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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基因治療產品臨床試驗法規考量 

－化學製造與管制部分 

盧青佑1
 

前言 

傳統的基因治療(gene therapy)是將特定的遺傳物質(genetic material)輸注入病人體

內，以修復或取代有缺陷之基因，來治療遺傳性疾病(genetic diseases)。近幾年來，由於

基因工程技術，例如基因修飾抗原呈現細胞、體內基因編輯(gene editing in vivo)、或以

vectored RNA 進行基因干擾(gene interference) 等技術的突破性的進展，基因治療被廣

泛應用於癌症治療領域，尤其是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免疫療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 CAR-T)在治療惡性血液學腫瘤中的成果有目共睹。 

在 2016年第 52屆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上，Novartis、Juno以及Kite Pharma

分別發表其CAR-T therapies治療效果，其中Novartis的CTL019以及 Juno的 JCAR015 對

於 72-94%復發性 B細胞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患者有

long-term complete responses (CR)療效[1,2]。另，Novartis 的 CTL019 及 Kite的 KTE-C19

對於 50-57%復發性 non-Hodgkin lymphoma病人亦達到 complete responses (CR)之療效
[3,4]。目前，Kite Pharma另一 CAR-T研究計畫 KTE-C19 ZUMA-1，針對化療難治之彌漫

性大 B 細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患者，也有不錯的研究結果，

這些成功的案例吸引了許多國際大藥廠及研究者紛紛投入 CAR-T的開發。 

值得一提的是於美國當地時間 2016年 7月 7日，Juno 公司 JCAR015 之第二期臨床

試驗被美國 FDA要求 clinical hold，起因於該試驗中，有三名 B細胞急性淋巴細胞白血

病患者因為腦水腫(cerebral edema)而死。此第二期臨床試驗原設計使用 JCAR015 前之

preconditioning 階段，先以化療藥物 cyclophosphamide/fludarabine 進行合併治療。由於

fludarabine 曾有引發神經毒性的經驗，Juno 分析後認為前述之死亡事件是由 fludarabine

所致，因此變更試驗設計，於 preconditioning 階段單獨使用 cyclophosphamide，亦獲得

美國 FDA的認同，同意此試驗繼續進行，然而於同年 11月又有兩位病人因腦水腫相繼

死亡，Juno 公司遂主動暫停此項臨床試驗，將深入探討其死亡的真正原因。美國 FDA

在極短的時間內就給出了恢復臨床試驗的回應，雖然顯示其在創新醫療技術管理上的彈

性及對於 CAR-T技術的肯定與支持，然而對於新興的科技，法規單位宜更審慎地評估，

並適時更新及增訂法規，以避免病患暴露在許多不確定的風險中。 

美國FDA於2016年9月正式公告了「Recommendations for Microbial Vectors Us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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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Therapy」[5]之法規，提供以微生物為載體之基因治療產品(microbial vectors used for 

gene therapy, MVGTs)申請早期臨床試驗的參考。另一方面，歐盟也於2014年草擬基因

治療法規「Guideline on the Quality, Non-clin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Gene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6]，此草案目前仍處於徵詢各界意見之階段。檢視我國基因治療相

關法規，衛生福利部於2011年公告「基因治療臨床試驗基準(草案)」[7]，主要說明基因

治療產品申請臨床試驗時，所須之技術性相關資料及內容，以作為申請者準備申請資料

之參考。然而隨著基因治療技術之進展，國內相關之法規亦應適時地更新及增訂，以確

保各項基因治療臨床試驗的執行合乎科學性、安全性及社會倫理性，並保障受試者之權

益。 

化學、製造與管制考量重點 

基因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的的法規考量重點，與小分子及生物藥品相同，須確保試驗

藥品品質，以避免受試者暴露於不必要的風險中，因此申請者須提供品質證明文件，包

含載體、細胞、質體、原料、試劑以及製程與製造場所等相關資訊。 

一、細胞 

無論是以自體或異體來源之細胞，進行ex vivo製造基因修飾之細胞(gene modified 

cell)或載體轉染細胞(vector-transfected cells)，應提供包含細胞的來源、歷史與細胞之特

性鑑定等資訊。對於細胞之捐贈者及捐贈者之篩選及測試，請參考我國衛生福利部2015

年10月2日公告之「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捐贈者合適性判定基準」[8]。此外，細胞品質與製

