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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係參考美國 FDA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 Infection: Developing 
Antiretroviral Drugs for Treatment” (2015)以及 EMA “Guideline on the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medicinal products for the treatment of HIV infection” (2016)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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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指導原則目的為提供研發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相關建議。指導原則內容說明法規單位當前

對於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整體研發和臨床試驗設計的考量，以支持治療 HIV-1 感染的適應症。

本指導原則主要針對具有抗病毒機轉的治療藥物，不涉及預防 HIV-1 感染。有關研發藥物之

非臨床試驗設計一般原則、臨床試驗設計考量的通則、以及統計分析概念，應額外參考相關

公告與指引。 

2 背景 

2.1 HIV 感染及治療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目前可分為兩型，即 HIV-1 和

HIV-2，兩種病毒的致病力並不相同。感染 HIV-1 後，如果不加以治療，免疫系統會逐

漸被破壞，導致 CD4+淋巴球減少，合併其他免疫相關的影響，最終造成後天性免疫不全症

候群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俗稱愛滋病。相對於 HIV-1，感染 HIV-
2 後疾病進展較為緩慢，然而一旦進展至晚期，其臨床表現仍與感染 HIV-1 相似。

目前造成全球流行的病毒株為 HIV-1，HIV-2 則主要流行於西非。  

目前 HIV-1 包含 4 個 groups (M, N, O, P)，分別在不同的人畜共通傳染事件(zoonotic 
transmission event)中，由動物傳播至人類。Group M ("Main")為全球主要流行的 group，其

中又可分為 9 個 subtypes or clades (A-D, F-H, J-K)及重組型(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s，
CRF)。不同 subtype 的病毒株可能具有不同的免疫原性、病毒複製特性、傳染速度、以及疾

病進展速度。 

依據國內疾病管制署(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AIDS 的定義為：感

染 HIV (排除 HIV 急性初期感染)，且符合臨床條件 (有伺機性感染或 AIDS 相關的腫瘤)及
/或符合檢驗條件 (CD4+淋巴球計數或比例過低：6 歲以上，＜200 cells/mm3或 14%；1 至 6
歲，＜500 cells/mm3或 22%；小於 1 歲，＜750 cells/mm3或 26%)。 

目前 HIV 的治療方式為併用數種抗反轉錄病毒藥物 (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cART)，即高效能抗愛滋病毒治療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典型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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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為合併兩類或兩類以上不同作用機轉的三種藥物。然而，某些較新的核准藥物，如：新

一代的嵌合酶抑制劑 (integrase strand transfer inhibitors，INSTIs)，具有高抗藥屏障 (genetic 
barrier)，針對該類藥物，可能可以僅合併使用兩種藥物。對於先前曾接受治療，且可能感

染低藥物敏感性病毒株的病人，須使用超過三種可有效抑制病毒的藥物。此外，一些治療

組合處方中，亦包含增加或延長處方中其他藥物暴露的藥動加強劑  (pharmacokinetic 
enhancer)。 

抗反轉錄病毒治療的目標是，持續抑制血漿 HIV 的核糖核酸 (ribonucleic acid，RNA)量 (亦
稱為病毒量)至低於 HIV-RNA 分析方法定量值的下限 (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LLOQ)。
建議在確診的七日內開始使用抗病毒藥物，以改善病人預後並預防感染者進一步傳播病毒。

台灣愛滋病學會針對未曾接受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病人，建議可採用兩種核苷酸反轉

錄酶抑制劑 (nucleos(t)ide reverse-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RTIs)為治療骨幹 (backbone)，再

從非核苷酸反轉錄酶抑制劑 (non-nucleoside reverse-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NRTIs)、蛋白

酶抑制劑 (protease inhibitors，PIs)、嵌合酶抑制劑 (INSTIs)或其他不同抗病毒機轉的藥物 
(例如：CCR5 antagonist)中，挑選一種藥物搭配組成處方。目前是以一天一次的單錠處方為

治療主流。如果建議的第一線處方治療失敗，在排除病人服藥順從性不佳的問題後，需參

考抗藥性基因檢測的結果，使用其他有效藥物替換，以構成多種可能的藥物組合。 

目前國內外臨床治療指引中，用於未曾接受治療的病人之建議第一線治療處方，均具有良

好且相近的療效。然而，預期公認的 HIV 標準治療處方會隨著時間而不斷更新。隨著抗反

轉錄病毒藥物的發展，感染者的存活期已大幅延長。 

由於抗反轉錄病毒藥物須終身服用，可能引起長期的副作用，例如：脂肪重新分布症候群 
(fat redistribution syndrome 或 lipodystrophy)、新陳代謝異常 (例如：高血脂、高血糖)、心臟

血管疾病、腎功能下降、骨質疏鬆、骨頭缺血性壞死 (avascular necrosis)等，影響感染者長

期健康與生活品質。因此，在評估研發中抗反轉錄病毒藥物之潛在發展性時，應將其可能

造成的長期副作用一併列入考量。 

2.2 抗反轉錄病毒藥物之研發及核准的法規歷史 

過去，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核准係根據臨床評估指標 (clinical endpoint)的結果，來評估藥

物對 HIV 感染的死亡率及/或疾病進展的影響。近年來，由於 cART 的成功，HIV 感染相關

疾病隨之減少，且病人存活期延長。因此，抗反轉錄病毒新藥的核准若仍須提供傳統臨床

評估指標的結果，在實務上變得不再可行。 

因此，美國 FDA 在 1997 年 7 月召開諮詢委員會會議，考慮使用 HIV-RNA 的變化量，作為

支持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核准的臨床試驗評估指標。根據多項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試驗，於

超過 5,000 名病人所進行的分析，確認了血漿中 HIV-RNA 的降低與臨床疾病的進展和死亡

風險的下降間具有關聯性。在各種不同疾病特性 (包括：治療前 CD4 +淋巴球計數、HIV 病

毒量、先前藥物治療經驗及治療處方)的病人身上，均可觀察到該關聯性。基於上述的資訊，

以及後續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核准的經驗，HIV-RNA 的降低，可高度預測有意義的臨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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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藥物抑制 HIV-RNA 的效果，可作為支持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核准的適當替代性指標。 

3 非臨床研發考量 

3.1 藥理/毒理之研發考量 

HIV-1 抗病毒藥物的藥理/毒理研發，應依循現有之相關藥物研發指導原則。一般而言，在

早期研發階段，應執行非臨床的合併使用試驗，以支持之後的合併使用臨床試驗。ICH M3 
(R2)–Guideline on Nonclinical Safety Studies for the Conduct of Human Clinical Trials and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說明，研發中的新藥，即便是用於嚴重或危急生

命、且當前缺乏有效治療的適應症 (例如：晚期癌症、抗藥性 HIV 感染及先天性酵素缺乏

疾病)，仍需要依據不同的情況，來探討非臨床毒理及臨床研發的整體需求及計畫，以優化

及加速藥物研發。 

對於合併兩種以上仍在早期研發階段的藥物、或是預期不會比現有治療更具效益的 HIV 新

藥物組合，應在進行第二及第三期臨床試驗之前，先執行 ICH M3 (R2)指導原則所述的合併

使用毒理試驗。一般來說，在毒理試驗中，通常不會同時測試超過兩種的藥物。但是，仍

可以考慮在一般性毒理試驗中，評估多於兩種的藥物，以及納入合併使用該藥物的試驗組。

關於此類試驗，建議事先與法規單位討論合併治療毒理試驗的設計、依據、及其他可能的

要求。 

在 HIV 感染者終身治療期間，各個抗反轉錄病毒藥物，通常會在多種不同處方中合併其他

抗反轉錄病毒藥物。但早期研發階段之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合併已核准 (或晚期研發階段)的
抗反轉錄病毒藥物，通常不須執行合併使用的非臨床毒理/安全性試驗，除非早期研發階段

