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科藥品開發非臨床藥毒理試驗之考量
蔡岸圻1

前言
眼睛是一個高度複雜而精密的感覺器官，具有獨特的解剖構造與生理學，提供無與
倫比的視覺功能，對人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隨著全球人口結構老齡化以及生活方式改
變(例如，戶外活動時間的減少、近距離工作的增加、過度使用電子產品設備等)，導致
患有眼睛疾病的人數不斷攀升。根據 WHO 預測，到 2030 年，全球患有青光眼
(glaucoma)、年齡相關性黃斑部變性(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AMD)、近
視(myopia)、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iabetic retinopathy)的人數將分別達到 9540 萬、
2.433 億、33.6 億，以及 1.806 億[1]。
眼睛疾病種類不勝枚舉，覆蓋的人群範圍廣泛，龐大的眼科疾病患者快速增長，推
動了眼科藥品市場的發展，根據統計，2020 年全球眼科藥物市場規模高達 367 億美元。
由於對眼科疾病的知識以及各項技術的進步，全球眼科藥物市場規模預計將以 8.5% 的
複合年增長率增長，到 2028 年將達到 704.9 億美元[2]。儘管已有各類眼科藥品的上
市，目前除了美國 FDA 於 2015 年 10 月公告之「Nonclinical Safety Evaluation of
Reformulated Drug Products and Products Intended for Administration by an
Alternate Route[3]」對於眼途徑藥品之非臨床安全性評估僅些許著墨外，各國法規單位
(包括 TFDA)尚未有針對眼科藥品非臨床試驗的指導原則，而國際醫藥法規協合組織指
引(ICH guideline)在眼科方面的指導，也相當有限。
眼科藥品的非臨床藥毒理評估策略，會隨擬開發之適應症和藥品特性而有所差異。
本文將介紹眼的結構與基本特性，結合文獻與國內外審查的經驗，探討眼科新成分新藥
(小分子和生物藥品)非臨床藥毒理試驗之考量。