造管控相關之規定，請參考2014年公告之「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與審查

基準」[9]。 

二、基因治療之載體 

基因治療產品所用之載體，通常是由細胞株內繁殖製備得來，例如由細菌或哺乳類

動物細胞生產重組之病毒載體。建議建立一個兩階梯式之細胞庫/病毒或細菌庫/病毒系

統，這些生產細胞庫及細菌庫或病毒株種批系統之來源細胞、細菌及病毒，均須有詳細

的來源紀錄、培養史、特性鑑定和可能的病毒污染，以證明其基因的穩定性。細胞庫及

細菌庫或病毒株種批系統必須作完整的特性鑑定及病原的檢測，可參考USFDA之法規

「Points to Consider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ell Lines Used to Produce Biologicals」[10]

以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ICH) document Q5D, Deriv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ell Substrates Used for Produ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Bi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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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11]。 

臨床試驗申請時須提供載體的種類、載體的建構(vector construction)、載體的圖示

(vector diagram)以及基因序列等相關資訊。 

(一) 質體載體 

質體載體構造、來源、與建構過程都應有清楚的敘述，構造中調控功能序列，啟動

子或篩選標示也要清楚的標示，並且提供來源與功能等相關資料。整個質體必須定出全

部序列，若有未預期片段被讀出，應比對此序列與質體是否同源，並與國際資料庫比對，

來說明該序列是否具生物活性。關於質體是否會嵌入染色體、質體的品質、臨床前試驗

和過去的臨床經驗，包括給予的途徑與方法，以及質體與人類基因是否有類似序列片段，

都需要仔細考量與討論。 

在生產方面，生產過程中應有適當的檢測與管制，宿主的RNA、蛋白質及細菌的

DNA等都屬不純物，應有效地去除，並監測產生之質體載體中是否有這類污染物殘留。

另外，由質體衍生的DNA，例如直線形(linear)DNA在轉殖基因表現上可能沒有作用，因

此可被視為是不純物，此螺旋結構DNA也應訂定最低含量的允收標準。有毒物質如

ethidium bromide及cesium chloride，須避免在質體純化的過程中使用，否則也須有定量

的方法來檢驗毒物的存在，並定出毒物的最低容許量。對於質體之調控序列(regulatory 

sequences)，則須考量它們在轉殖或非轉殖細胞內的生物性作用。質體載體有時會與脂

質、局部麻醉劑及其他可加速DNA攝取的化學物質共同施用。若這些物質是在製造過程

中添加，則須有檢驗最終質體載體內含量及偵測的方法。若使用如氯仿(chloroform)類的

毒性有機溶劑來製造脂質物，則應再加工去除，且產品放行前應檢驗其殘餘量。 

(二) 病毒載體 

臨床試驗中常用之病毒載體包含反轉錄病毒載體(retroviral vector)、慢病毒載體

(lentiviral vector)、腺病毒載體(adenoviral vector)、腺相關病毒載體(adeno-associated viral 

vector, AAV)、單純皰疹病毒載體(herpes simplex viral vector)以及痘病毒載體 (poxvirus 

vector)等等。每一種載體在基因治療的應用上，有其獨特的優勢及限制，端視各自的需

求來決定適合的載體。 

若是使用病毒載體，須提供病毒株的原始來源、歷史和生物特性。若病毒載體經基

因重組，須描述並提供插入、刪除或修飾病毒基因的鑑定分析結果，並說明選擇此病毒

載體的理由。目前大部分是利用具複製缺陷的無複製能力病毒為載體，然而無複製能力

之病毒載體是否會與殘留之病毒核酸序列(viral nucleic acid sequence)，經由基因重組或

互補而重新取得複製能力，是安全上考量的重點。因此在建構及生產病毒載體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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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避免病毒核酸片段殘留。此外，曾有資料顯示，反轉錄病毒載體，會與人體內存在的

內生性反轉錄病毒進行基因重組；再者，當病毒載體的核酸序列與含反轉錄病毒基因序

列片段的細胞基因相同時，亦可能進行基因重組，所以必須檢測中間物或質體載體以及

宿主細胞株是否存在replication competent virus，而刪除載體之致病性序列，是另一項必

須的考量。應提供這些病毒載體的基本資訊並概要描述，以協助設計適當的臨床前毒理

試驗。 

(三) 非病毒載體 

若使用非病毒載體如微脂體(liposomes)等，載體的物化性質或膠狀特性，包括大小、

表面電荷等都可能影響轉染效果與體內分布。如果是利用ligand-mediated的基因傳遞系

統(gene delivery constructs)，結合的構造必須清楚說明，其delivery vehicle的目標選擇性

以及專一性，均須要有試驗數據的支持。 

(四) 基因治療用之微生物載體(Microbial Vectors Used for Gene Therapy, MVGTs) 