藥物的非臨床試驗資料顯示，與已核准的藥物合併使用可能產生嚴重的協同毒性 
(synergistic toxicity)。 

建議在申請新藥查驗登記時檢送/申請致癌性試驗，或是以上市後研究的形式提供。 

3.2 非臨床病毒學之研發考量 

在開始申請新藥臨床試驗之前，應先在細胞培養中測試用於治療 HIV-1 的抗反轉錄病毒藥

物的抗病毒活性。 

3.2.1 作用機轉 

在臨床前試驗中，應該研究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抑制 HIV 複製或病毒特定功能的作用機轉。

作用機轉的研究應具備適當的控制組，以利於評估抗 HIV 活性的特異性，例如：評估對

於非試驗藥物作用目標的 HIV 蛋白、相關的宿主蛋白及其他病毒的活性。 

3.2.2 細胞培養中之抗病毒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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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細胞培養試驗中證實新藥的抗 HIV 活性，並決定後續用於 HIV 感染者的目標血漿濃

度。抗 HIV 活性試驗應針對臨床和實驗室病毒株進行評估，包括不同的 HIV 族群 (groups)、
亞型 (subtypes)或分枝 (clades)。應使用定量分析方法來測定抑制病毒複製達 50%和 90%
的有效濃度 (effective concentration，EC50及 EC90)或抑制濃度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例如：以細胞分析方法 (cell-based assays)測定的 EC50和 EC90、以生化或亞細胞分

析方法 (subcellular assays)測定的 IC50和 IC90。亦應評估血清蛋白與藥物結合而產生的阻

隔作用 (sequestration)，並測定經血清調整的 EC50值。建議評估新藥在不同濃度人體血清

中的抗病毒活性，並藉此外推得出在 100%人體血清中的 EC50值。 

3.2.3 細胞毒性及粒線體毒性 

藥物的細胞毒性作用應在用於評估抗 HIV 活性的細胞中直接定量，並應計算 50%的細胞

毒性濃度 (cytotoxic concentration，CC50)和治療指數 (therapeutic index)。細胞毒性應使用

各種人類細胞株，並在增殖和非增殖條件下培養的原代細胞中進行評估。部分藥物 (例
如：核苷類似物抑制劑中的活性三磷酸鹽)應使用生化分析方法，評估對宿主去氧核糖核

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DNA)聚合酶 (polymerases)、粒線體 DNA 及核糖核酸 (RNA)
聚合酶的影響。 

另外，在研發的早期，評估新藥對粒線體的毒性作用 (例如：產生乳酸、粒線體 DNA 含

量、粒線體形態、葡萄糖利用)相當重要。在評估粒線體毒性時，應根據現行的最佳方法，

支持試驗條件的合理性 (例如：在含葡萄糖培養基及含半乳糖培養基中檢驗粒線體毒性)。
在增殖條件下評估細胞毒性和粒線體毒性，應在藥物暴露下經過數次細胞分裂來進行評

估。這些以生化或細胞分析方法，所評估之潛在細胞及粒線體毒性，僅能作為體內毒理

試驗的補充，而不能取代體內試驗。應基於體內毒理、非臨床及臨床藥動等試驗的整體

結果來評估臨床風險。 

3.2.4 合併使用之抗病毒活性 

大多數抗反轉錄病毒藥物預期將與其他已核准藥物併用來治療 HIV 感染。在研發早期，

應針對新藥與各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機轉類別中的兩個代表藥物，檢測抗病毒活性的關係，

以評估合併使用下是否具有拮抗作用 (antagonism)。如果上述研究發現新藥對某個類別

的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具有拮抗作用，則應額外評估新藥對該類別的所有其他藥物是否也

具有拮抗作用。如果新藥預期將來會與其他研發中的藥物併用，則也應與該藥物進行合

併使用的抗病毒活性研究。 

為了完整評估合併使用的抗病毒活性，應提供兩種藥物於各自的 EC50或接近的濃度下合

併使用後的拮抗作用、加成作用 (additivity)、協同作用 (synergy)、及細胞毒性的資料。 

3.2.5 動物模型中之抗 HIV 活性 

不需要在動物模型中證明研發中新藥之抗 HIV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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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抗藥性及交互抗藥性 

應在適當的細胞培養模型中，檢驗 HIV 對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產生抗藥性的能力。透過將

突變引入 HIV 基因組，並使用適當的細胞培養及/或生化分析方法，測定藥物敏感性的改

變倍數，進而確定及驗證對試驗藥物產生抗藥性有關的胺基酸突變  (amino acid 
substitutions)。 

抗藥性試驗的結果可應用於： 
● 確定抗藥性產生之途徑。 
● 評估藥物抗藥屏障之高低 (例如：由一個或多個突變產生藥物抗藥性)。 
● 預測抗藥屏障是否會隨新藥的體內濃度而變化。 
● 評估與其他抗 HIV 藥物產生交互抗藥性 (cross-resistance)的可能。 
● 支持藥物的假設作用機轉。 

抗藥性非臨床試驗應包括評估新藥與已核准藥物及研發中藥物產生交互抗藥性的可能，

尤其應著重於相同機轉類別的藥物，及作用目標為相同蛋白質/蛋白質複合物的其他類別

藥物。此外，對於與新藥相同機轉類別的其他藥物具抗藥性突變的病毒，以及對其他已

核准的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具有抗藥性的代表性病毒樣本，也應於非臨床試驗中，評估新

藥對上述抗藥性病毒之抗病毒活性。 

4 臨床研發注意事項 

4.1 藥物研發族群 

應在各種特性的病人中，適當地評估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效用。參考美國 FDA 的相關指導

原則，可將受試者族群分為三類： 

● 第 1 類：對所有已核准的藥物具有完全敏感性，未曾接受治療 (treatment-naïve)，或曾

接受治療且在可信的病史中未曾發生病毒學失敗 (virologic failure)的 HIV 感染者。 

● 第 2 類：對多種藥物及多種藥物類別具有抗藥性，且無有效抑制 HIV-RNA 治療處方的

HIV 感染者。 

● 第 3 類：具有抗藥性，但尚存可有效抑制 HIV-RNA 治療處方的 HIV 感染者。 

【註】上述「有效抑制 HIV-RNA 的治療處方」係指將 HIV-RNA 抑制到低於分析方法定量

值的下限之治療處方。 

建議在藥物研發的所有階段，特別是在第三期試驗中，納入足夠數量、且足以代表各性別、

種族、年齡和體重之受試者。在藥物研發的早期就納入多樣性的受試者族群，可能有助於

辨識出潛在的療效或安全性問題，並為第三期試驗的設計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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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藥物研發族群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藥物的特性，例如：抗藥性特性、

耐受性、藥理特性和給藥途徑等。舉例來說，經由皮下或靜脈每天給藥的藥物，可能較適

合曾接受多種治療，僅剩少數治療選擇的病人，但通常不適合未曾接受治療的病人。具有

高抗藥屏障且對現有抗藥性病毒株仍具抗病毒活性的藥物，可能較適合用於曾接受多種治

療的病人，以滿足其醫療迫切需求 (unmet medical need)。然而，如果上述藥物具有良好的

耐受性，且有其他方面的利益 (例如：方便的給藥時程)，也可考慮不限用於曾接受治療的

病人。若研發中新藥擬用於未曾接受治療的病人，則應於臨床試驗中證明，該藥物與已核

准用於治療此類病人的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相比，至少一樣有效，耐受性良好且便於給藥。  

