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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擴散

全球，累計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不斷攀升，為因應疫情，針對新型冠

狀病毒 (SARS-CoV-2)及其變異株開發之治療藥品具急迫需求。有鑑

於我國尚未發布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治療用生物藥品之指引，故

制定此針對新型冠狀病毒開發之單株抗體取得緊急使用授權之品質法

規考量重點，闡述品質相關法規考量，期能提供研發階段之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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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規考量重點係參考 US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Monoclonal 

Antibody Products Targeting SARS-CoV-2, Including Addressing the Impact of Emerging 

Variants, During the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及國際上相關規範及審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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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有相關的科學證據，則會進一步修訂此法規考量重點。本法規考量重點非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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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 

1.1前言 

本法規考量重點針對 SARS-CoV-2 及其變異株之單株抗體產品，提供研發者建議

及策略考量。文中描述的建議及要求為緊急使用授權及其開發階段之考量重點。未

來申請緊急使用授權，文中未提及之技術性資料，請依據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與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的公告內容檢送相關資料，可參考「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及

「各類藥品查驗登記審查重點」等規範說明，廠商於取得緊急使用授權後，應積極

持續開發以獲取查驗登記核准之目標邁進。 

2 重點原則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變異株之緊急疫情需求下，為加速藥品開發及可供

應性，在有科學性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可事先與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討論適度精簡治

療用單株抗體產品所須具備之支持性技術文件。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建議在開發單株抗體產品時，未來能與其他不同抗原決定位 （

epitope）之單株抗體產品合併使用，以減少對新興變異株失去活性的風險，故鼓勵

個別單株抗體產品的研發者互相合作，一同解決此迫切的治療需求。 

申請廠商、合作夥伴或其他參與研發者之間共享關於 SARS-CoV-2 變異株的相關資

訊，可能有助於加快研發對這些變異株的治療方法。 

3 化學製造與管制考量 

3.1在可行並有科學性證據支持下，研發者應嘗試利用其他研發中或已獲得上市許可

之產品的研發經驗，以加速藥品開發。 

具體範例如下： 

 利用既有之製造平台建立研發中生物藥品之製造流程。 

 選擇具有製造生物藥品經驗且近期有查核紀錄的製造廠 (包括經可信賴之他國

監管單位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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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利用既有的病毒清除確效及純化製程確效 (例如不純物清除)模組化數據

的可行性。 

 選擇經確認或確效的分析方法，包括調整效價分析方法  (包含結合分析 

(binding assay)和/或中和能力分析 (neutralizing assay)等)，以用於評估新變異株

蛋白或假病毒/類病毒顆粒 (pseudotyped virus/virus-like particles)之效力 (可參

考附錄一)。 

 尋求與經驗豐富的製造商合作之機會，以充分發揮所有可取得之研發工具的效

益。 

 使用來自公共或合作夥伴之數據，可能有助於理解產品效能。 

 利用先前的研發經驗，以預測最佳劑型、給藥途徑和配方 (組合物)選擇。 

 利用相關產品品質數據 （例如劑型開發），以支持產品之使用中安定性和相容

性。 

 

 

3.2強烈建議研發者預先與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討論開發計畫中時間較為緊迫之事項，

並預留充足的討論時間。 
具體範例如下： 

 含有關鍵事項的製程開發計畫，包括擴大生產規模之規劃。 

 可比性試驗計畫書，包括各項檢測及允收標準的詳細說明，以評估製程改變對

產品品質的影響。 

 為 SARS-CoV-2 單株抗體產品建立架儲期之策略，可能包含利用相關產品之安

定性數據以支持開發者建議之架儲期。 

 

3.3為使產品能夠快速進入臨床試驗，某些方法可能適用於受限的早期開發階段。 

具體範例如下： 

 以穩定細胞群 (stable cell pool)取代由單一細胞選殖生成之細胞庫來生產早

期臨床使用批次。 

 可考慮從有限的安全性試驗 (例如，細胞庫、未經處理之收集液)中獲得的期

中結果申請首次人體 (first-in-human，FIH) 臨床試驗，並在與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協商可提供完整研究報告的時間後開始臨床試驗。 

 臨床研究申請時，提供的安定性試驗結果具一定彈性，以加速 FIH 臨床試驗

之啟動。 

 無法獲得模組/通用的病毒清除數據時，得使用兩種互補的 (orthogonal)穩定  

(robust)病毒清除步驟。 

 可使用混合和稀釋液以無菌過濾技術製造早期的 FIH臨床批次，而非傳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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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製造方式。 

 

3.4於緊急使用授權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可能不會要求完整的製程確效 (無菌製程

確效除外)。然而，仍期望研發者提供足夠的製程特性分析 (process characterization)

資料，並且與產品之利益/風險評估一致。如果能夠提出的製程確效數據有限，研發

者可以提供相關管控策略，包括在製造過程中進行額外管控，如評估各製程參數之臨

界值、提出某項參數之範圍、或包含額外的製程中檢測或放行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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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2021 