微生物載體包含如李斯特菌(Listeria)和沙門氏菌(Salmonella)等，經基因改造後可表

現外來基因（例如腫瘤抗原、激素、生長因子、酵素、蛋白質或核酸）以誘發治療性的

免疫反應。藉由對染色體或episome上的基因進行刪除或嵌入或點突變等修飾，或將一

段外來基因插入染色體和episomes，或引入其他質體等方式而得。經過前述基因修飾後，

可能會改變這些微生物載體原有的特性，例如生長曲線或therapeutic profile。微生物載

體可能為活的或具有限的複製能力、或不具細胞分裂能力、或為死的微生物、或為前述

之任意組合等。 

三、種批系統(seed bank) 

包含載體建構(vector construction)和種源株(master seed stock)。 

(一) 載體建構(vector construction) 

對於小於40 kb的載體，須完全定出所有核酸序列，且應提供例如啟動子(promoter)、

促進子 (enhancer)以及篩選標記 (selection markers)等之各段DNA序列分析結果。對於一

些無法完全定出所有序列的載體(例如大於40 kb之病毒)，則至少要定出所插入的基因、

鄰接區域及任何經大幅改變的載體主幹部分之DNA序列，所有序列資料應以電腦檔案儲

存。其他用以確認載體構造之方法，例如：限制酶圖譜(restriction enzyme mapping)、雜

交反應(hybridization)或聚合酶鏈反應(PCR)，都可在建構過程中使用，但是對於最終的

載體構造，其基因表現部分(包括調控區及插入之基因)，則須應用直接定序之方法來確

認。在建構微生物載體時，若最終構造須含一段抗生素選擇標誌(antibiotic selection 

marker)，則最好使用抗ampicillin以外的選擇標誌，且應避免抗生素選擇標誌(例如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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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amase等)嵌入微生物載體。 

(二) 種源病毒株(master virus seed stock) 及微生物載體株(MVGT seed stock) 

病毒載體或質體(plasmid)及微生物載體的種源庫，須經由分子選殖(molecularly 

cloned)的方式製備，且其構造應加以確認。MVGT的種源庫，必須源自經選殖的單一菌

落(single colony)。用以調節載體與宿主間相互作用的載體序列，以及宿主細胞與載體系

統的穩定性，都須加以確認。種源庫不可以有任何外來物包括細菌、真菌及其他不應存

在之病毒污染。 

四、細胞庫系統(cell bank system) 

(一) 哺乳類動物細胞庫系統(mammalian cell banks) 

一個兩階梯式細胞庫系統包含種源細胞庫(Master cell banks)及工作細胞庫(Working 

cell banks)，應詳述細胞庫系統的特性，以及合適的測試來證實細胞的安全性、鑑別、

純度及安定性。細胞庫系統的品質及特性鑑定測試項目，可參考ICH Q5D「Deriv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ell Substrates Used for Produ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Biological 

Products」[11]以及ICH Q5A(R1)「Viral Safety Evaluation of Biotechnology Products Derived 

from Cell Lines of Human or Animal Origin」[12]。 

1.  種源細胞庫系統的品質及特性鑑定應包含：  

(1) 安全性測試包含無菌性、黴漿菌、體外與體內病毒測試以及特定病毒測試 

(2) 細胞的鑑別：包括表現型、基因型、自我複製的數目(copy number)、細胞形

態、繼代培養細胞滿度或細胞密度 

(3) 細胞純度、細胞數目及存活率 

(4) 細胞之活性 

(5) 染色體安定性 

(6) 培養的條件，包括：製造時所使用的各種培養基、試劑/成分的文件，並附上

相關檢驗成績書(certificate of analysis, COA) 

(7) 種源細胞庫的低溫冷凍、儲存與解凍：須提供與細胞密度、冷凍的瓶數、儲

存溫度、細胞庫地點等有關的資料 

(8) 種源細胞庫經多代後，應測試基因型與表現型的安定性，及細胞經低溫冷凍

後的存活 

2.  工作細胞庫的品質及特性鑑定應包含：  

工作細胞庫可能源自種源細胞庫的一個或多個儲存瓶。工作細胞庫所須提供 

確認其特性的資料量，會比種源細胞庫少。對工作細胞庫應實施下列各項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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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菌性：細菌與黴菌 