HIV 感染為存於世界各國的疾病，臨床試驗通常在跨國間進行。然而，試驗應包括足夠人

數的東亞族群，並能提供國內主要流行病毒株 (例如：Clade B)的抗病毒效果資料，以確保

試驗結果可外推至國人。建議在第二期試驗完成後，與法規單位討論臨床試驗中預計納入

的東亞族群人數，以免納入的族群代表性不足，亦可增加受試者族群的多樣性。若計畫執

行多國多中心試驗，也應將不同地區間臨床實務的差異性列入考量 (例如：藥物可近性、建

議處方、病毒學及抗藥性檢測分析方法、檢驗及治療之建議時間點等)。 

4.2 早期臨床試驗之重點考量 

4.2.1 藥動學試驗之一般考量 

為了避免 HIV 感染者接受未達最佳的治療 (sub-optimal therapy)導致的相關風險，應在健

康志願者中，執行初始的藥動學試驗。而後續執行於 HIV 感染者的臨床試驗，則應針對

所有受試者評估藥動學，以及藥物暴露與病毒學抑制和毒性之間的關係。 

建議在整個研發過程中，結合使用密集和稀疏採血 (intensive and sparse sampling)的方式，

以適當地分析研發中新藥或處方中其他 HIV 藥物的藥動學特性。舉例來說，在單一藥物

治療試驗中，應實施密集採血。然而，在較長期的試驗中，密集的採血在實務上並不可

行，反而應盡可能在最多的受試者中獲取稀疏藥動學資料，例如：在第 4、8、12、24、
36 或 48 週，或依照試驗計畫書的其他規定時間點採血，並且將這些資料與早期試驗中

的密集藥動學資料結合起來分析。 

由於必須合併使用多種藥物來治療 HIV，且病人服用其他藥物的可能性很高，因此非常

可能會發生臨床上相關的藥物間交互作用 (drug-drug interactions，DDIs)。此外，許多類

型的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很可能會發生 DDIs。因此，在早期研發階段應針對藥物間交互作

用進行研究，以支持未來臨床試驗和臨床實務中可能會合併使用的藥物組合。 

由於新藥在獲得核准時，可能尚未取得所有藥物間交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建議應優先

執行與下列藥物的交互作用試驗：治療 HIV 的藥物、治療其他合併感染的藥物 (例如：

HCV、HBV、侵襲性真菌和細菌感染，包括分枝桿菌疾病)、治療代謝異常的藥物 (例如：

高血脂症)、治療胃食道逆流和物質成癮的藥物，以及荷爾蒙避孕藥。在上述所有藥物中，

應選擇沒有合理替代藥物，且具交互作用可能性的藥物優先來執行。此外，也應在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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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執行肝腎功能不全病人的藥動學試驗。 

4.2.2 首次人體試驗 

對於首次人體試驗 (first-in-human trials)，建議納入健康成人受試者，執行單次及多次遞

增劑量試驗 (single- and multiple-ascending-dose trials)，以評估初步安全性和藥動學資料，

且避免 HIV 感染者因接受未達治療劑量之藥物而產生抗藥性。 

4.2.3 第一期概念驗證性試驗 

在執行於 HIV 感染者的第一期概念驗證性試驗 (proof-of-concept trials)中，應評估使用不

同劑量的藥物短期治療後 (例如：數天至 2 週)，HIV-RNA 自基線 (baseline)降低的效果，

也可以評估短期使用之安全性。試驗的主要評估指標建議為 HIV-RNA 自基線變化的平

均值。 

第一期概念驗證性試驗可採用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多劑量之試驗設計。針對第 1 類

HIV 感染者，研發中新藥可作為單一療法；針對第 2 類或第 3 類 HIV 感染者，研發中新

藥可作為功能性單一療法 (functional monotherapy)，即在未能完全抑制病毒的治療處方

中，額外添加新藥。 

考量僅使用單一藥物治療，後續產生抗藥性病毒株的風險，在符合試驗目的之情況下，

應盡量縮短單一藥物治療的時間。試驗時間應取決於藥物類別、細胞培養的抗藥性結果、

藥效和藥動學特性，通常為 7-10 天，至多為 2 週。預期僅具低抗藥屏障的藥物，通常不

適合進行單一療法試驗。針對此類藥物，建議事先與法規單位討論其試驗持續期間。 

在進行初步的病毒學反應 (virologic response)評估後，可採用開放性 (open-label)的方式

給予受試者 (包含安慰劑組)較長時間的有效治療處方，將產生抗藥性病毒株的風險降到

最低。建議在第一期試驗單一治療期間，盡早且重複地測量病毒量和藥物濃度，並以藥

動/藥效模型 (PK/PD modelling)來作為劑量選擇的輔助工具。 

4.2.4 第二期試驗及劑量尋找 

第二期試驗的目的是找出研發中新藥在第三期試驗中，作為合併處方一部分的適當劑量，

該劑量須同時兼具抗病毒活性、良好的耐受性及安全性。 

第二期劑量範圍試驗 (dose-ranging trials)之設計，可參考《章節 4.3》針對第三期試驗之

建議。通常，應在較小規模的受試者中評估更寬的劑量範圍，以確保在進行後續更大型

的試驗之前，先評估初步的安全性及療效，並證實劑量或暴露反應關係 (dose- or exposure-
response relationship)。通常試驗時間建議為 24 至 48 週。 

4.2.4.1 藥動/藥效 (Pharmacokinetic/Pharmacodynamic)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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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早期執行於健康受試者的臨床試驗中獲得之病毒學和藥動學資料，可為後續執行於

HIV 感染者的臨床試驗提供初步的劑量選擇依據。舉例來說，依據血漿中藥物濃度的

資料，以及臨床前試驗針對 HIV 測定之經蛋白結合校正 (protein binding adjusted)的
EC50，可估計執行於 HIV 感染者的臨床試驗之目標藥物暴露值以及劑量範圍。如《章

節 4.2.3》中說明，臨床研發計畫的初始階段，可針對 HIV 感染者進行抗反轉錄病毒新

藥的單一療法試驗。單一療法試驗的目的是研究新藥在 HIV 感染者中，藥物劑量與血

漿藥物濃度以及體內抗反轉錄病毒活性之間的關係。此試驗結果可成為後續臨床試驗

中劑量選擇的基礎。這種實際上僅使用單一治療藥物的試驗，應僅限於在未曾接受治

療 (treatment-naïve)的第 1 類 HIV 感染者中進行。 

後續第二期試驗所研究的劑量，應根據上述短期單一療法試驗中得到的藥物濃度-病毒

動力學  (drug concentration-viral kinetics)資料，以及藥物濃度 -安全特性  (drug 
concentration-safety profile)來選擇。一般來說，後續第二期試驗所探討的劑量，其暴露

量應超過細胞培養 EC50值的數倍，此 EC50應針對適當的 HIV 基因型，並經蛋白結合

校正。應避免選擇過低的、預期未具治療效果之劑量，以減少產生抗藥性病毒株的風

險。 

可使用以下兩種方法，分析研發中新藥之暴露量與病毒動力學或病毒學抑制之間的關

係，採用哪種方法則取決於研發所處的階段及分析的目的。 

1. 為了協助第 2b 或第 3 期試驗中處方劑量的選擇，最合適的方法是建構藥物濃度與

病毒動力學之間的機轉。機轉建模方法 (mechanistic modeling approach)也應解釋

試驗藥物產生抗藥性的原因。 

2. 可以使用簡化的分析方法，探討病毒學抑制或病毒學失敗病人的比例，與適當的

暴露變數 (例如：最低藥物濃度或血漿藥物濃度相對於時間之曲線下面積)的關係，

以作為療效的支持性證據，並辨證劑量選擇的合理性。 

另可使用類似上述第 2 種方法，對暴露-安全性關係 (exposure-safety relationship)進行

額外的分析，以協助評估在不同處方劑量下，有效性和安全性之間的平衡。 

針對可能影響藥物暴露量的因子  (例如：性別或種族)，應透過群體藥動學分析 
(population PK)來探討。針對肝腎功能不全或有顯著 DDI 等，可能改變藥物暴露量的

病人次族群，如欲探討其藥動學變化對療效或安全性的影響，應參考藥動/藥效分析的

結果。第二期劑量範圍試驗若能顯示明確的劑量反應關係，也可以做為新藥核准之支

持性資料。 

4.2.4.2 未曾接受治療的病人之合併使用試驗 

應先在小規模試驗中，評估研發中新藥與其他抗反轉錄病毒藥物併用的療效和安全性，

可同時評估新藥之多種劑量，並與適當的對照藥比較。建議採用隨機分配、雙盲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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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d)設計，且應在已有相關病毒學和藥動學資料支持所選擇的劑量後才進行。通常試