眼睛的主要結構及其屏障作用
人體眼睛的基本構造主要由眼球和眼的附屬器官組成。如圖一所示，人體的眼球[6]
近似球形，直徑約為 24 毫米(24 mm)，重約 7.5 克，不到體重的 0.05%，主要分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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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壁(eyeball wall)和眼球內容物(content of the eye)兩部分。眼球壁分為三層，最外層
為纖維膜(fibrous tunic)，由兩個結締組織(角膜和鞏膜)組成; 中層為葡萄膜(urea)，富
含色素、神經和血管，又稱血管膜或色素膜，由虹膜、睫狀體和脈絡膜組成; 內層為視
網 膜 (retina) 。 眼 球 內 容 物 包 括 : 房 水 (aqueous humor) 、 晶 狀 體 (lens) 和 玻 璃 體
(vitreous)，此三個結構和角膜一樣透明而無血管分布，是光線進入眼球內到達視網膜的
通過路徑，具有屈光作用，與角膜合稱為眼的屈光系統。眼球以晶狀體為界分為眼前段
(anterior segment)和眼後段(posterior segment)兩個部分。眼前段相對較小，主要包
括角膜、結膜、虹膜、瞳孔、充滿房水的腔室、房水、睫狀體、和晶狀體。眼後段占眼
部的 2/3，主要由鞏膜、脈絡膜、視網膜、玻璃體、黃斑和視神經組成。眼睛獨特的解
剖和生理屏障(anatomical and physiological barriers)，如淚液稀釋、淚液周轉、鼻淚
管引流、蛋白質結合、酶降解，全身吸收、血眼屏障等，可能會阻礙了藥品的遞送，進
而降低各種藥品的眼部生體可用率(Bioavailability，BA) [6-8]。
淚膜(Tear Film)
淚膜[9]是覆蓋眼球前方表面的一層液體薄膜，位於角膜和結膜的最外面，由外而內
分為脂質層(lipid layer)、淚液層(aqueous layer)與黏液層(mucous layer)，可以清洗眼
睛表面的碎屑並保護眼睛免受乾燥，具強大的保水防護機制，是眼睛的第一道防線。淚
膜為局部滴注眼部藥品的首要生理屏障。
眼滴劑形式給藥首先會通過淚膜，眨眼 (blinking)和高淚液周轉率(tear turnover
rate; 每分鐘 16%)，致使藥品快速被稀釋沖洗，降低藥品在眼表停留的時間和生體可用
率。此外，其凝膠狀黏液層每日分泌約 2-3 毫升的黏蛋白(mucin)，在眼睛的角膜和結
膜表面形成屏障，限制藥品的遞送。淚液含有大約 0.7% 的全身蛋白質(total body
protein)，藥品若與這些淚液蛋白結合，可能會導致目標部位的游離態藥品濃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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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眼球結構[4]與屏障系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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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Cornea)
角膜位於虹膜和瞳孔的前面，約占眼球壁最外層表面的前 1/6，是呈向前凸的一個
高度屈光和清晰透明的組織，其凸狀的表面能將光線屈折傳輸到晶狀體和視網膜上。正
常角膜沒有血管與淋巴管，屬於免疫特權區(immune privilege area)。但角膜具豐富的
神經分佈，對疼痛的感覺非常敏銳。角膜的解剖構造從前向後分為上皮細胞層
(epithelium) 、 鮑 曼 式 膜 (Bowman membrane) 、 基 質 層 (stroma) 、 德 式 密 斯 膜
(Descemet membrane)及內皮細胞層(endothelium) [10,12] 。上皮細胞層的緊密連接
(tight junction)與極性交替的五層結構，是眼局部給藥到達前房、晶狀體或眼睛後段的
主要障礙。藥品一旦穿過角膜屏障(corneal barrier)，就會擴散到房水中，然後擴散到前
葡萄膜。通常只有分子半徑小於 5.5 Å 或分子量 (MW) 低於 500 Da 的分子能夠通過
細胞旁途徑穿透角膜上皮[13]。
結膜(Conjunctiva)
結膜[10,13]屬於眼附屬器官，是位於眼瞼的內側，並覆蓋於鞏膜表層帶微血管以及淋
巴 管 的 半 透 明 黏 膜 ， 可 分 為 瞼 結 膜 (Palpebral conjunctiva) 、 穹 隆 結 膜 (Fornical
conjunctiva)和球結膜(Bulbar conjunctiva)三個部分。結構上，主要由非角化複層上皮
(non-keratinized stratified epithelium)與杯狀細胞(goblet cells)組成，可分泌黏液，
具潤滑和保護眼球表面的作用。由於結膜大部分表面暴露於外界，易受外界環境的刺激
和微生物感染而發炎，即結膜炎(conjunctivitis)，俗稱「紅眼症」
。藥品穿過角膜屏障，
遇到的下一個屏障即是結膜屏障(conjunctival barrier)。
人類結膜佔據的表面積是角膜的 17 倍，其上皮細胞間距比角膜上皮寬，因此，藥
品穿過結膜的滲透性通常大於角膜，也較利於親水分子的通過[13]。這些特徵確立了結膜
-鞏膜途徑對於包括蛋白質、胜肽和核酸在內的大分子物質在眼內遞送的重要性。然而，
結膜富含微血管和淋巴管，因此，藥品經結膜吸收程度小，導致大量流失到體循環中，
從而降低整體眼部生體可用率。結膜形成的囊狀間隙稱為結膜囊(conjunctival sac)，最
大容量約為 30 µL，正常情況下，淚液入結膜囊後經淚小管、淚囊，再流至鼻淚管，最
後入鼻腔內。藥品滴注後，約有 80~90%會排入鼻淚管(naso-lacrimal duct)造成全身
性吸收，可能導致潛在的全身副作用。滴注量、藥品黏度與 pH 值等特性皆會影響藥品
經鼻淚管排出[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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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房(Anterior Chamber)、後房(Posterior Chamber)和房水(Aqueous Humor)
前房是位於角膜後面與虹膜、晶狀體前面之間的空間，充滿無色透明的房水，容積
約 0.25 mL[6]。最周邊處稱為前房角(angle of anterior chamber)，是由角鞏膜緣後面
和虹膜根部的前面所構成的隱窩。後房為虹膜、睫狀體和晶狀體圍成的環形間隙，容積
約 0.06 mL[6]。
房水[9]是充滿於眼球前房與後房內的無色透明液體，總量約 0.3 mL，呈弱鹼性，pH
約為 7.3~7.6 之間，其主要成分是水，約占 98.1%。房水主要功能為維持眼壓恆定、提
供眼球(角膜、晶狀體)營養和氧氣，並排除非其新陳代謝之產物、穩定眼部結構，具有
屈光作用，並允許將藥物分佈至不同的眼部結構等功能。房水處於動態循環，其主要循
環路徑(約佔 80%)為由睫狀突(ciliary processes)上皮產生後進人後房，經瞳孔流到前
房，再自前隅角的小樑網(Trabecular Meshwork)排流到許萊姆氏管(Schlemm’s canal;
即鞏膜靜脈竇)，經集液管和房水靜脈最後進入鞏膜的睫狀前靜脈而回到血液循環。少量
房水從隅角的睫狀體帶經由葡萄膜鞏膜途徑引流，此外有極少部分在虹膜表面隱窩處被
吸收。當眼球內的房水分泌過多或是排出的路徑或管道受阻，使房水滯留在眼球內，進
而使得眼壓升高或視神經損害，導致視野(visual field)縮小或缺損、視力減退甚或失明。
通過角膜吸收後的藥品會進入前房，可分佈到虹膜與睫狀體，還可通過房水和擴散作用
經葡萄膜進入體循環。房水除可通過擴散作用將藥品送到眼內組織，還可經快速循環，
促進藥品排出。
血-房水屏障(Blood-Aqueous Barrier，BAB)是一種眼前段屏障，由虹膜內血管的
內皮細胞及睫狀體的無色素上皮細胞組成，與血-視網膜屏障(BRB)組成血-眼屏障
(blood-ocular barrier，BOB)，負責維持眼內液體和房水平衡、控制房水的流入流出、