(2) 黴漿菌 

(3) 黴菌外來病毒物質 

(4) 適量的鑑別測試 

(二) 細菌細胞庫系統 

建議建立一個兩階梯式細胞庫系統，包含種源細胞庫(Master cell banks)及工作細胞庫

(working cell banks)，應詳述細胞庫系統的特性，並以合適的測試來證實細胞的安全性、

鑑別、純度及安定性。 

1. 純度：種源細胞庫應源自單一菌落(至少應經過兩次的選殖程序)。 

2. 鑑別(identity)測試：應以適當之基因型 (genotypic)、表現型(phenotypic)之標誌、

微生物之物理特性：例如 顯微鏡下的細胞形態、菌落形狀、格蘭式染色或快速

酸染色法的著色能力以及生長特性來確認。 

3. 基因定序來確認經基因修飾的質體(genetically modified plasmids)基因序列以及提

供質體基因序列相關資訊，例如預期與非預期之所有open reading frames (ORF)

以及其調控因子(regulatory elements)。 

4. 定序插入染色體之外來基因，至少應有0.5 kb flanking regions的定序結果，並以圖

示插入之基因片段，以及其調控序列片段及有基因修飾的部位。 

5. 活性: 利用體外或體內之分析方法分析微生物載體之基因表現、持久性、分布位

置、生長曲線及細胞分裂時程。 

6. 抗生素之敏感性：應評估微生物載體種源細胞庫對各種抗生素之敏感度。 

7. 安全性: 對於生產質體之細菌種源細胞庫，除細菌、黴菌外，須注意是否有外來

噬菌體(adventitious phage)污染，因為噬菌體會影響質體製造的穩定性及產量。 

8. 對於活的細菌產品，傳統的無菌測試方法應不可行，因此可以monoculture assays

來檢測是否有其他細菌、黴菌之污染 (應足以檢測到slow growing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五、試劑(reagents) 

  製程中使用之原料，但不屬於最終產品之成分定義為試劑。應提供其來源、品質及

管控等資訊以確保產品品質之一致性。盡可能採用藥典等級或製造符合 GMP 之試劑，

若不可行而採用研究用等級試劑時，應提供檢驗成績書，以評估該試劑是否已實施適當

的檢驗。必要時，使用於製程前，須有相關之測試結果來控管其品質。當成分源自人類

或動物，應描述來源生物、來源國家、供應商/賣方、及製造流程等事項。有關 bo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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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與其他動物衍生成份之管制，請參照衛生福利部公告。

牛或豬來源的特定病毒測試可參考國際相關指引「Guideline on the Use of Porcine Trypsin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Human Biological Medicinal Products」[13]或「Guideline on the 

Use of Bovine Serum in the Manufacture of Human Biological Medicinal Products」[14]。 

六、製造與製程管控 

參與各階段製程、檢測或放行的製造廠名稱、地址及所參與負責的部分應加以敘述。

對基因治療產品製造的各項程序，應作詳細的描述，提供製造流程圖。並於關鍵步驟或

中間物，設定製程管控來管理整個製造程序，說明製程管控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與允收標

準。藉由關鍵步驟的管控，以確保製程的再現性和最終產品的一致性。  

七、基因治療產品測試 

應以表格方式列出所擬定的基因治療產品規格，內容應包括測試項目、測試方法及

允收標準。測試項目主要包括外觀敘述、鑑別、物化特性、生物活性、純度/不純物、微

生物測試及含量等等。規格之允收標準應根據研發過程的批次生產紀錄、安定性試驗結

果、使用於臨床前動物試驗、臨床試驗批次的安全及有效性結果，來訂定允收標準。放

行測試之分析方法，須執行分析方法確認或確效，以確認該方法能確切分析出該細胞治

療產品之特性。通常可利用試驗設計同時探討多項確效指標，例如專一性、線性、偵測

極限值、準確度以及精密度等，分析方法確效相關規範，請參考89年6月公告「現行藥

品優良製造規範－分析確效作業指導手冊」。依製造過程而定，在產品用於病人前，應

先取得最終產品放行測試的結果。 

(一) 物化特性分析 

 物化特性分析參數包含pH、 opalescence、 refractive index、 particle number及

molecular size average/size distribution等。 

(二) 鑑別 

 應以DNA序列分析或限制酵素圖譜或免疫化學分析方法來鑑別基因載體的序列

identity及完整性。也應以 infection/transduction 的分析方法，來鑑別該基因載體之表現

及生物活性。 

(三) 純度/不純物測試 

 由於純度/不純物的檢測，會因分析方法或分析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可結合

數種不同原理的分析方法進行分析，並最適化分析條件。 

1. 產品相關之不純物 (product-related imp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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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訂定與產品本身相關之不純物之允收標準，例如無功能性之載體(non-functional   

