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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癌症藥品治療，期能開發低毒性、高專一性之新藥，一直為醫療上之

迫切需求。近年來，歐盟、美國陸續針對新藥臨床試驗各階段之試驗

設計提供指導建議，基於抗癌藥品之特殊性，一般新藥研發之策略不

完全適用，故又專以抗癌藥品為主題，制定相關指導建議。國內考量

抗癌藥品之重要性，故參考歐、美指引，制定本指導原則，期能提供

各界於抗癌新藥研發階段，設計臨床試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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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係參考 EMA “Guideline on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of anticancer medicinal products 

(05 January 2019)”(1) 及 USFDA” Clinical Trial Endpoints for the Approval of Cancer Drugs 

and Biologics”  (December 20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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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非審查基準，若有不同的研發方式，可透過諮詢管道與查驗中心討

論。凡涉及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與適用，仍應依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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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說明 

本指導原則的主要目的為提供抗癌藥品各階段臨床試驗之重點考量及概論，例如：試驗族群

選擇、最適劑量選擇、療效評估指標之訂定等。本指導原則著重於單一藥品研發的概念，暫

不討論併用治療。本指導原則不特別深入討論非臨床試驗、藥動(pharmacokinetics)、藥物交互

作用(drug-drug interaction)、統計方法、以及臨床試驗安全性監測等議題。本指導原則適用小

分子及生物製劑，但細胞及基因治療產品不在本指導原則討論範圍。 

 

第二版更新部分，主要為針對試驗指標、試驗族群極少(含罕見腫瘤)的試驗設計做更進一步的

闡明。 

 

2. 探索性試驗 (Exploratory Studies) 

探索性試驗是藥品開發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本指導原則雖按探索性試驗(第一/二期臨床

試驗)與驗證性試驗(第三期臨床試驗)分別說明，但第三期臨床試驗仍可包含探索性指標，第

二期試驗亦可包含假說(hypothesis)設定、假說檢定與假說驗證。 

第零期臨床試驗(即「微劑量試驗」)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提供有關組織分布與受體結合的資訊，

例如：必須提早評估藥品是否能進入如中樞神經系統這類一般藥品不易進入的器官或系統，

或是在可行的條件下，獲得於低藥品濃度時初期的藥理活性數據。 

 

2.1. 細胞毒性化合物 (Cytotoxic Compounds) 

本節探討傳統的細胞毒性藥品，也就是在短期曝露後，藉由干擾 DNA 複製、有絲分裂等機

轉，造成不可逆、致命性細胞損傷的化合物。毒性與腫瘤反應被認為是評估這類化合物活性

的適當指標。 

本節內容的概念亦適用於具標靶特性之細胞毒性化合物，例如單株抗體結合細胞毒性藥品。

然而，還應考慮腫瘤抗原表現與前趨藥品活化路徑(pro-drug activating pathway)。 

 

2.1.1. 第一期：單一藥品的劑量與療程探索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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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以劑量探索為目的的試驗，基本假設是建立在毒性是可接受的試驗指標。因此其試驗主

要目標為找出劑量限制性毒性(dose limiting toxicity，DLT)與探索後續試驗所使用的劑量。由

於病人間藥物動力學參數差異可能很大，要找到後續試驗合理的劑量療程通常很複雜。 

起始劑量可選擇固定(flat)劑量，或是使用體表面積(BSA)做為調整劑量的依據。使用體表面積

調整劑量以降低病人間藥品曝露差異的概念，科學性支持薄弱，也可能造成高體表面積及低

體表面積病人分別發生藥品過度曝露與曝露不足的情況。因此，建議應使用實際藥物動力學

數據進行模型(modelling)與模擬分析(simulation)，探索體表面積或體重對於藥品曝露變異性的

重要性。 

如有可使用的藥效學(pharmacodynamic)指標，也有利於劑量選擇。 

 

主要目標 

˙ 為特定的療程和給藥方式尋找最大耐受劑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MTD)、劑量限制性

毒性、以及第二期試驗建議劑量(recommended Phase II dose，RP2D)。 

˙ 描述常見的副作用和目標器官的毒性與劑量和療程間的關係。以確定毒性的嚴重程度、

持續時間和可逆性。 

˙ 初步描述藥物動力學特徵，包括與劑量和時間的相關性(dose and time-dependence)。這類

特徵亦包括：與目標作用和不良反應相關的藥物動力學/藥效學、不同給藥途徑下的藥品

曝露量等。 

 

試驗族群選擇 

第一期試驗的受試者通常應為已無既定的治療選擇(established therapeutic alternatives)的癌症

病人。 

 

給藥途徑與療程 

首次人體給藥的途徑和速率應根據非臨床數據，提供合理說明。在合適情況下，人體試驗的

首次用藥建議使用靜脈注射(如可行)，以排除生體可用率相關的變異性。 

療程探索可參考同類藥品的相關經驗。與週期相關(cycle dependency)和腫瘤/正常組織細胞毒

性比例相關的非臨床數據亦可能有所幫助。 

 

劑量遞增 

在毒性輕微或少數沒有臨床重要毒性的情況下，可進行病人內(within-patient)劑量遞增，以減

少曝露於無活性藥品劑量下的病人數量。如果非臨床數據可證明無毒性累積，則可於劑量限

制性毒性評估期結束後執行上述之劑量遞增。 

若毒性為可接受範圍，病人可於毒性消除後重新接受試驗藥品，且最好應至少接受兩次相同

劑量的療程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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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評估 

不良反應的最低評估要求包括：症狀評估、身體理學檢查、心電圖檢查、血液與尿液實驗室

分析和放射學評估(在適當情況下)，並根據非臨床試驗數據判斷是否需要更多的檢測項目。若

非臨床試驗或同類藥品未顯現相關的 QTc安全性疑慮，原則上不會進行獨立的 QTc試驗，但

仍建議將心電圖檢查納入例行監測之中。給藥部位的局部毒性應特別予以記錄。毒性應按照

一般認可的系統加以分級，例如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常見不良事件評價標準(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NCI CTCAE)。 

在適當情況下，應探索影響毒性的各種因素，例如器官功能障礙、併用治療。這類因素應於

第二/三期試驗中進一步闡明。 

 

2.1.2. 第二期：單一藥品的療效探索性試驗 

本節主要聚焦在將主要目標設定在特定腫瘤類型評估單一藥品抗腫瘤活性之臨床試驗，以辨

識可進行到下一階段驗證性試驗的藥品。 

 

試驗目標與設計 

第二期試驗的試驗設計相當多元，但應盡早顯示具有治療效果與耐受性的初步證據。鼓勵於

試驗中納入隨機對照組。 

本期試驗旨在： 

˙ 評估目標腫瘤類型的初步療效反應資料，以決定進一步試驗(例如研究用於更早期的疾病、

評估不同藥品組合、與標準治療比較等)的需要性。 

˙ 當適當時，研究藥品基因體學與生物標記特性。 

˙ 從安全性和活性的角度，進一步分析劑量與療程相關依賴性(dose and schedule dependency)

的特性。 

˙ 進一步分析藥品的副作用特性。 

˙ 進一步分析藥物動力學及其與藥效學間的特性。 

˙ 當適當時，進一步分析最適給藥途徑的特性。 

 

試驗族群選擇 

選擇病人時，應按照國際通用的診斷準則，針對目標疾病、先前治療(如有)、癌症期別等設立

明確的納入及排除條件。 

假如試驗藥品已合理確認安全性和藥理活性，且具有科學依據，可適當的納入仍有治療選擇

的病人進行試驗。例如，在延後手術不會對病人造成不良影響前提下，於未接受過藥品治療

且預期接受手術治療病人進行術前輔助治療(neo-adjuvant setting)的臨床試驗。病人的安全與

權益保障仍為首要考量，且應於試驗計畫書中有詳細且合理的說明。在這種情況下，應採用

可靈敏評估抗腫瘤活性的追蹤方式，例如功能性造影指標(functional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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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與療程 

劑量與療程應有明確定義。應詳細說明給藥細節與特殊注意事項(例如病人輸液、避光保存、

保存溫度等)，試驗期間禁用藥品亦須清楚說明。 

˙ 應列出依觀察到的毒性嚴重程度執行的藥品減量指引。 

˙ 如有必要且適當，可列出在低毒性情況下的藥品增量指引。 

˙ 高風險病人(例如有較高目標器官毒性風險，試驗藥物代謝或排泄機制功能不全者)應列

出個別考量。 

˙ 應紀錄任何關於毒性累積的證據，評估其與總劑量的相關性，且應根據目標器官或功能

進行探討。 

 

活性評估 

應按照國際標準，例如實體腫瘤療效評估標準(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RECIST)、volumetric RECIST或世界衛生組織標準(WHO criteria)等，紀錄客觀反應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某些情況下可適當修改這些標準，但應充分說明合理性。 

評估客觀反應率時應遵守意圖分析(intention-to-treat)原則。在單組試驗也可使用按計畫書分析

(per protocol analysis)作為主要的結果評估。根據試驗目的，鼓勵設立外部獨立腫瘤反應評估

機制。 

評估分析通常應提供以下數據：反應持續時間(duration of response)、腫瘤惡化時間(time to 

progression，TTP)/無惡化存活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經證實的客觀反應率、整體

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OS)。也建議使用腫瘤生物標記與其他動態活性評估方式(dynamic 

measures of activity)。 

許多血液惡性腫瘤疾病必須採用疾病特定的反應評估標準，這類反應評估標準在某些疾病種

類也尚未達成全球一致性。因此，這類議題務必遵循國際工作小組的最新進展，特別是如果

新的臨床指引採用較不保守的疾病特定反應評估標準，臨床試驗委託者(sponsor)必須說明原

因以及對藥品開發的影響提出合理說明。 

若執行的是隨機分配設計的第二期試驗，建議針對基期有疾病症狀的病人一併進行症狀控制

評估。 

 

 

2.2. 非細胞毒性化合物(Non-cytotoxic Compounds) 

