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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關於疫苗產品之臨床研發，雖有 EMA及 WHO公告之指引可供參

考，然而目前國內已發表的傳染病疫苗相關研發指引，僅有「新型流

感疫苗查驗登記指引」、「腸病毒疫苗臨床研發策略指導原則」，及緊

急授權適用的「新冠疫苗專案製造或輸入技術性資料審查基準」，尚

無臨床方面的整體指引。故針對預防性疫苗，撰寫疫苗產品之臨床研

發指導原則，整合上述個別疾病論述，提供國內業界開發人員完整的

規劃方向。 

 

 

 

 

 

 

【撰寫團隊】 

林欣佳審查員、吳馥羽小組長、徐千惠資深審查員、趙芳瑜專案經

理、詹明曉組長、賴怡君主任、陳可欣主秘、徐麗娟副執行長、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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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係參考 EMA 及 WHO 所發布之相關指引所編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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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指導原則主要針對預防傳染性疾病使用之疫苗的臨床評估，包括候選疫苗上市前用以提

供安全性、免疫原性、療效資料之各階段臨床試驗，以及疫苗上市後變更的各類型臨床試

驗，提供臨床審查觀點；亦說明在進入上市前審查階段時，評估疫苗之療效、免疫原性及

安全性的臨床考量。同時也針對大多由政府單位執行的上市後疫苗效益試驗  (vaccine 

effectiveness trial)，釐清藥商應扮演的角色，並為疫苗效益試驗之必要性提供審查考量。 

 

2 背景介紹 

2.1 法規指引沿革 

我國為加強疫苗類藥品的管理，確保疫苗類藥品的品質與安全，因此依據藥事法第 42條

及 74條，於民國 91年 1 月 31日公告「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疫苗類藥品之查驗登

記」。該基準所稱之「疫苗類藥品」，係指由免疫抗原組成的藥品，經由人體投予後可刺激

免疫系統，對疾病或感染源產生預防、改善、或治療的效果；該基準之內容，主要規範對

於化學、製造與管制方面所應檢附資料。日後雖陸續發布針對各項具重大公衛意義之疫苗

各別相關研發指引，包括 96年 6月 27日公告之「新型流感疫苗查驗登記指引」，於 107

年 11月 20日公告之「腸病毒疫苗臨床研發策略指導原則」，以及 110年 7月 1日公告於

緊急公共衛生情事下適用之「新冠疫苗專案製造或輸入技術性資料審查基準」，然而尚無

針對疫苗臨床研發之整體性概論指引。 

本指導原則主要以國際指引為架構，闡述國內法規單位對疫苗類藥品之臨床審查觀點。參

考引述的指引包括 EMA 於 2018年 4月公告之 Draft Guideline of Clinical Evaluation of 

Vaccines (EMEA/CHMP/VWP/164653/05 Rev.1)，並綜整先前兩份指引：Guideline on 

Clinical Evaluation of New Vaccines (EMEA/CHMP/VWP/164653/2005) 以及 Guideline on 

Adjuvants in Vaccines for Human Use (EMEA/CHMP/VEG/134716/2004) 臨床部分相關內

容。本文同時也參考WHO Guidelines on Clinical Evaluation of Vaccines: Regulatory 

Expectations 部分內容。 

 

2.2 範疇 

mailto:feedbackbox@cd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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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內容著重在預防傳染性疾病之疫苗的臨床研發，並未涵蓋免疫治療產品 

(immuno-therapeutic products)。所謂預防傳染性疾病之疫苗，可於感染前投予，亦可作為

暴露後之預防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所預防之傳染性疾病，可由單一病原體引起之

疾病(包括單一病原體的多種亞型)，亦可為多種抗原成分所引起各項傳染性疾病。此類疫

苗所包含之抗原成分，可能為下列項目： 

⚫ 以化學或物理方式去活化之生物有機體 (organisms)； 

⚫ 於人體內原本就會失去毒性、或經處理或經由基因改造而降低毒性之活體生物 (live 

organisms)； 

⚫ 由病原體萃取、或由病原體分泌之抗原物質，可在其原始狀態下使用，或經化學性或

物理性處理去毒性，或透過聚集  (aggregated)、聚合  (polymerized) 或與載體接合 

(conjugated to carrier)，以增加其免疫原性； 

⚫ 由基因工程或化學合成所產生之抗原物質； 

⚫ 由活細菌或病毒載體 (vector) 表現外來抗原物質； 

⚫ 裸露核酸 (包括質體) 經由基因工程改造以表現特定抗原。 

本臨床研發指導原則所提供的考量內容涵蓋未上市疫苗之核准，和已上市疫苗用法用量、

適用年齡層、與其他疫苗合併使用之相關變更。所以除了抗原成分外，亦涉及新佐劑的使

用，及已上市疫苗中的佐劑之相關變更。其中新佐劑的定義為未上市的新成分。變更已上

市疫苗中的佐劑則可能包括去除佐劑、增減原佐劑劑量及／或替換其他已上市佐劑等，皆

屬於上市後變更的範疇。 

因此，本指導原則中的第 3 章以疫苗開發計畫的觀點，簡要說明疫苗開發時臨床部分應考

量的事項。指導原則主要內容為第 4、5、6、7章，是以臨床試驗特性分類，針對評估疫苗

免疫原性、療效及安全性的考量，做詳細介紹。指導原則並未涵蓋非臨床動物試驗以及藥

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暨查核之相關事務；前述未納入指

導原則的範疇仍應依相關法規辦理。指導原則中亦未涉及用以加速疫苗開發計畫的各類審

查機制 (例如加速核准機制)，及特殊法規 (例如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 之適

用性。前述審查途徑或法規途徑具有特殊目的，或有其必須之前置條件，建議依據個別產

品特性，個案提出事前諮詢。 

 

3 疫苗開發計畫的臨床考量 

3.1  一般性考量 

當疫苗產品之臨床開發，涉及現有法規指引未提及的新穎方法；或與現有法規指引建議相

衝突，或當目前尚未建立被廣泛接受之保護力相關免疫原性指標，而執行疫苗療效試驗又

不可行時；或是用以基礎接種及追加劑之疫苗組成不同等特殊情形，皆建議於疫苗研發階

段與法規單位密切討論溝通。若於疫苗產品上市前後製程有重大變更，也建議儘早與法規

單位討論執行臨床試驗之必要性。 

獨立的監測委員會 (independent monitoring committee)是一個在臨床開發過程中的獨立組

織，目的可以是監測嚴重不良事件、監測未預期嚴重藥品不良反應、分析試驗期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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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或療效數據、對試驗劑量選擇提出建議、對試驗是否應依試驗停止條件提前終止提

出建議等。亦可以依據試驗計畫書定義，以決定受試者是否可納入主要分析群體，或依據

事先決定之案例定義，以判定臨床感染事件是否可納入療效分析。根據上述不同任務，臨

床開發過程中可設立多個不同的獨立監測委員會，例如：數據監測委員會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DMC)，及獨立數據判定委員會 (Independent Data Adjudication 

Committee) 等。 

疫苗產品於查驗登記申請送件時，應列表說明該疫苗目前已完成，以及進行中之臨床試

驗；也建議儘可能詳列包括由政府單位、學研單位，甚或其他藥商將該疫苗作為對照疫苗

之臨床試驗。 

 

3.2  上市前臨床開發計畫 

上市前臨床開發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累積足夠且適當的數據以支持疫苗產品被核准上市，

通常應包括下列項目： 

⚫ 適當描述疫苗與人體免疫反應之間的交互作用 (人體藥理學)； 

⚫ 確認安全且有效的劑量、劑次、投予途徑及接種間隔； 

⚫ 直接測量疫苗療效，或透過免疫反應數據估計疫苗療效； 

⚫ 人體安全性資訊； 

⚫ 評估與其他疫苗同時接種對彼此之影響。 

上市前臨床開發計畫依據不同疫苗種類、製程、作用機轉、擬預防之傳染病以及目標群體

等會有不同考量，因此不同疫苗產品會有個別差異。 

 

3.2.1  初期臨床試驗 

新的候選疫苗在早期研發階段，通常會先在第一期臨床試驗 (人體藥理學試驗) 探索不同

劑量的抗原以及添加佐劑與否之安全性，此階段亦會探索接種後之免疫反應。疫苗產品首

次應用於人體之臨床試驗，通常會收納健康成人受試者，若可行的話，宜進一步限制收納

群體為先前未曾暴露於該疫苗擬用以保護之病原體。 

依據第一期臨床試驗結果，於第二期臨床試驗 (療效探索性試驗) 中進一步探索疫苗產品

之安全性及免疫原性，此階段試驗的受試者通常須可代表日後該疫苗預計接種的目標群

體。針對目標群體涵蓋廣泛年齡層之疫苗，未必一律須採用年齡降階 (age de-escalation) 

的方式依序收案至各個試驗或依序分派至試驗內各個組別，舉例而言，若預期該疫苗對青

少年之效益有限，且相較於其他年齡層較無急迫性，則可先跳過此年齡層，直接由成人，

往下探索兒童、幼兒、嬰兒等年齡層。 

初期臨床試驗通常須提供足夠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數據，以支持樞紐試驗的配方選擇，包

括抗原成分、佐劑劑量、投予途徑，及最保守之接種間隔等。 

 

3.2.2  樞紐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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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紐試驗應能提供穩健的臨床證據以支持疫苗產品核准上市，通常樞紐試驗為第三期臨床

試驗（療效確認試驗）。樞紐臨床試驗所使用的配方，應由經確效的製程生產，且其批次

放行標準應與日後上市產品一致。 

樞紐試驗應能提供疫苗療效之估計數值，或須基於免疫原性數據，證明該疫苗具有預防特

定疾病之能力。 

 

3.3  上市後臨床評估 

疫苗產品上市後，須持續監測臨床使用之安全性。若在上市前臨床試驗已觀察到潛在的安

全性疑慮，甚至須針對特定安全性議題執行上市後臨床研究。產品上市後也可執行用以預

估疫苗效益的臨床試驗。 

申請者可依其法規目的 (如擴展適應症、變更仿單內容等) 執行上市後臨床試驗。有時則為

法規單位因產品上市前資料仍有部分不足，所要求之上市後研究。 

 

4 免疫原性 

4.1  免疫反應特性 

針對新候選疫苗的每項抗原成分，應考量已核准上市疫苗是否已有相同或是類似抗原成分

的免疫反應資訊，並探索在血清、血漿、全血、周邊血單核細胞、或其他生物基質 (舉例來

說，鼻腔灌洗液或子宮頸黏液等) 檢體的免疫反應特性。免疫反應特性列舉如下： 

⚫ 測量功能性抗體 (functional antibody)，例如：中和抗體、殺菌活性 (bactericidal activity)、

調理吞噬活性  (opsonophagocytic activity)，及／或結合性抗體 (binding antibody)，例

如：結合性 IgG總量、IgG 次群等； 

⚫ 描述免疫反應隨時間的動態變化，例如：達到抗體高峰值所需要的時間以及抗體衰退

曲線； 

⚫ 是否誘導免疫記憶； 

⚫ 探索可能影響體液免疫反應的免疫學因子，例如：接種試驗疫苗前，因為先前疫苗及

／或自然感染誘發的抗體數值； 

⚫ 評估交叉反應抗體 (cross-reactive antibody)，例如：特定抗原誘發的抗體，對於其他種

類的抗原或是同種類抗原的其他亞型是否產生交叉反應； 

⚫ 評估交叉初始啟動 (cross-priming)，例如：該疫苗所含的抗原，是否亦可對同病原體之

其他抗原啟動免疫的記憶反應； 

⚫ 評估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 (cell-mediated immune response)，例如：透過體外的直接標

定或測量細胞激素釋放量，定量對於疫苗抗原及／或野生株抗原有專一性的 T細胞； 

⚫ 探索細胞激素或是基因表現概況 (如先天免疫或漿細胞特徵) 與保護力相關免疫反應、

抗體濃度、臨床事件 (如免疫媒介不良事件) 等之間的關聯性。 

 