forms of the vector)、基因片段、病毒載體衍生之空病毒顆粒(empty viral particle number)

或聚集(aggregates)及不同形式之DNA質體。 

2. 製程相關不純物(process-related impurities) 

      應訂定與製程相關之不純物允收標準，例如殘餘的宿主細胞之蛋白質及核酸、內

毒素、培養基成份及其他製程中可能殘餘的成份等等。如果可以證明製程能有效控制

或去除某些不純物，則也許可考慮不將這些不純物列入規格中。 

(四) 活性測試(potency) 

 應建立適當之生物活性測試方法。生物活性的測試方法，主要為測量基因治療產品

的生物活性，來反映其作用機轉及藥理作用。為了符合動物試驗3R原則，應以體外生物

活性的測試方法為主，若不可行，可以動物試驗來進行活性測定。 

(五) 安全性測試 

 安全性測試參數應包含下列之測試項目： 

1. 每批產品應進行無菌檢驗，檢測嗜氧性(aerobic)及厭氧性(anaerobic)細菌或真

菌的污染。 

2. 若使用哺乳動物來源細胞株，應檢驗是否有黴漿菌污染。 

3. 內毒素檢驗：以LAL(limulus amebocyte lysate)或其他檢測方法來證明產品無內

毒素之污染。 

4. 檢驗是否有外來的及有複製能力之病毒的污染。製造載體之來源，常有遭受病

毒污染之風險，有時在建構有複製缺陷(replication-defective)之病毒載體時，也

可能遭受同類之可複製(replication-competent)病毒之污染，這些可能都須加以檢

驗並排除。 

八、安定性試驗   

 對於最終產品、所有於製程中預計會經過儲放的中間產物以及開封後的產品，皆應

訂定儲存期限，且應有安定性試驗數據加以支持。應評估安定性分析方法，以判定其作

為產品安定性指標的適當性。此部分詳細的資料，可參閱ICH Q5C「Stability Testing of 

Biotechnological/Biological Products」[15]。 

九、比較性試驗 

 藥品研發階段常進行製程修改，以期達到更好的產量和品質，為了能將研發過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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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非臨床動物及臨床試驗試驗藥品品質作連結，應該提供製程變更項目與理由、各

動物及臨床試驗的批次比較等資料，依製程發展時序表列，並提供資料說明製程變更對

品質的影響。 

十、基因修飾T細胞之產品製造特殊考量 

CAR-T免疫療法之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其製造須經複雜的製造流程，首先須從捐

贈者或患者本身利用白血球分離術(leukapheresis)，收集其周邊血單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運送到GMP實驗室，再以抗體磁珠分離並激活T細胞，

接著以病毒或非病毒載體轉導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基因來修飾T細胞，修飾後的T細

胞，在體外培養擴增到達足量的細胞數後，進行配方、包裝及冷藏，運送到醫院回輸入

患者。此個人化之醫療，可能面臨一次生產製造的量只足夠使用於一次臨床劑量，在最

終產品放行測試上，測試樣品的需求量及時間均面臨挑戰。儘管其製程繁複，但仍需要

有適當的製程管控、規格及放行測試，並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結語 

隨著癌症基因治療在各臨床試驗階段的成功經驗，基因治療廣泛用於癌症治療的時

代相去不遠。儘管其製程繁複及獨特的特性，癌症基因治療產品申請上市，仍須符合法

規要求，並證明其安全及有效性。因此建議研發者於不同的研發階段諮詢法規單位，醫

藥品查驗中心提供業者及研發單位，於藥品研發過程中相關法規諮詢服務，研發者可依

據產品研發期程，例如送件前諮詢、臨床一期及二期結束或查驗登記前申請諮詢會議，

以解決研發上的法規瓶頸。期待藉由法規單位的積極協助，達到彼此雙贏，得以促進產

業發展、提昇我國在生技產業上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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