非細胞毒性化合物涵蓋範圍的差異性很大，包括抗荷爾蒙製劑(antihormonal agent)、antisense

化合物、免疫調節劑(immune modulator)，以及訊息傳遞、血管生成或細胞週期抑制劑等等。

影響這類藥物臨床試驗設計的常見因素有：毒性未必適合作為劑量與療程探索試驗的指標，

及客觀反應率未必適合作為衡量抗腫瘤活性的指標。 

有別於細胞毒性化學治療，這類化合物通常會持續的使用，且其毒性特徵多半不同，劑量限

制性毒性(DLTs)可能在經過多個治療週期後才出現，這種現象對於根據耐受性與毒性決定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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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選擇之第二期試驗建議劑量(RP2D)十分重要，此時，針對劑量限制性毒性與最大耐受劑量

的定義，可能需要替代策略。 

因此，這些藥品開發的臨床初期階段較為複雜，必須根據非臨床試驗個別化合物的假定

(assumed)藥理作用加以調整。類似傳統細胞毒性化合物的嚴格第一期與第二期試驗分界可能

不是那麼適用，例如在試驗初期，可能就需要使用生物標記的方式評估抗腫瘤活性，以決定

劑量與療程。 

除此之外，在細胞毒性藥品段落討論的許多項目，例如試驗族群選擇、給藥途徑建議、毒性

與抗腫瘤活性評估等，也適用於非細胞毒性化合物。 

 

2.2.1第一期：單一藥品的劑量與療程探索試驗 

此階段於病人執行的試驗設計應參考非臨床以及健康志願者(若有)的數據，例如病人選擇標

準、起始劑量、試驗藥品的特有毒性、足夠的安全觀察期等。同細胞毒性化合物的指引，此

類臨床試驗通常會將「有已既定的治療選擇」列為排除條件之一。然而，對傳統細胞毒性化

合物治療無效，也可能導致對某些不同機轉化合物治療產生抗藥性，這顯然會影響找出劑量/

濃度-作用關係(dose/concentration-effect relationship)的可能性。建議使用各種合乎情理與倫理

的方法增加這類臨床試驗的檢測敏感度，包括執行 window of opportunity 試驗。Window of 

opportunity 試驗乃是指在明確定義的情況下，即使試驗藥品的可用數據資料相當侷限，仍可

用該藥品進行臨床研究，但是必須嚴格定義進行這種試驗的各項條件，以保護受試者的權益，

包括現有標準治療的效益風險比、試驗藥品的安全性及活性數據、腫瘤相關症狀(大多數情況

可能闕如)、若不治療或採取現有治療的預期疾病進展、頻繁評估腫瘤進展(包含使用生物標記)

的可行性、以及化療後的計畫性介入等。在適當情況下，這包括透過檢測標靶表現來觀察藥

品活性。 

藥效學評估可能包括生物化學檢測(例如非臨床試驗中所偵測到的受體結合、酵素抑制、下游

反應事件等)、功能性造影、蛋白質組學(proteomics)、免疫學檢測(例如抗體或 T細胞反應)等。

建議執行群體藥物動力學 /藥效學試驗。若在非臨床模型中顯示化合物屬細胞生長抑制

(cytostatic)劑，臨床試驗中可能需要較長的曝露時間，才能觀察到腫瘤體積縮小。若在這種情

況下突然觀察到腫瘤提早縮小的現象，代表需要執行更多試驗，探索導致提早出現反應的潛

在機制。雖然一般認為，鎖定單一標靶(例如 BRAF 突變基因)的化合物在藥品研發過程中較

為直接，但目前仍期望透過探索性試驗找出多標靶化合物背後的藥理學原理，例如藉由生物

標記的選擇找出適當的治療目標族群。 

非臨床試驗應探索主要或次要抗藥機制，這對於開發標靶藥物特別重要，一個已知的藥物敏

感因子，和腫瘤的存活/發展相關，可用於解釋藥物活性的原因。腫瘤生長相關的基礎機制稱

為驅動因子(driver)。株落選擇(clonal selection)、新的抗藥機轉、既有的驅動因子對藥物不敏

感，可能可以解釋某些腫瘤細胞即使帶有腫瘤標記下，仍可逃避藥物的作用。 

主要目標 

˙ 耐受性、安全性、藥物動力學與藥效學活性評估(如可行)皆為適當的目標。 

˙ 如同傳統的細胞毒性藥品，建議利用傳統方式結合腫瘤標記與敏感的影像技術，以便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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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可能的抗腫瘤活性。此外，為了減少執行醫院間的差異，建議將這類技術標準化 (例如

功能性造影、生物標記檢測)。 

 

試驗族群與試驗方法考量 

根據不同的非臨床耐受性與毒理試驗結果以及化合物的假定藥理作用，初期試驗對象有時會

是健康志願者。 

應按照試驗目的決定病人納入排除條件與病人數量，也須考量到後續試驗選定的劑量與療程

出現的藥物動力學與藥效學變異性。 

若缺乏藥理學上的論證基礎，最好對可取得的腫瘤(原發和/或轉移部位)進行適當的切片檢查

分析，這種檢查在尋找驗證性試驗的目標族群預期有關鍵的作用。 

 

劑量遞增 

截至目前的研究顯示，多數化合物(compound)不具腫瘤選擇性。雖然未必總是能確立劑量-安

全關係，耐受性與毒性仍是劑量與療程探索試驗的重要評估指標。然而，在某些情況中，劑

量遞增至最大耐受劑量仍不足以決定下一階段建議劑量，這種情況可以透過相關動物模式的

藥效學與安全性數據，或是根據起始與後續劑量的人體藥物動力學/藥效學數據，來執行劑量

遞增。以作用機轉為基礎(mechanism-based)的藥物動力學/藥效學模式也有利於引導決策。 

特別是關於分子標靶藥品(molecular targeted agents，MTAs)，劑量探索策略不應只著重於安全

性指標，也應確定最佳生物活性劑量(optimal biologically active dose)，又稱為最佳生物劑量

(optimal biological dose)，意即根據預先定義作用標記(例如：腫瘤組織反應)達到最佳生物反應

的劑量，此時給予更高劑量並不會進一步改善效果(即剛進入劑量-反應曲線平原期的劑量)。

可能的方式包括：將劑量遞增，致使標靶媒介生物路徑產生適當改變；或是將劑量遞增，致

使標靶與藥品結合度達到飽和，同時盡量以最小劑量達到最大藥效學作用，進而減少毒性。

除了安全性指標外，最好也同時採用藥物動力學/藥效學指標、臨床反應指標(例如客觀腫瘤反

應或無惡化存活期)，以確定最佳生物活性劑量。 

務必仔細考量最大耐受劑量和劑量限制性毒性的預先定義方式，以便瞭解相關毒性和獲得有

效的第二期試驗建議劑量資訊。 

許多分子標靶藥品與免疫調節治療會無間斷/每日給藥(無論是否有預先規劃的治療中斷期)，

長達一段時間。此外，某些類型的藥品特定毒性常會在第一個治療週期之後出現，例如某些

泛素-蛋白酶體路徑(ubiquitin-proteasome pathway)抑制劑造成的周邊神經病變。適用於細胞毒

性藥品，著重於第一個治療週期急性毒性的標準定義，此時未必適用。針對劑量限制性毒性

與最大耐受劑量的定義，也要考量會影響藥品耐受性的長期低毒性與需維持治療目標劑量之

可能性。 

從過去第一期分子標靶藥品試驗觀察到，超過一半的病人會在第一個治療週期之後才出現第

一個第 3–4級毒性。因此，這種情況可能必須考慮使用較彈性的劑量限制性毒性定義，與預

先定義較長的劑量限制性毒性/安全觀察期。將毒性反應區分為出現在第一個治療週期的急性

毒性、影響耐受性的長期毒性或晚發型嚴重毒性可能會有所助益。然而，考量到希望盡快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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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性劑量強度與後續可能的降低劑量需要，根據第一個治療週期不良事件來決定是否執行

劑量遞增仍屬合理。因此，應根據治療週期通報不良事件，而欲決定第二期試驗建議劑量，

則應對整個治療期間內的可能不良反應進行綜合評估。即便試驗採用傳統 3+3 設計，且劑量

遞增與否根據第一個治療週期的安全性來決定，仍可採用縱向(longitudinal)或事件發生時間

(time to event)方式，將所有治療週期內的毒性反應納入最大耐受劑量評估之中。使用調整設

計 (adaptive design)或其他例如事件發生時間持續再評估方式 (time-to-event continual 

reassessment method)，將整個治療期間內所有毒性納入考量，可較適當的預估長期使用分子

標靶藥品耐受劑量。若要使用這類方法，便必須將第一或第二治療週期以上的毒性也一併納

入計畫書定義的劑量限制性毒性當中。 

 

毒性評估 

2.1.1.節討論的一般評估原則仍可適用，但與藥理學相關的可預見不良反應種類更歧異，因此

也應將這類反應納入試驗規劃的考量當中。例如，對於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而言，可預見會出現自體免疫或與免疫相關的反應；而對於抗血管新生化合物(anti-

angiogenic compound)來說，則也應預期出現血管事件、高血壓、蛋白尿等反應。 

 

2.2.2第二期：單一藥品的治療探索性試驗 

為求簡化，我們假設藥品的劑量/暴露範圍已被建立，且在此範圍下，不論有無出現劑量限制

性毒性，皆能顯示藥理活性/標靶的佔有(target occupancy)。若未額外提出合理論證說明，通

常會假設這類試驗將持續如前述第一期臨床試驗般，尋找適當目標族群。 

 