維持眼內壓，以及排除眼途徑的藥品，並形成如口服或靜脈等全身性途徑給藥的障礙。
組成血-視網膜屏障(BRB)的細胞層具有緊密連接(tight junctions)，可限制大分子如血
漿白蛋白和親水性藥品從血漿進到前房，並維持眼液(ocular fluids)的化學平衡。藥品從
前段到後段傳送受到血-房水屏障的限制，因此，常規的局部滴眼劑給藥通常無法提供
用於治療眼後段後疾病的有效藥物濃度[6,9,11-13]。
虹膜(Iris)
虹膜[6,8-10]又稱虹彩，是葡萄膜(眼球壁中層)最前部分，位於水晶體前，周邊與睫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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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互連接。若與角膜或水晶體沾黏，將造成房水排出受阻，引起眼內壓升高。虹膜從
前到後大致可分為兩層，前部稱為基質層(stroma)，含有色素細胞與纖維血管組織，黑
色 素 (melanin pigment) 的 類 型 和 密 度 決 定 眼 睛 的 顏 色 ; 第 二 層 為 色 素 上 皮 細 胞
(pigmented epithelia cells)，含較大的黑色素顆粒。虹膜中央有一直徑為 2.5~4mm
的圓孔，稱為瞳孔(pupil)，藉由虹膜環狀肌與輻射肌調控瞳孔大小，以調節進入眼內的
光線量。
睫狀體(Ciliary Body)
睫狀體[6]位於虹膜根部和脈絡膜之間的環狀組織，通過懸韌帶(zonular fibers)與晶
狀體相連。睫狀體富含血管，主要由可調節晶狀體曲度以取得適當焦距的睫狀肌，以及
可分泌房水的睫狀突上皮細胞所組成。
晶狀體(Lens)
晶狀體[12]又稱水晶體，位於虹膜、瞳孔之後，玻璃體之前，由晶狀體懸韌帶與睫狀
體冠部相聯繫為一個雙凸透鏡狀、無血管、富有彈性的透明組織，可將光線聚焦在視網
膜上形成清楚的影像，是眼球的主要屈光結構。晶狀體具有彈性，由睫狀體調節其形狀
及厚度，以取得適當的焦距。成人晶狀體的直徑約 9～10 mm，中央厚約 4～5 mm，
隨著年齡的增長，晶狀體厚度緩慢增加、逐漸變硬、彈性減弱或失去彈性，導致調節能
力衰退，進而影響眼睛對近距離景物的聚焦能力，形成老花現象。此外，老化或病變等
因素致使晶狀體變硬、混濁、難以聚焦，導致光線和影像無法被傳送到視網膜上，而造
成視覺模糊，此情形稱之為白內障。
鞏膜(Sclera)
鞏膜[7,9]俗稱眼白，位於眼球壁後部，約占眼球壁外層的 5/6，有約 16.3 cm2 的表
面積，由膠原和彈性纖維構成，質地堅韌而不透明，具有維持眼球的形狀及保護眼內組
織等功能。鞏膜由外而內分為鞏膜表層(episcleral)、鞏膜基質(scleral stroma)與棕黑層
(lamina fusca)三層，除表層含有許多的小血管外，其餘鞏膜血管極少。鞏膜棕黑層有色
素細胞(pigmented cells)或黑色素細胞(melanocytes)，使鞏膜內面呈棕色外觀。
藥品一旦克服結膜屏障，即可滲透到鞏膜。結膜下途徑(subconjunctival route，SC)
給藥，可經由鞏膜到達眼後段，但由於屏障作用，使得藥品通過鞏膜至脈絡膜的過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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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複雜。而通過眼周途徑(periocular route)給藥，被認為是將藥品遞送至後眼段的有效
途徑，藥品通過該途徑可經由鞏膜途徑、體循環和脈絡膜血流等多種途徑到達眼後段。
鞏 膜 通 常 比 角 膜 和 結 膜 有 較 高 的 滲 透 性 ， 尤 其 對 於 親 水 性 化 合 物 (hydrophilic
compound) ， 因 其 可 透 過 鞏 膜 之 蛋 白 聚 醣 的 水 介 質 (aqueous medium of
proteoglycans)或膠原網絡內的孔隙(直徑為 25 至 300 nm)擴散[13]。如果採用合適的
藥品遞送系統，也可以利用經鞏膜途徑將大分子物質遞送至視網膜和玻璃體。通過鞏膜
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分子量、分子半徑和電荷。與穿過角膜的滲透低相反，鞏膜
的蛋白多醣基質帶負電荷，易與帶正電荷的溶質結合並阻礙它們穿過組織，因此，帶正
電荷的分子穿過鞏膜的滲透性低於帶負電荷的分子。此外，大分子通過鞏膜孔的滲透性
低於小分子，因此，抗 VEGF 的大分子生物藥品在鞏膜中的擴散率很低，而須要透過玻
璃體內注射給藥[5]。
脈絡膜(Choroid)
脈絡膜[6,9]為葡萄膜(眼球壁中層)的後部，位於鞏膜和視網膜之間。脈絡膜富含血管，
可為虹膜和視網膜提供氧氣和營養，並含有豐富的黑色素細胞(melanocytes)，有助於
光吸收，從而減少進入視網膜的光量。虹膜、睫狀體和脈絡膜存在的黑色素可能使得游
離型藥品濃度降低，改變局部給藥藥品的眼部生體可用率，或延長藥品在靶器官的作用
時間。
視網膜(Retina)
視網膜形成眼球最內層並附著於脈絡膜上，約占眼球球面 70%左右，主要由外層視
網膜色素上皮細胞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RPE)以及內層神經視網膜層組成。視
網膜色素上皮細胞層由單層六角形柱狀色素上皮細胞組成，主要作用如支持光感受器細
胞、吞噬、消化代謝物質、作為血-視網膜屏障，維持視網膜內環境的穩定等。神經視網
膜由九層內界膜(inner limiting membrane)組成，含有感光細胞(視錐細胞和視桿細胞)
等多種神經細胞。視網膜的中心區域，稱為黃斑部(macula lutea)，其中央凹陷處稱為
中央窩(fovea)，是人眼視覺最靈敏的區域，由緻密的視錐細胞(主司色覺及中心視力)組
成，缺乏視桿細胞(主司暗視覺及周邊視力)。在視神經穿出視網膜的地方稱為視神經盤，
由於無感光細胞存在，所以沒有視覺作用，也因此被稱為盲點[9]。
視網膜是分子量大於 76 kDa 藥品眼部遞送的主要障礙。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和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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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膜毛細血管(choriocapillaries)共同產生布魯赫膜(Bruch’s membrane)，抑制藥品
轉送至組織，並經由體循環排出[5]。血-視網膜屏障(Blood-Retinal Barrier，BRB)是一種
眼後段屏障，類似血腦屏障(BBB)特徵，由視網膜毛細血管內皮細胞(retinal capillary
endothelial，RCE)和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RPE)形成內、外屏障。細胞間具有緊密連接
(tight junction)，限制藥品在血液和視網膜間的滲透性，阻礙藥品從體循環進入視網膜
\。儘管較大、帶正電荷的藥品穿過視網膜會受到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RPE)屏障的限制，
透過玻璃體內注射(Intravitreal injection，IVT)藥品可提供更直接進入眼球玻璃體和視
網膜的途徑。而透過玻璃體內注射的高親脂性藥品會從玻璃體穿過視網膜屏障進入體循
環而被清除[6,9,13]。
玻璃體 (Vitreous Body)
玻璃體[6,9]又稱玻璃狀液(vitreous humor)，是眼球內透明無色的膠狀物質，填充於
晶狀體與視網膜之間的玻璃體腔內，佔眼睛總體積 (4.0~ 4.5mL) 的 80~90%。玻璃體
主要由 99% 的水、透明質酸和形成支架的膠原纖維組成，另還含有少量可溶性蛋白、
葡萄糖、氨基酸和電解質等。沒有血管和神經，新陳代謝緩慢，發育成熟後無再生能力。
玻璃體具屈光功能，可使進入眼內的光線順利有效地到達視網膜，並對周圍組織如晶狀
體、視網膜起支撐和減震的作用。隨著年紀增長、用眼情況，玻璃體會漸退化而液化，
若 持 續 液 化 ， 玻 璃 體 會 自 視 網 膜 脫 離 ， 稱 為 後 部 玻 璃 體 剝 離 (posterior vitreous
detachment, PVD)。