由以上舉例可知，現有用以評估免疫反應的指標，大部分是用來描述體液免疫反應，或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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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介導的免疫反應的測量值。至今為止，體液免疫反應以外的免疫反應指標，尚未在疫苗

上市許可的審查中發揮關鍵或主要作用，因此免疫原性試驗的評估重點通常是抗體反應，

尤其是功能性抗體反應。在可能缺乏適當的功能性抗體測定的某些情況，例如 Vi 多醣的

傷寒疫苗，或者唯一可用來檢測功能性抗體的實驗室方法對檢測大量樣本的可行性較低時，

可考慮採用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測量

接合特定抗原或特定抗原表位 (epitope) 的免疫球蛋白 G (IgG) 總量。因採用特定免疫球

蛋白總量做為免疫反應指標，可能只有少部分的抗體是有功能的，所以應考量產品特性和

試驗目的來選擇抗體指標。此外，細胞免疫反應的評估或許有助於釐清基於體液免疫反應

的發現，例如可以協助評估添加佐劑新增的益處，或評估疫苗引發的交叉初始啟動程度。

少數某些類型的傳染病，亦可能會需要以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評估疫苗與人體免疫系統之

間的交互作用，例如結核桿菌感染引起的疾病。 

 

初期臨床試驗中的所有受試者皆應收集疫苗接種前之檢體 (pre-vaccination sampling)。其

後大規模試驗或許得以省略，或以次群體方式收集；但倘若目標人群由於自然接觸、母體

抗體和／或疫苗接種史，而具有一定程度、預先存在且可能影響疫苗表現的免疫力，那麼

疫苗接種前之檢體採樣仍是必須執行的。 

疫苗接種後的檢體採樣 (post-vaccination sampling) 時間點，應基於已知的第一次接種後

及後續連續接種後的免疫反應峰值來擬定。首次應用於人體的疫苗抗原的臨床試驗，可考

慮參考臨床前動物試驗數據。至研發後期，隨著人體數據的累積，從受試者中收集的檢體

數量和採樣次數，可能會減少到滿足試驗目的所需的最低限度。 

 

關於免疫反應指標的檢驗，臨床試驗計畫書應指定試驗中將使用那些檢測方法，尤其使用

於樞紐試驗之檢測方法須經完整確效。臨床試驗報告應包括檢測方法學是否已商業化使用，

或該方法學的確效狀態；若非商業化的檢測方法，應提供確效報告。若已有國際間普遍接

受的參考檢測方法學，則藥商對於該方法學程序做的任何調整須執行檢測方法橋接試驗 

(assay bridging study)。若有相關適用的國際標準品，則檢測方法應以國際標準品進行校正。

若在臨床開發過程中變更檢測方法學，則應提供數據說明此變更對試驗結果不會產生影響，

或是提供使用校正因子 (correction factor) 校正數據之合理性說明。每項免疫反應指標應

儘可能於單一的中央實驗室進行檢測，且於臨床開發過程中，各項檢測免疫反應指標的方

法應儘可能在同一實驗室執行。若無法達到上述要求，應評估實驗室之間的變異性，並分

析對於試驗數據及結論的可能影響。常規上評估這些免疫反應指標乃針對疫苗成分的抗原

選擇最適合的檢測方法，然而在同一試驗中針對流行中的其他野生株病原體或抗原執行額

外的檢測，也非常具有資訊價值。這些額外檢測的本質通常是探索性的，所以該檢測方法

學不一定需要經過確效。 

 

4.2 保護力相關的免疫反應 (Immune correlates of protection，ICP) 

保護力相關的免疫反應 (immune correlates of protection，ICP) 為特定種類以及程度的免疫

反應，且該免疫反應須與疫苗對於傳染性疾病的保護力相關 (ICP 的詳細定義請見第 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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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注釋)。目前被廣泛接受、也有充分證據支持的 ICP，其實相當有限；此外，除抗

體反應以外的檢測結果，至今尚未被證實可做為 ICP，亦未曾在監管決策過程中作為關鍵

實證。 

ICP 的保護力證據可能來自一或多項實證，包括疫苗療效試驗、疫苗效益試驗、特定人群的

血清流行病學研究、使用外源免疫球蛋白的被動保護數據、人體攻毒試驗，或在疫苗接種

於免疫抑制病患中出現疫苗失敗 (vaccine failure) 的研究。大多數的 ICP 是源自上市前開

始執行、並持續追蹤至上市後的疫苗療效試驗，因為這類試驗具有大規模、連續的血清檢

體採集，以及對疫苗突破性感染病例的後續監測。若試圖於疫苗療效試驗中探索特定傳染

性疾病的 ICP，應儘可能在同一試驗中收集預期能提供短期或長期保護力的免疫反應指標

及數值。例如，在試驗組完成基礎接種後的特定時間點，收集試驗組及對照組所有或大部

分受試者的血清，比較得病與未得病受試者的免疫指標，待取得療效結果時一併分析。也

可於長期追蹤時定期 (如每年) 計算疫苗療效，同時收集血清檢體，以決定長期保護力之

ICP。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探索所推導出的 ICP，可能不適用於預防同類傳染性疾病的其他

疫苗產品，或適用其他族群。舉例而言，若 ICP 的檢測方式是體液中的抗體，則不適用於

其他以不同免疫機制預防該疾病的疫苗(例如細胞免疫反應)，也未必適用於同一種抗原的

所有投予途徑；若 ICP 是由嬰兒的臨床試驗推估，則未必適用於成人；由單一病原體亞型

所建立之 ICP，亦未必適用於其他所有亞型；甚至以輕度病症所推估的 ICP，也可能未必適

用於同類產品預防重度疾病。因此，即使某項 ICP 具充分的臨床數據支持，在實際應用上

也應考慮其所依據的療效試驗的細節，並非一體適用。 

若經由上述療效分析仍無法定義出 ICP，或是執行疫苗療效試驗在實務上不可行，可考慮

由上市後的前瞻性疫苗效益試驗推導 ICP。採用疫苗效益試驗推導 ICP 的方法學種類繁多，

而且這些估計可能部分反映了現有預防接種政策以及群體免疫，而不單純是個體最初及持

續的免疫反應，因此實際應用時也需要考量 ICP 推論的方法及過程，來決定該項 ICP 的適

用性。 

從非臨床試驗有時可初步推論 ICP。然而，應謹慎看待完全來自非臨床數據的 ICP，並應嘗

試收集臨床 ICP，例如當突然爆發疫情時能即時收集候選疫苗的臨床療效或效益資訊。  

ICP 的相關應用，請參考 4.4.7節「以免疫原性數據推論療效」。 

 

4.3  比較性免疫原性試驗 (Comparative immunogenicity trials) 

免疫原性試驗目的一般包含 (但不限於) 以下項目： 

⚫ 選擇基礎劑及追加劑疫苗之配方及用法用量 (參考 4.4.1節至 4.4.3節)； 

⚫ 將疫苗於特定配方、用法用量、試驗群體下之免疫反應，與同一配方疫苗用於其他試

驗群體，或以不同用法用量投予相比較，或比較其他預防相同傳染性疾病之不同疫苗 

(參考 4.4.1節至 4.4.3 節)； 

⚫ 評估與其他疫苗同時接種 (參考 4.4.4節)； 

⚫ 評估懷孕婦女的疫苗接種 (相關內容統整於 8.1 節)； 

⚫ 評估產品批次一致性 (參考 4.4.5節)； 

⚫ 評估產品製程之重大改變 (參考 4.4.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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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免疫原性數據推論療效 (參考 4.4.7節)。 

免疫原性試驗可以在疫苗上市前開發的所有階段進行，也可能在上市後進行。 

 

免疫原性試驗幾乎都是比較性試驗。比較性免疫原性試驗的設計，一般須考量試驗目的、

疫苗特性、試驗研發階段、受試者群體、對照組的適用性和是否可取得，以及當前是否已

建立 ICP。 

依據試驗目的，各試驗組可接種不同劑量之試驗疫苗、可於不同時間間隔接種試驗疫苗、

可分別接種試驗疫苗與安慰劑或其他已核准疫苗，或可於各試驗組收納不同年齡層之受試

者。即便在 ICP 已建立之情形下，設立對照組仍是必要的。例如，若以其他已核准疫苗作

為對照組，將有助於確認實驗室免疫原性檢測方法之適切性；若特定不良事件之發生率高

於預期，也有助於相關數據之判讀及釐清。 

在比較性免疫原性試驗中，受試者應在納入時隨機分配到試驗組之一；這個原則也適用於

納入連續組別的試驗，例如在遞增劑量試驗中，仍可能有部分受試者被隨機分配接受安慰

劑或另一種疫苗。比較性免疫原性試驗應儘可能採取雙盲設計，且執行免疫原性檢測之實

驗室相關工作人員不能得知受試者所被分派到的組別。倘若對照疫苗與試驗疫苗外觀上有

明顯差異，則應由特定專責人員投予疫苗，此等人員不得參與其他試驗程序；倘若對照疫

苗與試驗疫苗連投予途徑或投予時間間隔皆不相同，則至少須確保負責回診及評估受試者

狀況之試驗人員無法得知受試者所被分派到的組別。 

若試驗的目的僅為針對免疫原性數據進行描述性分析，則樣本數通常基於收案可行性，並

且應為下一階段試驗收集足夠之安全性資訊。若試驗目的為評估不同試驗組別之間的較優

性或不劣性，則樣本數須進一步考量檢定力以及事先定義之臨界值。 

 

4.3.1  主要及次要指標 

比較性免疫原性試驗中，選擇主要試驗指標和其他指標以評估接種疫苗免疫原性，應先參

考第 4.1 和 4.2 節。計畫書應預先定義主要、共同主要、次要和任何其他三級或探索性

指標。主要及次要指標可包括下列項目： 

⚫ 免疫反應測量值高於 ICP 的比例 (即血清保護率 [seroprotection rate，SPR])，或免疫

反應測量值高於特定閾值之受試者比例 (即反應率 [responder rate])； 

⚫ 接種疫苗前後相比，抗體濃度或效價上升特定倍率之受試者比例，又稱為血清轉換率 

(seroconversion rate，SCR)。舉例來說，這個特定倍率常訂為至少四倍上升； 

⚫ 接種疫苗前以及接種疫苗後，依據免疫原性檢測方法最低偵測極限所定義之血清抗體

陰性或血清抗體陽性之受試者比例； 

⚫ 針對基礎血清抗體陽性及基礎血清抗體陰性之受試者，分別評估接種疫苗後之血清保

護率及血清轉換率； 

⚫ 抗體幾何平均濃度 (geometric mean concentration，GMC) 或抗體幾何平均效價 

(geometric mean titer，GMT)，以及其於接種疫苗前後之比值 (geometric mean ratio，

GMR)； 

⚫ 偵測細胞激素以評估經特定抗原刺激後產生致敏化的 CD4+及 CD8+ T細胞之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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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在基礎接種後和接種任何額外劑量後，所有免疫學指標的測量結果，應在臨床試驗報告中

提供。 

 

基礎劑 

對於基礎接種之評估，若已建立 ICP，或已知與保護力相關之特定抗體閾值，主要免疫原

性指標通常為完成接種疫苗後的血清保護率，或是免疫反應高於特定閾值之受試者比例；

若不具 ICP 或特定抗體閾值，則主要免疫原性指標通常會選擇血清轉換率。接種疫苗後之

血清抗體陽性率可考慮作為次要指標，尤其當接種前的血清陽性率很低時，比較接種後的

血清陽性率仍是有資訊價值的。一般情形而言，抗體幾何平均濃度、幾何平均效價以及其

於接種疫苗前後之比值，僅能做為次要指標。但若試驗主要目的為評估批次間一致性，則

接種疫苗後之抗體幾何平均濃度或幾何平均效價，可作為主要指標。 

 

基礎劑後接種 

由於若基礎接種能順利誘發免疫記憶，接種追加劑之後的血清保護率、血清轉換率及血清

抗體陽性率通常相當高，因此上述三項較適合作為次要指標。若要能進一步評估不同追加

劑之間的差異，應以幾何平均濃度、幾何平均效價或其於接種追加劑前後之比值作為主要

指標。 

 

