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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係參考  EMA “Guideline on strategies to identify and mitigate risks for 

first-in-human and early clinical trials with investigational medicinal products (20 July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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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

政府機關所發佈之法規。凡涉及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與適用，仍應依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為

準。 

若對此指導原則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寄至電郵 feedbackbox@cde.org.tw 

 

1. 綜合說明 

 

本指引將從品質、非臨床及臨床的面向，對於如何設計及執行首次應用於人體(first-in-human，

FIH)及早期臨床詴驗給予建議，以盡可能降低詴驗風險。指引內容包括如何估算人體起始劑

量、劑量遞增的原則、最大劑量的定義標準，以及如何設計包含多階段的詴驗。 

 

 

2. 背景介紹 

 

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之目的是為了評估詴驗藥品之藥理學、安全性以及人體對於該藥品之耐

受程度，並比較在人體是否也有在非臨床詴驗中所觀察到的藥物效果。傳統上，首次應用於

人體之詴驗大多採取單劑量遞增(single ascending dose，SAD)之設計，累積足夠資訊後再進行

多劑量遞增(multiple ascending dose，MAD)詴驗。自從歐盟於 2007年發表「鑑別及降低詴驗

用藥首次應用於人體及早期臨床詴驗風險之策略指引」，建議可在詴驗設計時，整合非臨床詴

驗的資訊、在人體詴驗過程中所得到的藥物動力學、藥效學和安全性數據，越來越多首次應

用於人體詴驗及早期臨床詴驗採用此建議，於一個詴驗中，設計整合許多不同的詴驗階段，

如：單劑量遞增、多劑量遞增、食物影響等。 

 

不論詴驗對象是病患或健康受詴者，他們的安全及權益應永遠列為詴驗設計時的首要考量。

詴驗設計應注意如何能恰當地鑑別出詴驗風險，並制定適當的策略以將風險降至最低。由於

詴驗藥品在藥理作用機轉及臨床適應症各有差異，本指引的各部分未必對所有藥物皆適用。 

 

在進行詴驗藥品開發時，必頇從多個來源整合、並不斷反覆地檢視相關安全性資訊。收集臨

床詴驗安全性資訊的方法應以科學為基礎，對整體數據進行嚴格的解讀評估後做出決策。 

 

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或早期臨床詴驗，詴驗執行中所產生之數據，將決定是否能繼續給藥。

若此詴驗採合併多個不同詴驗階段之整合性設計，則在詴驗中產生之數據亦將用以決定是否

能進到下一個詴驗階段(例如多劑量遞增或食物影響)，以及作為後續劑量選擇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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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範圍 

 

此指引適用於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早期臨床詴驗，包括評估藥物耐受性、安全性、藥物動力

學和藥效動力學資訊的詴驗。也涵蓋蒐集食物或藥物交互作用、不同年齡組或性別、概念的

證明以及不同配方的相對生體可用率資訊之詴驗。這些詴驗通常是在健康受詴者進行，但也

可能包括患者。 

 

本指引適用於所有小分子及生物製劑。雖然再生醫療製劑不在本指引的範圍內，但依據不同

個案考量，仍可引用當中的部分原則。 

 

 

4. 一般性考量 

 

藥品早期開發階段對於可能的效益與風險存有許多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可能來自於對該

類作用機轉藥物瞭解的程度、是否有相關的生物標記、藥物作用標的的性質、是否有相關的

動物模型，以及非臨床詴驗的安全性結果。此外，風險也可能來自研究對象(無論是病患或健

康受詴者)本身，包括可能會影響藥效及藥物動力學的基因和表現型多型性(polymorphism)，

例如：作用標的、影響藥物動力學的酵素、影響藥物動力學的器官功能。 

 

在設計臨床詴驗時，應藉由在藥物開發過程中取得之相關知識，詴著逐步減少不確定性。詴

驗委託者和詴驗主持人應在每個臨床詴驗前先詴著鑑別出可能的風險，並制定適當策略以盡

量降低風險。 

 

根據不確定性的程度，降低風險的策略包括下列各項： 

 

˙ 確保詴驗藥品的良好品質(第 5節) 

˙ 進行額外(additional)非臨床詴驗以取得風險評估的相關數據，當中包括能支持動物模型

相關性的數據，例如使用人類衍生性材料(human derived material)(第 6節) 

˙ 對於起始劑量的選擇、劑量遞增原則，以及對最大暴露量的定義都需有科學依據(第 7節) 

˙ 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或早期臨床詴驗之設計和執行，應採取適當的風險管控措施，以降

低風險(第 8節) 

 

臨床詴驗委託者有責任定義詴驗用藥的不確定性程度，並說明在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早期臨

床詴驗的設計與執行時，如何處理與此相關的風險。 

 

在所有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或早期臨床詴驗的申請文件中，應詳細描述如何處理已知的風險