非臨床藥毒理考量
非臨床試驗包括體外與體內的藥理與安全性試驗，除可提供概念驗證外，更可作為
臨床試驗使用方式(包括投予途徑、劑量、頻率、週期等)、首次人體試驗(first-in-human)
的起始劑量選擇、潛在不良反應的臨床監測指標與處置，以及整體利益風險評估等之重
要參考依據。此外，也可提供難以在人體中進行評估的基因毒性、致癌性、生殖發育毒
性等資訊。試驗中新藥進入人體臨床試驗之前，皆須提供該藥品之非臨床療效及安全性
資料。

RegMed 2021 Vol. 131

8

一、 主藥效試驗及次藥效試驗
主藥效學試驗[14,15]目的旨在透過體內和/或體外試驗提供非臨床的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POC)，並評估試驗藥品的藥理作用與作用機轉，可藉此協助規劃非臨床
和臨床研究時的給藥方案，以及非臨床試驗動物品種的選擇等。眼科藥品藥效學試驗之
關鍵在於選擇合適之疾病動物模型和藥效學指標，確認其在預期標的組織中之有效治療
濃度。由於動物和人類存在物種差異性，任何疾病動物模型皆無法完整模擬藥品在人體
內的作用，因此，採用多種相關的模型將有助於驗證藥品之活性，提升研發信心。
次藥效試驗[16]目的是評估試驗藥品在非預期治療標的(off-target effect)藥理作用
與/或作用機轉。化學藥品通常不如生物藥品具有高度的物種或組織的特異性，因此，化
學藥品通常會進行一系列的受體、酶、離子通道和轉運蛋白等體外試驗以評估可能的潛
在標的。每個試驗藥品的作用機制通常並不相同，因此主藥效與次藥效試驗並無可以一
體適用的測試步驟。
二、 非臨床安全性試驗
藥品非臨床安全性試驗之目的主要為闡明試驗藥品可能造成的毒性反應與標的器
官、毒性反應與劑量或藥品暴露的關係，毒性之可恢復性或延遲性毒性反應等，藉以評
估該藥品於所擬臨床試驗之效益及風險。試驗內容主要包括安全性藥理試驗、一般毒性
試驗、基因毒性試驗、致癌性試驗、生殖發毒性試驗、局部耐受性、毒理動力學等，另
視情況還可能須執行其它的非臨床試驗以評估光毒性、免疫原性、幼年動物毒性等。藥
品非臨床安全性試驗之執行原則上應符合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
眼科疾病種類繁多，其治療從局部(如，滴眼液、玻璃體內注射)到經由口服或胃腸
道到給藥等多種途徑。眼科藥品非臨床試驗規劃(包括動物品種、測試種類、持續時間及
範圍等)會受到藥品屬性(化學藥品、生物藥品、新興生物技術如基因治療)、申請類別(新
成分新藥、新劑型、新適應症、新使用途徑、新複方等)、藥品本身的特性、給藥途徑、
全身暴露程度、以及所擬臨床使用的性質(包括適應症、給藥途徑、持續時間等)有所差
異。表一及表二分別整理自 2016 年迄今，獲得美國 FDA 批准的眼科小分子及生物藥品
新成分新藥之非臨床安全性試驗公開摘要，供開發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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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美國 FDA 核准之眼科小分子藥品(2016~迄今)之非臨床藥毒理試驗相關資訊摘錄
Rhopressa
核准(年)

主成份

[21]

a

Vyzulta

[22]

c

Xiidra

[23]

2017

2017

2016

(NDA 208254)

(NDA 207795)