4.3.2  主要分析 

早期研發階段的比較性免疫原性試驗，通常是為了選取適切的疫苗配方、劑量、以及接種

時程，此時通常以描述性分析免疫原性數據即可。倘若為後期的確認性試驗，統計學上則

應有嚴謹的考量，包括隨機分派的分層因子、樣本數的檢定力，以及是否須採用適當的機

制調整以避免多重檢定造成型一誤差的擴增。 

不劣性試驗臨界值之選取，須考量疾病之嚴重度、致死率、以及造成永久性嚴重後遺症之

風險。舉例而言，若試驗疫苗擬用以預防高死亡率之疾病，則相較於鮮少造成死亡或嚴重

後遺症之疾病，其不劣性臨界值應較為嚴格。此外，不劣性臨界值之選取應考量主要免疫

原性指標檢測方法之精確度以及效能特性。當不劣性比較是基於試驗疫苗相較於對照疫苗

的幾何平均濃度比值或幾何平均效價比值時，該比值推薦採用的臨界值為 95%信賴區間的

下限大於 0.67；某些情況下，法規單位可能會考慮允許下調至 0.5或採用其他標準，例如

同時要求點估計值。除了上述對疾病嚴重度的考量，在選取臨界值時也會考慮該疫苗是否

已有確定的 ICP。此外，試驗疫苗與對照疫苗的抗體效價或濃度的反向累積分佈曲線 

(revers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curve) 若有任何顯著分離，包括出現在曲線下端或上端的分

離，都應根據潛在的臨床意義進行討論。 

若對照組為不含抗原成分之安慰劑，或擬比較新候選疫苗不同劑量、不同接種時程，或是

評估添加佐劑之效果，則試驗一般採較優性設計。有時同一試驗中也可能包括不劣性及較

優性檢定；舉例而言，若試驗疫苗與已上市疫苗相比含有較多種抗原，試驗可先針對兩者

共有抗原成分檢定不劣性，接著再針對試驗疫苗額外含有的抗原成分檢定較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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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計畫書 (statistical analysis plan) 需在資料庫鎖定分析前及解盲前 (若有盲性設計) 

完成，若有設計期中分析也應遵循此原則，且期中分析應在統計分析計畫書中載明目的、

時間安排和任何統計上的調整。一般而言，計畫書會限制主要分析群體為具有接種前和接

種後免疫學檢測結果的受試者，或接受所有劑量、沒有違反計畫書主要流程且具有接種後

結果的受試者。無論預先定義的主要分析群體為何，所有可取得的免疫原性數據，都應在

臨床試驗報告中提供。免疫原性指標的選擇以及試驗成功的條件應隨試驗目的不同而有所

不同。若設定為 co-primary endpoint，一般須兩項 primary endpoint 皆達標試驗才算成功；

secondary endpoint 也應與 primary endpoint 呈現一致的趨勢。 

 

4.4  免疫原性試驗之特定用途 

4.4.1  配方與劑量 

由於動物非臨床試驗數據對於人體劑量的選擇幫助有限，因此若所含的抗原未曾使用於其

他已核准疫苗，則抗原劑量與免疫反應之間的關係須於臨床試驗中仔細探索。若尚未確認

多高的免疫反應可提供足夠之保護力，則抗原劑量應持續向上探索直至觀察不到免疫反應

有明顯增加 (即已出現高原效應)，或是直至出現劑量相關的安全性議題。若新候選疫苗

含有載體 (vector)，劑量探索試驗也應評估接種疫苗前即已存在或是接種疫苗後所誘發對

於載體的免疫反應，是否會影響對於目標病原體抗原的免疫反應。 

若新候選疫苗含有多種抗原，而目前已核准疫苗未曾含有相同組合，則新候選疫苗所誘發

之免疫反應，應與各別成分單獨接種後所產生之免疫反應相比較，惟在下列情形可能難以

執行或並非必要執行： 

(1) 若新候選疫苗中含有相當多種的抗原，如多價肺炎鏈球菌接合型疫苗的抗原為同一病

原體的多種亞型； 

(2) 若新候選疫苗比起已上市的組合疫苗僅多了部分抗原，則可直接比較候選組合疫苗、

已上市組合疫苗、以及新增的抗原，例如四價季節性流感疫苗多與三價季節性流感疫

苗比較； 

(3) 若新候選疫苗所含抗原皆為曾已核准的抗原成分，則可將新候選疫苗所誘發之免疫反

應與各別投予已上市疫苗所誘發之免疫反應相比較；若這些已上市疫苗已核准於同時

間接種，則可將新候選疫苗所誘發之免疫反應與同時投予已上市疫苗所誘發之免疫反

應相比較。例如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水痘混合疫苗 (MMRV)，就是包括已經上

市的MMR 疫苗，及水痘疫苗的抗原。 

除了上述舉例，不同情境下所需的臨床試驗設計及規模皆可能不同。 

若新候選疫苗含有醣類與蛋白質載體接合 (protein-saccharide conjugate) 的設計，須注意

與其他抗原是否互相影響，而造成免疫反應有預期外的增強或降低，舉例而言，若抗原與

載體蛋白 (carrier protein) 相同 (如破傷風類毒素) 或相近 (如白喉類毒素與 CRM197)，

則免疫反應可能會增強。 

新候選疫苗中添加佐劑，一般旨在增強、加速及／或延長對疫苗抗原所需反應的特異性免

疫反應，因此需綜合非臨床及臨床數據以說明其合理性，例如科學證據是否支持該佐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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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免疫反應、不會過度增加局部和全身性不良反應，及具有長期安全性。無論在哪個研

發階段將佐劑納入新候選疫苗中，每個劑次的佐劑劑量皆須有足夠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資

料支持。若比較含佐劑與不含佐劑的配方，前者應能增強對於疫苗中一種或多種抗原成分

的免疫反應。此外，在添加佐劑的情形下，疫苗中較少量的抗原或許可誘發相同程度的免

疫反應；若因疫情大流行需在有限期間內生產大量疫苗，而疫苗產能又受限於抗原的製造

量時，此將為重要的研發策略之一。 

免疫原性試驗中所收集的資訊亦可能需要用來支持疫苗成品的放行與安定性規格，尤其是

針對具有活微生物的活性減毒疫苗。根據已收集的數據，可能有必要採用已知微生物數量

或抗原劑量落在特定範圍內的製劑執行額外臨床試驗，以確定成品規格的上限。 

 

4.4.2  接種時程 

基礎劑 

基礎接種劑的數目，應取決於得以誘發與保護力相關的免疫反應、或是所誘發之免疫反應

高於特定閾值的最小劑量數。若尚未確定特定閾值，則至少為該目標群體或次群體 (如特

定年齡層) 在安全性可接受的情形下，所能達到的最高免疫反應。基礎劑之間的接種間

隔，應依據每劑接種後免疫反應隨時間的動態變化來決定。試驗數據需能支持疫苗接種間

隔的最短時間，以及延遲給藥的影響。 

對於嬰兒而言，疫苗能儘早提供足夠的免疫反應是很重要的，因此，應考量第一劑在不同

年紀投予時來自母親的抗體對於嬰兒免疫反應之影響。若來自母親的抗體對於嬰兒免疫反

應的強度產生鈍化效應 (blunting effect)，則評估是否產生初始啟動 (priming) 效應，對決

定嬰兒何時可投予第一劑是非常有用的訊息。一般來說，應在最保守 (即可能誘發最低免

疫反應) 的條件下評估，若一開始的臨床試驗在較小的年紀投予第一劑，且各次投予的時

間間隔儘可能縮短，其後可能直接外推試驗結果至較不保守的投予時程，而不須再執行額

外的臨床試驗。即當應用在評估新候選疫苗於嬰兒使用時，探索每一種接種延後或間隔時

程拉長的免疫反應是不必要的。這是由於在嬰兒時期，較晚開始接種通常免疫反應較強，

因此若以接種兩劑的疫苗為例，評估於第 2、4個月大時接種的免疫反應，已足以支持在

較大月齡開始及／或結束接種的使用；但無法支持在早於 2個月大時接種第一劑，也無法

支持接種間隔縮短為一個月。 

在不同的目標人群(如早產兒、老年人、免疫不全或血液透析患者)，可能須建立不同的接

種時程，有時也可能須為了務實的因素評估是否能單劑投予或在短期內完成基礎劑接種

(如出國旅行者及孕婦)。 

 

基礎劑後接種 

若擬評估基礎接種對於誘發免疫記憶的能力，可在完成基礎接種至少 6至 12 個月後投予

相同疫苗；若接種後的抗體幾何平均濃度或幾何平均效價高於完成基礎接種劑後的數值，

可以此結果推論先前的基礎接種成功誘導了引起免疫記憶所需的 T細胞依賴型的免疫反

應。對於某些疫苗而言，若基礎接種成功誘導免疫記憶，後續的追加劑未必須要投予與基

礎劑相同的劑量，探索追加劑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時採用較低抗原劑量或不含佐劑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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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可以接受的。 

若已知追加額外的接種劑次對於維持疫苗保護力有其必要性，則應在核准上市前評估基礎

劑後一劑或多劑接種的免疫反應。若尚未確認是否有必要，則應評估其必要性及接種時

機，有時可能在核准上市後才完成評估。一般而言，不能僅憑基礎接種後的抗體數值逐漸

下降 (waning)，便認定接種追加劑之必要性。應收集長期追蹤資料以評估追加劑之必要性

及時機，來源可為疫苗療效試驗、疫苗效益試驗，或在上市後收集疾病監視數據。舉例來

說，對於某些病原體，只要先前免疫記憶已被誘發，即便抗體下降至低於可能與保護力相

關的免疫反應數值，也不代表已失去保護力，如 B型肝炎病毒。相對地，針對移生 

(colonization) 後可能快速侵犯體內的病原體，即便基礎接種誘發免疫記憶，仍須維持體內

循環抗體之濃度，以確保具有足夠之保護力，如腦膜炎雙球菌。 

 

使用同適應症之不同疫苗產品完成接種 

若擬以兩項以上的已上市疫苗產品，完成基礎接種所需的接種數目，則兩項以上的疫苗產

品與單一疫苗產品所引起的免疫反應應相當，以支持已宣稱之用法。 

若擬將某一項已上市疫苗作為另一項已上市疫苗之追加劑，則受試者應隨機分派至兩組，

其中一組追加劑與基礎劑接種同一項疫苗產品，另一組的追加劑與基礎劑接種則為不同的

疫苗產品，兩者的免疫反應比較應呈現不劣性，方可支持擬宣稱用法。 

若已上市疫苗產品的基礎劑與追加劑擬使用不同的疫苗組成，例如該疫苗變更抗原及／或

佐劑成分劑量後，做為原基礎接種的追加劑，則可與重複投予原疫苗組成相比較，且試驗

結果應呈現免疫反應的較優性及/或更廣效 (如多種亞型) 的免疫反應。 

 

4.4.3  投予途徑 

對於新的候選疫苗，在早期探索劑量、配方、接種時程的臨床試驗時，就應一併探索最適

切的投予途徑。而若已核准上市的疫苗以相同的配方，擬變更投予途徑 (如，原本核准用

於肌肉注射，擬變更為皮下注射、鼻內投予，甚至使用微針貼片等新型醫療器材)，則無

論是否有變更抗原劑量或佐劑組成，宜規劃執行疫苗療效臨床試驗。 

 

4.4.4  併用疫苗 

與各別投予疫苗相比，同時投予疫苗可能會誘發對於特定抗原成分更高的免疫反應，也可

能是更低的免疫反應。因此，若新候選疫苗與目前其他已核准疫苗，預期可能會在同個時

間點接種，最好能在上市前就執行兩者併用的臨床試驗。若是目前針對同一疾病已有核准

多項疫苗產品，上述試驗可針對其中一項產品執行即可。然而，倘合併使用的是接合型疫

苗，若載體蛋白不同，對於接合醣類的免疫反應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強或減弱，因此應於