驗時間建議為 24 週以上。 

除非有特殊的科學依據，且該新藥已知對 CD4+淋巴球計數較高的病人具有療效和安全

性，否則不應在第一或第二期臨床試驗中，納入免疫抑制現象較明顯的病人 (例如：

CD4 +淋巴球計數＜200/mm3)。 

合併使用試驗的設計，須能偵測到新藥在不同劑量下其抗病毒的效果；也就是說，在

背景治療加上新藥後，其療效應顯著優於僅使用背景治療。因此，若背景治療的療效

已相當良好，可能導致試驗無法顯示出額外併用新藥後之效益。舉例來說，在未曾接

受治療的病人中，研發中新藥若與惠立妥 (tenofovir)和藥動增強的蛋白酶抑制劑 
(boosted PI)合併使用，可能無法顯示新藥在不同劑量之間的療效差異，因此應避免此

類設計。 

4.3 療效確認性試驗之設計考量 

一般而言，申請抗反轉錄病毒新藥的查驗登記，應提供至少兩項執行於擬宣稱適應症的治

療族群、設計適當，且具良好對照組之療效確認性臨床試驗。新藥可以僅宣稱用於「未曾

接受治療」或「曾接受治療」之單一病人族群中，也可申請同時適用於「未曾接受治療」

及「曾接受治療」兩種病人族群；若新藥擬宣稱可適用於兩種病人族群，則應於查驗登記

申請資料中，在各個病人族群提供至少一項設計適當、且具良好對照組的療效確認性臨床

試驗，並同時提供第二期試驗的適當支持性資料。若計畫僅根據一項第三期臨床試驗來申

請新藥查驗登記，建議應事先諮詢法規單位。 

新藥適應症宣稱之確切用詞及適用範圍，將取決於療效確認性試驗的設計及受試者族群的

特性。應考量 HIV 感染的流行病學資訊，在試驗中納入具有代表性的病人樣本。建議盡可

能招募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或老年病人。試驗中應盡可能確認個別病人病毒學治療失敗的原

因。由於不遵從計畫治療是導致病毒學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試驗中應記錄受試者的治療

遵從性，包括紀錄使用的藥量。 

若研發中新藥屬於新的機轉類別，且對其他機轉類別的藥物沒有已知或疑似的交互抗藥性，

新藥的療效確認性試驗可採用隨機分配、對照、雙盲試驗，納入未曾接受治療的 HIV 感染

者。這樣的試驗可支持新藥適用於 HIV 感染者，不論病人先前是否曾接受治療，以及感染

的病毒株是否具有與其他機轉類別藥物相關的抗藥性突變 (resistance associated mutation，
RAM)。 

若研發中新藥與現有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屬於相同機轉類別，建議在未曾接受治療的病人中，

執行隨機分配、對照、雙盲試驗，以確認新藥相較於目前已核准的藥物，仍具適當療效，

且安全性可接受。上述的試驗僅可支持新藥適用於治療對相同機轉類別的藥物敏感性未降

低的病毒株感染。然而，如果新藥要用於治療對相同機轉類別某些或所有藥物具抗藥性的

病毒株感染，則需要額外的臨床療效證據，相關討論請參見《章節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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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不同受試者族群之試驗設計 

試驗設計是否適當，應取決於受試者族群。關於受試者族群之分類，請參見《章節 4.1》。 

第 1 類：對所有已核准的藥物具有完全敏感性，未曾接受治療，或曾接受治

療且在可信的病史中未曾發生病毒學失敗的 HIV 感染者 

針對第 1 類受試者，療效確認性試驗建議採用隨機分配、雙盲、活性對照、不劣性試驗。

試驗中受試者隨機分配至兩組，一組接受符合臨床實務、具高度療效的標準治療處方，

另一組則以研發中新藥取代標準治療處方中的一種藥物。可以在一個試驗中研究新藥的

多個劑量，以便確定最佳劑量 (但就倫理考量，不能選擇已知效果較差的劑量)。若觀察

到劑量反應關係，將可作為新藥療效的支持性證據。 

試驗應有足夠的樣本數，以便針對可能影響試驗結果的因素，進行有意義的探索性次群

體分析 (subgroup analyses)，例如：背景治療之活性、病毒亞型、性別和種族。此外，由

於抗病毒效力的差異可能僅在基線病毒量較高的病人中才明顯，因此執行於未曾接受治

療的病人的試驗，應包含一定比例基線病毒量≧100,000 copies/mL 的病人。 

由於現今臨床實務中，未曾接受治療的 HIV 感染者已有多種具高度療效、耐受性良好且

便於使用的核准處方。因此，新藥是否產生抗藥性，對於此類病人的治療十分重要。一

般而言，針對第 1 類受試者的療效確認性試驗，建議試驗時間為 48 週以上，方能有利於

評估病毒學反應與現行最佳處方的差異，也方能較完整地評估新藥是否發生抗藥性及其

耐受性。 

如果計畫在不同背景治療下，比較研發中新藥與活性對照藥物，建議在執行試驗之前，

與法規單位進行討論。不同的背景治療應作為隨機分配的分層 (stratification)因子。試驗

可能須要採雙模擬 (double dummy)方法來維持雙盲設計。 

在第 1 類受試者中，不建議採用附加較優性試驗 (add-on superiority trials)來確認新藥的

療效，例如：在已核准治療處方附加研發中新藥，與僅使用已核准治療處方相比。主要

原因為對於此類的受試者病毒反應率都很高 (大於 80%)，較難偵測到額外附加新藥的處

方與對照處方的差異，以評估新藥的效益。此外，附加較優性試驗中，若發生病毒學反

應不佳，通常並非因為藥物缺乏療效，而是由於其他原因，例如：遵從性不佳或因不良

事件而提早退出。 

轉換試驗 (switch trials)納入以初始處方治療可達到病毒學完全抑制的病人，並將受試者

隨機分配至兩組，一組繼續使用現行處方，另一組則將現行處方中的一種 (有時為兩種)
藥物更改為新藥。由於轉換試驗僅能評估新藥維持病毒抑制的能力，無法評估新藥誘發

病毒抑制的能力，因此不適合作為未曾接受治療的 HIV 感染者初始治療之療效確認性試

驗。可考慮於研發過程中，除了樞紐試驗之外，另外執行轉換試驗，或是於上市後執行。

故轉換試驗中的受試者應持續接受隨機分配的處方至少 48 週，以便嚴謹地評估納入試驗



11 
 

時的病毒學抑制是否失效。 

第 2 類：對多種藥物及多種藥物類別具有抗藥性，且無有效抑制 HIV-RNA
治療處方的 HIV 感染者 

第 2 類受試者曾接受多種治療，且缺乏具有良好抗病毒效果的適當活性對照處方，因此

建議此類病人的療效確認性試驗採用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較優性試驗設計。評估研

發中新藥加上已核准治療處方，相較於僅使用已核准治療處方的抗病毒效果。通常，應

先於第一期較小型的概念驗證試驗中，確定新藥合理的有效劑量，方可進行療效確認性

試驗，以減少對第 2 類受試者投予未達最佳的劑量 (suboptimal dose)的可能性，相關討論

請參見《章節 4.2.3》。 

考量感染多重抗藥性病毒株的受試者，若長期使用先前治療失敗的處方，可能會增加對

新藥或先前治療處方的藥物產生抗藥性的風險。因此，第 2 類受試者的療效確認性試驗

應及早執行主要療效評估，通常在新藥治療後的 7 至 14 天。在此之後，所有受試者都可

以接受新藥加上優化之治療處方。第二次的試驗評估建議於 24 週時進行，以評估下列事

項： 

● 劑量反應 (如果試驗包括多個劑量)。針對此類受試者，選擇的研究劑量通常在劑量

反應曲線的高原部分 (plateau portion)，因此不太容易在療效確認性試驗中顯示出劑

量反應關係。 
● 不同的基線藥物敏感性或基線抗藥性情況下之病毒反應 
● 安全性 
● 初始反應的持久性 
● 病毒對研發中新藥和處方中之其他藥物是否產生抗藥性 