試驗設計與活性評估 

即便解讀上有其侷限，客觀反應率仍是相當具說服力的抗腫瘤活性指標，因為對於多數腫瘤

而言，自發性腫瘤消退(至少顯示部分緩解)十分罕見。針對探索性試驗，若未採用隨機對照組，

仍可就得到的試驗結果進行解讀，而細胞毒性化合物章節的指引亦適用。儘管如此，試驗仍

最好納入隨機對照組，這種做法特別有助於探索某些現象，例如判斷所選定的生物標記是屬

於預後(prognostic)標記還是預測(predictive)標記。 

反應持續時間、腫瘤惡化時間與無惡化存活期端視腫瘤成長速率與抗腫瘤藥品活性作用的結

果。如果將「確定疾病惡化」(documented progressive disease)作為試驗納入條件，由於難以定

義多數病人的潛在腫瘤成長速率，加上歷史對照數據難以解讀，將影響未採用隨機對照組臨

床試驗的腫瘤惡化時間/無惡化存活期數據解讀可信度。評估客觀反應率時會一併評估反應持

續時間。特別是乳癌，臨床受益率(clinical benefit rate，CBR)，也就是包括完全反應、部分反

應與持續六個月無惡化的比率，已是一項廣泛接受的抗腫瘤活性評估，也可能用於試驗間的

比較，但一樣會面臨腫瘤惡化時間與無惡化存活期同樣的基本可信度問題。 

 

採用時間相關指標的探索性試驗 



11 

 

對於假設主要用來控制腫瘤生長的化合物而言，目前恐怕仍無理想而又可行的單一種探索性

試驗設計。以下詳述幾套設計替代方案，這些方案各有優缺點，不過從法規的角度來看，基

本上都尚可接受。無論是哪一種設計，建議最好只納入出現確定疾病惡化的病人。 

˙ 隨機劑量比較試驗：例如將較高劑量與可能具藥理活性的最低劑量相互比較，若表現出

腫瘤惡化時間/無惡化存活期之間的差異，則代表有一定程度，但非絕對的活性證據。 

˙ 隨機停用試驗藥品：在接受一段特定期間的試驗藥品治療後，將無病情惡化的病人隨機

分至兩組，一組持續用藥，一組停止用藥。病人與試驗主持人對於這種試驗的接受度可

能不高，且某些化合物可能會有遞延效應(carry over effect)。 

˙ 對於先前已接受治療的病人來說，利用病人自身之腫瘤惡化時間/無惡化存活期比較，可

能可以提供藥品具有活性的證據，也就是將前一次治療的腫瘤惡化時間與試驗藥品治療

的腫瘤惡化時間/無惡化存活期相互比較。這種比較成立的前提，是腫瘤成長速率隨時間

推移維持相似，而這樣的假設對於不同腫瘤並非一定適用。但對於探索性試驗，尚不至

於造成重大問題。建議納入病人為在前一次治療當中表現出原發性治療失敗(primary 

resistance)和續發性治療失敗(secondary resistance)的病人，如此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確

保受試族群的合適性。此外還應注意，前一次治療發生早期治療失敗(即原發性治療失敗) 

的病人可能會因腫瘤成長率的波動與造影技術的變異，使得腫瘤惡化時間的評估發生反

轉現象。 

˙ 對於特定的適應症而言，將病人內對照方法(within patient comparison)應用在未曾接受過

治療病人上仍可能是合理的，例如：未接受治療的病人持續追蹤到出現惡化，之後再接

受試驗藥品治療並持續追蹤到出現再一次惡化。 

˙ 也可採用隨機分配第二期試驗，根據目標族群，可以選擇活性藥品或安慰劑/最佳支持性

治療為對照組。 

˙ 若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在沒有試驗內對照組的情況下，仍可接受使用腫瘤惡化時間/無

惡化存活期與臨床受益率作為第二期試驗抗腫瘤活性評估的指標。若有這樣的情況，建

議進行完整的文獻搜尋(包含所使用的試驗方法學)。 

 

原則上，針對非細胞毒性化合物，一般以客觀反應率為療效指標的第二期試驗之統計方法是

適用的，不過，較難設定試驗提前終止的標準。病人數量必須足夠，才能準確估計某個預定

時間點下的無惡化病人百分比。另外，未接受治療病人惡化率的基本假設會比較有問題，且

也較難定義「顯著活性」。 

若要執行這類試驗，建議採用傳統的客觀反應率與腫瘤惡化標準，也建議最好進行獨立評估。

然而，對某些化合物來說，可能會先出現「假性惡化」的現象，例如：發炎性水腫造成腫瘤

體積顯著增大。若先前的試驗顯示出這種情況，則將之納入試驗計畫書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使用客觀反應率與腫瘤惡化時間作為評估活性的關鍵指標，同時使用腫瘤/藥效學標記進行評

估。 

如果試驗適合採用隨機設計，使用普遍接受的工具/量表來評估健康相關生活品質(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或症狀控制，可提供更多有用的資訊。 

對於 window of opportunity試驗、如果有靈敏的藥理活性指標(例如功能性腫瘤造影和/或生物

標記)，且已找出可能對試驗藥品具有敏感性的腫瘤目標族群，這時也許可以執行單一劑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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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劑量(較佳)的安慰劑對照試驗。從法規的角度來看，即使未完全確認與這些靈敏活性指標與

客觀反應率的關係，這些指標仍是可接受的探索性試驗評估工具，不但可用於較細微的劑量

比較，也可以及早偵測到無治療活性，而讓受試者退出試驗。無論是否使用合併指標(例如生

物標記、造影、症狀)，建議試驗計畫書中最好應有疾病惡化的明確定義。 

 

 

2.3. 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ies，MoAb)與免疫調節化合物 

本節主要提供關於探索性試驗階段的綜合考量。 

 

2.3.1. 單株抗體 

單株抗體可直接影響腫瘤細胞，機轉如下：透過抗體依賴型的細胞介導細胞毒性(antibody-

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和/或阻隔生長因子/抗凋亡受體訊息傳導、間接透

過鎖定腫瘤或腫瘤支持結構的生長因子、阻隔 T細胞抑制訊號(例如 anti-CTLA4、anti-PD-1、

anti-PD-L1)。 

為了釐清單株抗體的主要活性，應施行非臨床體外試驗，這類試驗可能包含下列相關分析： 

1. 與標靶抗原結合：應對腫瘤細胞或血漿進行篩檢，以檢測是否出現治療標靶(或過度)表現，

並應探究標靶表現與活性之間的關係。 

2. 非目標標靶：雖然未必得到腫瘤特異性的訊息，但仍可對非目標標靶進行體外篩檢，有助

於安全性評估。 

3. 抗原結合區(fragment antigen binding，Fab區)相關功能：例如中和可溶性配體(soluble ligand)、

活化受體、阻隔受體。 

4. Fc區相關功能：例如 ADCC、補體依賴性細胞毒性(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 CDC)、

補體活化。 

 

單株抗體可能會出現標靶介導沉積(target-mediated disposition)的情況。通常要等到開始執行晚

期試驗(late phase studies)，也就是納入標靶數量廣泛多變的腫瘤病人時，才可能對此種非呈劑

量比例藥物動力學現象(non-dose proportional PK behavior)進行適當的特性分析。因此，建議

在臨床研發過程中，對單株抗體的藥物動力學進行持續評估，這類評估通常涉及不同的腫瘤

類型與疾病分期。 

單株抗體的清除通常受到新生兒 Fc受體(neonatal FC receptor，FcRn) IgG再循環、免疫原性

(例如抗藥抗體[Anti-Drug-Antibodies，ADA])，及病人健康狀況因素(例如白蛋白、可溶性受體

/配體、疾病類型與嚴重程度、腫瘤負荷)的影響。了解這些因素，可能有助於理解單株抗體在

暴露與反應上的特性。在選擇測定方法、判斷活性喪失指標、考量可能的安全性問題時，可

以借鑒其他臨床醫學領域中的單株抗體免疫原性相關經驗。 

 

2.3.2. 免疫調節化合物(包括腫瘤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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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療(包括治療性癌症疫苗)的目的在於誘導人體對現有惡性腫瘤產生特定的抗腫瘤免疫

性。這類免疫治療通常用於誘導癌症病人的適應性 T細胞和 B細胞與先天性免疫反應，其所

使用的藥品成分原料具有高度變異性，包括合成胜肽、重組蛋白、病毒顆粒(virus-like particle)、

免疫調節抗體、基因療法、細胞產品。腫瘤抗原多是源於自體抗原，要破壞這類抗原的耐受

性並非易事，因此癌症疫苗通常會與具備藥理活性的佐劑結合，例如細胞激素或 Toll樣受體

致效劑(toll-like receptor agonist)。另一種破壞免疫耐受性的方式為阻隔 T細胞抑制訊號，例如

使用單株抗體。後續的 T細胞活化和增生會導致預期與非預期的免疫刺激作用，例如：產生

原先預期的抗腫瘤作用、導致免疫相關毒性出現(像結腸炎與內分泌功能不全)。 

非臨床的體外與體內概念驗證試驗(proof-of-concept studies)結果，要能支持及說明第一期試驗

所規劃的起始劑量與療程的合理性。此外，在逐案考量的前提下，可以用最低期望生物效應

水準(minimal anticipated biological effect level，MABEL)及從相關化合物取得的臨床與非臨床

數據，來支持起始劑量選擇的理論依據。 

目前認知，由於人體抗原必須透過人類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分子來呈現，因此以人體抗原為基礎的產品多半沒有可預測的動物模式。不

過(如可行)非臨床藥理試驗與毒理試驗可能可以考慮建立採用同源抗原的動物模式，或是使

用人源基因轉殖動物(human MHC transgenic)，但必須提出人類腫瘤與健康組織之間的標靶抗

原差異表現量化數據。假如沒有相關可預測的動物模式可用，人類細胞體外試驗(例如 T細胞

活化測定)也許適合用來進行概念性驗證。 

早期臨床試驗的目的在於確認安全性，並決定可誘導期待的免疫反應的劑量與療程。一般而

言，須先進行劑量探索試驗以確認第二期試驗建議劑量。決定適當的劑量與療程之前，必須

先監測免疫反應(即抗原特異 T細胞的誘導，或體液性免疫反應的出現)。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有時必須實施多項監測分析，這些探索性的分析務必要謹慎執行。臨床試驗計畫書中必須清