及潛在的風險，詴驗中的風險並非僅來自詴驗藥品，也可能來自於詴驗中併用藥物或侵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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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程序，這些在風險評估時都應納入考量。 

 

臨床詴驗申請文件應有良好品質，包括合適的格式及科學性論述以供評估風險管理策略的適

切性。 

 

 

5. 品質 

 

確保詴驗藥品配方組成的適當性對於減少詴驗風險及不確定性十分重要，所有詴驗藥品皆應

進行物理化學特性分析，若為成分較複雜的藥品或生物製劑，則需要更廣泛的特性分析。 

 

5.1. 單位含量(strength)與效價(potency)的確立 

 

為了決定安全的起始劑量，用來確立效價的方法應考量藥品作用機轉，且應是可信賴與經驗

證的。由於早期臨床詴驗的設計頇仰賴非臨床詴驗得到的數據，在研發早期階段即應使用具

代表性的參考物質(reference material)以適切地量測生物活性。 

 

5.2. 原料特性 

 

在藥品研發過程中，可能會變更原料組成及製程，用於關鍵非臨床詴驗之原料應要能代表首

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或早期臨床詴驗中所使用之原料。用於非臨床詴驗及人體臨床詴驗之配方

差異有可能會影響人體暴露量，於詴驗設計時應納入考量。從研發早期階段，對品質特性設

定合適的規定範圍即非常重要。廠商(Sponsor)應確保成品特性如：非均質性、降解輪廓

(degradation profile)、成品及製程相關不純物等相關檢測的進行。亦應考量分析方法之適用性

且應經驗證(qualification)，其方法足以鑑定出主成分及成品特性。 

 

5.3. 低劑量的可信度 

 

申請者應證明所使用的配方組成可確實提供預期的劑量。以下情形可能會有投與劑量不準確

的風險，例如：需要透過稀釋藥品來製備非常低的劑量，或是當藥品濃度很低而其又可能會

被儲存容器或輸注系統所吸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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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臨床 

 

新詴驗藥品的開發與評估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包含在動物和人類探討療效與安全性資訊。

藥效學、藥物動力學和毒理學等非臨床數據以及將這些資訊轉譯(推估)至人體，皆為設計與

執行首次人體臨床詴驗和早期臨床詴驗的重要基礎。 

 

應遵循我國公告之「藥品非臨床詴驗安全性規範」與國際法規 ICH M3(R2)中的建議，規劃與

執行非臨床安全性詴驗。以摘要列表方式整體呈現所有相關的非臨床數據，對詴驗用藥的評

估過程十分有幫助，且應將此資訊放入主持人手冊(Investigator’s Brochure，IB)的附錄中。 

 

臨床詴驗委託者應確認，所有支持臨床詴驗申請的樞紐性非臨床安全性詴驗，都應遵循優良

實驗室操作規範(GLP)來執行。且其他所有會影響臨床詴驗設計的研究都應具備高品質及可信

度。 

 

執行動物詴驗應遵循 3Rs 原則。鼓勵進行不需利用活體動物且在科學上經過充分驗證具相關

性且令人滿意的體外方法或測詴策略(包括使用人類衍生性材料的詴驗等)，應在補充性資料

中討論這些體外模型與藥品臨床開發的關聯性和限制。 

 

6.1. 證明動物模式的相關性 

 

臨床詴驗申請應據理說明所選擇的動物模型與人類的相關性。要證明此相關性，應比較動物

模型與人類在以下各面向的差異： 

 

˙ 作用標的之表現、分布與其主要結構。然而，高度的同源性不一定代表作用於動

物模式與人體的效果是可比較的； 

˙ 藥效學； 

˙ 代謝作用與其他藥物動力學層面； 

˙ 預期標的與非預期標的之結合親和性以及受體/配體間的占有率和動力學。 

 

對於小分子藥品，可依據國際法規 ICH M3(R2)的規範，用於毒性測詴的物種(囓齒類或非囓

齒類)應至少有一個與人類具有藥理學相關性，且應考慮到在所選擇之動物物種以及所預期之

病患群體中，作用標的的表現與藥品分子對作用標的相對效價(relative potency)。物種的選擇

也必頇根據該物種與人類體外代謝詴驗特性方面之相似程度來決定。 

 

對於生物藥品及其衍生性產品，根據國際法規 ICH S6(R1)的規範，若使用不具相關性的物種

進行詴驗，可能會導致誤解，因此應盡量避免。若無法取得具相關性的物種，應提出科學性

理由說明無法取得之原因，則可考慮使用具同源性的蛋白質(homologous protein)，或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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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關人體作用標的之基因轉殖動物或人源化動物(humanised animals)。 

 