仿單中說明臨床試驗中合併使用的接合型疫苗產品為何。 

某些疫苗 (例如用以在嬰兒階段完成基礎接種的疫苗) 可能須確保所有臨床試驗受試者在

特定年齡前已接種完所有所需的抗原。為了不延遲受試者的常規疫苗接種，同時投予可與

採交錯 (staggered) 設計的各別投予相比較，舉例而言，一組受試者在第 2個月及 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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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同時接種常規疫苗與新候選疫苗，另一組受試者則在第 2個月及 4個月大時接種常

規疫苗，在第 3個月及 5 個月大時接種新候選疫苗。對某些疫苗 (如在旅行前接種的疫

苗) 而言，則須評估若在集中的時程內接種是否會干擾彼此的免疫反應。若同時投予不同

疫苗導致免疫反應明顯降低，則應執行進一步的試驗探索不致影響免疫反應的最短時間間

隔，以提供相關說明資訊於仿單。 

 

4.4.5  批次一致性 

批次一致性臨床試驗並非絕對必要，將視情形要求。設計批次一致性試驗時，應合理說明

擬用以比較的批次數量，以及將以什麼方法選擇批次，例如，為連續生產的批次，或隨機

挑選數個批次。一般來說至少應有三個同配方的成品批次在同一試驗中進行相等性 

(equivalence) 比較，設計前應仔細考量用以比較的主要免疫原性指標，並事先定義符合一

致性的標準。 

一般建議在臨床研發階段至少應使用幾個批次與最終上市產品相似配方的新候選疫苗，若

因後期製程改變使得上述要求難以達成，則應依據品質屬性 (quality attributes) 說明臨床

試驗數據可代表最終上市產品批次，或甚至須執行批次間的臨床比較性試驗。 

 

4.4.6  製程變更 

在疫苗產品完成療效試驗後核准上市前，或是核准上市後，若配方組成 (如佐劑或防腐

劑) 或製造 (包括製程、場所、批量) 有變更，對於疫苗安全性及／或療效可能會有重大

影響。藥商應提供資料說明變更後之疫苗產品，與先前用於臨床前或早期臨床試驗中的疫

苗產品具相等性，並須視個案評估所需提供之支持性資料。若製程或製造廠改變使得已核

准上市疫苗產品的臨床前療效及安全性資料已經不再適用，至少必須執行比較性免疫原性

試驗；當 ICP 尚未建立或無法建立時，尚有可能需採用具臨床指標的活性對照療效試驗。

除非在化學製造管制及非臨床觀點認為該製程的改變不太可能影響臨床療效及安全性 (例

如，品質管控及批次放行的規格並未改變，因此物化特性的數據即已足夠)，有機會不須

再額外執行比較性試驗。 

 

4.4.7  以免疫原性數據推論療效 

免疫原性數據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作為疫苗療效證據，這個療效證據力需要建立在兩個前提

同時成立： 

˙ 具有良好的、已建立的 ICP，並可以用來解釋對特定抗原成分的免疫反應； 

˙ 從先前設計良好的臨床試驗中獲得的疫苗療效估計值，有可能使用免疫反應來橋接 

（即需進行橋接試驗）。 

採用免疫原性數據橋接先前疫苗療效試驗中已建立的療效估計值，主要應用在以下兩個情

境：變更已建立療效之疫苗的臨床使用 (4.4.7.1節) 與推論新候選疫苗的療效 (4.4.7.2節)。

這兩個情境一般會採用不劣性設計，且對照品之選擇對於試驗結果之解讀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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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1 變更已建立療效之疫苗的臨床使用 

疫苗療效試驗一般在特定目標群體 (包括特定年紀、地區、健康狀態等) ，並以最終選定之

疫苗接種方案執行，但在疫苗上市前或上市後，皆有可能為了擴展使用群體，或是用以支

持新的用法用量，而須執行額外的臨床試驗。當需要擴展 (外推) 到不同年齡組或新的用法

用量時，橋接試驗是必須執行的。另外，若有充足的科學性理由預期因為宿主因素 (如原本

患有的疾病可能會影響免疫反應) 及／或地理學因素 (如病原體亞型的分佈、自然感染的

程度、不同地域的母體抗體的濃度不同)，使得宿主對疫苗的免疫反應及疫苗療效可能與原

先療效試驗不同，就可能需要執行比較性的橋接試驗。 

試驗的設計宜為直接性比較，將新的用法用量與原先用於療效試驗的用法用量相比較，或

是將新的目標群體與可代表先前療效試驗的受試者群體相比較。跨試驗的間接性比較，即

與先前療效試驗所得的免疫原性數據相比較 (外部對照組)，有時也可能為可接受的方式。

這些試驗應有足夠的檢定力以確認相關免疫反應之可比性，且樣本數應足以偵測到常見不

良事件。若為較大程度的改變，例如更改抗原組成以成為新的組合疫苗，甚至需要額外的

安全性比較數據。若是由特定試驗群體外推疫苗療效至另一群體之臨床橋接試驗，例如不

同年齡層，受試者雖無法進行隨機分派，但應儘可能減少其他可能的干擾變項，包括疫苗

組成、製程應儘可能相同，甚至最好所有受試者皆投予相同批次的疫苗。 

疫苗配方及免疫原性數據檢測方法，應儘可能與先前療效試驗相同。若原先療效試驗中所

使用的疫苗產品已不可取得時，則應盡可能使用最相似的疫苗。此外，若免疫原性檢測方

式改變，且已無法與當初療效試驗中所使用的檢測方式直接比較時，可用新的檢測方式檢

測新試驗群體的血清，同時重新檢測當初療效試驗儲存的血清樣品。 

若尚未確認哪項免疫原性指標與療效最具相關性，則主要分析的免疫原性指標最好選用功

能性抗體。 

若對照疫苗也因本身為採用橋接方式上市而無法具有療效或效益數據，這種情況下，該對

照疫苗需要已經被廣泛使用，且沒有任何保護力不足的疑慮，才能做為橋接模式的對照疫

苗。此外應注意，隨著橋接次數的增加，以不劣性推論療效的可信賴度可能逐漸減弱。 

 

4.4.7.2  推論新候選疫苗療效 

在這種情境，用以支持新候選疫苗核准上市的疫苗療效證據，主要來自於一或多個橋接療

效試驗。第 4.3.1節中關於主要指標、對照疫苗的選擇、以及第 4.1 節中免疫原性檢測方式

之考量，於此情境同樣適用。若新的候選疫苗與作為對照品的已核准上市疫苗相比，包含

額外的病原體亞型，甚至包含從未被核准過的亞型，則免疫反應可能無法直接判讀詮釋療

效。可考慮將每項額外或新亞型的免疫反應，與已建立療效的對照品所含的所有亞型平均

值相比較，或是與對照品所含的所有亞型中最低的免疫反應相比較。雖然這種比較方式有

可能做為新疫苗之法規核准途徑，但法規單位在評估整體利益風險平衡時，將考量此種療

效推論方法學的侷限性。 

某些狀況下雖然沒有已建立的 ICP，仍可能透過比較新候選疫苗與具有療效或效益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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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之間的免疫原性來推論新候選疫苗的療效。此類特殊狀況應參考 5.1 節，對於無法提

供疫苗療效論述其科學理由，並事先與法規單位溝通執行療效試驗之可行性。 

 

 

5 疫苗療效 

5.1 療效試驗要求 

應在疫苗開發的早期階段，開始評估執行新候選疫苗療效試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為這個

決策將決定上市前臨床試驗的整體規畫。療效樞紐性試驗，或療效確認試驗的設計和檢定

力，將在統計上提供可靠的疫苗療效估計，以支持產品上市。樞紐性試驗可以評估一種或多

種疫苗接種方案，並且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追加劑前後的療效評估。相較於樞紐性療效確

認試驗，初步的疫苗療效試驗可以探索新候選疫苗可能實現的保護程度。然而，初步療效試

驗的設計和檢定力通常不能對疫苗療效提供穩健的估計。但這些試驗可用於為樞紐性療效確

認試驗的設計提供資訊。若申請上市時的技術性資料不包括疫苗療效評估，申請者應為缺乏

此項數據提供合理的說明，並同時考量以下觀點。 

存在下述情況時，通常不需進行疫苗療效試驗： 

˙ 如果確定臨床免疫學數據可用於預測對疾病的保護，則無需進行疫苗療效試驗。例如，

如果已確定具有針對特定疾病的保護力相關的免疫反應 (ICP) 時，可使用 ICP 來判讀

新疫苗所含抗原引發的免疫反應。 

存在下述情況時，通常必須執行疫苗療效試驗： 

˙ 沒有確定的 ICP 可用於預測新候選疫苗的療效。 

˙ 現有的上市疫苗缺乏針對特定傳染病的療效證據，因此新的候選疫苗因缺乏對照組，而

無法以免疫反應進行療效橋接。 

˙ 科學證據無法支持用免疫反應橋接新的候選疫苗與上市疫苗的療效，例如因為特定的免

疫反應指標和療效間無法建立相關性，或者因為新的候選疫苗，不會引發與上市疫苗一

樣特性的免疫反應，即使兩者採用相同的抗原。 

˙ 在擴充新目標人群時，有充分的科學理由可以預期該疫苗在先前療效試驗中目標人群的

療效，與新探索的人群是不相似的。 

˙ 無法使用免疫原性資料決定足以提供傳染性疾病保護力之劑量、配方和接種時程。 

某些情況時，疫苗療效可能難以提供，尤其當新的候選疫苗是用以預防具有下列特性的疾

病： 

˙ 該疾病目前沒有發生，例如天花。 

˙ 該疾病之發生通常為不可預測和短暫的爆發，這些爆發的流行期過於短暫以致沒有足夠

的時間執行設計良好的試驗，以提供對疫苗療效的可靠估計。例如一些病毒性出血熱。 

˙ 該疾病的發生率太低，沒有辦法在合理的試驗規模和時間段內評估疫苗療效，例如鼠

疫、炭疽、B型腦膜炎雙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等自然界為極為少見但嚴重的疾

病，或例如小兒痲痺因為有效疫苗廣泛接種，而導致疾病已經很罕見。 

當證明疫苗療效被認為必要且可行時，單一樞紐性疫苗療效試驗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特別是



18 
 

如果要預防之傳染病發病率極低，需要進行大規模試驗來蒐集足夠病例以估計疫苗療效。對

於某些具有多種亞型之病原，療效試驗中之病例可能僅由一種或少數幾種亞型所引起。儘管

並不預期試驗設計目的為評估特定亞型療效，研發者應考量於特定區域執行樞紐性療效試

驗，以增加病例是由更多種亞型引發之可能性。或者，研發者可考量於已知主要流行亞型種

類的不同地區進行一項以上疫苗療效試驗。視疫苗結構特性，非臨床及／或其他臨床證據亦

有可能用於支持所有亞型之療效具一致性。 

對於某些傳染性疾病而言，在特定年齡範圍的特定群體中進行樞紐性療效試驗證明之疫苗保

護力療效，可能無法外推至相同年齡之其他群體。例如，在某些地區的族群中可能存在多種

合併感染 (co-infection)，及／或因自然感染 (nature exposure) 而可能顯著增強免疫反應，這

可能對該地區評估疫苗療效產生正向或負向影響。在這些情況下，可能有必要在樞紐性試驗

納入具不同地區之樣本，或針對不同族群進行多個樞紐性試驗。 

如果進行疫苗療效試驗不可行，且又沒有已建立的 ICP，則可能須由以下一項或多項資訊，

作為疫苗療效證據：非臨床動物試驗療效 (例如動物攻毒試驗)、藉由輸注特定免疫球蛋白

來探索保護效果的被動保護試驗、人體攻毒試驗，或與已證實有療效的類似疫苗產品比較非

ICP 的免疫反應。 

 