針對第 2 類受試者的療效確認性試驗，建議在完成 24 週的評估後，持續追蹤安全性和療

效，亦可以在藥物上市後持續進行評估。 

若新藥屬於新的作用機轉類別，或為現有作用機轉類別的第二代藥物，且臨床前資料顯

示能夠治療抗藥性病毒株，均適合上述試驗設計。當然，此類試驗有其設計上的缺陷，

例如：在第 24 週的評估時缺少對照組，以及無法充分評估病毒學抑制的持續性和長期安

全性等，因此須謹慎解讀其試驗結果。然而，此類試驗仍能提供新藥之短期抗病毒活性、

長期病毒學反彈 (viral rebound)/病毒學持久性、及安全性的資料。考量第 2 類受試者多

屬於缺乏有效治療的族群，新藥若能提供上述資料，或可滿足醫療迫切需求，以及降低

多重抗藥性病人對先前治療處方產生抗藥性的可能性。因此，此類試驗設計之利仍大於

弊。執行於第 2 類受試者的試驗，僅能支持新藥適用於目前無有效治療處方的多重抗藥

性 HIV 感染者。 

第 3 類：具有抗藥性，但尚存可有效抑制 HIV-RNA 治療處方的 HIV 感染

者 



12 
 

針對第 3 類受試者，療效確認性試驗建議採用活性對照、不劣性試驗。建議試驗時間為

至少 24 至 48 週。針對第 3 類受試者，由於臨床治療指引中沒有明確定義的標準治療處

方，通常要根據臨床情況判斷，因此相對於第 1 類受試者，活性對照處方的選擇比較不

明確。然而，仍建議使用先前在大型隨機分配試驗中被研究過，可用來辨證所選擇不劣

性臨界值合理性的活性對照處方。此外，若研發中新藥可顯示優於已核准且適當的活性

對照藥物，則可於 24 週的療效分析後申請新藥查驗登記。 

另一種建議的試驗設計是附加較優性試驗，將受試者隨機分配至兩組，一組接受由已核

准藥物組成的新治療處方，另一組接受由已核准藥物組成的新治療處方再附加研發中新

藥，通常須根據病人疾病史和抗藥性檢測結果來選擇新處方中已核准藥物。此類試驗須

注意，若納入的受試者中多數仍保留有具高度療效的治療選擇，則在該等治療處方中附

加新藥，很有可能無法顯示新藥的較優性。 

4.3.2 對照組的選擇 

試驗執行時，應採用符合臨床實務的標準治療處方作為對照組。由於公認的 HIV 標準治

療不斷在更新，適當的對照處方預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現行的臨床治療指引強調，在

選擇治療處方時，如果可能，應合併使用至少三種潛在活性藥物。然而，某些較新的核

准藥物具有高抗藥屏障，可能可以支持僅合併使用兩種藥物。不建議使用未達最佳的對

照處方，因為此舉將不利於試驗執行，並且可能減少病人未來治療的選擇。若臨床試驗

欲採用與現行標準治療不同的處方作為對照組，在試驗執行前，應與法規單位討論，且

應進行倫理諮詢。 

執行於第 1 類受試者的臨床試驗中，新藥可進行跨作用機轉類別的比較 (cross-class 
comparisons)，也可以在一個試驗中進行相同作用機轉類別的比較 (in-class comparison)，
在另一個試驗中進行跨作用機轉類別的比較，如此可以為臨床醫師提供有用的處方資訊。 

若新藥的治療效價 (potency)與 NNRTI、INSTI、或 boosted PI 相近，則新藥可與 efavirenz 
(EFV)或其他療效安全性更佳的 NNRTI 類藥物、INSTI 類藥物、或我國疾病管制署或台

灣愛滋病醫學會發布之抗反轉錄病毒治療指引所建議之 boosted PIs 進行比較。若新藥的

治療效價與 NRTI 相近，則新藥可與標準治療處方中的一個 NRTI 作比較。但須注意，在

不劣性試驗研究 NRTI 時，至少其中一項試驗中，治療處方中除了 NRTI 之外的其他藥

物，應為 EFV 或其他療效安全性更佳的 NNRTI 類藥物、或具低抗藥屏障的 INSTI，但不

建議為 boosted PI。 

對於曾接受多種治療的第 2 和第 3 類受試者，由於缺乏標準的治療處方，活性對照的選

擇應取決於受試者族群在基線之抗藥性特性，以及先前臨床實務或臨床試驗中有效的治

療組合。 

4.3.3 療效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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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療效確認性試驗之主要療效評估指標，建議如下： 

● 第 1 類受試者：主要療效指標應定義為「在 48 週時 HIV-RNA 低於定量值下限 (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LLOQ)之受試者比例」。 

● 第 2 類受試者：主要療效指標應定義為「給藥早期 (至多 2 週內)，HIV-RNA 從基線

下降超過 0.5 log10之受試者比例」。也可以採用其他變化量為截切點，例如：由基線

下降超過 1 log10。 

● 第 3類受試者：主要療效指標應定義為「在 48週時HIV-RNA低於定量值下限 (LLOQ)
之受試者比例」。當預期研發中新藥優於現行已核准藥物時，可以改為第 24 週的較

優性比較。 

● 轉換試驗：主要療效指標應定義為「在 48 週時 HIV-RNA 高於或等於定量值下限

(LLOQ)之受試者比例」。此類試驗之療效評估著重於病毒學抑制的失效而非成功，

這是因為在轉換試驗中，受試者一開始的 HIV-RNA 已被抑制到低於分析方法的定

量值下限。換句話說，這裡關注的評估指標是，在基線 HIV-RNA 已被抑制的受試者

中，改用新的藥物或處方後，喪失病毒學抑制的比例。 

必須使用符合現行標準、經過驗證的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 (real-time PCR)方式進行 HIV-
RNA 的檢測。判定病毒學結果時，可採用 FDA 快照法 (snapshot approach)，此方法為基

於試驗中特定時間點及時間區間內的檢測結果，來代表療效指標所定義的病毒學結果。

時間區間的選擇應依據試驗訪視的間隔、及評估病毒學結果的時間點來決定。舉例來說，

評估 48 週的 HIV-RNA，時間區間可為 295-378 天，在這段時間區間內，若檢測到 HIV-
RNA 低於試驗中定義的值，則可被判定為具有病毒學反應；若在時間區間之外受試者退

出、切換試驗用藥、或是其 HIV-RNA 結果並非於該時間區間內檢測而得，則不被視為具

有病毒學反應。除了達到 HIV-RNA＜LLOQ 的受試者比例外，試驗報告也應提供 HIV-
RNA 介於特定數值間 (例如：20-49、50-99、100-199、200-400 和＞400 copies/mL)的受

試者比例。 

次要療效評估指標可包括： 

● 曾接受多種治療的受試者自基線之病毒平均變化量。 
● CD4 +淋巴球計數自基線之變化。應呈現絕對 CD4+淋巴球計數的變化量和 CD4+淋

巴球的變化百分比，並依據基線 CD4+淋巴球計數作分層，提供各分層的治療反應。 
● 發生主要治療失敗或病毒反彈的受試者比例。 
● 對一種或多種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產生抗藥性之受試者比例。 

其他臨床指標： 

若發生與 HIV 相關之臨床事件 (包括 AIDS)，應在試驗報告中詳細說明。然而，此類事

件在現今藥物研發過程中相當少見，因此臨床試驗中，也很難採用此類事件來比較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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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間療效的差異。 