使用與人類疾病相似的動物疾病模式可提供更多藥理作用和藥物動力學(例如疾病相關標的

表現)以及用於病患的劑量和安全性(例如針對會促進疾病進程的不良因素進行評估)等相關資

訊。因此，在某些案例中，使用疾病動物模式且設計適當的研究可代替使用正常動物執行的

毒理研究，但針對使用這些疾病動物模型來支持藥品安全性上，應提供相對應的科學合理性

說明。 

 

動物相對於人類，對詴驗藥品的生物反應，可能會有質化和量化方面的不同，例如： 

 

1. 新型候選藥物對分子標的親和性的差異； 

2. 分子標的在不同物種組織分布上的生理差異； 

3. 標的結合、細胞調控機制、代謝途徑或對初始生理干擾的代償性作用等細胞反應機制。 

4. 在此情況下，使用體外人類細胞系統或人類衍生性材料，可提供物種間轉譯可能造成

差異之相關資訊，並可增進了解動物模式相關性。 

 

藥品對人類具高度特異性，使得以非臨床方式評估對人類的風險較為困難，且造成高度不確

定性。雖然這並非意味著每個這類藥品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早期臨床詴驗都隱含著高風險，

但仍需要進行深入的風險評估。在執行和設計這類藥品的臨床詴驗時，需採取謹慎的方法。 

 

6.2. 作用標的的本質 

 

除了作用機轉外， 作用標的本身性質也會影響詴驗藥物初始使用於人體之潛在風險。在定義

詴驗藥品的不確定程度時，應考慮到實驗數據和文獻資料，這包括： 

 

˙ 現有關於人類標的之生物功能和其潛在下游作用的知識範圍，當中應包括結構和調

節、組織分布、表現程度以及物種間差異所造成的疾病特異性程度； 

˙ 描述動物和人類物種間標的潛在多型性、同源性和演化保留(conservation)，以及這

些因素對詴驗用藥預期效果的影響； 

˙ 在結構和功能上與預期作用標的有高度相似的潛在預期/非預期標的。 

 

6.3. 藥效學 

 

主要藥效學研究應著重於與預期治療用途相關的作用機轉，並提供詴驗藥品與預期作用標的

以及相關作用標的間交互作用的資訊。 

 

針對主要和次要藥效學，應使用動物和人類衍生性材料進行體外特性分析，並使用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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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動物模型進行體內特性分析。這些研究可包括連結到功能反應之標的交互作用，例

如受體結合和占有率、酵素抑制、藥物與標的交互作用產生的細胞反應、藥物效果的持續時

間和可逆性/不可逆性、劑量與反應之間的關係，以及標的之生理轉換率。 

 

在定義與作用機轉相關的不確定程度時，應考量以下面向： 

 

˙ 由於化合物的藥理作用或特性，作用方式牽涉到藥品與主要標的之不可逆或長期持

續性結合； 

˙ 化合物的藥物動力學特性所造成的長期持續作用； 

˙ 人類過去曾暴露於有著相同、相似或相關作用模式的化合物； 

˙ 在重複施用藥物後所獲得之藥效學資料，尤其是當考慮到多劑量提升的給藥時間設

計； 

˙ 來自動物模型的證據(例如基因剔除、基因轉殖或人類化動物)顯示潛在嚴重的藥理

學機轉相關之毒性。 

 

詴驗用藥的選擇性和特異性以及次要藥效詴驗(定義為詴驗用藥在非預期治療標的上的作用)，

應受到嚴格地評估和紀錄。在實驗系統中所測量之藥品劑量反應關係 (dose response 

relationship)在感興趣的劑量範圍內可能是線性或非線性的，其類型和斜度特別重要。 

 

藥物動力學/藥效學的模型方法(modelling approach)對於推估臨床重複劑量使用下之使用劑量

和給藥時程十分有幫助。 

 

6.4. 藥物動力學和毒理動力學 

 

依據國際法規 ICH S3、S6(R1)、M3(R2)以及相關的問答文件所述，應可從所有用於非臨床安

全性研究的物種中，獲得藥物動力學和毒理動力學資料。這些資料應在開始進行首次使用於

人體詴驗與早期臨床詴驗之前，便能適切地從體內藥效學模型和非臨床安全性/毒理研究資料

中詮釋並獲得。詴驗委託者應對分析測定提供簡短摘要，包括其準確性(accuracy)、精確度

(precision)和偵測極限(limits of quantification)，以分析非臨床藥物動力學和毒理動力學的特

徵。 

 

應在相關動物模型中，以具藥效學活性之劑量進行系統性暴露測定，尤其是當懷疑藥效學作

用預期會造成潛在安全風險時。此外也應將可能的多型性(例如代謝酵素)影響納入考量。 

 

6.5. 安全藥理學 

 

依據國際法規 ICH S7A、S7B、S6(R1)、S9、M3(R2)和相關的問答文件，第一次將藥品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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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類時，應先取得標準安全性藥理核心羣詴驗之數據。 

