和產品相關不純物比較及安定性分析。 

除了重組起始物料的比較性試驗外，還應進行最終產品之 CQA 影響的研

究。包括：轉導效率、載體拷貝數、轉殖基因表現程度、靶向目標修飾及

脫靶效應等。 

2.2.6.2細胞起始物之變更 

包含細胞來源  (如：由骨髓變更為周邊血細胞 )、分離細胞亞群 

(subpopulation)的方法、在細胞起始物製備過程中引入冷凍步驟等之變更。

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對於細胞起始物的變化可能需要進行製程中特性的

比較性分析，如：比較兩種方法的純化效率或經冷凍與否之細胞品質。 

應透過變更前後產品批次放行的比較以及進階特性分析，評估變更對最終

產品品質的影響。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亦可能需要製程中管控的比較性

分析結果。 

2.2.6.3活性成分/最終產品製程變更 

應評估製程中各項變更影響最終產品品質的風險，以決定比較性試驗應進

行的程度。如變更具有高風險性 (如製造場所變更)，則比較性試驗應包含

變更前後之製程中管控和其他適當的製程參數比較，以及變更前後產品之

放行檢測、進階特性分析和適當的安定性試驗等。 

為比較性試驗目的，可考慮使用單一細胞來源的樣本進行變更前後之活性

成分/最終產品的製備 (樣本可能由一次捐贈，或匯集數次捐贈樣品)。原則

上，可用健康捐贈者的細胞執行相關分析，若無法以健康捐贈者之細胞進

行完整評估 (如用於修正遺傳缺陷基因表現)時，則應以變更後之病患細胞

批次與變更前批次進行回顧性比較。 

2.3特性分析 

應參照人類細胞治療製劑查驗登記審查基準中的相關規定，並需針對基因修飾細胞

產品之特性進行嚴謹分析以確認關鍵品質參數，此將有助於確保產品品質一致性以

及安全性與療效。 

應針對產品特性，以適合的分子生物、生物和免疫學方法進行以下特性分析： 

› 細胞鑑別和存活率 

› 細胞表現型/外觀 

› 細胞群體的異質性 (如：亞群的比例) 

› 基因修飾細胞的生長和/或分化能力 

› 細胞功能 (除生長及分化外) 

› 轉導效率 (如：轉導細胞的佔比) 

› 轉殖基因的序列和完整性 

› In vitro生長擴增和/或分化時的基因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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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表現基因產物的鑑別和活性 

› 每個轉導細胞內的載體拷貝數 

› 載體嵌入分布狀況 

› 載體/轉殖基因的移除效果 

› 載體從細胞釋出的情況 

› 載體複製能力和重新活化的可能性 (除非已於起始物料分析證明無此疑慮) 

› 細胞中基因體編輯工具的持續性 

› 靶向目標修飾和脫靶情況 

載體脫落 (shedding)、驅動 (mobilization)及病毒重新活化的風險，應納入載體釋出

和/或載體複製能力相關資料中探討。 

應根據安全性資料和產品的預計使用方式，評估適當的轉導細胞載體拷貝數。為了

解嵌入誘發突變的風險，應探討嵌入型載體或質體對已知的致癌基因及腫瘤抑制基

因的嵌入圖譜 (integration profile)。 

如特性分析數據已有完整嵌入位點分布資料時，當使用相同載體、相同細胞及啟動

子，而僅有轉殖基因序列不同時，經過適當地評估後，可僅執行部分之嵌入位點研

究。 

若基因修飾細胞具有增殖潛能並可能於體內持續繁殖或擴增時，也需要研究基因修

飾細胞的克隆性和染色體完整性。 

轉導和轉殖基因表現效率 (或基因修飾細胞的佔比)應與臨床療效資料之間建立相

關性。 

應完整地分析轉殖基因/基因體編輯細胞的同質性和基因穩定性。將基因修飾細胞的

細胞形態、功能和行為 (如遷移特性)與未基因修飾的細胞相比，任何可觀察到之非

預期變化均應完整紀錄。任何非預期的表現型、增殖/分化特性和功能性變化，均應

對其與預期用途間之關聯性進行研究和探討。應探討基因修飾引起的 (目標細胞導

致的)免疫活性增加現象 (如：癌症免疫療法)。 

對於以基因體編輯工具修飾的細胞，應至少使用一個具靈敏度且已知特性之分析方

法，在治療標的或適當替代之細胞 (如：健康捐贈者之細胞)確認脫靶效應。此外，

應使用適當的生物資訊學工具進行電腦篩選並對轉殖基因細胞進行深度定序，以判

定脫靶現象造成的影響。因僅使用電腦預測基因組中可能容易發生脫靶的位置可能

有所疏漏，故應對基因體編輯的細胞進行適當地定序，建議應同時採取包括計算機

技術和實驗技術的全方面策略，以確認脫靶位置。 

針對目標基因體編輯，應進行完整的特性分析，以確定標靶位置被正確編輯的程度，

以及標靶位置是否有任何意外變化。如果各批次之間的起始物不同 (例如自體細胞)，

則應評估脫靶效應是否有潛在差異。 

基因體編輯是一個快速發展的領域，對於檢測和評估靶向目標修飾和脫靶效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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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應根據目前科學知識建立一套以風險為基礎的研究。 