(NDA 208073)

netarsudil

b

lifitegrast

Latanoprostene Bunod

(LBN)
途徑/使用方式

適應症

安全性藥理

點眼液/每天使用一次、在

點眼液/每天使用一次、在

點眼液/一天兩次(兩眼各

晚間對患眼點一滴

晚間對患眼點一滴

點一滴)

降低隅角開放性(OGA)青

降低隅角開放性(OGA)青

乾眼症

光眼或高眼壓之眼內壓

光眼或高眼壓之眼內壓

hERG (體外);

−

大鼠(IV)
重覆劑量毒性

7 天, 28 天,3 個月, 6 個月:

(眼)

兔子(TO);

hERG (體外);
大鼠, 狗(IV)

28 天,9 個月:猴子(TO)

2 週,13 週,39 週:兔子(TO);
13 週,39 週:狗(TO)

7 天, 13 個月, 6 個月:猴子
(TO)
28 天: 兔子,狗 (IV)

−

4 週:狗(IV)；13 週:大鼠(IV)

基因毒性

完整的標準試驗群

完整的標準試驗群

完整的標準試驗群

致癌性

−

−

−

生殖發育毒性

胚胎-胎兒發育:大鼠,兔子

胚胎-胎兒發育:大鼠,兔子

生殖力:大鼠 (IV);

(IV)

(IV)

胚胎-胎兒發育:大鼠,兔子

重覆劑量毒性
(全身)

(IV)
局部耐受性

−

−

−

其它

光安全性:體外

−

光安全性:體外

DED: dry eye disease; IV: intravenous; OGA: open-angle glaucoma; TO: topical ocular
a

衛部藥輸字第 027825 號(博士倫凡視達眼用液劑)

b

Latanoprostene Bunod 是一個前驅藥物，經外用於眼部後，迅速代謝為 latanoprost acid 與 butanediol mononitrate [BDMN]。
Xalatan (Latanoprost)於 1996 年獲得美國 FDA 批准用於降低隅角開放性青光眼或高眼壓之眼內壓。

c

衛部藥輸字第 027666 號(璨睛點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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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美國 FDA 核准之眼科生物藥品(2016~迄今)之非臨床藥毒理試驗相關資訊摘錄
Tepezza
核准(年)

[24]

Beovu

[25]

b[26]

Oxervate

2020

2019

2018

(BLA 761143)

(BLA 761125)

(BLA 761094)

主成份

Teprotumumab

brolucizumab

cenegermin

途徑/使用方式

靜脈輸注/

玻璃體內注射(IVT)/

點眼液/

第一次輸注以 10 mg/kg

每月(大約每 15-31 天) 注

對患眼點一滴，每天使用

開始給藥，然後每 3 週

射一次連續三劑，接著每

六次(間隔 2 小時)，共 8

以 20 mg/kg 給藥，再

8-12 週注射一劑

週

血管新生型(濕性)年齡相

神經營養性角膜炎

進行 7 次輸注
適應症

甲狀腺眼病

關性黃斑部病變(AMD)
安全性藥理

−

重覆劑量毒性

−

a

−

(眼)

a

Rat (TO)

3M (Q3Wx3): 食蟹猴

4 週, 26 週: 大鼠(TO);

(IVT);

2 個月:兔子(TO);

3M, 6M (Q4Wx6): 食蟹

125 天:幼年兔子

猴(IVT)
−

合併 8/26 週:大鼠(SC)

−

−

−

致癌性

−

−

−

生殖發育毒性

胚胎-胎兒發育:食蟹猴(IV;

−

生殖力:大鼠 (SC);

重覆劑量毒性

7, 13, 39 週: 食蟹猴(IV);

(全身)

13 週: 幼年食蟹猴(IV)

基因毒性

non-GLP)

胚胎-胎兒發育:大鼠,兔子
(SC);
週產期及產後:大鼠(SC)

局部耐受性

眼局部耐受性:猴子(IVT;

−

a

−

a

non-GLP)
其它

免疫原性

a

免疫原性: T 細胞增生試

免疫原性

a

驗(ex vivo)以及於一般毒
性試驗中同時評估
IV: intravenous; IVT: intravitreal; TO: topical ocular
a

於一般毒性試驗中同時評估

b

Cenegermin is an rhNGF produced in Escherichia Coli as a pro-peptide; First-in-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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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眼科新成分新藥開發之非臨床安全性評估考量分述如下:
(一) 安全藥理試驗
安全藥理試驗[14-16]主要為探討試驗藥品在療效劑量範圍或更高暴露量時對於生理
功能的潛在不良影響。一般而言，在進入首次人體試驗(first-in-human, FIH)之前至少
須評估試驗藥品對於重要生命機能(包括中樞神經系統、心臟血管系統及呼吸系統)的影
響，若必要時，可於晚期臨床試驗提供更深入的核心試驗及其他生理系統的評估。對於
局部投予的眼科試驗藥品，當試驗藥品的藥理特性已詳細地了解，並且藥品的全身暴露
量及分佈至其他器官或組織的量皆很低時，視情況，可能無須執行安全藥理試驗。
而對於眼部給藥後動物的全身暴露量高的試驗藥品、眼途徑投予之毒性試驗中觀察
到全身性反應的試驗藥品或者新成分新藥(即使預期全身暴露量很低)，通常仍需進行安
全性藥理試驗。為減少實驗動物的使用，可考量將相關評估指標納入設計良好的一般毒
性試驗中同時進行。局部投予之眼科藥品若需執行安全藥理試驗，通常會採用如靜脈注
射等全身性給藥途徑，以允許更大的生體可用率和更高的系統暴露量。
(二) 一般毒性試驗
一般毒性試驗的目的，為測試試驗藥品經單次(包含 24 小時內多次給藥)或經重覆
給藥後，對動物可能產生之毒性影響。一般而言，若無合理之理由，應使用未來人體臨
床使用的給藥途徑，於至少兩種的哺乳類動物(其一為非囓齒類)執行相關試驗。與一般
藥品的眼睛刺激/嚴重眼睛損傷試驗(acute eye irritation/serious eye damage)不同，
開發眼科藥品所需執行之眼毒性試驗(ocular toxicology study)屬一般毒性試驗範疇，
目的為評估經臨床相關的眼途徑投予後可能造成的眼部或全身性毒性反應(表三)。相較
於全身性給藥途徑，通過眼途徑給藥後造成的全身性暴露量相對較低，難以充分探究藥
品造成的潛在全身性毒性特徵，因此，為儘量提高全身暴露量確認毒性風險，通常會額
外以其他途徑(如口服、靜脈注射、皮下注射等)執行一般毒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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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眼毒性試驗與眼睛刺激/嚴重眼睛損傷試驗之比較
眼毒性試驗