5.2 療效試驗設計 

˙ 前瞻性隨機雙盲試驗 

疫苗療效通常藉由前瞻性隨機雙盲試驗來確認接種疫苗，相對於未接種疫苗是否可降低傳染

病之發生率。 

若尚未有已上市疫苗可預防該疾病、或可廣泛使用於目標人群時，使用安慰劑作為對照組可

能是可以接受的。但若認為安慰劑對照不適當，則可考慮使用不影響新候選疫苗所預防之疾

病的已上市疫苗當做對照組。 

當對照組受試者有接種有效疫苗的必要性，且有超過一種廣為推薦之已上市疫苗可使用時，

則需證明新候選疫苗之療效不劣於 (non-inferior) 已上市疫苗。此外，如果開發候選疫苗是

為了改善一種或多種已上市疫苗，可能最好證明新候選疫苗之療效與已上市疫苗相比具較優

性(superiority)。 

˙ 二次侵襲率（secondary attack rate）試驗 

當預期感染症的繼發病例 (secondary case) 發生率較高時，可能適用此類試驗設計；倘疫苗

接種方案需要在較長時間內多次接種以誘發保護性免疫反應，就比較不適合。這個設計的假

設是接種疫苗者和未接種疫苗者，接觸指標病例 (index case) 後得病的機率相等，因此需要

事先了解傳染原的傳染性、臨床上具明顯感染症狀的比例以及試驗群體的整體易感性 

(susceptibility)。指標病例的第一圈(ring) 接觸者，也可能採用第二圈接觸者，將被隨機分配

到疫苗或未接種疫苗的對照組，又或者被隨機分配到立即接種或延遲一段時間後接種。另一

種可能的設計是將每個接觸圈中所有成員隨機分派到相同組別，即群集隨機分派方式

(cluster-randomized approach)。這種暴露後的世代研究型態，所需要之樣本數通常比前瞻性

隨機對照試驗少。 

受試者接觸指標病例後的追蹤時間，應超過該疾病之症狀潛伏期 (incubation period) 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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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同時還要考慮指標病例的可傳染期與接觸期。計畫書中也應說明在發現第一例病例後，

新病例、對照組及其接觸者的納入期。納入期的間隔時間，應考慮疾病發生率隨時間間隔不

同，而導致試驗偏差的可能性。 

˙ 隨機階梯楔形 (step-wedge) 試驗 

當有充分的證據顯示接種疫苗利大於弊，及／或難以在短時間內向所有試驗參與者接種新候

選疫苗時，可能會選用這種設計。該試驗設計為新候選疫苗給予預先定義之組別順序接種，

各組各自為一個隨機的單元。組別可以採用宿主因素 (host factor)、地點，或其他分類 (例

如，就讀於特定學校或特定醫療機構區域內的住所) 來定義。同時，應注意是否影響未接種

疫苗的對照組，在隨機分配時的平衡。 

 

其他試驗設計亦可能適用於某些特定情形，例如做為早期療效探索的療效概念驗證試驗，或

人體攻毒試驗，建議依據具體情況與法規單位溝通以提供科學建議。 

 

5.3 對照組 

對照組為未接受新候選疫苗之受試者，通常一個臨床試驗中僅有一組對照組，惟有時仍可能

須包含一種以上類型之對照組。以下說明適用的情境： 

5.3.1  對照組使用非用以預防目標傳染病之疫苗 

決定採用非有效疫苗作為對照組前，試驗申請者、法規單位、倫理委員會、公共衛生單位和

研究者之間，應有充分溝通。當臨床試驗將在以下地區執行時，對照組接種非新疫苗所預防

疾病之疫苗，可能是較合適的選擇。例如： 

˙ 該地尚未有可預防該疾病之已上市疫苗；和／或 

˙ 該地並沒有納入常規疫苗接種計畫中的、可預防該疾病疫苗；和／或 

˙ 有足夠之理由相信，目前沒有已上市疫苗可能提供有效之保護力，例如已上市疫苗並未

涵蓋該地盛行率最高之病原種類，或是已知、預期已上市疫苗對於特定區域盛行率最高

之病原種類，療效不佳。 

在此情況下，對照組可接受以下選擇： 

˙ 安慰劑 (不含任何具藥理活性成分，例如生理食鹽水)。此選擇之優勢為可提供新疫苗

與無藥理活性成分的安全性比較數據。但使用注射型安慰劑可能無法為法規單位、倫理

委員會、研究者、試驗受試者或是特定年齡人群之照顧者所接受。例如，可能特別反對

於嬰兒注射安慰劑。相反地，當安慰劑為口服或是鼻內滴入時，通常不會反對使用安慰

劑。 

˙ 非用以預防目標傳染病之已上市疫苗。雖然無法預防試驗中的傳染性疾病，但對接受者

而言而有益處。在有些情況下，為了與新候選疫苗之接種時程相符以維持盲性，對照組

受試者需要一同接種已上市疫苗及安慰劑。 

 

5.3.2  對照組使用預防目標傳染病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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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與新候選疫苗預防相同傳染病之已上市疫苗時，可於對照組接種該上市疫苗。在某些情

況下，對照組雖為有效疫苗，但可能僅預防部分而非全部種類之病原體所引起之傳染性疾

病，就僅存在於新候選疫苗內之病原體種類而言，對照組可視為未接種。 

選擇對照疫苗是相當重要的，選擇時必須考量可用於支持其疫苗療效之證據，以及是否於所

有同種病原體皆有相似的療效。當有一種以上可用之已核准對照疫苗，或是選擇之對照疫苗

尚未核准，或是僅於特殊情況下使用而非常規使用之疫苗，建議與法規單位討論對照疫苗之

選擇。若是無法於所有欲執行療效試驗之區域取得相同對照疫苗之共識，基於對照組使用不

同疫苗之情況下，應考慮執行一個以上之疫苗療效試驗。 

 

5.4 病例定義 (Definition) 

用於主要分析之病例定義，以及作為次要分析之任何其他病例定義，通常包括傳染性疾病之

典型臨床症狀及／或徵象，合併以實驗室方式確認病因 (etiology)；少數狀況下或許可以僅

依據臨床特徵或實驗室檢查結果，作為主要或次要分析之病例定義。 

若某種微生物引起之疾病嚴重程度不同或具多種臨床表現，例如可能造成危及生命之侵略性

感染症，也可以僅為局部感染症，甚至可能是持續感染的結果。須依據欲宣稱之適應症，選

擇相應之臨床特徵作為病例定義，並可能需要針對不同病例定義個別進行療效試驗。此外，

針對某些疫苗，應比較疫苗突破性案例 (breakthrough case) 和對照組之嚴重程度，以確認先

前疫苗接種，是否能改善或可能會增加疾病的嚴重度。 

實驗室可依據一種或多種免疫學檢測、病原體培養、非培養之病原體偵測或組織學檢查以確

認病因。應預先定義和說明將於地方研究機構及／或中央實驗室用以確認診斷之實驗室方

法，若有市售檢測方式可使用，則實驗室方法之選擇，應依據其效能特性，也就是指依據檢

測方法之敏感度和特異性，以及是否被認為適用於目標人群來選擇。在某些情況下，選擇能

夠偵測額外病原體之檢測方式可能有所幫助，例如可能與目標病原體共同感染，以及可能影

響疾病嚴重度或病程之病原。若認為判讀某些微生物對試驗結果很重要，則可能有必要使用

額外檢測偵測此類生物體。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當未具完善效能特性之市售檢測可使用時，應使用試驗性實驗室方法以

建立偵測感染症之方式，在這類情況中，應盡可能於臨床研發計畫中，評估此類實驗室方法

之敏感性、特異性及再現性。若是依據組織學檢查作為病例定義，應於計畫書中預先定義疾

病分期 (stage) 和惡化 (progression) 標準，並建議採取系統化品質管控，及／或在專家中央

實驗室機構進行二次判讀 (secondary reading)。 

 

5.5 病例確認 (Ascertainment) 

一般而言，至少在進行主要分析階段之前，會進行主動病例確認 (active case 

ascertainment)。若在主要分析後需要進一步追蹤，應考量長期試驗取得疫苗療效數據可靠度

的重要性，以及先前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受試者隨時間發生病例之特性資訊，決定是否

轉換為被動病例確認。 

當主要療效指標為經實驗室確認之臨床疾病時，計畫書中應列出觸發試驗受試者與試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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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或是參與試驗之指定醫療機構彼此間聯繫之臨床症狀及／或徵象，以便使用適當之實驗

室檢測以確認病例。試驗人員定期與受試者親自或非親自聯繫可作為判斷近期是否有任何潛

在相關之臨床症狀或徵象，並確認是否有遺漏之病例。若在其他非指定試驗醫療機構發生之

任何病例，應嘗試取得其可用數據，以確認是否符合病例定義。 

若主要療效指標之感染症不具明顯臨床表現，則應安排充足之試驗回診次數以取得足夠的重

要實驗室數據。應盡最大可能儘量降低遺漏追蹤回診之情形，並於計畫書定義的期間 

(protocol-defined window) 內安排試驗回診。 

 

5.6 療效追蹤期間 (Duration of follow-up for efficacy) 

主要療效分析通常在達到預設之總病例數時進行。在某些情況下，當對疾病背景發生率已有

充分了解時，可以預測達到特定病例數量之時間，並進行主要分析；主要療效分析的相關考

量請參考第 5.7.2 節。 

當先前沒有疫苗針對該傳染性疾病保護期的相關資訊，且預期於疫苗核准時無法獲得此類資

訊時，主要分析完成後繼續評估保護力的維持時間，是非常重要的。長期保護力數據可能來

自上市前試驗的延伸試驗，及／或上市後各種數據來源。在主要分析後，可以透過繼續追蹤

試驗受試者評估疫苗長期療效，及確認追加劑之必要性及時機。無論是否接種疫苗的組別，

於療效試驗期追蹤完整記錄確診受試者的疾病嚴重度和病因，也具有一定重要性。這些數據

可用以評估那些突破性案例，分析新候選疫苗是否潛在影響、減少或增強疾病嚴重度。此

外，若接種疫苗減少了某種臨床疾病的風險，則記錄所有突破性案例之病因可能有助於察覺

病因在真實世界的變化；舉例來說，這些追蹤期出現的突破性案例，可能是疫苗未涵蓋之病

原亞型所引起。 

長期的隨機對照試驗中獲得該資訊之價值，與執行上的可行性，必須與其他方法權衡比較，

例如上市後疫苗效益試驗 (post-approval vaccine effectiveness study) 和常規疾病監控 (routine 

disease surveillance) 是否更為適合。此外，若主要分析結果顯示新候選疫苗相當有療效，則

不應持續使用未受保護之對照組。儘管如此，可藉由追蹤已接種疫苗之受試者，比較年度發

生病例數量，以評估療效是否隨時間減弱。 

 

5.7 療效分析 (Analyses of efficacy)  

詳細的療效分析計畫，包括任何期中分析，及在研究期間根據特定標準調整樣本量的計畫，

應經過有適當經驗的統計學家制定，並在最終完成計畫書之前與法規單位討論。 

5.7.1  主要指標 (Primary endpoint) 

若為初步的疫苗療效試驗，所採用的主要指標，可能與樞紐試驗中使用的主要指標不同。主

要指標通常是根據所有符合計畫書定義之傳染性疾病病例，但亦可能根據無立即臨床症狀或

徵象之實驗室診斷。 

若疾病具多種臨床表現 (例如從可能造成危及生命的侵略性感染症，也可能感染後僅有容易

治癒或自行痊癒的輕微疾病，或是慢性感染相關的組織病理學變化)，其主要指標應根據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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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之適應症謹慎選取。 

若新候選疫苗含有多種，但非全部已知之病原亞型，仍然可能依該疫苗成分中的病原亞型所

引發的相關疾病作為主要療效指標。這個情境的前提是實驗室須能夠針對致病病原進行分

型，並能說明病原亞型之特性，以確認與疫苗抗原間之相似程度。主要指標通常為疫苗成分

中的任何病原亞型所引發的相關疾病病例，並且設計具統計檢定力的複合終點 (composite 

endpoint)。較不常見針對疫苗成分中的個別抗原亞型，或針對疫苗成分未包含之抗原亞型的

交叉保護，設計具有統計檢定力的療效估計。但如果非臨床動物數據或先前之臨床數據指

出，疫苗可能針對疫苗成分中未涵蓋之病原亞型提供良好的交叉保護，仍可考慮採用所有病

原亞型引發的相關疾病病例作為主要指標。 

 