楚闡述使用的各種分析方法。 

對於評估標靶組織中的免疫活化程度與類型，治療前後的腫瘤切片檢查扮演重要的角色，且

可做為判斷藥品是否具有可能的抗腫瘤活性的初期指標。 

「誘導高腫瘤負荷病人產生腫瘤緩解反應」可能是一項過於艱鉅的目標，因此可以考慮納入

腫瘤負荷最低或較低的病人，例如腫瘤完全切除的非小細胞肺癌(NSCLC)病人，其接受的癌

症免疫治療結果可以在術後輔助性治療情境中進行評估。另一個例子是：無法切除病灶但對

化療產生反應的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對於病灶為局限性且可測量的病人，在沒有先接受大量

的細胞毒性藥品治療(pretreated)下，卻直接採用試驗藥品，必須謹慎評估這樣的臨床試驗設計

是否合理?與其他類型的藥品相同，必須在執行驗證性試驗前提出抗腫瘤活性的相關證據。 

臨床試驗中，試驗性的癌症治療通常會在疾病惡化時終止。相較於傳統的細胞毒性化合物，

免疫治療可能需要較長時間來誘導有效的免疫與臨床反應(即延遲效應)。因此，在藥品產生生

物性或臨床作用之前，病人可能會發生疾病惡化的情況。若病情惡化已開始減慢，這時中止

癌症免疫治療可能並非明智的決定。在這類情形下，最好在試驗計畫書中對「慢性進展疾病」

和/或退出條件提出詳細說明與定義，並對病人進行密切監測。「慢性進展疾病」的定義應根據

所試驗的疾病病程而定。雖然只要提出適當的正當理由，便可以使用調整過的疾病進展條件，

不過在驗證性試驗中，整體存活期仍為建議的結果指標。 

在臨床開發過程中，應審慎監測試驗藥品的可能毒性，包括誘發自體免疫反應(即細胞性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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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性免疫反應)與誘發耐受性。 

 

3. 驗證性試驗 (Confirmatory trials) 

驗證性試驗的目的在於納入特性明確且具有臨床實務意義的目標族群，來評估試驗藥品的效

益與風險。 

以下的章節將會依照不同的治療目標分別討論，包括：根治性(curative)意向、長期疾病控制、

及緩和治療。 

臨床治療的選擇會同時考量療效與安全性。因此，在規劃臨床試驗設計時，應考慮試驗藥品

的預期耐受性/毒性表現，並與所選用的對照藥品比較。在執行第一個驗證性試驗之前，通常

只能取得較有限的安全性數據，不過此時多半已經鑑別出主要毒性資料，應該足以用來大略

預估試驗藥品的預期相對毒性，並與其他替代治療方案相比較。 

本文將毒性表現的類別分為三種：毒性下降或相似、毒性提升、毒性大幅提升。由於各類癌

症情況不一，因此這裡沒有為各類別提出精確的量化定義。不過，「毒性大幅提升」多半代表

試驗藥品會帶來下列疑慮：與治療相關的死亡案例增加、長期影響生活品質(QoL)的不可逆性

不良事件、或嚴重危害病情。其他需要考量的問題為出現繼發性腫瘤的風險。上述毒性分類

主要為驗證性試驗的設計提供指導，並就試驗結果指標提供符合法規需求的建議，進而促進

完善的藥品效益風險評估。 

 

3.1. 試驗設計 

3.1.1. 試驗族群 

無論是診斷、開始治療標準、病人資格、緩解標準還是參考治療方案的選擇，都必須根據科

學實證和/或公認的最新治療指引來確認合理性。如果探索性試驗中對於生物標記有審慎研究，

無論第三期確認性試驗是否需要依此選擇病人，仍能提供部分支持，進而達到效益風險的最

佳化。 

為了增強試驗檢測出研究組別間差異的能力，通常希望降低試驗族群的異質性(例如體能狀態、

共病症、器官功能障礙等)。除了消除異質性外，也必須在以下兩點取得平衡：招募病人的可

行性及納入具臨床代表性之病人。因此，通常鼓勵試驗主持人盡量納入未來在臨床實務中可

能會使用試驗藥品的族群來參加試驗。 

確認性試驗通常會使用以下條件來定義納入病人條件：相關腫瘤參數(例如癌症分期、分級、

標靶表現)、其他關於預後和/或腫瘤反應(tumor sensitivity)的重要生物標記、先前接受的治療

結果(分為：有反應/有耐藥性/無效、復發)、日常體能狀態、共病症、器官功能障礙等。應考

慮使用重要且已確立的預後共變數(prognostic covariates)來進行分層分析。除了分層分析使用

的共變數以外，試驗中亦可能會針對其他共變數來進行調整(adjusted)分析，這些都應於計畫

書或統計分析計畫當中預先敘明。 

若因探索性試驗的結果，而把腫瘤的表現型或基因型作為納入/排除特定病人的基準，則將來

的藥品仿單必須註明此資訊。以此類推，即使納入未表現出活性標靶的癌症病人，但試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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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例如次群組分析)未顯示標靶表現與抗腫瘤活性不相關，試驗藥品將來的仿單敘述內容仍

可能受到限縮。 

對於生物標記，臨床實務上可能會採就近檢測(local or regional assessment)。若需檢測生物標

記以確認受試者是否符合納入條件，則與臨床實務相同，可採就近檢測，同時加上中央實驗

室檢測(central assessment)，以便於試驗完成後可依據就近檢測、中央實驗室檢測等進行敏感

性分析。 

由於某些疾病十分罕見，臨床試驗委託者可能想使用替代標準而非常用的標準來定義目標治

療族群。例如，若某藥品的標靶為特定且具明確分子結構，且此結構對於疾病具有關鍵意義，

這種試驗可能會招募組織學診斷不同、但均表現出這種標靶特性的病人。 

不過，臨床試驗委託者必須說明該標靶在不同組織學診斷中的關鍵機轉，通常應在臨床試驗

中顯示相關結果(即使未有正式統計檢定)。試驗設計必須要考量選擇不同參考治療的後果，並

綜合考慮各種現有證據(包括非臨床與藥理學數據)，以在各種病人次族群獲得能夠評估效益

風險的結論。如果驗證性試驗採用非傳統/不常見的病人納入標準，建議事先向醫藥品查驗中

心(以下簡稱查驗中心)尋求科學建議。 

某些可能的標靶適應症包含數量極少的病人族群，但是，除非活性標靶僅表現於這些罕見情

況，通常還是會建議試驗委託者同時於一般族群及此類小規模病人進行試驗，或是藥品效益

風險(尤其是安全性)已在其他族群確立之後，再於此類小規模病人族群進行試驗。 

 

3.1.2. 對照組 (Reference therapy) 

選擇對照組須充分說明合理性，通常對照組必須是從現有的最佳實證治療方案中選出。「現有

的最佳實證」治療產品，原則上還是要取得當地法規單位的核准。如果未取得核准，建議事

先向查驗中心尋求科學建議。原則上對照組不僅須在隨機試驗下顯示出有利的效益風險，且

應顯示與其他替代治療方案有一樣好的效益風險比。 

對於優越性試驗(比較試驗組與對照組)而言，只要對照組如前段所述屬於「現有的最佳實證」，

通常不會有問題。對於附加性試驗 (比較「試驗組+對照組」與「對照組」)，則可能會使用一

些因地區而異的對照組方案，此時便必須對其正當性提出充分的臨床/藥理學說明，建議事先

向查驗中心尋求科學建議。若試驗採用多個對照治療組別，則建議使用分層分析。 

若試驗目的是證明試驗組相較於對照組，療效具有不劣性(non-inferiority)，就必須對選定的對

照組之不劣性臨界值(non-inferiority margin)加以適當的定義。在多數情況下，所選定的對照組

先前必須要經由良好控制的隨機試驗證實其優於該試驗的對照組。請一併參見不劣性試驗相

關段落 (章節 3.6.4)。 

在現有的最佳對照組方案中，治療週期長度類似的方案應列為首選，如此可有利於安排相同

的腫瘤評估檢查時程。若試驗目的並非改善耐受性與毒性，則選擇的對照組最好能與試驗組

有相似的預期毒性，方能使雙盲試驗設計具有可行性。於附加性試驗中(add-on studies, 附加

於活性對照組或是最佳支持治療)，若可行，建議採用安慰劑設計。 

在某些情況，尚未有最適合的對照組，但病人於臨床實務中仍會接受某種特定治療方案。在

這種情況下，對照組選用「最佳支持治療(best supportive care)」雖可接受，但更建議使用已有

實證支持的活性對照組(例如緩解率已受到驗證)。如果無法確立單一種最佳的對照組，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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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試驗主持人認定的最佳方案(investigator’s choice)。 

這種情況下，通常傾向使用低毒性的對照組，且應在與病人相關的指標上顯示出較優性。 

缺乏「有實證基礎的」治療，通常意味病人接受過好幾線的治療後都宣告失敗。在這種情況

下，若能在疾病較不嚴重的病人上執行適當的隨機試驗，佐以「救援性」(salvage)的單組試驗，

比起執行最後一線的隨機比較試驗(使用最佳支持治療或試驗主持人認定之最佳方案)，可能

可以得到更有用的訊息。 

 

3.1.3. 隨機分派與盲性 

隨機分派與分層分析應遵守現有指引中規定的一般原則。很多情況下由於各治療組別之間毒

性差異較大，或可能有安全上的疑慮，無法採用雙盲設計。若試驗類型必須為開放式(open label)

試驗，便須在其他試驗設計部分慎重考量，例如試驗指標的選擇、獨立評估、敏感性分析的

執行，以及其他用來減少與試驗開放性有關之潛在偏差的措施。 

 