眼睛刺激/嚴重眼睛損傷試驗

範圍

眼科藥品

會與眼睛接觸之試驗物質

參考指引

ICH M3(R2), ICH S4

OECD405

動物品種

兔子、猴子、狗等(須提供物種選擇之科學

一般使用大白兔(albino rabbit)

合理性說明)
投藥頻率與

依據臨床使用時間

單一劑量(包括給藥後觀察最長 21 天)

與常規全身性給藥途徑藥品相同，另須

主要評估角膜、結膜、虹膜或其他眼睛

加強眼部檢測;

組織之刺激反應或損傷;

定義不造成任何不良反應的劑量

全身性評估主要為臨床症狀及大體觀察

(NOAEL)

(gross observation)，視需要提供組織

試驗時程
評估重點

病理學結果;
整理自[19] Ocular instillation toxicity study: current status and points to consider on study design and evaluation. Kurata M,
et al. Fundamental Toxicological Sciences. 2016 Volume 3 Issue 5 Pages 217-232 .

全身性給藥途徑之一般毒性試驗
眼部藥品全身性給藥途徑之毒性試驗所需動物品種與常規藥品相同，一種為囓齒類，
另一種為非囓齒類動物，通常依據下列情境評估所需執行的動物物種數量[10,16]: (1)新成
分新藥; (2)經眼途徑給藥造成的全身暴露量可以忽略不計; (3)屬於已知完整毒性剖析的
化學類別; (4)藥品經充足的全身暴露後顯示低毒性潛力; (5)僅有一個藥理活性相關物種
的生物藥品。其中，情境(1)於 2 個物種進行毒性試驗，而情境(2)~(5)於 1 個物種進行。
藥品投予頻率應考量給藥後的暴露持續時間，例如，每月眼內注射一次可能導致藥品的
持續暴露，則應增加給藥頻率，以模擬或誇大潛在的暴露時間，確認毒性風險。
眼途徑給藥之一般毒性試驗
常規藥品有關試驗期程的一般原則，同樣適用於眼途徑給藥之重覆劑量毒性試驗，
根據臨床開發階段與擬定的臨床給藥期程設計相對應的試驗時程，試驗持續時間可參考
ICH M3(R2)。對於臨床使用間隔較長的藥品(如相當或超過 2~3 個月)，通常可考慮適
當縮短給藥間隔，增加給藥次數，以儘量提高暴露量確認潛在毒性風險。試驗組別一般
包括高、中、低三個給藥劑量組和一個溶媒(或輔劑)對照組。ICH M3(R2)指南中對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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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的概念(最大耐受劑量、最大可使用劑量或 50 倍人體暴露量)亦適用於眼毒性試驗，
然而眼科藥品毒性試驗的劑量選擇須同時將藥品的物理化學特性、濃度、可投予的體積
與頻率、不同物種動物眼球或玻璃體體積差異等因素納入考量。因此，多數情況下，高
劑量多為最大可使用劑量(maximum feasible dose，MFD)。原則上，最高劑量之選用
應至少相當或高於臨床使用之最大劑量，以提供足夠的安全係數(safety margin)。一般
而言，人眼局部給藥的體積約為 40 L，兔子與狗可接受的滴注體積約為 0.1 mL，食蟹
猴則不到一半;而人體眼內給藥的體積約為 100 L，而在不引起眼內壓增加的情況下，
兔子、狗與猴子可承受的玻璃體內注射藥品的體積約為 50 L。滴劑尺寸(drop size)太
大或增加滴注體積無法對角膜提供更高的劑量，反而會導致藥品經鼻淚管流失，並經由
鼻黏膜增加其全身吸收，提高毒性風險; 眼內給藥體積過大，可能會引起與藥品不相關
的毒性反應[16]。眼用製劑常因須維持中性 pH 值、生理張力以及可使用的賦形劑等因素，
限制了活性成分(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API)的最大濃度。試驗設計通常
會採用兩眼給藥，增加給藥頻率(每日多次投予)獲得最高暴露倍數，解決藥品因劑量體
積(dose volume)和製劑配方(formulation)等因素導致之投藥量限制。
對於眼途徑給藥的試驗動物物種選擇[16-18]，可由眼的解剖和生理功能、藥品的藥理
學與藥物動力學特性、作用標的、適應症等方面進行考量。就解剖和生理功能而言，兔
子，米格魯犬和食蟹猴由於其眼睛的大小、解剖以及生理特性與人眼相似，有利於進行
眼部給藥和眼部檢查，是眼毒性試驗最常使用的物種(表四)。一般而言，評估眼表局部
刺激性最常使用的動物物種為兔子，而猴子的眼睛與人眼的解剖構造最為相似 (包括具
有黃斑部)，通常被認為是評估眼後段疾病治療藥品(如，玻璃體腔內給藥)最合適的物種。
此外，與其他物種相比，猴子與人的基因同源性更高，所以也是用以評估生物藥品毒性
反應的首選物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兔子(0.05-0.3 次眨眼/分鐘)和狗(1-2 次眨眼/分
鐘)的眨眼率較靈長類動物(4-22 次眨眼/分鐘)低，可能會誇大眼部藥品的暴露量，且兔
子和狗皆具有第三眼瞼，也可能影響局部藥品的暴露量。眼用生物藥品經玻璃體內注射
可能造成兔子眼免疫反應極大化，導致嚴重的眼部發炎和繼發性視網膜傷害，從而限制
兔子在眼用生物藥品動物實驗的應用。狗的眼睛缺乏黃斑部/中央凹; 視網膜上有一層額
外的脈絡膜層(tapetum lucidum)，很容易產生難以外推至人體的視網膜毒性(retinal
toxicity); 且藥品可從狗的玻璃體快速分佈到房水，與人體經玻璃體內注射的藥物動力
學差異最大，因此，近來眼科藥品的非臨床安全性評估中，狗的使用頻率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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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人類與其他動物之眼球比較[10]