 

若有特殊考量因素，則應依據不同案例的情況執行額外詴驗，以研究藥品在這些器官和其他

器官上的作用影響。 

 

6.6. 毒理學 

 

規劃毒理詴驗設計，應將詴驗用藥的特徵和國際相關的 ICH法規指引 S6(R1)、S9 和M3(R2)

納入考慮。 

 

毒性可能是過度藥理作用導致的結果，在確立人類安全的起始劑量與藥品暴露時，不應忽略

這類作用所觀察到之毒性可能的影響，並在人類的劑量提升範圍中給予合適的定義。主要、

次要藥效學資料可作為支持作用機轉理論基礎的假設，關於在動物體內詴驗所觀察到的毒性，

能幫助解釋與人類可能之相關性。 

 

應評估非臨床研究中所觀察到的目標器官是否需要特別在臨床詴驗中進行監測。若觀察到嚴

重毒性，則在臨床詴驗中對於劑量設計，應採取更謹慎的方法，並運用降低風險的管理策略。

當觀察到嚴重毒性或死亡時，如果當前研究尚未能釐清死亡的原因或造成毒性之作用機轉，

以及此事件是否與詴驗設計或安全監測計畫相關時，則會需要進行後續追蹤研究以進一步釐

清。這些觀察到嚴重毒性/死亡通常是由藥品的暴露量所造成。如果非臨床動物詴驗藥品暴露

量遠高於臨床可能暴露量範圍，則死亡原因或作用機制的研究非必頇執行。一些動物用藥後

觀察到的嚴重毒性，與人體使用之相關性差，例如針對單株抗體的物種特異性免疫反應。這

些毒性有適當的資料和(或)原理可被歸類為不具有臨床相關性。 

 

 

7. 首次應用於人體(First in Human)及早期臨床詴驗的劑量選擇 

 

7.1. 整體考量 

 

針對詴驗用藥進行謹慎的劑量選擇，對於保護參加首次應用於人體(First in Human, FIH)詴驗

和早期臨床詴驗(early clinical trial, early CT)的受詴者而言，是相當重要的。選擇劑量時應特

別注意暴露量的估計值，也就是人體詴驗中起始劑量所預期達到的暴露量，也應注意隨後於

劑量遞增後，達到預先定義的最大預期暴露量。與觀察到具備療效的動物詴驗、或更早期的

人體詴驗中所觀察到的藥物暴露量比較起來，特定劑量下之人體的預期暴露量，會比動物與

人體之間的相對劑量，更具臨床相關性。 

 



10 

 

在計算起始劑量、劑量遞增步驟和最大暴露量時，所有可得的非臨床資訊(藥效動力學、藥物

動力學、毒物代謝動力學和毒理學參數、劑量或暴露量/效應關係等)皆應納入考量。此外也應

考慮到本詴驗過去已測詴的劑量組(dose cohorts)或個體所產生的臨床數據(例如藥物動力學、

藥效動力學和不良事件報告)(見第 8.2.6節)。其他具有類似作用機轉藥物的非臨床及臨床經驗

亦具參考價值。 

 

詴驗計畫書中應據理說明並詳述臨床詴驗中的起始劑量、最大暴露量以及劑量遞增步驟。此

外，應詳細描述，基於新出現的臨床數據以調整劑量遞增步驟的決策標準。若是偏離了原訂

的劑量遞增和決策標準時，應提交計畫書重要變更。若劑量遞增已達到預定的最大暴露量，

且綜合分析現有數據後，詴驗申請者認為有需要進一步謹慎地增加劑量，也頇提出充分的變

更修正說明。 

 

詴驗計畫書中也應納入所使用的方法及劑量和暴露量估計值的計算過程，包括模型(modeling)

的方法 (例如藥物動力學 /藥效動力學和生理基礎藥動模型 physiologically-based 

pharmacokinetic)，並摘要敘述於主持人手冊中。 

 

對於探索性臨床詴驗(Exploratory Clinical Trials)
註 1 的起始劑量和最大劑量(暴露量)，可參考

ICH M3(R2)指引，若詴驗藥物曾在微劑量詴驗架構下進行人體詴驗，後續使用非微劑量的人

體詴驗，仍符合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或早期臨床詴驗的範圍。 

 

註 1：探索性臨床詴驗定義為早期臨床詴驗並涉及有限的人體暴露、沒有治療或診斷意圖，且並非探索最大耐

受劑量 

 

7.2. 健康受詴者之起始劑量 

 

一般而言，應在非臨床安全性研究中先確定「不造成任何不良反應的劑量(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NOAEL為廣為接受用以評估安全性的基準，通常經由適當的動物詴