4.3.4 試驗步驟和評估時間點 

檢測 HIV-RNA 建議的關鍵時間點，取決於受試者族群類別。早期時間點 (1 至 4 週)適用

於評估第 2 類受試者。在第一個月之後，通常可於第 8、12、16、24、36 和 48 週，以及

第 48 週後的每 3 到 6 個月，各檢測一次 HIV-RNA、CD4+淋巴球計數，並執行安全性評

估。建議臨床試驗應長期追蹤至第 96 週以後，特別是對於未曾接受治療的病人。 

試驗計畫書應敘明根據 HIV-RNA 的變化所對應的臨床處置步驟。為了便於試驗結果的

解讀，統一上述處置步驟非常重要。試驗計畫書應制定轉換治療處方的標準，且各治療

組均適用相同的標準 (例如：允許未曾接受治療的受試者，若治療 8 週內其 HIV-RNA 未

能降低 1 log10，則應轉換其治療處方)。不論是原發性還是次發性病毒學治療失敗，試驗

計畫書皆應提供明確的定義，且該定義可由分析方法支持其合理性。一旦發生病毒學治

療失敗，應立即轉換治療處方。 

4.3.5 統計相關注意事項 

鼓勵申請者在計畫書和統計分析計畫書中定義反映臨床關注問題之「估計目標

(estimand)」，針對感興趣的療效，採用適當策略來處理並發事件 (intercurrent events)。另

外，申請者應在臨床試驗開始執行前訂定欲檢定的統計假說 (hypotheses)，並在試驗計畫

書或統計分析計畫 (statistical analysis plan，SAP)中說明。如欲在臨床試驗中檢定多個假

說，則應考量多重比較導致整體型一誤差 (type I error rate)擴增的問題。這些問題應在試

驗執行前與法規單位討論，並適當地納入統計分析計畫中。 

4.3.5.1 分析群體 

臨床試驗中的主要療效以及安全性分析群體，應採用 ICH E9 中所定義的全分析群體 
(full analysis set )。若在接受任何試驗藥物前停止試驗的受試者於各治療組之間數目相

當且相對地較少 (大約少於 1%)，這樣的受試者一般可被排除在分析外。 

4.3.5.2 隨機分配、分層和盲性 

鼓勵在可行的情況下執行雙盲 (double-blind)試驗。尤其在附加較優性試驗，若採開放

性設計，受試者如果知道自己沒有接受新的治療，較有可能退出試驗。惟在大多數情

況下，可將試驗藥物附加於常見背景治療處方中，此時只須將處方中的一個藥物維持

盲性即可，背景治療可不須要維持盲性。 

如果盲性試驗預計難以或無法執行，建議事先與法規單位討論，以便探討潛在可能有

助於執行盲性試驗的調整方式，並討論開放性試驗對試驗結果詮釋潛在的影響。當無

法執行盲性試驗時，開放性試驗的計畫書中，對於轉換治療處方和不良反應的後續處

理，應提供詳細的步驟。開放性試驗中，各治療組之間若存在試驗步驟的差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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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削弱試驗結果的可解讀性。 

例如：開放性試驗中，如果不同治療組之間，在非計畫書規定的治療中斷，具有相當

大的差異，則其結果的有效性 (validity)可能會受到質疑，並且可能對仿單宣稱有不同

程度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建議使用不同的處理治療中斷或缺失資料方法，進行額

外的敏感性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es)。另外，應針對重要的因子，將受試者分層。這些

因子包括但不限於：病毒量 (＜100,000 copies/mL 或≧100,000 copies/mL)、CD4 +淋巴

球計數 (＜200 或≧200 cells/mm3)、地理區域、曾接受治療的受試者之基線抗藥性評分 
(例如：Stanford Inferred Drug Resistance Score)。抗藥性評分的方法和應用，應與法規

單位討論。 

4.3.5.3 療效分析 

主要療效分析時，應針對至少一個或兩個最重要的共變量 (covariates) (例如：基線 HIV-
RNA)進行調整。試驗計畫書中應預先指定包含在主要分析中的共變量。Cochran-
Mantel-Haenszel 分析和 Breslow-Day 統計值可用於檢視治療效果的同質性 
(homogenicity)。兩組之間比例的差異及其信賴區間的計算，可由 stratum-adjusted 
Mantel-Haenszel properties 求得。 

次要療效指標分析僅能作為療效的支持性證據。試驗計畫書中應闡明欲列入仿單宣稱

之主要療效指標及次要療效指標之檢定策略。 

在適當的情況下，應針對重要的基線人口學特徵 (例如：性別、種族、年齡組、區域、

基線 HIV-RNA 病毒量、基線 CD4+淋巴球計數、分枝和基線抗藥性評分)，進行主要療

效指標的次群體分析。次群體分析的目的是評估主要療效指標結果在不同基線因子 
(baseline factors)中的一致性。然而在試驗族群中，具有同質總體效果的藥物偶爾在某

些次群體中會表現出不同的效果，有時甚至表現出顯著的異質性。因此，次群體分析

的結果解讀上須要謹慎。 

鼓勵申請者收集有關藥物遵從性和改變治療的資料，包括轉換治療處方和增加其他治

療處方的資料。將有助於確認受試者停止治療的原因，以便在分析時對早期停止原分

配治療的受試者進行適當的分類。 

4.3.5.4 不劣性臨界值 

若選擇採用不劣性試驗設計，應事先與法規單位討論不劣性臨界值的選取。不劣性臨

界值的選取，應依據活性對照藥先前使用於相似受試者族群及相似治療時間的效果，

找出活性對照藥對於整體處方貢獻的效益 (M1)，而後決定臨床有意義的不劣性臨界值 
(M2)。M2 必須小於 M1。 

舉例來說，近期兩個針對第 1 類受試者的試驗，其合併分析的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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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V/tenofovir/emtricitabine 之治療成功率 (HIV-RNA＜50 copies/mL 的比例)信賴區間

的下限為 77%。若將其一半的療效歸因於各個 NRTI，則 NRTI 之療效約為 38% (M1)。
而NRTI新藥之不劣性試驗，若要保留對照藥 50%的效果，則不劣性臨界值可取為 19%。
但是，臨床上只可容忍減少 10%到 12% (M2)的治療成功率，因此，一般執行於第 1 類

受試者的試驗，以 48 週 HIV-RNA 低於 50 copies/mL 為評估指標，10%至 12%為可接

受的不劣性臨界值。 

同樣的原則，轉換試驗的評估指標—病毒學失敗率 (HIV-RNA≧50 copies/mL 的比例)，
臨床上可容忍的不劣性臨界值為 4%。而針對第 3 類受試者，活性對照處方的選擇比較

不明確，建議依據該對照處方先前在大型隨機分配試驗中的資料，來選取合理的不劣

性臨界值。 

針對不劣性檢定，申請者應採用雙尾 95%信賴區間，並針對多重檢定作調整或採用其

他適當的檢定策略。如果結果顯示達到不劣性，則後續可再評估試驗藥物相較於對照

藥物的較優性。有關不劣性試驗更多的資訊，可參考 ICH E10 及美國 FDA 於 2016 年

所頒布的不劣性臨床試驗指導原則，及當代醫藥法規月刊 2012 年 vol 22 與 2017 年 vol 
77 之不劣性試驗統計審查重點。 

4.3.5.5 並發事件與缺失資料 

申請者應盡一切努力降低試驗受試者退出試驗的比例，且當受試者若退出試驗為不可

避免時，應盡可能收集有助於解釋退出的原因和受試者最終狀況的資訊。此外，申請

者對於中止隨機分派治療與退出試驗應有所區別，前者為一個並發事件，須透過估計

目標明確地設定試驗的目標來解決；後者則產生缺失資料，須藉由統計分析來解決。

由應在試驗計畫書或統計分析計畫中清楚定義試驗可能的並發事件及其對應的處理策

略，而解決缺失資料問題統計方法的選擇，亦應與估計目標相符。 

4.3.5.6 期間分析和數據監測委員會 

如欲執行期間分析，應事先於試驗計畫書和統計分析計畫中說明期間分析的目的與方

法。如果採用調整設計 (adaptive design)，根據期間分析結果撤銷 (withdraw)一個或多

個治療組或重新估算樣本數，則應預先說明調整設計的步驟與統計方法。 

依據第三期臨床試驗的設計，可依其必要性設置數據監測委員會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DMC)。如果設置數據監測委員會，則須訂定詳細的章程，包括委員會成員

的組成和操作程序。 

4.4 安全性考量 

一般來說，抗反轉錄病毒新藥用於未曾接受治療的 HIV 感染者，在初始核准時，須提供 500-
1000 名受試者，使用核准劑量治療至少 48 週的安全性資料。為了提供長期安全性和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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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建議總試驗時間至少為兩年。 