4.5 EMA: Assessment report: Regeneron Ireland DAC use of casirivimab and imdevimab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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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MA: Assessment report: GlaxoSmithKline use of sotrovimab (VIR-7831/GSK4182136)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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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效價分析方法之注意事項 

設計用於與宿主細胞上的病毒受體結合、抑制病毒進入和/或引發抗體 Fc 的效應功能  (Fc-

mediated effector function)之單株抗體，可能之效價分析方法的注意事項如下，採用的效價分

析方法應納入原料藥和成品放行檢測和安定性試驗計畫書中。 

 結合分析：為一監測單株抗體與其目標之間結合狀況分析方法。對於旨在抑制 SARS-

CoV-2棘蛋白 (spike protein)與 ACE2結合的產品，建議採用更能適當反映預期作用機制

的效價分析方式，例如，以酵素結合免疫分析法  (ELISA)或表面電漿共振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方法進行抑制分析 (inhibition assay)。 

 中和能力分析：與結合分析相比，體外病毒中和能力分析能更全面地檢測單株抗體的作

用機制和阻止病毒進入易感 (susceptible)細胞的效力。檢測主要是基於細胞分析方法，並

通常使用野生型 (wild type，wt) 病毒、假病毒或類病毒顆粒。儘管野生型病毒體外中和

檢測被認為最能反映中和能力，替代方法可能亦可接受。 

› 若擬使用野生型病毒中和能力分析 (wt SARS-CoV-2 virus neutralization assays)，申

請者應確認該病毒之力價  (titer) 、適當地開發及儲存主要和工作病毒儲備庫  

(master / working virus stocks)，並提供用於檢測的病毒儲備庫之生產、儲存條件和安

定性的詳細資料。使用新的工作病毒儲備庫均應進行包括抗原決定位的定序之品質

驗證。 

› 若擬使用假病毒或類病毒顆粒之分析法 (pseudotyped virus- or VLP-based assay) 進

行中和能力分析，申請者應有證明係經由SARS-CoV-2棘蛋白介導進入細胞之數據，

並說明為盡可能減少假病毒或類病毒顆粒之批次間差異所使用的生成、分離、純化

和濃縮步驟。此外，應描述測定中使用的關鍵試劑 （包括生產和目標細胞株、病毒

體 (virion)構築以及對照組 （陰性和陽性）），並應證明這些關鍵試劑之長期安定性

及與轉殖細胞株相關的可能變異性。應注意假病毒或類病毒顆粒的製造、安定性和

鑑定，並應確認已適當管控批次間之一致性。 

› 若擬使用病毒表面醣蛋白介導的細胞-細胞融合之方法 (virus surface glycoprotein-

mediated cell-cell fusion-based assays)作為檢測假病毒或類病毒顆粒之分析法的替代

方法，因一般會使用報導基因 (reporter gene)評估病毒表面醣蛋白表達細胞和病毒受

體表達細胞之間的融合程度，應描述方法中使用的對照組 （陰性和陽性）、細胞株、

報導基因構築 (reporter constructs)等，並應證明這些關鍵試劑之長期安定性及與轉

殖細胞株相關的可能變異性。應描述該方法如何可充分模擬病毒-細胞融合的程度，

例如，發生融合是否需要某些構形或環境 （例如，特定 pH值）之變化。應說明所

使用的測試平台，且不論使用報導基因構築、合胞體形成 (syncytia formation)或染

料轉移來測量細胞-細胞融合，均應有清楚的量化標準。 

應確保所使用的病毒或棘蛋白能反映盛行的常見分離株。 

由於野生型病毒中和檢測與上述替代方法 （假病毒中和能力檢測、基於類病毒顆粒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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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基於病毒表面醣蛋白介導的細胞-細胞融合方法）之間可能存在差異，建議申請者提

供資訊說明替代方法之檢測結果如何 （或是否）與野生型 SARS-CoV-2中和能力相關。 

無論是使用野生型病毒、假病毒還是類病毒顆粒，用以生產的主細胞庫都應經過適當的

鑑定，並用於生成病毒生產細胞的工作細胞庫。 

此外，儘管本部分側重於阻斷SARS-CoV-2棘蛋白介導病毒進入之產品的中和能力檢測，

但描述的概念亦適用於開發阻斷病毒複製週期中其他步驟的單株抗體。 

 Fc 效應功能測定：通常應評估單株抗體 Fc 的效應功能之活性，例如補體活性和與 Fcγ

受體的結合，建議包括 FcγRIIIa 介導/自然殺手細胞抗體依賴型細胞毒性作用 (antibody-

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分析，因為此作用應該對醣基化的變化最敏

感。對於經過改造以改變與 Fc受體和補體結合的單株抗體，應進行一次性特性分析，以

證明 Fc的功能符合預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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