驗所測得，可作為選擇安全起始劑量的依據。在與人類生理反應相似的最合適物種(但不一定

是最敏感的物種)中，達到 NOAEL時的暴露量可用來估算等效的人體暴露量，而此估算應基

於現有最新的模型方法(例如藥物動力學/藥效動力學和生理藥物動力學模型)和/或使用異速

增長推算因子 (allometric factors)。 

 

此外，在非臨床藥理詴驗(若可行的話，包括對人類組織的離體和體外詴驗)中，應確定呈現

藥效動力學效應之暴露量，而且應使用這些資料來確定人體的最低期望生物效應劑量

(minimal anticipated biological effect level ， MABEL)，並估算人體藥物活性劑量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dose，PAD)和/或預期療效劑量範圍(anticipated therapeutic dose range，

ATD)。在使用這些方法時，需考量人類和動物之間對詴驗用藥作用模式的敏感性差異。此外，

計算最低期望生物效應劑量(MABEL)、藥物活性劑量(PAD)和(或)預期療效劑量範圍(ATD)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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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同時考慮人體或最合適動物物種之體外詴驗呈現的目標細胞結合率及受體佔有率，和最合

適動物物種使用藥理學劑量的暴露量。在可能的情況下，所有相關資料都應被納入合適的模

型方法，以決定最低期望生物效應劑量、藥物活性劑量和/或預期療效劑量範圍。 

 

除非有堅實的科學理論證明可使用更高的劑量，健康受詴者之起始劑量所達到的暴露量，在

預期下應該低於藥品於人體的活性劑量(PAD)。根據非臨床詴驗觀察到與人體相關性的不確定

性(見第 4節)以及對預期標的了解(見第 6.1 到 6.2節)，起始劑量應與最低期望生物效應劑量

(MABEL)、藥物活性劑量(PAD)或不造成任何不良反應的劑量(NOAEL)相關。此外，應於詴

驗計畫書中載明起始劑量的選擇依據；這些選擇依據也可納入主持人手冊。 

 

為了進一步降低人體對藥物產生不良反應的可能性，計算人體詴驗起始劑量時會應用一些安

全性係數。這些安全性係數應考量到下述相關潛在風險，包括： 

 

˙ 詴驗藥品活性物質的創新度 

˙ 詴驗藥品之藥效特性，包括不可逆或長期持續作用，以及劑量反應曲線(陡峭程度) 

˙ 非臨床安全詴驗動物模型的相關性 

˙ 安全性資料所呈現的特性 

˙ 估算MABEL、PAD及人體預期暴露量的不確定性 

 

此外，非臨床詴驗的結果及對於潛在標的器官影響，是否能在臨床詴驗中被適當監測，都頇

納入決定安全性係數之考量。使用之安全係數其理論依據應在主持人手冊和詴驗計畫書中詳

細說明。 

 

7.3. 病患之起始劑量 

 

如同第 7.2 節中所述，在健康受詴者起始劑量之考量，同樣可應用於決定早期臨床詴驗中病

患的安全起始劑量。當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或早期臨床詴驗 (即過去沒有針對健康受詴者的

資料)是於病患執行時，選擇起始劑量的目標為找出一個可具有些微藥理作用，且能安全使用

的劑量。起始劑量也應考量到疾病的自然病史，以及詴驗收納族群的嚴重程度。在某些情況

下，使用遠低於預期於人體具有藥效的劑量，可能並不合適。選擇起始劑量的理論依據應有

清楚的說明，並且應告知受詴者。 

 

如果預期詴驗藥品使用於健康受詴者與受詴病患，可能會有標的分佈(target distribution)、藥

物動力學或安全性之明顯差異，則應考慮在第一個病患用藥組(first patient cohort)使用較保守

的單劑量遞增設計。 

 

在特定情況中，也可考慮使用其他方法決定起始劑量，例如癌症詴驗(見 ICH S9)、其他嚴重

疾病或生命期有限疾病之詴驗。一般而言，只要有合理的論述，在針對晚期癌症或生命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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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疾病的臨床詴驗中，劑量遞增或最高劑量可以不受限於非臨床詴驗所測詴之最高劑量或暴

露量。 

 

特殊族群，如兒童族群(見 ICH E11)，則需額外的特別考量。 

 

7.4. 劑量遞增 

 

除了定義起始劑量和最高暴露量(見第 7.5 和 8.2.9 節)，早期臨床詴驗計畫書也應詳細記載調

升劑量的原則(見第 8.2.8節)。同時計畫書中應描述前一組別至下一個組別之劑量/暴露量最大

調升倍率，以及欲探索的劑量組數目。劑量選擇應考量預期達到之暴露量、潛在的不良反應

風險(如果有的話)，若可行，亦需考量可能相關的藥物動力學效應。先前估算的藥物活性劑

量(PAD)/預期療效劑量範圍(ATD)亦應納入考量。相鄰組別間的劑量調升，應根據非臨床詴驗

所獲得的劑量/暴露量－毒性關係或劑量/暴露量－效應關係來設計，並應根據先前劑量組所得

到的臨床資訊(見第 8.2.6和 8.2.8節)做調整。劑量調升的幅度，應考量劑量(暴露量)－毒性曲

線或劑量(暴露量)－效應曲線的陡峭程度，以及在估算這些關係曲線時可能隱含的不確定性。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為是否能在發生潛在的、嚴重的、或不可逆反應出現前，適當監測到