安全性資料應主要來自具對照組的臨床試驗。若來自無對照組的臨床試驗或恩慈療法 
(compassionate use)，雖然所收集的安全性資料可能有用，但須注意這些資料通常缺乏對照

組可以參考，或是缺乏詳細的安全性資料收集系統。此外，根據無對照組臨床試驗的安全

性資料，難以評估藥物與不良事件間的因果關係。第三期臨床試驗中，應預先定義特定的

不良事件或臨床上有意義的實驗室檢驗值。可藉由第二期臨床試驗的安全性資料，評估第

三期臨床試驗中須特別評估哪些不良反應或實驗室檢驗。 

如果申請新藥查驗登記的同時，也開發該藥物的固定劑量複方藥物 (fixed-dose combination，
FDC)，且複方藥物不影響個別單方的藥物暴露，則安全性資料來源可同時納入新藥以及其

複方藥物的臨床試驗。如果新藥對治療選擇有限的病人族群有所幫助，或有其他公衛上的

重大意義，則可能可以接受較少使用人數和較短試驗時間之安全性資料。 

經由設計良好、執行嚴謹之臨床試驗所得出的結果，可用於支持研發中新藥的安全性。除

了核准前的臨床試驗提供之安全性資料外，如果在 48 週的臨床試驗資料中發現須要進一步

評估的安全性問題，可能會要求收集上市後長期安全性資料 (例如：超過 48 至 96 週的研

究)。 

4.5 臨床病毒學注意事項 

應針對臨床試驗中所有發生病毒反彈、無抗病毒反應或不完全抗病毒反應、或病毒抑制前

即停藥的受試者，進行抗藥性分析，以盡可能地偵測出所有抗藥性訊號。抗藥性分析包括

抗藥性基因型 (genotypic resistance)以及抗藥性表現型 (phenotypic resistance)的檢測，也包

括表現型/基因型與病毒學反應的相關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臨床試驗中往往有多個 HIV-
RNA 檢測時間點，因此，使用此方式得到的病毒學失效的資料，可能會與《章節 4.3.3》中

描述的快照法得到的病毒學失效數據不同。 

鼓勵在使用治療藥物之前，對所有受試者進行基線的抗藥性基因型分析。這是由於治療前

的基線抗藥性資訊有助於選擇後續有效的治療藥物組合。建議使用 population sequencing 分

析方式來偵測主要的病毒株之抗藥性基因型。此外，治療前的抗藥性表現型資料和抗藥性

基因型資料，對於評估抗藥性相關突變 (resistance-associated substitutions)對療效的影響，

十分重要。 

在藥物研發階段，尤其是概念驗證性試驗和療效確認性試驗中，應評估 HIV 是否對研發中

新藥發展出抗藥性。對於發生病毒反彈 (定義為 HIV-RNA 從最低值增加 1 log10，或是 HIV-
RNA 曾抑制到低於 50 copies/mL 但後續上升至高於 400 copies/mL，或是其他可接受的定

義)的受試者，應在基線和治療失敗樣本進行抗藥性表現型和抗藥性基因型的檢測。若基線

樣本未偵測到基因型的變化，但在後續治療期間出現變化，都應判定為在治療期間出現

(treatment-emergent)的變化。此外，除非表現型分析排除抗藥性的可能，否則，於治療期間

出現的基因型變化都應視為篩選出的抗藥性突變。臨床試驗報告中亦應詳列出所有新出現



18 
 

的抗藥性突變。 

此外，對於提早退出試驗而資料被設限 (censored)的受試者，應執行病毒學反應與基線表現

型/基因型的相關分析，以避免在評估基線抗藥性對於療效的影響時，受到提早退出的因子

干擾。 

對於在臨床試驗中觀察到，但未在非臨床病毒學試驗中發現的抗藥多形性 (polymorphisms)
或抗藥突變 (substitutions)，應進行抗藥性表現型評估。評估方式為，將胺基酸變異位置引

入 HIV 基因體，並透過適當的細胞培養及/或生化分析，來評估藥物敏感性的變化。抗藥性

表現型評估可以幫助確認在治療中偶爾出現的少見突變，是否與抗藥性有關。反之，如果

觀察到治療中頻繁出現的突變，即使沒有檢測出藥物敏感性的變化，該突變也應被視為可

能的抗藥性基因型。 

臨床試驗中若根據受試者的 HIV-RNA 檢測結果，而懷疑有抗藥性存在 (例如：在受試者遵

從性良好的情況下 HIV-RNA 仍然回升)，但無法檢測到抗藥基因型，申請者則可考慮使用

其他更具敏感性的方法進行基因型分析，以檢測出現比例較低的變異株。 

4.6 其他建議 

4.6.1 對與新藥相同機轉類別的其他藥物具抗藥性者之臨床試驗 

若體外 (in-vitro)試驗資料顯示 HIV 對新藥具敏感性 (例如：新藥對於抗藥性變異株與野

生型病毒具有與相似的 EC50/90)，但該病毒株對於與新藥相同機轉類別的其他藥物具抗藥

性 (class resistance)，在這樣的狀況下，新藥的抗藥屏障仍可能會受到同類藥物抗藥性突

變的影響。反過來說，即使新藥對於抗藥性變異株的 EC50/90高於野生型病毒，但在足夠

的藥物暴露下，該新藥在臨床上仍可能具有有意義的抗病毒效果。在此狀況下，治療對

於新藥敏感性較低的病毒，可能須要根據藥物動力學的結果，使用更高的劑量或更頻繁

地給藥 (例如：每天兩次，而非每天一次）。 

針對 class resistance 的新藥臨床試驗，納入的受試者之主要感染病毒群 (major virus 
population)須對與新藥相同機轉類別的其他藥物具有抗藥性，可藉由 population 
sequencing 的方式來篩選受試者。此外，class resistance 的新藥臨床試驗，應僅針對控制

不佳且仍需新藥治療的 HIV 感染者。受試者的基線病毒量應至少為 1000 copies/mL，方

能進行 population sequencing。受試者在納入試驗之前，須使用含有與新藥同類其他藥物

之處方治療至少八週，且發生病毒學失敗。試驗的主要療效分析群體應僅包含在基線時

具有相關抗藥性突變的受試者。 

若新藥預期會用於治療對同類其他藥物具抗藥性的變異株，應在執行完《章節 4.2.3》所

述之短期單一療法試驗後，緊接著在感染具抗藥性變異株的病人中，進行較小規模的短

期劑量探索試驗。例如：納入經過至少八週穩定抗病毒治療但治療失敗，且感染對相同

機轉類別藥物具抗藥性病毒株之受試者，經隨機分配後，分別在原治療處方下，額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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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藥或安慰劑治療 7 至 14 天，評估不同新藥劑量下之主要病毒學指標，以作為後續第

三期療效確認性試驗中的劑量選擇依據。 

Class resistance 的療效確認性試驗設計應能充分探討新藥在不同的最佳化背景治療

(optimized background therapy)下，及不同抗藥性程度下的效果。試驗設計建議如下： 

(1) 短期「功能性單一療法」 

「功能性單一療法」是指在先前治療失敗的治療處方中，用新藥取代其同類藥物，而不

改變其他治療藥物。在研究 class resistance 的試驗中，第一階段應探討新藥之功能性單一

療法的效果。受試者經隨機分配後，分別接受新藥 (替代同類藥物)，或繼續使用同類藥

物。此階段建議採用雙盲、雙模擬設計。 

功能性單一療法的試驗持續時間應取決於新藥的特性及後續產生抗藥性的風險。在大多

數情況下，試驗持續時間建議為 7 至 14 天。此階段試驗時間很短，因此，預計不會影響

服藥的遵從性。此類試驗雖在設計上與前述的小規模的短期劑量探索試驗相近，但療效

確認性試驗納入更多受試者，且包含各種抗藥性的程度，有利於完整評估新藥對具基線

抗藥性病毒的效果。 

試驗中應採用至少兩個劑量的新藥，且應依據基線的抗藥性狀況，及後續的最佳化背景

治療來做隨機分配之分層。試驗的主要療效指標為自基線到治療結束時的 HIV-RNA 減

少量。應依據早期單一療法試驗中，新藥對野生型病毒株的抗病毒效果，預先訂定功能

性單一療法試驗中的預期效果。 

(2) 持續期 (Continuation Phase) 