3.1.4. 試驗指標 

驗證性試驗旨在證明試驗藥品可帶來臨床效益，因此必須找出充足證據，證明所選的主要指

標可以在納入條件所定義的病人族群下，有效且可靠地評估藥品的臨床效益。本段之論述為

一般通則，對於特定癌種、特定期別以何種主要療效指標最為合適，建議與查驗中心討論。 

以下將專門探討優越性試驗。 

驗證性試驗可接受的主要指標包括：整體存活期 (overall survival，OS)、無惡化存活期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無事件存活期 (event free survival，EFS)、與無疾病存活期

(disease free survival，DFS)。 

特定的病人通報結果報告(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PROs)，例如症狀控制情形等，只要可確認

資料品質水準極高，亦可作為臨床相關且有效的主要指標。在某些情形下，以下主要指標亦屬合

適，例如，可接受進一步的有效治療(例如:幹細胞移植)，或是可避免接受具高度併發症或死亡的

治療(例如:侵犯性手術)。 

從臨床實務與試驗方法的角度來看，確實證明有利於存活(survival)是臨床試驗最具說服力

的結果。疾病進展通常會伴隨著症狀及生活品質的惡化，且後續治療通常效果較差且毒性

較嚴重，因此對延長無惡化存活期的影響如果夠大，且可以排除對於其他重要指標的危害，

則無惡化存活期可視為臨床上有意義的指標。但如果後續的救援治療效果同樣好，且安全

性可接受，無惡化存活期的臨床重要性就會降低，也較難建立正向的效益風險評估。 

若將無惡化存活期/無疾病存活期設為主要指標，這時必須將整體存活期設為次要指標，反

之亦然。 

當無惡化存活期有較大效果，或是預期惡化後存活期較長，且/或顯現出十分有利的安全性特

徵，則在獲得核准時，可能不需精確的整體存活期結果，但不能有負向的存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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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選擇哪一種主要臨床指標，任何對於這些重要指標(包含安全性)的危害或不確定性，都

是效益風險評估的依據。 

 

若將整體存活期設為主要指標，預期無惡化存活期結果應一致。若預知情況可能並非如此(例

如某些免疫調節治療)，則應先於試驗計畫書中清楚說明。 

根據疾病的不同，惡化事件(events of progression)發生的速率可能相當緩慢，使得進行頻繁的

評估對病人造成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將「某個預先指定且合理的固定時間點下的事

件發生率」作為主要結果呈現 (primary outcome measure)。若主要療效分析是鎖定某個單一時

間點下的事件發生率，則多半會建議所有病人在該時間點之前均應全程參與試驗。主要指標

為「固定時間點下的事件發生率」時，無惡化存活期應設為次要評估指標。 

有關無惡化存活期的試驗方法學，請參見章節 3.6.7。 

 

腫瘤的抗藥性特徵可能會受到治療的影響，這一現象也可能影響到下一線治療的活性。在接

受維持/延長治療方案的病人與未接受治療或接受安慰劑的病人比較，以及在增加誘導治療週

期與標準治療比較時，發現治療會影響腫瘤抗藥性的情況最為明顯。這意味著維持治療過程

中病情惡化所代表的結果(表示病人對維持治療方案表現出抗藥性)，可能不同於治療結束後

的病情惡化。如果可行，最好將這類試驗的目標訂為確實觀察到存活效益。若不可行，則應

將「下一線治療的無惡化存活期(PFS2)」訂為觀察指標。最好能在開始試驗設計時，就一併確

定，以便試驗組與對照組在病情惡化後使用一致的下一線治療。為了掌握下一線治療可能帶

來的負面效應，並衡量維持治療帶來的耐受性與毒性疑慮，試驗最好能達到如下期望：在自

隨機分派至 PFS2的時間方面，試驗組相較於對照組，未顯出負面效應。這類試驗建議事先向

查驗中心尋求科學建議。 

若維持治療中使用的試驗藥品也能在病情再發(recurrence)時作為單一治療，建議將早期治療

組(維持治療)與延遲治療組(病情惡化時才接受治療)進行比較。 

實務上，於試驗計畫書中定義下一線治療，或是持續安排病人追蹤評估至 PFS2時間點可能有

所難度。這種情況下，可能將下一線治療的時間 (time on next-line therapy)作為 PFS2的替代

指標。在比較對照組與試驗組時，可能會發現兩者在 PFS2評估分析上的差異增加，這種情況

也必須納入考量。 

 

無論主要指標為何，均建議於個案報告表(case report from)內記錄選擇下一線治療的理由與下

一線治療的時間點。 

 

對於基線期有腫瘤相關症狀的病人，若症狀控制與抗腫瘤效果具相關性，則可作為療效活性

的有效呈現，且只要能消除可能的偏誤來源，這項指標亦可作為較後線治療試驗的主要指

標。在某些情況下，具症狀之無惡化存活時間(symptomatic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可以作為

評估病人療效益處的主要指標。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和/或病人通報結果(PRO)可從病人

觀點提供與疾病與治療相關資訊。鼓勵於臨床試驗中納入這類指標，作為次要及探索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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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若有適當的論述且具有效的驗證工具，也有做為主要指標的可能性。 

無論選擇哪個主要指標，皆應列出客觀反應率、反應持續時間與腫瘤穩定率的數據(例如追蹤

期為三個月或六個月時的結果)。這些指標間應該顯現出一致性，若無一致性，則需要適當性

的論述。 

 

 

3.2. 具根治性意向之治療 

發展新療法(例如施予高惡性淋巴癌、生殖細胞瘤病人的治療，或是在輔助治療的情境下)的最

終目標，是促進治癒率與存活率，或是在不失去療效的情況下相對降低毒性。不過在某些情

況下，及因為治療的複雜性(例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即便試驗藥品具有相應的抗腫瘤活性，

恐怕仍難以展現在於這些指標的影響上。 

可以預見的是，試驗藥品很少會做為單一治療，通常是作為已確立(或經過調整)治療方案的附

加藥品(add-on)，或是用來取代已確立治療方案中某個單方(substitution)。在這種情境下，若維

持治療是尚未確立的，則維持治療可視為附加治療。 

在急性白血病的治療中，未達完全反應、復發和復發前死亡在無事件存活期(event free survival，

EFS)分析中皆可歸為「事件」。若病人在預先指定的誘導期間內未達到完全反應，將可視為在

治療一開始(時間為 0時)便遭遇事件。 

假如無事件存活期作為主要指標的適當性是需要被論述時，務必等到試驗數據達到足夠成熟

度後才開始進行數據分析，例如可預期無事件存活期進入穩定平原期，或是很少發生額外的

疾病復發時。 

對於高惡性淋巴癌或實體固態瘤治療來說，無惡化存活期可能適合作為結果指標。若在經過

一定的時間或週期次數後病人無法達到至少部分反應，在某些試驗計畫中可能會被視為治療

失敗，而只有達到部分反應的病人可以繼續治療。在這種情況下執行主要療效分析時，建議

持續追蹤未達部分反應的病人，直到他們在下一線治療中或後遭遇任何惡化或死亡事件。 

若治療目標為改善治癒率，建議最好以預先指定時間點下的無疾病存活期作為結果指標(關於

時間點的說明，請參見前述部分)。 

 

3.2.1. 預期毒性下降或相似 

可預期大多數試驗會採用替代型的試驗設計，這表示將已確立方案(AB)中的藥品 A替換為試

驗藥品 X(即變成方案 XB)。從法規科學的角度來看，可以接受不劣性試驗設計，且在大多數

情況下，無事件存活期或無惡化存活期皆為可接受的主要指標。 

若誘導期結束後會接續強化(consolidation)治療和/或維持治療，這些試驗治療結束後的治療方

案會產生混淆效應，因此無惡化存活期或無事件存活期以外的其他指標更適合作為試驗評估

指標。這表示：如有後續治療時，可接受以試驗治療結束後達到的完全反應(如有明確的正當

理由，可以是完全反應加上部分反應)作為主要指標。在這種情況下，須闡述試驗藥品對於強

化治療活性的可能影響，並且提供無事件存活期或無惡化存活期數據，以支持完全反應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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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用已確立的臨床標準來定義「完全反應」。當可行時，應該也找出微量殘存疾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例如以分子標準)作為支持性證據。至於其他生物標記，應透過標準化

來使實驗室內與實驗室間的變異最小化。 

3.2.2. 預期毒性增加 

替代型或附加型的試驗設計可能皆適用這種情況。在大多數情況下，應顯現出無事件存活期、

無惡化存活期或整體存活期(適當情況下)的優越性，且在延遲事件發生時間上應表現出充足

效益，足以平衡毒性提升的影響。 

若試驗治療後續的治療方案可能會對整體結果產生混淆影響，這時只要誘導治療結束後的完

全反應大幅提升，且與無惡化存活期或無事件存活期以及整體存活期的改善趨勢相關，可能

足夠做為支持性數據。特別適用於目標族群病人數量很少的狀況。 

3.2.3. 預期毒性大幅增加 

目標應為顯現治癒率的提升、或是整體存活期的改善。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受試族群病人數量

較少時)，通常只要能大幅提升無事件存活期或無惡化存活期，並以存活期有改善趨勢作為支

持性數據，可能便足夠。 

 

 

3.3. 以「長期疾病控制」為意向之治療 

典型情況包括對晚期乳癌、大腸直腸癌、低惡性淋巴癌和慢性白血病進行較前線的治療。上

述疾病狀況有已確立的參考治療方案，且下一線治療方案的選擇可能有明顯的療效。 

 

3.3.1. 預期毒性下降或相似 

可預期會採取替代型或單一治療試驗。從法規的角度來看，可以接受不劣性試驗設計，且無

惡化存活期可視為適當的主要指標。在毒性相對下降的情況下，若有合理的試驗數據，則成

熟的存活期數據或許可以在上市後繳交。 

 