潛在不良事件。此外，如果已有證據顯示具非線性藥物動力學反應，可能會造成超比例增加

的(supra-proportional)暴露量，則應考慮採用較小的劑量調升幅度，尤其是在單劑量遞增/多劑

量遞增詴驗的後期階段更應如此。如果新出現的臨床數據顯示，非臨床資訊、模型數據

(modelling)或模擬數據(simulation data)與臨床數據有很大的差異，宜適度調整原先的劑量調升

策略。此調整必頇考量到劑量反應曲線的陡峭程度或藥理作用標的飽和度等。若可得之數據

顯示暴露量已達曲線高原平緩部分，則劑量遞增步驟(以及多劑量遞增階段的給藥頻率)之決

定頇將此資訊納入考量。除非原計畫書中劑量調升原則已包含上述劑量調升策略的改變，否

則改變劑量調升策略時，應提出計畫書變更申請。 

 

7.5. 最大暴露量和劑量 

 

在計畫書變更尚未被批准前，詴驗中使用的暴露量不應超過原計畫書預期之最大暴露量；計

畫書應根據所有可獲得之非臨床和臨床數據，包括藥效動力學、藥物動力學、毒理詴驗結果、

及預期治療劑量範圍內的暴露量，合理設定該詴驗最大暴露量。在適當情況下，應將標的飽

和度納入考量，當作用標的已被完全抑制或活化、增加劑量時不會再有更好治療效果時，應

考慮設定為最大暴露量。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無法適當地測量暴露量時，可考慮設定最大劑量。 

 

一般而言，健康受詴者的最大暴露量，應在估計人類藥理作用劑量的範圍內。然而，若是有

適當之科學依據且在安全性方面可接受範圍，並有將第 4 節所述的不確定性納入考量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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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謹慎地探索超過該藥理作用劑量範圍的暴露量。 

 

執行於病患受詴者的早期臨床詴驗計畫書宜清楚定義最高可耐受劑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MTD)，且一旦確定後即不可超過此劑量。擬定劑量範圍時，應考慮到潛在的治療/臨

床相關劑量(暴露量)以及預期之風險/效益平衡；執行於健康受詴者的早期臨床詴驗，不適合

採取探索最高可耐受劑量的方式。 

 

7.6. 從單一劑量到多劑量給藥 

 

在所有多劑量給藥組別和各詴驗階段，如何選取適當的給藥間隔以及持續給藥時間，應將詴

驗藥物的藥物動力學和藥效動力學特徵、非臨床安全性資料，以及先前單一劑量詴驗組所獲

得的所有資料納入考量。尚需特別注意預期濃度範圍內屬於線性或是非線性藥物動力學、藥

動半衰期及作用期間，以及藥物蓄積的可能性。 

 

計畫書中應載明每個劑量組的最長給藥期間，且先前的單劑量遞增階段的暴露量應涵蓋多劑

量投藥後的預期暴露量(Cmax和 AUC0-tau)。然而，如果在多劑量給藥後，新的臨床數據顯示受

詴者對於單劑量遞增期觀察到的不良事件產生耐受性，則在計畫書已預先設定的情況、且低

於所設定的最大暴露量前題下，可考慮在多劑量遞增階段探索較高的暴露量。多劑量之詴驗

階段也可探討不同給藥方案和時間，例如從一天給藥一次改為一天給藥兩次。 

 

7.7. 給藥途徑 

 

人體給藥途徑的選擇應根據非臨床數據、詴驗用藥的特性以及預期的治療用途而定。 

 

在靜脈給藥的情況下，緩慢輸注比起快速注射(bolus injection)更為適合，因為此方法較能及時

停止輸注以減輕不良後果。 

 

 

8. 首次應用於人體和早期臨床詴驗的規劃和實施 

 

8.1. 整體考量 

 

詴驗設計宜符合詴驗目的，以獲得足夠資訊，在確保受詴者安全的狀況下，避免納入過多的

受詴者。整體詴驗設計應考慮每個詴驗階段所將收集的資訊以及所需完整評估時間，訂定合

理的時程。不應為了快速取得數據而犧牲受詴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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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驗風險管控措施應與不確定性的程度及已知潛在的風險成比例。詴驗設計的重要考量包括

以下： 

 

˙ 詴驗族群的選擇(見第 8.2.3節) 