藥理學相關性是生物藥品非臨床安全性評估動物物種選擇的主要考量，使用無法產
生相似藥理活性的動物物種進行毒理學試驗，可能會產生誤導，一般而言不鼓勵使用。
兔子對於大分子生物藥品導致的炎症反應更加敏感，所以如玻璃體腔內投予大分子生物
藥的一般毒性試驗通常不會選用兔子，而是選用猴子。而化學合成的小分子藥品，在毒
理學試驗物種選擇上，除藥理學外，應使用適當的體外系統進行包括代謝物剖析
(metabolites profiling)在內的跨物種代謝穩定性測試。由於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物種可
以完全模擬藥品在人體中的作用，因此，通常需要採用多種動物模型以協助評估藥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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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與安全性。近年來常見以兩種動物物種(通常為非囓齒類動物)執行與臨床相同途徑
之眼毒性試驗，特別是針對新成分新藥(NME，包括 NCE 以及 NBE)或是含有尚未以眼
途徑使用活性成分之藥品[14,19]。另外，應提供黑色素(melanin)結合試驗之數據以支持
使用不含色素(albino/unpigmented)的動物品種[16]。一般而言，根據預期的臨床使用
期程，第一個物種執行試驗時間最長為 6 個月，第二個物種執行試驗的時間最長為 9 個
月。對於生物藥品，若僅有一個藥理活性相關物種，可接受使用單一物種進行一般毒性
試驗。
眼毒性試驗除參照常規藥品之一般毒性試驗之檢測項目外，由於藥品直接施用於眼
睛，應對眼部加強檢測，主要包括眼部裂隙燈生物顯微鏡、眼底鏡檢查、眼壓測定、視
網膜電圖、肉眼檢查(gross observation)、組織病理學。所需評估的項目通常因適應症
與投予投予途徑之不同而有所差異。表五列舉局部給藥(點眼液; eye drop)、眼周
(periocular)給藥(如結膜下給藥)、前房内給藥(intracameral，IC)、玻璃體內給藥
(intravitreal，IVT)或視網膜下給藥(subretinal，SR)等樞紐性眼毒性試驗所採用之活體
眼部觀察及病理檢查常見項目，供開發者參考。
表五、樞紐性眼毒性試驗(GLP)之活體眼部觀察與病理檢測項目摘要 a
投予途徑

點眼液/眼周

前房内

玻璃體內/
視網膜下

活體眼部觀察項目(ocular in-life parameters)
眼部觀察(Ocular

+

+

+

+

+

+

眼底鏡檢查(funduscopy)

+

+

+

眼壓測定(tonometry)

+

+

+





-

-

+

-

observations)
裂隙燈生物顯微鏡(Slit-lamp
biomicroscopy)

超音波角膜測厚儀(ultrasound
pachymetry)
角膜內皮細胞顯微鏡(specular
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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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角鏡檢查/前房角接觸鏡檢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眼瞼(Upper eyelid)

+

+

+

下眼瞼(Lower eyelid)

+

+

+

淚腺(lacrimal gland)

+

+

+

哈氏腺(Harderian gland)

+

+

+

+

+

+

+

+

+

(gonioscopy)
眼前段光學相關斷層掃描術
(AS-OCT)
視網膜電圖(ERG)
眼底螢光血管攝影(Fluorescein
angiography，FA)
頻域光學相干斷層掃描(SDOCT)
廣視野眼底成像/攝影
(Widefield fundus imaging/
photography)
共軛焦雷射掃描眼底鏡(cSLO)

病理檢測項目 (pathology parameters)
眼部(eye)
附著的視神經(attached optic
nerve)

瞬膜/第三眼瞼(nictitating
membrane)
下顎淋巴結(mandibular lymph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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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甲/鼻淚管(Nasal turbinates/
nasolacrimal duct)
眼肌(ocular muscles)

+

















完整的全身組織清單和器官重
量(full systemic tissue list and
organ weights)

b

+:建議; -: 不需要; : 逐案考量(case-by case); AS-OCT: anterior segmen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cSLO: confocal
scanning laser ophthalmoscopy; ERG: electroretinography; SD-OCT: spectral 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