3.3.2. 預期毒性增加 

目標應為顯現至少在無惡化存活期方面的優越性。 

應在申請查驗登記時具備存活期數據。雖然已知並非所有申請案例都能具備成熟的存活期數

據，但仍應對未能提供成熟存活期數據提供合理的說明。在存活期方面，預期會有上市後追

蹤的要求。若無法合理證明藥品並未導致治療相關死亡率的上升，則應提交成熟的存活數據，

以供上市前的效益風險評估。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尚未確立治療選擇的領域研究維持治療療效(見第 3.1.4 節試驗指標)，

採用替代性指標可能較為合適。目標也可能在高強度誘導治療後，達到長期的無治療緩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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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預期毒性大幅增加 

主要目標應顯現存活期的改善。 

在各別情況下，包括：預期存活期預後良好以及在疾病惡化後有多種下一線治療(包括試驗治

療)，或是治療目標族群人數較少等，可能無法達成存活期的改善。若試驗將無惡化存活期作

為主要指標，必須提出合理說明，也需要在規畫時期進行審慎的討論，以評估與治療相關死

亡的可能性。即使可接受只達到無惡化存活期的顯著療效，試驗仍應盡可能納入充足的病人

人數以供整體存活期的估計，且預期應能展現整體存活期的改善趨勢。 

 

 

3.4. 缺乏已確立的治療方案 

主要意指最後線治療的情況，存活期的預後不佳，且可能並無充足證據的參考治療方案。其

他的情況則是，在盡可能明確的篩選標準下，病人被視為不適合接受具潛在根治性的高強度

治療。 

若沒有已確立的參考治療方案，試驗主持人認定之最佳治療方案或最佳支持治療，無論有無

使用安慰劑，皆屬可接受的參考治療方案。 

若以最佳支持治療(BSC)為參考治療方案，試驗目標應訂為顯現整體存活期的延長和/或症狀

控制或健康生活品質的全面改善。如欲達到後者目標，則須全力消除可能的偏誤。 

 

 

3.5. 特殊考量 

3.5.1. 造血幹細胞移植治療方法的考量 

若已預期同種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是一個治療

選項，分析計畫書中務必要定義如何處理整個移植過程。已知各醫院機構和地區間採用不同

的造血幹細胞移植標準(例如病人資格、人類白血球抗原配對、調理療法 [conditioning regimen]、

移植體抗宿主疾病的預防等)。不過，計畫書中應盡可能明確定義這些標準，且應在個案報告

表中闡明採用或未採用造血幹細胞移植的原因。 

與移植相關的死亡是必需要考量的問題，移植後的長期效益須長期追蹤才能得知，不過通常

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的病人，應依照隨機分派組別來進行整體存活期與無事件存活期的追蹤

調查。將病人設限(censor)在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的調理時，可以作為一種敏感性分析。 

 

3.5.2. (術前)輔助治療 

輔助治療領域的最終目標是提升治癒率。由於治療對於無疾病存活期的影響與個別病人息息

相關，因此最好在試驗規劃期間考慮是否盡可能顯現治癒率的有利影響，也就是於再發率明

顯達到穩定期後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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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輔助治療可能會限制病情再發時的治療選項，因此應提交整體存活期數據。在輔助治療

已確立的領域中(例如乳癌與大腸直腸癌)，或是以無疾病存活期與現有的安全性與存活期數

據(包括病人於疾病再發後接受下一線治療的無惡化存活期)評估試驗治療方案可帶來有利的

效益風險時，可能可以在上市後才提交成熟的存活期數據。在某些情況以及毒性有重大疑慮

時，則必須顯現整體存活期的有利影響。 

術前輔助治療的目標可能包括改善整體結果(整體存活期、無疾病存活期/無惡化存活期)、增

加手術的可行性與器官可保存性(例如採用較保守的手術)。若主要目標為器官保存，應至少顯

現無疾病存活期/無惡化存活期的不劣性。輔助治療經常會設定進行一定週期次數的療程，隨

著試驗目標的不同，若未於預設的治療期後觀察到腫瘤縮減現象時，病人應退出試驗。 

若將手術時的病理完全反應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設為次要指標，則應將退出試驗

的病人視為治療無效者。 

 

3.5.3. 抗藥性調節劑、化療保護劑和放射/化療增敏劑 

基本上，試驗藥品作為抗藥性調節劑和放射/化療增敏劑(A)的驗證性試驗設計相當直接。相較

於使用已確立的治療方案 B，合併治療方案(AB)應顯現更高的抗腫瘤活性，且應顯示有利的

效益風險。若出現藥物動力學交互作用或與抗腫瘤活性無關的動態交互作用，可能需要調整

合併治療組中方案 B的劑量，以便在整體毒性相似的情況下比較合併治療組(AB)與方案 B。

然而，若透過 B的血漿濃度變化可以掌握到藥物動力學交互作用的全面影響(例如藥品的分布

沒有變化)，這時 B 劑量的調整，最好能夠在 B 的暴露量相似之情況下比較合併治療組(AB)

與方案 B。 

對於化療保護劑，必須證明正常組織比腫瘤組織受到更多毒性保護作用。對於大多數細胞毒

性化合物，較容易發現劑量造成的毒性差異，而不是療效差異。也就是說，為了證實在未減

損抗腫瘤活性的前提下，正常組織可受到保護，很多情況下需要進行非常大型的試驗，以得

到在抗腫瘤活性指標上較窄的信賴區間。因此需要以共同主要指標(co-primary endpoints)來測

定試驗假設，包括藥品安全性的提升與抗腫瘤活性的不劣性。在某些情況下，以增加試驗組

的細胞毒性化合物劑量，來顯示在不增加毒性的情形下提升抗腫瘤活性，可能更容易展現具

說服力的組織保護力差異。 

然而，若能確切證明沒有藥物動力學交互作用，且化療保護劑不會與腫瘤產生交互作用(例如

因為腫瘤細胞沒有藥物標的)，這時僅證明毒性下降，而對於抗腫瘤活性不進行正式的不劣性

假說測試，可能是可接受的。 

 

3.5.4. 腫瘤預防 

目前法規經驗有限，但在概念上與輔助治療相似。應界定具風險的族群，方能觀察到腫瘤發

生風險降低程度超過治療的副作用。由於腫瘤預防可能會篩選出有生物行為改變的腫瘤，因

此應提出腫瘤的表現型/基因型的比對數據，另外可能需要腫瘤對治療反應或整體存活期的相

關數據。在規劃這類試驗時，建議事先向查驗中心尋求科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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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試驗方法學考量 

針對新成分新藥，以單一樞紐試驗結果申請以取得藥品上市許可，有諸多考量。例如：若單

一多中心設計良好具對照組之臨床試驗，其結果顯示相當可靠且極強之統計學上有意義之臨

床好處，如延長存活期；且重覆執行另一個確認療效之臨床試驗將引發倫理上之爭議等情況

(FDA藥字第 1011400092號公告)(3)，這在不劣性試驗、以無惡化存活期設為主要指標的試驗、

以及對照組是採用最佳支持治療/試驗主持人認定最佳方案的試驗，特別需要考量。 

針對新適應症新藥，在其他適應症執行之驗證性試驗，可作為支持性證據，其價值及支持程

度須納入評估，且應有試驗結果與欲申請新適應症之相關性的探討。 

 

3.6.1. 調整設計(Adaptive design) 

若第二/三期試驗的設計目標僅為透過該試驗的第二期試驗來探討單一且不複雜的問題(例如

找出驗證性試驗階段的最佳劑量)，調整設計可能可以提升藥品開發效率。 

如欲探討更複雜的問題(例如如何定義最適當的目標治療族群)或多個問題(例如樣本數重新估

計、定義腫瘤組織生物標記為陽性的臨界值等)，調整設計是否有優勢仍然存疑，建議進一步

諮詢查驗中心。 

有關調整設計，可一併參見當代醫藥法規月刊第 28 期「臨床試驗調整設計之統計審查重點」
(4)。 

 

3.6.2. 期間分析 

期間分析經常見於第三期試驗當中採用，不過因無效(futility)或太好(superiority)而提前停止試

驗的設計，需要慎重考量。 

若期間分析時已觀察到絕大多數長期預期事件，且顯現出差異，這通常可視為試驗已具有合

理的成熟度，代表試驗結果將於延長的追蹤期內保持穩定。若使用較不成熟的數據進行期間

分析，結果解讀會有問題。 

在規劃試驗時低估療效的情況下，如果在獲得有代表性的成熟數據集之前，已經展現對整體

存活期有令人滿意的效益，可能會導致臨床解讀上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監測委員會可能

會研究其他決議，例如將接下來的試驗限制在觀察到的療效尚無法外推的次族群。其他協助

監測委員會決定試驗繼續與否的策略，包括利用重要的預後相關分層因子進行分析，或是執

行與無惡化存活期有關的類似分析。 

一般而言，不建議以無惡化存活期數據進行期間分析，除非目的為無效分析。 

 

3.6.3. 事件發生時間分析(Time to event analyses)以及疾病反應與進展的評估 

若試驗將無惡化存活期/無疾病存活期設為主要指標，務必保持各組別造影與試驗回診上的對

稱性，遵守計畫書定義的療程安排，並應提報偏差數據(章節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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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存在藥品作用模式的差異，可能會導致測量腫瘤負荷與抗腫瘤活性的問

題，例如早期腫瘤腫脹現象。若預期會出現這類問題，因而可能需與一般使用的評估標準(如

RECIST與WHO標準)有所偏差，建議最好於樞紐試驗執行之前與查驗中心達成共識。同樣，

若無法使用允許獨立判定進行的腫瘤評估技術，則建議與查驗中心討論可行的替代方案。 

若有腫瘤相關的水腫問題，例如高惡性神經膠質瘤，應考慮假性反應(pseudo-response)的可能

性。如果可行，試驗評估應採用有考量此現象的最新反應與惡化標準。若這類標準尚未確立，

建議尋求科學建議，以討論出後續使用的替代方法。 

 