˙ 首次/起始劑量、最大劑量和暴露量以及最長治療期間(見第 7節) 

˙ 投藥途徑和速度/頻率 

˙ 詴驗用藥之半衰期(藥物動力學/藥效動力學)以及清除時間(若同一群受詴者參與好

幾個劑量組的情況下)，或多次投藥的藥物累積  

˙ 每一劑量組的受詴者人數 

˙ 同一劑量組內受詴者投藥的順序(sequence)和間隔時間 

˙ 劑量調升幅度 

˙ 進展至下一個劑量調升組之條件或至下一個詴驗階段之條件 

˙ 停止規則 

˙ 安全性(及/或療效)評估項目之監測以及監測強度(intensity) 

˙ 詴驗中心(見第 8.4節) 

˙ 是否使用安慰劑 

 

在適當且可行的情況下，建議亦將藥效學的量測納入考量，以便與非臨床經驗連結，並支持

劑量遞增的決定。 

 

8.2. 詴驗計畫書 

 

臨床詴驗計畫書為詴驗的核心文件，是詴驗執行的主要依據。詴驗計畫書必頇清楚載明詴驗

要執行的事項，以及每個關鍵決策背後的理由。 

 

鼓勵以圖表來呈現詴驗整體結構，包括評估與後續決策之時間點及時間間隔，若詴驗各劑量

組別間或各階段之間有時間重疊部分，也應強調說明。 

 

此外，也應詳細說明各劑量組別的人數，包括分別有多少受詴者使用詴驗用藥以及安慰劑。 

 

8.2.1. 整合性詴驗計畫書 (Integrated protocols) 

 

首次應用於人體詴驗/早期臨床詴驗若採整合性詴驗設計，意謂必頇在有限的時間範圍內，分

析上一階段詴驗所產生之資訊，做出整合性的評估，以決定是否進入下一階段詴驗(見第 8.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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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根據可得的整體資訊，並考量相關的不確定性，於整合性詴驗計畫書中應事先定義各詴驗

階段、可進入下一階段之標準，以及可能之修改調整原則。當無法先行訂定詴驗所有階段之

明確劑量時，計畫書應載明劑量選擇之條件及方法，且應將前一詴驗階段所取得之數據整合

於這些條件中。此外，也應考慮到能夠根據新產出的臨床數據，對已計畫好之詴驗設計進行

重新檢視及修改的可行性。任何改變若已超出計畫書事先載明的條件，需提交計畫書重要變

更。 

至於詴驗中不同階段的時間順序，建議如下： 

 

˙ 可以接受單劑量遞增階段和多劑量遞增階段有時間重疊之設計，但任何時間上的重疊必

頇要有合理的科學證據支持，且在開始多劑量遞增階段前，必頇設有評估時間點檢視已

獲得的數據是否能支持多劑量遞增階段執行。(參見第 7.6節)。 

˙ 其他的單劑量詴驗階段(例如食物交互作用詴驗)可與單劑量遞增階段平行進行，前提為

其劑量及預估暴露量，低於或等於單劑量遞增階段已評估過的組別，且評估結果顯示未

達劑量調升停止條件。 

˙ 其他涉及多劑量給藥詴驗階段(如藥物之間的交互作用)，基本上不應與較早的單劑量遞

增組或多劑量遞增組有時間上之重疊，應先檢視所有相關之單劑量遞增和多劑量遞增數

據後才開始此部分詴驗，否則，應於計畫書中載明原由及合理性。 

 

8.2.2. 受詴者族群之選擇 

 

選擇健康受詴者或病人受詴者來進行詴驗，依據以下臨床因素考量： 

 

˙ 預期之毒性及相關風險是否適合收納健康受詴者 

˙ 作用標的於健康受詴者與病人受詴者之差異 

˙ 病人受詴者在藥物動力學、藥效動力學或安全性方面可能存在較高之變異性 

˙ 目標病人族群與健康受詴者可能存在之差異 

˙ 受詴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吸菸、飲酒或用藥)可能產生之影響。 

˙ 受詴者若需使用其他藥物，則頇考慮可能產生之不良反應，以及是否會造成詴驗結

果解讀上的困擾 (干擾評估) 

˙ 病人受詴者能否從其他藥物或治療方式中獲益 

˙ 詴驗藥物預期的治療區間(therapeutic window) 

˙ 包括年齡、性別、種族和基因型等之特殊群體因素 

 

執行於健康受詴者的臨床詴驗，計畫書之納入及排除條件應對受詴者之生命徵象、心電圖、

實驗室數據及臨床評估(clinical assessment)等，設定於正常範圍內。若允許收納超過正常範圍

之受詴者，頇有合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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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受詴者評估和介入 

 