在上述第一階段的短期功能性單一療法之後，所有受試者均應接受新藥治療，合併個人

化的最佳化背景治療，來取代試驗開始前失敗的治療處方。此持續期中，受試者可經隨

機分配後，分別接受不同劑量的新藥。此階段的主要療效評估指標是 24 和 48 週時的病

毒學反應率。此外，亦應評估新藥在不同試驗劑量下長期使用 (48 週)的安全性。 

持續期的療效結果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新藥抗病毒作用的持續性，及治療處方中其他藥物

的角色。應事先定義 HIV 基因型對藥物的抗藥性評分，依此來評估新藥以及最佳化背景

治療的長期效果。並且建議進行回溯性之探索性分析，來找出可預測新藥治療成功的影

響因子。 

4.6.2 固定劑量複方藥物 

如果新複方藥物中包含新的抗病毒藥物，或是包含新的藥動加強劑，則須執行完整的新

藥研發計畫。大部分複方藥物的臨床試驗建議採用因子設計 (factorial design)，但在 HIV
感染的治療中，臨床上通常需要多種單方合併使用，且使用之劑量通常固定，因此，在

研發抗反轉錄病毒的複方藥物時，不一定適用多因子設計。在有其他資料支持的狀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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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可以不採用因子設計，例如 (不限於)： 

● 細胞培養資料顯示，與具有相對低抗藥屏障的單一藥物相比，合併治療可延緩抗藥

性的產生。 
● 藥動學資料顯示，合併治療中的某藥物可以提高另一種活性藥物的暴露量 (例如：

ritonavir 或 cobicistat 對 HIV 蛋白酶抑制劑的作用)。 
● 臨床上使用相似組合的處方治療顯示，處方中各類別藥物均有療效上的貢獻。 

4.6.3 兒童族群 

建議在新藥研發過程中，提早考量兒童族群的研發策略。建議應包含非臨床的幼齡毒理

試驗 (juvenile nonclinical studies)。應開發適合各年齡的劑型，並注意藥物的適口性。 

抗反轉錄病毒新藥的早期試驗僅能納入成人受試者。建議應在成人受試者的第二期臨床

試驗執行後，且新藥的藥動學、藥效學、初步臨床抗病毒效果和安全性資料均已確立後，

再開始執行新藥的兒童臨床試驗。如果成人的臨床試驗顯示沒有明顯的安全性疑慮，後

續的兒童臨床試驗可由納入青少年受試者開始，而後再納入年齡較小的兒童。 

兒童臨床試驗中的劑量選擇應基於藥動學以及藥效學試驗的結果，兒童劑量應採用與成

人藥物暴露相近的劑量。由於藥物的生體可用率 (bioavailability)和清除率 (clearance)可
能在不同年齡族群間有很大的差異，且兒童病人也可能具有較大的個體間藥動變異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因此，在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兒童臨床試驗中，應著重於探

討兒童的藥動學資訊。可藉由納入足夠多且橫跨各年齡族群的兒童，以確保後續劑量選

擇的適切性。如果臨床試驗中難以納入嬰幼兒，可考慮以藥動學模型 (modelling)的資料

作為輔助，來提供嬰幼兒的建議劑量。在實務上，根據體重範圍建議抗反轉錄病毒藥物

的兒童劑量 (例如：10 到 20 公斤之間的兒童使用同樣劑量)，是可行的方法。建議應使

用 WHO 體重範圍之定義。 

由於 HIV 感染的臨床病程和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作用機轉，在兒童與成人之間大致是相

似的。因此，在抗病毒藥物的 PK/PD 關係在兒童與成人亦相近的前提下，新的抗反轉錄

病毒藥物無須額外證明在兒童族群的臨床療效，可接受使用藥動學的橋接 (bridging)，由

成人的療效資料外推至兒童族群。相關資訊可參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10 年 3
月公告之「小兒族群的藥動學試驗基準」，及 ICH E11 (R1) – Guideline on Clinical 
Investigation of Medicinal Products in the Pediatric Population。但須注意，在兒童臨床試驗

中，仍應檢測 HIV-RNA 以評估病毒學失敗的兒童受試者之抗藥性資料。 

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兒童臨床試驗中，要有足夠人數的兒童受試者以評估安全性。一般

來說，安全性資料應包括至少 100 名兒童受試者 (年齡介於 4 週大至 17 歲)，且受試者

應接受治療劑量或更高劑量的藥物治療至少 6 個月。關於人數及治療時間的要求可能會

因藥物特性而異。另外，仍需長期安全性追蹤計畫，以評估研發中新藥對於生長發育的

影響、其他潛在與藥物相關的安全性風險、及病毒抑制的持續性。長期安全性追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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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3 年，可由上市前臨床試驗提供資料，也可作為兒童適應症核准後的上市後要求。 

4.6.4 老年人 

經驗上來說，抗反轉錄病毒藥物通常不會特別針對老年病人進行臨床試驗。但是，隨著

HIV 感染者的壽命不斷增加，臨床試驗中納入一定人數的老年受試者之可行性變得越來

越高。在整體臨床研發計畫中，應研究年齡增長對藥動學的潛在影響。例如：年齡增長

導致的腎功能下降，加上老人服用其他藥物的可能性增加，造成潛在的藥物間交互作用

風險。 

4.6.5 孕婦 

孕婦在妊娠期間，某些藥物可能會有藥動學上重要的變化。因此，如果研發中的抗反轉

錄病毒新藥預期將來可能用於孕婦，則臨床試驗中應探討受試者懷孕期間的藥動學，尤

其針對第二和第三孕期的變化。建議比較同一位受試者懷孕前後的藥動學資料。由於預

期孕期中藥物與血漿蛋白結合的比例會發生變化，因此若為可行，皆應評估血中未和蛋

白結合之藥物比例。 

應持續於上市後監測與評估抗反轉錄病毒新藥用於懷孕婦女的安全性。 

4.6.6 合併感染 B 型或 C 型肝炎病毒 

在台灣，B 型肝炎與 C 型肝炎是 HIV 感染者常見的合併感染。因此，除非有安全性或抗

藥性方面的疑慮，否則在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樞紐試驗中，必須納入足夠的合併感染受

試者，包含慢性肝炎或是肝硬化的受試者，以評估可能的肝毒性。 

由於許多治療 HIV 的藥物同時也有抑制 HBV 的作用，且都須考慮抗藥性，因此，若在

非臨床試驗中顯示，抗反轉錄病毒新藥可能抑制 HBV 或其他病毒的活性，在後續的臨床

試驗中，應評估新藥在作為愛滋病毒治療藥物時，其抑制 HBV 活性的效果是否具有重要

的臨床意義。此外，也應評估新藥在治療 HIV 的劑量之下，是否可能引發 HBV 的抗藥

性，或是引發與其他治療 HBV 藥物的交互抗藥性。假如非臨床試驗顯示，抗反轉錄病毒

新藥有很高的風險會引發其他合併感染病毒的抗藥性，則後續的臨床試驗可能不應執行

於具合併感染的病人。 

如果申請者在研發抗反轉錄病毒新藥的同時，也企圖以新藥治療其他合併感染病毒，則

必須確定新藥作為愛滋病毒治療藥物時的使用劑量，是否也足以對抗另一種病毒。在這

種狀況下，臨床研發所需的資料可能相當複雜，因此強烈建議申請者事先向法規單位諮

詢。 

4.6.7 合併感染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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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感染常見於 HIV 感染者。在抗反轉錄病毒新藥之臨床試驗執行之前，必須釐清新

藥與抗結核藥物之間是否有藥物間的交互作用，以確保臨床試驗中需要結核病治療的受

試者，能獲得適當的治療。上述建議在結核病之盛行地區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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