整理自[20]Selected Aspects of Ocular Toxicity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High-Quality Pathology Reports: A
Pathology/Toxicology Consultant’s Perspective. Toxicol Pathol. 2021 Apr;49(3):673-699. [PMID: 32815474]

b

收集所有組別的器官/組織，肉眼觀察其器官與組織，並測量主要臟器重量; 最高劑量組與對照組須進行組織病理檢驗。

(三) 基因毒性試驗
基因毒性試驗旨在透過體內和體外試驗之結果，預測藥品的致癌性風險，以及協助
致癌性試驗的結果分析，適用於眼部和全身性投予的藥品。在進入首次人體試驗前，一
般須完成體外致突變性試驗以評估藥品對基因之突變與染色體的傷害情形。完整的標準
基因毒性試驗群須在臨床試驗第二期開始前完成。生物藥品除非有與 DNA 或其他染色
體物質直接結合作用之疑慮，通常無需執行基因毒性試驗[14-16]。
(四) 致癌性試驗
致癌性試驗的目的，在於確認藥品在動物產生癌症的情形，並據此評估其在人類產
生癌症的危險性。除非有其他因素考量，在一般情況下，致癌性試驗不需要在人體臨床
試驗前完成。通常僅在藥品計畫持續使用 6 個月以上、藥品之作用機轉推測可能有致癌
性、過去之數據顯示此類別之藥品可能引起致癌性、基因毒性試驗結果顯示有致突變性、
或重覆劑量毒性之試驗結果出現細胞增生、瀰漫性及 (或)局部細胞增生、持續性組織損
傷和 (或)慢性發炎、癌症先期變化和腫瘤等組織病理生理反應時，方須於申請新藥上市
查驗登記前完成致癌性測試或新藥獲准上市後進行。透過眼部投予的藥品，若引起顯著
的全身性暴露或有安全疑慮(如潛在基因毒性)，在未提供科學合理性說明時，可能須執
行致癌性試驗[14-16]。例如，美國和國內已核准之 VyzultaTM (latanoprostene bunod，
LBN)點眼液 [22] ，經外用於眼部後，迅速代謝為 latanoprost acid 與 butanediol
mononitrate 以達到降低眼內壓的效果。LBN 雖然在體外基因毒性試驗中發現人類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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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球出現染色體變異，然而，(1) LBN 對於細菌不具致突變性，於大鼠體內微核分析試
驗中呈現陰性反應; (2) LBN 於健康受試者的血漿濃度低於最低可定量濃度(lowest limit
of quantitation, LLOQ); (3)LBN 基因毒性剖析結果與過去核准用於治療眼內壓力增加
的 Xalatan滴眼液 (latanoprost)相似，且 latanoprost 的囓齒動物(小鼠與大鼠)致癌
性試驗結果為顯示該物質不具致癌性，因此，經綜合評估後，減免了 LBN 的致癌性試
驗。
(五) 生殖與發育毒性試驗
生殖與發育毒性試驗的目的，是評估從受精卵著床前延續到子代斷奶期之間，藥品
對生殖力、胚胎毒性、幼胎發育、引起畸胎之可能性及對新生兒及母體授乳等影響，係
依據藥品的性質、臨床應用及給藥對象來評估是否需要進行。一般而言，經由全身性給
藥途徑的新成分新藥應對所有階段(生殖力及早期胚胎發育、胚胎-胎兒發育、週產期和
產後發育)進行評估。對於新成分新藥，無論眼部給藥後是否造成全身暴露，通常須在 2
個物種中進行胚胎-胎兒發育毒性試驗，且如同安全藥理試驗，常使用如靜脈注射、皮下
注射等全身性給藥途徑進行，以允許更大的生體可用率和更高的系統暴露量[14,16]。生物
藥品可參考 ICH S6 及其附錄，原則上，應在藥理活性相關物種進行生殖發育毒性評估，
若嚙齒類動物及兔子皆為藥理活性相關物種，除非在其中一個物種已確認具有胚胎致死
性或致畸性，則應使用該兩種動物進行胚胎-胎兒發育毒性試驗。
(六) 局部耐受性試驗
局部耐受性試驗的目的，為評估以臨床預期使用的劑型、給藥途徑及部位進行給藥，
評估給藥部位以及所有可能會與藥品接觸之組織的反應，對於眼滴劑或眼內注射等局部
使用的藥品特別重要，應在進入首次人體試驗前完成。對於給藥部位以及給藥期間或結
束後所有可能暴露於藥品或其代謝物之組織皆須進行肉眼檢查與組織病理檢驗。通常可
合併於一般毒性試驗同時評估[15]。

結語
綜合而論，相比身體其他組織器官，眼睛的生理結構獨特、精細且複雜，存在屏障
系統，給藥方式有別於傳統藥品，因此，眼科新藥的非臨床研究也不同於其他常規藥品，
安全性方面須同時評估眼局部毒性及全身毒性。藥品本身的物化特性、使用途徑、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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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藥物動力學、動物品種的眼部解剖與生理差異、全身暴露量等因素，皆使得眼科藥
品非臨床藥毒理試驗在規劃與執行上更具彈性也更複雜。再者，目前各國法規單位以及
ICH，尚未對於眼科藥品非臨床藥毒理評估發表具體的指導原則，對於眼科藥品之開發
無疑更增添了一定的難度與挑戰。建議有意開發眼科藥品之廠商能備妥完整的開發規劃，
諮詢醫藥品查驗中心，共同討論眼科產品的非臨床藥毒理試驗的試驗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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