應確認修飾細胞於活體內擴增、分化和長期存活的狀況，必要時，應於放行規格檢

測管控。 

2.3.1鑑別 

鑑別檢測應包含分析特定細胞群佔比以及期望的基因修飾 (檢測其 DNA 或基

因修飾後產生之蛋白質)，且檢測方法應具有專一性。 

2.3.2純度 

純度通常與細胞類型、轉導及基因體編輯效率有關，如：經基因修飾之細胞的

百分比。純度之界定應考慮產品的性質和預期用途、生產方法以及製程一致性。 

應建立並符合純度之允收規格。檢測方法應可分析細胞相關之不純物，如：非

預期基因修飾的細胞、未經轉導或未經基因體編輯的細胞、細胞碎片，此外，於

生產過程添加之非細胞相關不純物亦應檢測及管控。  

若製程使用病毒載體，必須檢測最終產品中具感染性顆粒之含量，且其檢測結

果須低於偵測極限。若製程使用使用轉位子 (transposon)載體，最終細胞群應無

轉位酶 (transposase)活性。 

若為基因體編輯的細胞，應評估細胞中基因體編輯工具的持續性。在理想情況

下，當細胞被放行供臨床使用時應不再帶有基因體編輯工具。持續性可能取決

於基因體編輯工具引入細胞時的載體。放行檢測應包含基因體編輯工具的檢測

項目。 

若為短暫基因修飾而於最終細胞族群中會移除此外來核酸序列，亦應於放行檢

測確認無細胞帶有此外來核酸序列。 

對於複製能力缺陷的病毒載體，必須有適當檢測證明無具複製能力的病毒，如

已在其他製程階段 (如在病毒載體起始物料)證明不存在 RCV，且有適當風險評

估排除製造過程中 RCV產生的可能性，則可與法規單位討論並評估是否無須進

行額外的測試。RCV檢測應有適當之偵測極限，應考量以人體施用劑量下之最

差情境進行風險評估。 

2.3.3效價 

為了評估基因修飾細胞的效價，應進行生物活性檢測以確定細胞的功能特性，

如果合適亦應包含經基因修飾後獲得的功能特性。 

效價測試應盡可能提供有關細胞和轉殖基因產物預期功能的量化資訊。效價分

析方法的選擇應根據特性分析以及作為放行檢測項目的可行性做評估，但仍應

考慮到實際狀況的限制 (如：樣品有限或架儲期短)。由於體內或體外之動物組

織實驗結果可能存在較大變異性，難以推估人體療效，也基於 3R理念，因此，

除非無法建立合適之 in vitro方法，不應採用實驗動物執行效價測試。 

若可行，應建立特定效價的參考細胞批次 (reference batch of cells)，並於效價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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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時進行方法校正；用於製備基因修飾細胞之工具 (如：載體、重組蛋白等)亦

應建立參考品批次 (reference batch)。  

效價測試不應僅限於細胞功能性，應包括其他相關檢測，例如細胞存活率等。

若適用，放行檢測應包括與產品施用後的增生、分化和持續存在相關之分析方

法。 

若為針對腫瘤細胞之基因修飾 T細胞 (如：CAR-T細胞)，建議應可於效價試驗

檢測 T 細胞毒殺潛力，檢測結果可包括目標腫瘤細胞的死亡，或是會引致不可

逆細胞死亡之胞內訊息傳遞路徑之活化及細胞膜完整性喪失 (伴隨細胞內成分

外漏)。CAR-T細胞產品生物活性之替代檢測 (Surrogate read-outs)，可為 T細胞

表現活化/去顆粒作用標記、或分泌細胞激素/細胞毒殺分子。若無法使用自體同

源腫瘤進行檢測時，應評估替代細胞之適用性，並提供合理性依據。 

2.4 品質管控-放行標準 

除一般藥物常規檢驗 (如無菌、內毒素、外觀等)外，放行檢測應包括含量、鑑別、

純度、不純物 (產品相關和製程相關)和效價的分析，可由特性分析結果推斷出重要

的品質參數。 

轉導或轉染細胞中嵌入型載體的拷貝數與安全性和效價有關，應於最終產品逐批檢

測。 

對於基因體編輯的產品，應視情況考量於最終產品逐批檢測靶向目標修飾和脫靶作

用。 

若會自最終產品中清除或移除外來基因材料，放行時應以適當靈敏度之分析方式確

認。 

對於複製能力缺陷載體所轉導的細胞，應在臨床使用前證明無 RCV的存在。若已於

載體放行時用經確效且具敏感性的分析方法 (或綜合多項分析)確認沒有RCV存在，

則可根據 RCV形成的風險評估，與法規單位討論是否可減免最終產品之 RCV相關

檢測。 

如果無法以實際產品進行放行檢測，如：無法進行抽樣或產品數量有限時，應以替

代樣品或關鍵中間體進行分析。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確認這些分析結果足以代表最

終產品品質。 

於某些特殊狀況，部分放行檢測結果僅能於施予病人後方能取得，則產品可採兩階

段放行方式。在此情況下，缺少的資訊應經由適當之製程中管控或製程確效補足，

並應清楚描述及審慎評估此階段性放行檢測程序之合理性。如果樣品量不足以進行

完全的放行檢測，應基於風險評估證明減少檢測項目之合理性。 

2.5 安定性 

請參照人類細胞治療製劑查驗登記審查基準中所述的原則執行安定性試驗。應根據

特性分析結果評估決定安定性試驗中應追蹤的關鍵品質參數，這些參數為安定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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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指標，也能反應出具臨床上意義之產品變化。 

應說明產品之運送、接收及於施予場所處理方式，並提供於實際包裝材料且模擬運

送過程之運送安定性分析結果。 

2.6 回溶動作 (Reconstitution activities) 

回溶係指產品放行後於病人施打前須進行的動作，不被視為產品製程的一部分。回

溶動作可能在非 GMP 環境 (如：醫院藥劑部)下操作，因回溶之各個步驟無法在產

品放行前完成，故回溶不可對產品品質造成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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