5.7.2  主要分析 (Primary analysis)  

主要分析可能執行的時間點： 

˙ 當疾病的背景發生率相當明確，在預先設定的接種後期間內對照組中的病例數將可被完

整觀察記錄時，可以採用最後一名參加的受試者自接種疫苗後達到特定的追蹤時間 (或

結束時間)，來做為主要分析的時間點。 

˙ 當病例隨時間的累積率不太確定時，使用病例導向(case-driven)方法可能較為適當。此

時當已經累積所需數量的事件 (病例) 時，可執行主要分析。 

主要分析應與符合試驗目標的估計目標 (estimand) 保持一致。定義估計目標時應考量的議

題包括所選擇的目標人群是否可取得確認性結論，及是否可依循治療計畫收集到該估計目

標。根據特定情形，可能還有其他狀況，例如先發生的死亡事件，會導致排除欲觀察的變

因。 

依據預防的傳染性疾病不同特性，包括預期於接種疫苗前已獲得自然保護力之受試者比例，

採用不同方法構建估計目標和相關主要分析，應是可以接受的。研發者應依照個案情境提供

充分理由，說明試驗主要目的及主要分析相關的關注目標人群。對於某些疫苗和傳染病，也

可接受使用試驗基期其目標抗原血清陰性，或針對目標傳染病未有進行性感染之受試者進行

主要分析，惟應考量下述事項： 

˙ 當主要目的為獲取疫苗療效最佳估計值 (best-case estimate) 時，應使用於預先定義期間 

(pre-defined windows) 內接受所有分配劑量之受試者進行主要分析。對於某些疫苗和傳

染性疾病，也可能接受使用試驗基期其目標抗原血清陰性或針對目標傳染病未有進行性

感染之受試者進行主要分析。 

˙ 當主要目的為預估未來作為常規使用之疫苗療效時，則可考慮使用隨機分派且至少接受

一劑指定試驗疫苗配方的受試者，以進行主要分析。 

療效主要分析可能使用隨機分派後的所有符合主要病例定義之病例，或者可能僅限於在接受

最終疫苗劑量後，於超過特定天數後發生感染症之病例。應依據免疫反應動力學資訊，先確

立接種後間隔時間 (post-dose interval) 再行計算病例數。若依後者進行主要分析，則應使用

自隨機分派後發生之所有病例及不同劑別後所發生之病例，進行次要分析。 

若是試驗設計為比較新候選疫苗組與未接種有效預防該疾病的疫苗組，或安慰劑組，主要療

效分析通常是證明疫苗療效估計值之的 95%信賴區間下限高於預定百分比 (這個下限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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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零)。應根據對疫苗療效點估計的預測事先設定下限，同時應考慮是否為臨床上具重要

意義的最低療效。樣本數計算也應基於這個試驗目的。若是試驗設計為比較新候選疫苗和已

證明療效的對照疫苗的不劣性，需要事先設定不劣性界限，並根據先前對要預防的疾病的疫

苗療效的估計以及樣本數，計算所依賴的 Alpha來證明其合理性。如果試驗設計還要評估新

候選疫苗相對於活性對照的較優性，則統計分析計畫應事先定義階層評估 (hierarchical 

assessment)，以便能在確定不劣性已得到證明後，才評估較優性。 

 

5.7.3  與判讀疫苗療效相關之議題 

疫苗療效試驗通常僅能在合理時間範圍內，可以獲得足夠發病案例數之地區執行。因此，使

用疫苗預防於國內極少發生之疾病，僅能依據自高度流行 (endemicity) 之特定區域獲取的臨

床數據。 

若樞紐性臨床療效試驗是於國外流行地區執行，而該地區在接種前已大量產生自然保護力、

及／或已經因接種相似病原而獲得交叉保護力，則自試驗基期未接觸相關病原之受試者獲取

的數據對國內民眾最具相關性。在這些情況下，藥商應考量是否應以居住於流行地區且和本

國國民年齡相仿之血清陰性受試者，進行接種後免疫反應之比較，以支持評估該疫苗對本國

國民之利益。 

若某地區流行之病原亞型與國內常見之病原亞型不同，雖然疫苗在該地區呈現保護效益，但

現有數據無法假設各亞型間具交叉保護力時，可藉由評估體外產生之交叉保護力程度，以支

持和評估疫苗使用於不同區域的療效。根據不同病原體，可藉由國內病例所分離出的多種流

行野生病原株，來評估疫苗誘發之功能性免疫反應。 

 

5.8 其他預估疫苗療效之方法 

對於某些傳染性疾病，可能發生無 ICP 或閾值可用以判讀免疫反應、無法比較新疫苗和疫

苗療效或疫苗效益已確認之核准疫苗間的免疫反應、以及可能無法進行疫苗療效試驗的情

形。在這些情況下，可能需要考量使用其他評估疫苗療效的方式。若有合適之攻毒病原，並

在考量受試者安全的情況下具可使用之有效治療時，可藉由人體攻毒試驗 (human challenge 

study) 來估計疫苗療效。然而，進行人體攻毒試驗在療效預測上仍存在許多限制，如由於可

能需要使用減毒微生物預測野生型病原保護力，和由於臨床經常使用引發可測量症狀或徵象

之最低劑量而無法模擬自然感染劑量等。 

有時候評估新疫苗療效之選擇，可能僅剩動物的感染模型，包括疫苗接種後的動物攻毒試驗

及使用血清、或由已接種疫苗或自然感染之動物及／或人體獲得的 T細胞進行被動免疫 

(passive immunization) 試驗。動物模型選擇須提供嚴謹之合理性說明，且必須了解對於保護

力最重要之免疫參數，方可將動物體觀察到之疫苗療效外推至人體使用。 

依據上述資料申請核准上市前，建議依據個別產品特性，個案提出事前諮詢，且應於核准前

制定評估疫苗療效及／或疫苗效益之計畫，並於有機會執行時可適時執行之。 

6 疫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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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效益預估值反映了常規使用下的直接 (疫苗誘發) 和間接 (群體相關) 保護力。可依據

描述目標人群接種疫苗後疾病發生率隨時間變化的研究，來估計疫苗效益。例如觀察性世代

研究、病例對照或病例世代研究。或者，可能針對目標人群，階段性接種疫苗 (例如，陸續

依照不同年齡或風險者) 以獲得相關數據，並使用該數據估計疫苗效益，必要時，亦可使用

來自其他研究設計或疾病登錄之數據估計疫苗效益。 

疫苗效益試驗常規上並非必須執行，但在某些情況及／或需闡明特定議題時，可提供幫助，

包括但不限於下述情況： 

˙ 依據非臨床動物療效數據、以比較具保護力之動物和接種疫苗之人體產生的免疫反應、

及／或人體攻毒試驗結果核准上市時； 

˙ 對於基礎劑及／或後續追加劑保護力持續時間未知時； 

˙ 預計蒐集數據來預估長期保護力，以支持確認 ICP 時； 

˙ 對於多種野生病原亞型之疫苗療效仍未知時； 

˙ 科學上懷疑上市前試驗紀錄之疫苗療效估計值，可能無法廣泛用於其他族群時( 例如，

居住於其他流行或無流行區域之受試者)； 

˙ 不同國家或地區使用不同疫苗接種策略可能影響疫苗效益預估值時 (例如，開始針對嬰

兒常規使用疫苗，同時於年齡更長的受試者進行追加注射計畫 [catch-up program]，並

對追加計畫設定年齡上限)。在這些情況下以不同策略獲得之疫苗效益預估值，以提供

更快且更有效地疾病控制策略； 

˙ 當廣泛使用同一種疫苗後，相較於未接種疫苗時期，懷疑可能導致病原亞型產生變化

時。 

疫苗效益試驗，為了符合臨床和實驗室標準以進行病例確認，應具備適宜之基礎設施。然

而，不一定可以在所有國家或地區皆取得可靠之數據。另外，對於某些傳染性疾病，只可能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獲得疫苗效益估計值，例如自然發生之地區性流行病 (epidemic)，或因生

物恐怖主義(bioterrorism) 而蓄意釋放之病原。此外，進行疫苗效益試驗需配合政策決策，才

可能具備足夠大規模接種疫苗組群以供分析。當認知到可經由執行疫苗效益試驗獲得具價值

之資訊，申請者應備好試驗計畫，以便於上市後適時執行該試驗。 

持有疫苗許可證的申請者應考量個別情況進行疫苗效益試驗設計、制定計畫書與蒐集及分析

數據。在多數情況下，除非傳染性疾病在某些地區具有極高發生率，而可能進行小型且短期

之試驗，否則，由贊助試驗之許可證持有者進行試驗較不實際，通常可行的疫苗效益評估方

式為由公共衛生部門進行的大型疫苗接種計畫，儘管如此，持有疫苗許可證的申請者仍有義

務確保將非贊助研究之相關數據回報主管機關，並依照試驗結果更新藥品仿單 (例如，是否

需要使用追加劑以維持保護力)。因此，當疫苗效益估計值被認為非常有用時，許可證持有

者應與衛生主管機關合作，以探討進行疫苗效益試驗之可行性。 

 

7 安全性 

7.1 一般性考量 

所有上市前或上市後執行之臨床試驗，皆需涵蓋安全性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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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之評估可為臨床試驗中之主要目標，共同主要目標或是次要目標。由於臨床試驗中蒐

集分析與解釋安全性數據之方法與上市後之常規安全性監測不同，以下僅針對臨床試驗中的

安全性評估與上市前安全性數據規模進行說明。 

 

7.2 臨床試驗中的安全性評估 

7.2.1 安全性結果作為主要或次要指標 

當安全性評估為臨床試驗之主要目的時，主要分析通常會根據特定的安全性指標，例如特定

不良事件發生之比例，或是某個關注的臨床症候群之不良事件發生比例。該試驗可能具備、

或可能無須具檢定力以滿足事先定義之統計假設。 

當安全性評估或安全性資料之特定範疇為次要目的時，試驗通常並不具事前檢定力以支持指

標之統計分析結果。描述性比較為常用作篩選不同治療組別之不良事件發生率差異。如果欲

針對不良事件發生率執行統計分析，應於計畫書內預先定義並包含在統計分析計畫中。若有

任何不良事件發生率 (整體或特定不良事件) 顯示於不同治療組別間具統計顯著差異，須謹

慎詮釋其結果，除非該試驗本來就設計強調安全性終點指標並具事先定義之假設。當新候選

疫苗組別之不良事件發生率較高，並可能與疫苗接種相關時，應考慮生物學上之合理性，以

決定是否需進一步執行上市前或上市後臨床試驗，以調查並量化可能之風險。 

 

7.2.2 不良事件之紀錄與通報 

7.2.2.1 方法 

不良事件應依據試驗計畫書所詳細描述之步驟由研究人員及藥商通報並記錄之。不良事件應

依據標準化之術語 (如 ICH MedDRA) 而使其可依系統器官分類 (System Organ Class, SOC) 

或選用詞 (Preferred Term, PT) 進行分組。如果標準化分類術語於試驗執行期間進行更新，

臨床試驗報告應註明該改變可能對表格所構成之影響。 

標準做法為每次疫苗接種後應立即於特定期間內 (通常為 30至 60分鐘) 觀察任何嚴重立即

不良反應，例如需立即醫療照護之嚴重過敏反應。 

通常預期於每劑疫苗接種後之特定期間內，於隨機分配之受試者收集所有不良事件： 

˙ 設定紀錄 (Solicited) 症狀與徵候通常於每劑疫苗後持續每日紀錄 4至 7天。特定疫苗

可能需較長之觀察期間 (如 10至 14天) 較合適，例如會在人體內具有病原複製能力之

疫苗。若為具有複製能力的活性疫苗，尚需考量人體持續排出病原的時間，以評估受試

者及其接觸者的潛在風險 

˙ 非設定紀錄不良事件之通報通常於每劑次之間進行收集，並於單劑 (若該產品僅需接種

一劑) 或最後一劑接種後持續記錄 4週。 

˙ 通報嚴重不良事件 (serious adverse events, SAEs) 以及任何事先定義之特殊不良事件 

(AEs of special interest, AESIs) 應於最後一劑接種後持續收集至少 6個月。完成所有疫

苗接種及主要分析後的長期安全性追蹤期間，僅收集嚴重不良事件與特殊不良事件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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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 