3.6.4. 不劣性試驗 

關於不劣性試驗的設計、執行及分析的指導，可一併參見當代醫藥法規月刊第 22期「不劣性

試驗統計審查重點」(5)及第 77期「淺談美國 FDA不劣性試驗指引最終版之修訂」(6)，但某些

議題在腫瘤學領域中值得特別關注。對於採用無惡化存活期的試驗，其可視為一項合併指標，

雖然不劣性臨界值的討論應考量對照組的整體效果，不過推論中除了應針對每種事件進行探

討(例如死亡、新轉移、標的病灶惡化、臨床惡化)，還應包括在可行情況下描述對照組對於各

種事件的影響。若預期疾病惡化的特徵可能有所差異，應於試驗設計時納入考量，設定較為

合適且保守的臨界值與樣本數，以取得所需的事件數量來進行可靠的推論。 

鑑於試驗敏感性(即試驗偵測差異的能力)對於不劣性試驗的評估十分重要。不劣性試驗通常

會假設試驗組與對照組的活性相似，因此務必預先設計後續的次群組分析，例如在基線期排

除預後因子不佳(如日常體能狀態不佳或共病症等)的病人；因為即使差異確實存在，這類病人

可能較難偵測到不同治療方案的抗腫瘤活性差異。同樣，應事先定義依計畫書(per protocol)分

析族群，以避免未依計畫書執行以及計畫遵從問題等情況，降低偵測抗腫瘤活性差異的可能

性。執行這些分析的目標在於顯現結果的一致性。 

 

 

3.6.5. 在試驗完成後，依治療結果對病人進行次族群分析 

在試驗完成後，依治療結果對病人進行事件發生時間(例如整體存活期或無惡化存活期)的次

族群分析，可能會造成解讀問題，須謹慎小心。由於腫瘤反應、劑量強度、毒性或藥品順從

性等結果來自於治療、病人與腫瘤之間交互作用的綜合表現，因此無法將治療作用單獨切割

開來。某些未預期的結果(例如儘管因毒性而減少劑量，存活期仍明顯增加；或是病人具良好

反應，但存活期卻未延長)可能可以提供額外的資訊，這些未預期結果可作為執行探索性分析

的理論基礎。 

比較不同治療方案下，各次族群病人的反應持續時間(response duration)差異可能可以提供額

外資訊。提報的數據應包含各試驗組的信賴區間，但不應對各組間反應持續時間的比較來進

行顯著性檢定，因為這種比較是基於未經完全隨機分派的組別上。在「反應時間 (Time in 

response)」的分析中，治療無效者的反應時間設為 0，有助於各組間進行統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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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外部對照的使用 

關於外部對照(包括歷史對照組)的使用，請參見國際醫藥法規協和組織(ICH)發布的 E10規範

(CHMP/ICH/364/96)(7)，其結論為：因無法控制偏誤，使得外部對照設計，僅限於用在療效十

分顯著且病程具高度可預測性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的驗證不僅是對於試驗主持人、病人和倫理委員會不可

接受的做法，更是沒有必要的程序。此部分須個案考量。 

 

 

3.6.7. 無惡化存活期的方法學重點考量 

本章節主要說明有關於無惡化存活期的方法學臨床重點考量，建議一併參照當代醫藥法規月

刊第 14 期「癌症試驗之存活資料分析」(8)以及 41 期「以無惡化存活時間評估抗癌藥物療效

之考量」 (9)。 

 

試驗指標定義 

傳統無惡化存活期的定義，係指自隨機分派開始(非隨機試驗則以受試者納入試驗的時間點為

起點)至客觀疾病惡化或因任何原因致死的時間(依先發生的事件為準)。無疾病存活期的定義，

則是指自隨機分派開始(非隨機試驗則以試驗登錄時間為起點)至客觀疾病再發或因任何原因

致死的時間(依先發生的事件為準)。 

疾病惡化或再發事件的發生時間基準定義，於歐盟 EMA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 for using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o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in confirmatory trials (1 July 2013)”(10)

敘述為「出現『達到惡化標準』之記錄證據的第一日」，即便是以下情況也適用：一或多次未

回診、治療中斷、改採新抗癌治療以後才觀察到惡化。而在 US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Clinical Trial Endpoints for the Approval of Cancer Drugs and Biologics”(2)對於惡化日期的定義為: 

觀察到任何惡化的第一個時間點，且在該時間點前，並無錯失任何評估，日期設限於最後一

次影像醫學檢查顯示無惡化的日期。 

「惡化」的定義應盡可能符合已確立的反應評估標準(例如 RECIST、WHO、EBMT、RANO

等標準)。此外，若在情形許可的情況下使用非影像評估標準，亦應針對這類標準提出明確定

義。依據藥品種類、病灶位置與類型、試驗目標的不同，上述標準可按照特定情境加以調整。

例如，疾病惡化可採用其他客觀的臨床、生化、放射反應評估標準來進行評估。在任何情況

下，務必盡可能採用客觀標準來定義進展事件，且於計畫書中預先提出明確的定義。 

由於無惡化存活期的定義涵蓋各類不同事件(例如新病灶、原有病灶或疾病的進展、死亡)，因

此建議使用描述性摘要表來呈現各類型事件的分析結果，並使用競爭風險分析來探討藥品對

於這些事件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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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類型的藥品可能會干擾所使用的偵測方法，例如某些抗癌症藥品可透過不同作用機轉，

干擾病灶於注射顯影劑後的對比效果，或是免疫調節劑一類的藥品不只會干擾顯影對比效果，

也可能導致某種特殊的反應模式(例如產生病灶增大的顯著進展後再產生治療反應)。有鑑於

這種干擾作用，這時應考慮採用不同的評估方法或指標。 

以事件發生時間(time to event)做為符合統計分析的指標是合適的。某些分析方法是以特定時

間點下經歷事件病人的比例為基準，這類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具有優勢，但仍有其限制。

若臨床試驗委託者(sponsor)考慮採用固定時間點進行分析，建議事先向查驗中心尋求科學建

議。 

 

主要療效分析與敏感性分析 

為了符合主要療效分析的目標，惡化日期的設置應以所記錄的惡化出現時間為基準，而不是

其他時間(例如已排定之評估時間)。 

所採行的主要療效分析方法應於試驗開始前清楚寫明。應於試驗規劃期間充分考量統計分析

計畫的內容，當中包含用以處理偏差與缺失數據的敏感性分析。 

在盲性試驗結束時，執行盲性評估(blind review)可檢視所採用之數據處理方法及提出之分析

範圍，這同時也是解決未預見問題的絕佳機會。若試驗類型為開放式(open label)試驗，雖可於

試驗結束(但尚未將隨機分組碼套用至數據集上)時執行盲性評估，不過難以排除評估後的統

計分析計畫變更是由數據驅使(data-driven)的可能性，因此審視此類結果時多少需帶點懷疑。

有鑑於此，開放式試驗的計畫書與統計分析計畫需非常謹慎撰寫，因為若是在試驗中取得數

據後才修正重要的分析方法或步驟，可能引起諸多爭議。關於處理與記錄這類數據分析議題

的方法，請參照《臨床試驗統計原則指導說明》(Note for Guidance on Statistical Principles for 

Clinical Trials)(國際醫藥法規協和組織，1998)(11)。此外，若試驗名義上採用盲性程序，但是程

序中發生的不良事件特徵會導致功能性解盲(functional unblinding)時，應謹慎執行這類試驗。 

執行敏感性分析時，有數種法規單位建議採用的方法可參考(如：US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Clinical Trial Endpoints for the Approval of Cancer Drugs and Biologics)(2)”。敏感性分析應涵蓋

足夠範圍，以確保得到穩健(robust)的試驗結果，此範圍將取決於實際臨床狀況與試驗觀察數

據的預期特性(例如病人的退出模式)。若執行的分析在結論上有所差異，則必須提出解釋。不

同分析與分析集(set)的重要性亦取決於試驗的設計(即採用優越性或不劣性設計)。 

臨床試驗應規劃敏感性分析，藉此解決試驗方法中的問題，其中包括偏差與缺失數據處理、

無訊息設限(uninformative censoring)、比例風險(proportional hazards)、原先未排定評估之數據

處理(視情況決定適用項目)。 

應於計畫書或統計分析計畫中，闡述敏感性分析的內容，任何變動皆應在試驗報告中提出正

當性說明。 

 

評估頻率與方法 

即便各試驗組的試驗周期長度不同，也應保持一致的評估方法與頻率。 

無惡化存活期的評估方法應具備以下條件：所有與病人腫瘤類型相關的可能病變部位皆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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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期進行評估、病人須於追蹤期間接受這些相關病變部位與其他經臨床與影像檢查發現之病

變部位的全身性評估，且評估方式維持一致。無疾病存活期的評估方法，亦須安排病人於追

蹤期間接受可能病變部位的全身性評估。一旦發現「特定藥品可能會影響腫瘤轉移模式」的

跡象，應預先定義其他相關的病變部位，以供後續的全身性評估作業。 

評估的執行頻率應適當，以利偵測預期的療效。評估的時間點與評估惡化事件的最佳頻率不

僅應按照各試驗狀況而定，亦應考量試驗目的、治療排程、疾病惡化的特定模式而定。舉例

來說，若無惡化存活期中位數偏短，則應及時為病人安排第一次回診評估的時間。以下兩種

需求亦須達到平衡：一為準確評估惡化，二為避免病人暴露於侵入性與耗費資源的診療程序。

增加評估頻率雖然會降低在原本回診間隔時間內排入額外回診評估的可能，但亦會增加病人

在排定回診日不出現的機會，特別是如果回診頻率與標準的臨床實務作業不相符時，更有可

能發生這種情況。從統計觀點來看，除非病人的進展率極快，否則增加評估頻率不太會增加

統計檢定力(Wallenstein et al., 1993; Stone et al., 2007)(12)(13)。 

應遵照計畫書中預定的排程時間，並呈報試驗偏差。應於分析期間對病人回診的順服性進行

描述性分析，該分析中應探究所有影響試驗結果的因素。 

 

盲性中央獨立評估委員會(blinded independent central review, BICR) 