˙ 當疫苗含有新佐劑時，則建議於最後一劑接種後持續追蹤至少 12個月，以記錄任何自

體免疫疾病或其他免疫相關之不良事件。 

 

7.2.2.2 設定紀錄(Solicited)症狀與徵候 

在多數臨床試驗中，於每劑疫苗或安慰劑接種後預先設定之時間間隔內，紀錄特定的局部及

全身性不良事件是執行慣例。不良事件之紀錄可利用日記卡 (diary cards) 或其他方法來確保

取得其資訊。若使用日記卡，可由受試者、照顧者，或試驗人員藉由詢問受試者或其照顧者

來完成紀錄。由於是主動尋找不良事件發生之資訊，這些不良事件通稱為設定紀錄(solicited) 

症狀與徵候，並須記載於試驗計畫書中。 

對於注射型疫苗而言，局部症狀與徵候之記載通常至少包含所有年齡層的注射部位疼痛 

(pain)，發紅 (redness) 與腫脹 (swelling)。疼痛最好依據經確效 (validated) 的評分量表進行

分級。可利用各種測量設備來記錄紅與腫脹的程度。應考量疼痛之通報是注射時與剛注射後

立即發生之疼痛，或是發生較晚之疼痛。若於注射後數小時至數天內頻繁報告注射部位周圍

之疼痛，也許表示該疫苗的整體耐受性，對於疫苗納入常規接種計畫可能有負面影響。在此

情況下，宜考慮是否重新調整疫苗配方(reformulate) 以改善局部耐受性。 

當兩種或以上之疫苗須同時接種時，應確保日記卡紀錄的內容為新候選疫苗獨立注射部位的

資訊。 

而全身性症狀與徵候之收集與紀錄，應依據試驗中不同年齡層以及不同投予途徑來決定。舉

例來說，適合嬰兒的症狀定義，無法直接套用於學步兒童及年齡更長者，而噁心嘔吐可能為

口服疫苗需要觀察的設定紀錄症狀。發燒應使用數位體溫計並指定特定部位來測量，例如嬰

兒於試驗中將使用肛溫或腋溫；並在事先定義之時間點、及每次接種後特定天數內紀錄。對

於主觀症狀 (如疲倦與肌肉痠痛) 之紀錄，應於日記卡中利用簡單的評分量表以評定嚴重

度。特定症狀或徵候發生時，受試者自己使用的治療 (如退燒藥與止痛藥) 以及尋求專業健

康照護人員之協助與相關治療等，皆應完整紀錄。臨床試驗計畫書中應說明退燒藥物與止痛

藥物之使用指引。若每次接種時都有提供特定退燒藥或止痛藥，或依照計畫書之指示視需要

而使用這些藥物，應紀錄接種後之使用劑量，並有核對、返還藥物數量的安排。 

每次試驗訪視，無論是試驗受試者／照顧者與試驗人員的面對面訪談，或是採用電話訪談，

所有由受試者或其照顧者完成之日記卡，皆須核對其完成度，並可視需要提供指導以增進下

一劑疫苗接種後之數據記錄品質。面對面之試驗訪視，應檢視先前之注射部位是否有任何持

續的症狀，例如硬塊 (induration)；並詢問試驗受試者或照顧者其症狀最嚴重之程度，例如

腫脹程度是否為整個肢體腫脹甚至影響活動；亦應記載任何未恢復之局部或全身性症狀與徵

候，且採取適當之處理措施。 

 

7.2.2.3 非設定紀錄不良事件(Unsolicited adverse events) 

應於每次訪視時詢問試驗受試者／照顧者，於前次訪視後，或是於最後一劑疫苗接種後事先

定義之時間區間內是否有發生任何不良事件。對於每個不良事件，應紀錄與疫苗接種的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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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也應紀錄經專業健康照護人員諮詢後，是否接受任何處方、非處方治療或住院等。若

不良事件尚未改善，則應持續追蹤並記錄其結果。 

在每次訪視時提供受試者或照護人員具體而固定的問題，可能有助以系統性方式收集某些不

良事件或事先定義之特殊不良事件，例如詢問嬰兒是否發生持續性的哭鬧，或低張力低反應

現象 (hypotonic-hyporesponsive episodes)。對於所有符合嚴重不良事件分類標準的不良事

件，應詳細記錄發生之日期、過去病史及併用藥物等，且應有充分之追蹤時間並記錄其結

果。 

 

7.2.2.4 其他檢查 

就很多疫苗臨床試驗而言，常規收集實驗室檢測之資料 (血液學、生化檢測與尿液分析等) 

並非必要。若藥商或法規單位認為有良好之理由需要取得這些資料，則應於計畫書中指定於

特定時間點執行該項檢測。該項檢測應於適當認證之實驗室中執行，且實驗室異常值可使用

完善之評定標準進行結果報告。 

對於含有活性微生物之疫苗 (包含減毒野生型、利用基因工程使其不具毒性及／或不具複製

能力之微生物，與活病毒載體疫苗)，應額外執行與安全性相關之檢測，包括檢測病毒血症

(viremia) 及評估病毒脫落 (shedding) 之數量與時間，除非具正當理由才可省略相關檢測；

例如基於相同或非常相近病原株之過去經驗，及／或非臨床數據來免除。從疫苗接種者身上

回收的微生物可進行基因分析，以確定是否發生與野生型重組、恢復毒性及／或複製能力的

情況。 

疫苗之放行規格 (release specifications) 應考量臨床試驗中曾使用過最高抗原量所記載之安

全概況。可能必需透過執行額外的試驗，比較含有不同數量之活性微生物或抗原量的製劑之

間的安全性，以支持最終之放行規格。 

 

7.2.3 不良事件之分類 

7.2.3.1 依因果關係  

依據 WHO疫苗接種後全球不良事件監測手冊 (Global manual on surveillance of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 之建議，試驗主持人應判斷臨床試驗中所有設定紀錄之症狀

與徵候，與非設定紀錄之不良事件與疫苗接種之相關性。藥商可能會獲得試驗主持人無法獲

得的額外信息，應評估所有嚴重不良事件 (SAE) 的因果關係。評估與疫苗接種的相關性應

考慮因素如下： 

˙ 相關性在科學上的合理性，同時考慮到疫苗結構 (例如，減毒活疫苗可能與自然感染的

表現有關，例如皮疹)； 

˙ 與給藥時序相關 (雖然大多數與疫苗相關的不良事件發生在給藥後 1至 2 週內，仍可

能有理由懷疑在最後一次給藥後數月發病的疾病可能與之前的疫苗接種有關)； 

˙ 是否有共病、同時接種的疫苗或同時給予其他藥物； 

˙ 比較接受新候選疫苗組與接受其他疫苗對照、或安慰劑組，其發生任何一種不良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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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 任何一種不良事件的發生率與抗原成分劑量之間的相關性； 

˙ 依次接種後任何一種不良事件發生率的變化； 

˙ 醫學調查的結果 (例如，併發疾病的診斷測試) 和屍檢 (例如，嬰兒猝死症)。 

 

7.2.3.2 依嚴重度 

應為每個設定紀錄 (solicited) 的症狀和徵候，以及非設定紀錄 (unsolicited) 之不良事件收集

足夠的數據，以評估個別項目的嚴重程度。在可能的情況下，應使用廣泛使用的分級量表 

(包括可能針對特定年齡的量表)，並於整個臨床開發計畫中使用相同的量表。 

 

7.2.3.3 其他分類 

不良事件的嚴重度分類和頻率分類 (即非常常見、常見、不常見、罕見和非常罕見) 應遵循

國際公認的慣例，如 WHO疫苗接種後全球不良事件監測手冊 (Global manual on surveillance 

of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 第 3.1.2 節所述。應根據該組中所有接種疫苗的受

試者人數做為分母，來計算該組受試者發生設定紀錄不良事件的頻率。若計算每次接種後設

定紀錄不良事件的頻率，應使用接受每次接種的受試者人數作為分母。 

 

7.2.4 試驗中與跨試驗之不良事件通報率 

在任何臨床開發計畫中，所有不良事件及／或特定類型不良事件的臨床試驗通報率，無論是

設定紀錄 (solicited) 的還是非設定紀錄 (unsolicited) 的不良事件，都可以提供以下資訊： 

˙ 臨床試驗中新候選疫苗和對照組之間的差異。例如，可以預期新候選疫苗組和安慰劑

組，或新候選疫苗組與接受已上市疫苗組 (無類似抗原成分) 之間，不良事件發生率的

差異。若對照組是成分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已上市疫苗，預期中通常不會觀察到新候選疫

苗與對照組之間具任何明顯差異，而可能需進一步的研究探索。 

˙ 於不同臨床試驗間，可能在新候選疫苗組和對照組之一，或兩者中皆觀察到整體不良事

件或特定不良事件通報率的差異。需考慮可能的解釋、考量接受新候選疫苗和已上市疫

苗組對通報率模式是否觀察到相同影響，以及研究是雙盲還是開放性設計。不同群體之

間的疫苗反應原性可能存在實際與預期的差異，例如特定不良事件可能有年齡相關的差

異，或當嬰幼兒與年齡較大的兒童和成人的試驗相比時，在嬰兒和幼兒中進行的試驗中

的發燒比例可能更高。如果對觀察到的差異沒有明確合理的解釋，則值得進一步調查。

例如，可能存在不良事件或數據輸入錯誤的不完整報告，以及導致某些地區較不願意報

告不良事件的文化因素。 

 

7.3 上市前安全性數據之規模 

上市前安全數據庫的規模必須視個別申請案而定，並事前與法規單位達成共識。在此雖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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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定義能應用在所有疫苗開發計畫中的最低受試者人數，但這個人數通常會限於接受最終

疫苗配方的人數，且這個配方需符合其年齡組的最終劑量和方案。 

在考慮上市前安全數據庫時，能精確估計不良事件發生率所需要的足夠樣本數為重要考量因

素。舉例來說，若在一個所有試驗中包含至少 3000名受試者的總數據庫，將有至少 95%的

機率可以觀察到發生頻率為每 1000名中有一名的不良事件，也就是頻率分類中的罕見不良

反應。如果新候選疫苗為全新抗原，通常安全數據庫的樣本數應要足以估計罕見不良事件。

然而，法規單位通常不會預設 3000名這個樣本數適用於所有情況，尤其是未考量其他因素

前，不應將此數值應用於任何類型的新候選疫苗的申請資料。在考慮上市前安全數據庫的大

小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 如果新候選疫苗僅包含其他已上市疫苗之抗原成分、且該抗原上市疫苗有常規接種經

驗，則可能可以接受少於 3000名受試者。但是新候選疫苗的製程方法，仍須納入樣本

數設計考量。 

˙ 對於特定類型的疫苗，例如新抗原結構或新佐劑；或特定使用模式，例如，在被認為易

受感染人群，或可能使容易發生特定不良事件的高風險人群中使用，法規單位可能會要

求在上市前有超過 3000 名受試者之接種經驗。 

˙ 對於含有未曾用於人類疫苗之抗原成分，但又無法進行療效試驗之新候選疫苗，可能須

有額外的考量。例如，在沒有直接疫情威脅的情況下，暴露大量受試者及／或在特定群

體中暴露大量受試者並無必要性時，可能考量引用早期試驗中所記錄的安全概況。 

˙ 上市前安全性數據庫的可接受規模尚應考慮個別臨床試驗中觀察到的實際安全性概況。

如果對特定不良事件的發生及／或嚴重程度有疑慮，且可用的安全性數據無法對風險進

行明確評估，根據疫苗的預期益處，可能需要評估是否收集更多上市前，及／或設計執

行上市後安全性研究，以便更好地估計風險。 

臨床試驗中暴露的受試者總數可能涵蓋許多年齡次群體，或是以特定年齡次群體為主。一般

而言，整體安全數據庫中應有充分代表所有目標年齡組的情況。在某些情況下，根據實際的

安全狀況，安全數據庫中包含的大多數受試者來自特定年齡範圍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8 特殊人群 