惡化評估可能會受到量測誤差的影響，這種情況在晚期疾病中特別明顯，主要是因為這類疾

病通常必須追蹤諸多病灶。一般而言，應盡力消除量測誤差。從法規觀點來看，若付諸最大

努力後仍出現顯著量測誤差，只要誤差同樣發生在各組當中，且療效夠大的情況下，此類誤

差可能不會對相對療效的評估帶來重大問題。然而，若各組的測量誤差互不相同，便可能造

成分析結果難以解讀。同樣地，若療效過小或中等，這時如果發生較大的量測誤差，便可能

會影響效益風險的評估。因此，試驗過程應採用適當標準化方式，並對負責評估(local evaluation)

的試驗主持人提供訓練，使其盡最大可能消除量測誤差。 

試驗主持人在評估疾病進展的過程時，可能會受到系統性偏誤(systematic bias)的影響而偏好

其中某個試驗組的結果，導致不正確的組間比較。有鑑於此，試驗應盡可能採用妥善的盲性

程序。試驗主持人產生之偏誤(investigator bias)通常不會發生在完善的雙盲隨機試驗當中。然

而，由於不同藥品的特性與作用不同，癌症藥品試驗在盲性程序上特別容易出現問題。當然，

由於不同治療會表現出不同的毒性特徵等，故對治療方案施予完全盲性程序是一件高難度的

任務。以最佳支持療法(best care)為對照組的試驗，在某種程度上可能特別具有發生這類偏誤

的風險。 

若要偵測並消除這種偏誤，其中一種方式是對所有病人的相關數據進行完整 BICR 評估。若

預期試驗主持人會發生重大偏誤，或是預期治療效果(效應大小)中等，便建議採用這個策略。

若多數事件是透過影像評估來得知，而不是藉由臨床進展觀察得知，BICR評估會更具意義。 

然而，若存在試驗主持人重大偏誤，這時即便執行完整的 BICR 評估也無法免除帶有資訊的

設限(informative censoring)，因為試驗主持人診斷出惡化後，病人會離開試驗，因此後續不會

產生實驗室、造影或臨床評估數據。若欲排除這個問題，其中一種方式是執行即時的 BICR評

估，另一種方法則是在當地偵測出惡化後持續收集病人的造影影像，不過因為病人可能會在

診斷出惡化後即不回診，所以這個方法未必可行(Dodd et al. 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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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試驗主持人在評估過程中產生了偏誤，可透過以下方向來研究：找出試驗主持人評估與

BICR評估間不一致的數據，這類統計數據包括早期不一致率(early discrepancy rate，簡稱 EDR)

與晚期不一致率(late discrepancy rate，LDR)，兩者的計算分別是根據當地評估早於/晚於 BICR

評估診斷出惡化的頻率。 

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用小樣本來進行 BICR評估，取代全面性的 BICR評估，即所謂 BICR稽

核(audit)。若檢視不一致率的統計資料後，證實試驗主持人的評估並未存有任何偏誤，便可不

必進行完整的 BICR 評估。若稽核結果無法排除偏誤的存在，執行完整的 BICR 評估可作為

後續其他分析的基礎 (Amit et al., 2011)(15)。 

在必須執行完整 BICR 評估的情況下，主要療效分析的執行方向通常可根據 BICR 獨立評估

的結果來規劃。若試驗主持人產生的重大偏誤可合理排除，試驗主持人的評估結果可用作主

要療效分析。無論採用何種策略，試驗計畫書皆應預先定義「BICR評估結果帶來的意義」與

「關於 BICR評估的決策原則」。 

一般來說，若 BICR 評估的結果並未嚴重偏離試驗主持人的評估結果，會增加試驗品質的信

心水準。 

獨立評估的程序應於臨床試驗文件當中預先提出定義並加以描述。 

 

惡化發生後的追蹤與治療 

無惡化存活期的療效應與整體存活期相關。若無，申請者應提出合理解釋。 

比較無惡化存活期的療效時，最好考量以下這點：即便有利於促進無惡化存活期，採用試驗

藥品的治療方案仍可能會造成較差的整體存活期。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慢性毒

性、病人對於惡化發生後採用之治療方案的抗藥性特徵不同、增加轉移風險的生物學變化等。 

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將無惡化存活期作為主要療效指標時，應妥善追蹤每一位病人至死

亡為止，且應適時確保治療不會對整體存活期造成不利影響。若計畫進一步進行其他治療，

特別是在後續治療可能有療效不佳的疑慮時，也應採用反映後續治療結果的指標，例如客觀

反應率與下一線治療時的無惡化存活期(即 PFS2 指標)。PFS2 的定義為：隨機分派開始至第

二次客觀疾病惡化或因任何原因致死的時間(依先發生的進展事件為準)。如未於存活病人身

上觀察到第二次客觀疾病惡化事件，應將病人的資料設限於最近一次存活且無觀察到第二次

客觀疾病惡化事件的時間點。若無法產生可靠的整體存活期與 PFS2數據，或許可以分析在下

一線治療結束後的結果。在這項分析中，事件的定義為：下一線治療結束或中斷、發生第二

次客觀疾病惡化，或是病人因任何原因致死(視何者先發生)。 

惡化後均改接受試驗藥品治療很可能會妨害後續整體存活期與其他長期次要指標的比較。因

此，為了達到主要試驗的目標，應避免採用這種交叉試驗設計。若無法避免，應有足夠信心

產出在科學與法規上皆具有說服力的無惡化存活期、整體存活期與其他重要次要指標等數據，

進而達到主要試驗的目標，確保可得到適當結論。在這種情況下，可將整體存活期作為次要

分析或共同主要分析(co-primary analyses)。 

 

 

3.7. 特殊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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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老年和虛弱的病人 

每當預期老年病人會在臨床實務上接受新藥品的治療，臨床試驗計畫就應招募數量充足的老

年受試者，包括有共病症(co-morbidities)的病人，以便評估效益風險。雖然已知對於某些藥品

來說，在為驗證性試驗招募身體功能較差的老年病人之前，其安全性需先在相對健康的病人

上建立，不過這種情況必須先提出正當理由。 

申請查驗登記時，申請者通常必須盡全力提供有用的數據。然而如果不能合理評估該藥品在

老年病人或具常見共病症病人的效益風險，則將於藥品仿單上呈現相關限制，且可能需要執

行上市後試驗。在這種情況下，執行計畫完善的世代研究(cohort studies)亦可能提供寶貴的資

訊。應提供老年病人數據，以便進行藥物動力學分析，例如作為群體藥物動力學分析的一部

分。安全性特徵的描述應包括不良事件嚴重度與其後果(例如劑量調降、劑量延遲、施予併用

治療)。分析中應針對老年族群(如果可行，應採用年齡分組)的藥品療效與安全性特徵，評估

與較年輕族群的一致性。 

某些化合物可能特別適合治療老年族群，原因包含藥物動力學特性，例如受損器官功能的低

敏感性。在這種情況下，建議可以進行專門針對老年病人的試驗。眾所周知，這類情況可能

很難鑑別出適當的參考治療方案，且無惡化存活期/整體存活期以外的結果指標也可能相對重

要。在這種情況下，建議該項藥品研發計畫最好事先與查驗中心討論。 

有明顯日常體能狀態衰退的虛弱病人(無論是否為老年病人)，是在傳統試驗中極少收納的脆

弱族群。由法規觀點而言，支持於此類病人執行的臨床試驗。 

 

3.7.2. 性別 

某些腫瘤和/或治療方案已指出抗腫瘤活性的性別差異。若從先前經驗顯示可能有性別與治療

的交互作用，應在試驗設計階段納入考量。除此之外，男女受試者的比例應反映疾病的流行

病學，而且臨床試驗委託者亦應提交性別分組的探索性次群組分析(療效與安全性)。 

 

 

4. 特殊情況下的特定設計 

4.1 試驗族群極少、極罕見腫瘤的試驗 

 

對於某些極罕見的腫瘤或極特定的適應症，無論是由於腫瘤的表現型還是因標靶表現上的限

制，通常都很難招募到足夠的病人數量來執行具有合理檢定力的隨機試驗，以偵測到抗腫瘤

活性的明顯差異。 

 

無論何時，只要可行，以隨機試驗為優先考量。即使可能面臨檢定力不足，隨機試驗可以減

少治療效果的評估偏誤、有利於安全性資料的比較，仍是首選的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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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隨機對照試驗不可行時，需要考慮替代的試驗設計。 

 

採取非隨機試驗應有合理的論述。在此類試驗中，除非有適當的論述，應收集長期的療效與

安全性資料。 

 

優化隨機分派的方式有助於執行隨機試驗，例如改變隨機分派比例，考慮在試驗組分配較多

的病人。 

 

在其他情況下，進行病人內(within patient)的腫瘤惡化時間(time to progression，TTP) /無惡化

存活期分析，可能是一種替代方式，也就是將先前最後一次治療時的腫瘤惡化時間與試驗治

療時的腫瘤惡化時間相比較。這樣的比較和歷史性比較有相似的缺點。為了將偏誤最小化，

先前接受的最後一次治療和試驗治療必須具有整體可比性。如果先前接受的最後一次治療之

評估間隔及病情惡化的判定較不嚴謹，必須要充分探討這些不確定性。如果先前接受的最後

一次治療為臨床上適當的選擇，且病情惡化的確認方法是獨立的(例如盲性獨立判定)，則分

析結果較為可信。 

 

試驗結果應以優越性為主要目的。當試驗目的為不劣性時，需要額外的考量。一般而言，在

病人數目有限下，試驗結果要呈現不劣性，考驗度很高。 

 

此類試驗設計，建議事先與查驗中心討論。 

 

結語 

抗癌藥品的臨床試驗設計日新月異，但是最終目標為提供充分的療效安全性證據，證明具有

正向的效益風險比值，以支持其核准上市。建議臨床試驗委託者與查驗中心盡早進行溝通與

討論，兼顧科學及倫理考量，方能謀求癌症病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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