8.1 懷孕婦女 

並非所有疫苗都適用於懷孕受試者。本節將假設擬於孕期使用之新候選疫苗，已適當的在非

臨床研究中評估過風險，且無論添加佐劑與否，使用之抗原已知對懷孕受試者或胎兒不具風

險。 

於孕期接種疫苗之目的可能包含下述一至多項： 保護孕期婦女、保護胎兒，避免子宮內感

染，和於生產後，由母體獲得之抗體只要維持具保護力之濃度，以保護新生嬰兒。 

若新候選疫苗尚未被核可用於未懷孕之成年受試者，則應先行取得符合生育年齡之未懷孕女

性受試者之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數據後，再對懷孕受試者進行試驗。應根據試驗主要目的，篩

選適合之孕期，納入符合條件之懷孕受試者進行安全性及免疫原性試驗，以支持劑量選擇。

也就是說，若欲保護母體及／或胎兒，則應盡可能於孕期早期進行試驗；若欲最大化新生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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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體內之母體抗體濃度，則應於孕期晚期進行試驗。 

若於孕期接種疫苗之主要目的為保護產後一個月內之新生兒，則劑量探索試驗 (dose-finding 

trials) 應包括測量分娩時臍帶血樣本的抗體濃度。數據應足以預估個體差異，及評估自接種

疫苗至分娩時的時間間隔是否對嬰兒體內之母體抗體濃度產生影響。在劑量調查過程中，應

評估新生兒體內針對目標微生物具可偵測之母體抗體的持續性。若整體策略包含懷孕受試者

之疫苗接種，以及後續胎兒針對相同病原之主動疫苗接種，則可能由嬰兒體內之抗體衰變曲

線 (antibody decay curve) 初步獲得嬰兒進行第一次疫苗接種之時間點。 

若針對要預防之傳染性疾病已建立 ICP，則依據主要目的和安全性概況，母體疫苗接種時

程，應能夠使懷孕婦女受試者或臍帶血樣本具有最高的、可超過 ICP 之抗體的比例。若無 

ICP 數據可參考，且無確立療效之已上市疫苗可作為新候選疫苗的對照組，通常必須進行疫

苗療效試驗。 

所有針對懷孕受試者進行的臨床試驗，都應具備適當機制以記錄孕期結果。例如，應蒐集孕

期相關資訊、嬰兒出生狀態和是否具任何先天性異常等資訊。 

擬用於孕期婦女之疫苗，具有非常良好之安全性概況是相當重要的，包括低度的全身性反應

原性 (reactogenicity)。若非懷孕受試者之安全性概況引起任何使用於孕期的安全性疑慮，則

可能必須針對一般受試者進行更大規模之研究，並量化可能之風險，再決定是否將該疫苗用

於懷孕受試者。 

 

8.2 年長者 

相較於較年輕的受試者，年長者對大多數疫苗產生的免疫反應較低，可能反映了免疫老化 

(immunosenescence)、及／或特定慢性疾病盛行率、或對免疫系統具有負面影響之藥物使

用。但若年長者曾因自然曝露或曾接種疫苗而獲得初始保護力，則可能產生高於較年輕受試

者之免疫反應。因此，重要的是必須針對要用於老年人之疫苗進行適當的劑量探索試驗，並

調查所有的年齡次群體 (例如，65至 74 歲、75至 84 歲、以及高於 85 歲)，以確認隨年

齡增加是否需要使用不同劑量及／或接種時程。針對年長者進行療效試驗時，建議進行年齡

次群體分層。此外，應於臨床試驗期間，調查任何已知或可能影響免疫反應之慢性疾病或藥

物可能造成的影響。應依據特定慢性疾病及身體虛弱程度，進行次群體分類，並依分類記錄

疫苗對年長者之安全性，以確定安全性概況能被廣泛接受。 

 

8.3 免疫缺陷者 

由於免疫缺陷種類眾多，可能源自先天或後天狀況或醫源性 (iatrogenic) 干擾，但可能僅在

特定種類之免疫缺陷會影響特定疫苗之免疫反應，因此不建議廣泛於免疫缺陷族群進行安全

性、免疫原性或療效評估試驗。 

若欲針對免疫缺陷者進行建議劑量相關試驗，則應選擇最可能影響某些種類疫苗免疫反應之

免疫缺陷疾病，並於試驗納入符合完整定義之免疫缺陷受試者。除非有已完整建立之 ICP 

可參考，否則，此類試驗之目標通常為確認能夠獲得與免疫功能正常（immunocompetent）

之受試者免疫反應具可比性的用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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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有免疫缺陷人群進行試驗預期較不可行，但要外推現有用法用量到特殊群體，必須參考

已知不同免疫參數對保護力之相對重要影響。 

 

9 專有名詞注譯 

不良事件 (Adverse event，AE): 

受試者參加試驗後所發生之任何不良情況，此項不良情況與試驗疫苗間未必具有因果關係。 

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 (Adverse event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 

接種疫苗後所發生之任何不良情況，此項不良情況與接種試驗疫苗間未必具有因果關係。疫

苗接種後不良事件可包括任何不利的或預期外的症狀、徵候、實驗室數據異常或疾病。 

特殊關注不良事件 (Adverse event of special interest，AESI): 

已知在接種此類型疫苗後可能會發生(如熱痙攣)，或基於對試驗疫苗本質及／或疫苗與宿主

免疫系統相互作用之認知而預期有可能會發生 (如抗體依賴增強疾病) 之臨床重要不良情況。 

侵襲率 (Attack rate，AR): 

群體中暴露於病原體後進展為具臨床表徵疾病之比例。 

追加劑 (Booster dose): 

在完成基礎接種後一段時間投予，目的為進一步提升 (boost) 免疫反應，以延長對於疾病之

保護作用。 

病例確認 (Case ascertainment): 

在疫苗療效試驗或疫苗效益研究中，用以偵測疫苗所預防疾病病例的方法。 

病例定義 (Case definition): 

在疫苗療效試驗或疫苗效益研究中，事先定義的臨床及／或實驗室診斷標準，須符合該條件

方可確認為病例。 

集群隨機分派 (Cluster randomization): 

臨床試驗中，相較於以個體進行隨機分派，集群隨機分派則是以群體進行隨機分派，例如家

戶或社區。 

幾何平均濃度 (Geometric mean concentration，GMC): 

一群個體的平均抗體濃度。計算方式為將所有個體之抗體濃度測量值相乘，再以有測量值的

個體人數(n)進行 n次方根。 

幾何平均效價 (Geometric mean titer，GMT): 

一群個體的平均抗體效價。計算方式為將所有個體之抗體效價測量值相乘，再以有測量值的

個體人數(n)進行 n次方根。 

保護力相關的免疫反應 (Immune correlates of protection，ICP): 

與疫苗誘發保護力(即預防傳染病)相關的特定種類及數量的免疫反應，且可用以預測疫苗療

效。本指導原則中的 ICP 若擬做為新候選疫苗之樞紐性試驗的主要指標，應事先與法規單位

討論是否需滿足國內藥品加速核准機制之要求。 

免疫記憶 (Immune memory): 

當宿主免疫系統與抗原初次接觸時，會造成 T 細胞依賴型免疫反應，稱為免疫系統初始啟動 

(priming)。有效的初始啟動會促使具抗原專一性的記憶 B 細胞發育，並會在接種追加劑後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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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具記憶性的免疫反應。 

免疫原性 (Immunogenicity): 

疫苗誘發可被測量免疫反應的能力。 

新候選疫苗 (New candidate vaccine): 

新候選疫苗為藥事法規上定義為新藥，包括含有新的 (指未被已核准上市疫苗使用過的) 抗

原成分、新的佐劑、新的抗原佐劑組合、新的製程等。 

不劣性試驗 (Non-inferiority trial): 

不劣性試驗的目的在於顯示試驗組不比對照組差，即兩者的差異小於事先定義的不劣性臨界

值；不劣性試驗的前提是假定對照組相較於安慰劑有顯著臨床療效。 

藥物監視 (Pharmacovigilance): 

藥物監視包括與偵測、評估、了解以及預防不良事件或其他與藥品相關問題之科學與活動。 

樞紐試驗 (Pivotal trials): 

樞紐試驗提供支持核准上市之主要證據。 

用法用量 (Posology): 

包括每劑投予的含量和體積、劑量數目(包括基礎劑投予的數目，以及基礎劑之後投予的數目)、

接種時程(包括基礎劑彼此間隔時間，以及基礎劑與後續追加劑間隔時間)。 

上市後安全性監視 (Post-licensure safety surveillance): 

在上市後持續監測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的系統。 

基礎劑後接種 (Post-primary dose): 

在完成基礎劑之後間隔一段時間的額外接種。 

初期臨床試驗 (Preliminary trial): 

指非用以作為樞紐試驗之臨床試驗。初期臨床試驗通常用以獲得新候選疫苗安全性及免疫原

性資訊，以選擇樞紐試驗之配方及用法用量，也可提供其他有助於樞紐試驗設計之資訊，例

如，找出最合適的人群及試驗指標。有時在初期臨床試驗也會初步評估疫苗療效。 

基礎劑 (Primary vaccination): 

第一劑，或頭幾劑接種，以建立臨床保護力。 

反應者 (Responder): 

指以特定檢測方式，其體液或細胞免疫反應達到或超過事先界定閾值之受試者。不論 ICP 是

否已建立，甚至達到或超過事先界定閾值之臨床相關性未知，都可適用此名詞。 

反應率 (Responder rate): 

免疫反應達到或超過事先界定閾值之受試者比例。 

嚴重不良事件 (Serious adverse event，SAE): 

指導致死亡、住院、延長住院時間、永久性或重大的失能或殘疾、危及生命、造成胎兒先天

異常或缺陷之不良事件。 

血清轉換 (Seroconversion): 

血清轉換為事先定義的血清抗體濃度或效價增加幅度。對於接種疫苗前抗體低於偵測極限 

(lower limit of detection，LLOD)，或低於最低可被量化數值 (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LLOQ)

的個體而言，血清轉換通常定義為接種疫苗後抗體上升至可被量化的濃度或效價；對於在接

種疫苗前血清抗體即可被量化的的個體而言，血清轉換則通常定義為接種疫苗後抗體數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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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四倍。 

較優性試驗 (Superiority trial): 

較優性試驗的主要試驗目的通常為顯示試驗組主要指標結果優於對照組。以疫苗發展而言，

主要指標可為安全性指標(例如，特定不良事件的發生率)，可為療效指標(例如，特定傳染性

疾病發生率)，也可為免疫原性指標(例如，對於一或多項疫苗抗原的免疫反應測量值)。 

疫苗療效 (Vaccine efficacy): 

疫苗療效為直接保護力的測量值，所謂直接保護意指接種疫苗群體透過疫苗接種而來的保護

力。疫苗療效通常測量疾病侵襲率在未接種疫苗組 (attack rate in unvaccinated group，ARU)及

接種疫苗組 (attack rate in vaccinated group，ARV)之間降低的比例，因此可透過兩組之間的相

對風險 (relative risk，RR)計算：(ARU-ARV/ARU) x 100，即(1-RR) x 100，此估計值稱為絕對

疫苗療效 (absolute vaccine efficacy)。相對地，若對照組接種可預防同一傳染病之其他疫苗，

則計算出的估計值為候選疫苗之相對疫苗療效 (relative vaccine efficacy)。 

疫苗效益 (Vaccine effectiveness): 

疫苗效益為直接保護力和間接保護力的測量值，因此部分反映了未接種疫苗的群體透過接種

疫苗群體之疫苗接種，而獲得的間接保護作用。通常由特定群體在例行性疫苗接種政策下之

疾病監測數據而得。 

疫苗載體 (Vaccine vector): 

疫苗載體是指微生物經由基因工程改造以表現外來抗原(例如，來自其他不同微生物之抗原)，

載體本身可能具有或不具有複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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