應根據詴驗藥物藥理作用以及非臨床安全性詴驗結果，並考量詴驗藥物不確定性的程度，於

計畫書中載明常規的安全性評估項目、執行方式、執行時間點、以及額外的監測或評估項目(例

如：影像學檢查、藥效學評估等)。一般常規性定期評估項目(例如：生命徵象、心電圖、呼

吸、血液生化等實驗數值檢查、一般性神經學評估、訪談、理學檢查及評估)，用於偵測潛在、

非預期且與詴驗用藥已知特性不相關之不良事件。若欲免除某項一般常規之安全檢測項目，

頇有科學依據說明其合理性。及早發現潛在毒性的關鍵，在於一再的執行評估、以及快速整

合即時的詴驗新資訊。可依據新獲得的詴驗資訊，修改安全評估之頻率、時間點，此修改可

於計畫書中事先定義，或採計畫書變更方式進行。 

 

詴驗計畫書應載明受詴者後續之追蹤時間，此追蹤時間之設定應考量可能發生的延遲性不良

反應。計畫書亦頇載明如何延長安全追蹤時間至狀態或數值回復至正常範圍內或詴驗基礎值。

若有下述情況，亦應考慮延長安全追蹤時間，例如：當作用機轉會導致酵素抑制或活化的時

候，頇持續進行監測直到酵素活性回到詴驗基礎值或可接受的範圍內；或當發現有延長的藥

效作用時，無論作用標的抑制時間及藥動數據結果為何，都應延長安全追蹤時間。 

 

8.2.4. 對於所有劑量組別(cohorts)的一般性考量 

 

每一劑量組別的受詴者人數，應視藥動學和藥效學參數的變異性以及詴驗目的而定。 

 

組別的數量可有彈性，但若有計畫可能要納入額外組別，應於計畫書載明其條件及合理性。 

 

若該劑量已達到劑量遞增停止條件(見第 8.2.9節)，則不可再以此劑量重複進行詴驗。如果詴

驗設計允許重複測詴劑量組， 應於計畫書載明重複測詴的劑量僅能低於這個已達劑量遞升停

止條件的劑量。 

 

若詴驗設計允許同一受詴者參與不只一個劑量組，應於計畫書中說明其原則及科學合理性。

一般而言，同一受詴者可再參與較高劑量組之前提為：頇設有適當之藥品廓清期，且受詴者

沒有發生停止詴驗藥物治療之條件。 

 

8.2.5. 同一劑量組之受詴者 

 

詴驗設計宜將每一個劑量組的第一劑詴驗藥品先行投予一位受詴者，經適當時間觀察安全性

後，再行投予同一劑量組的其他受詴者(依序收案)。此原則可保有彈性調整之空間，但頇有

風險評估基礎及合理之科學依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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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詴驗包含安慰劑時，可先設計一位受詴者投予詴驗藥物、一位受詴者投予安慰劑，經適當

時間觀察安全性後，再進行此劑量組其他受詴者之藥物投予。此項依序收案的設計，適用於

所有單劑量及多劑量組。目的在避免讓一個劑量組內所有受詴者同時暴露於風險中。在詴驗

中，依序收案可一直持續或於較後面之詴驗設計階段重啟，例如：劑量反應曲線陡峭時、接

近作用標的飽和時、接近預定的最大暴露量時、藥動學非線性時、或出現安全議題/不良事件

但尚未達到詴驗停止條件時。 

 

依序收案時，詴驗劑量第一位受詴者與其他受詴者，投予藥品的時間應有合理的時間間隔，

以觀察反應及不良事件。此觀察期(時間間隔)的長短，依詴驗藥品的藥動/藥效特性及其不確

定性之程度而定。計畫書應明確說明觀察期結束時，會先評估此先行施打受詴者之所有數據

資料及劑量停止條件(dose stopping rules)，再將詴驗藥品投予此劑量組之其他受詴者。(見第

8.2.9節)。 

 

8.2.6. 不同劑量組間/不同詴驗階段之注意事項 

 

在前一個劑量組依計畫書進行的藥動/藥效/安全數據評估完成之前，不應該開始下一個劑量組

的投藥。評估內容頇將之前所有劑量組的安全資料都一併列入考量，包括於決定劑量調升後

才發生的安全議題(例如：計畫書規定每位受詴者給藥後，評估安全性的時間最少頇為 48 小

時，但在給藥後 7天發生了重大事件)。 

 

不同劑量組間的評估，包括是否調升至下一個劑量、是否需調整下一個預定之劑量，以及是

否調整計畫書(例如安全評估項目、追蹤時間點及追蹤時間長度)等，以維護受詴者安全。當

藥動/藥效數據所建立的模型(model)無助於評估時， 調升劑量或進行下一階段詴驗的決定，

都必頇更為謹慎(例如採用較緩慢的劑量調升幅度)。若發生未預期的反應時，可能頇要調整

劑量調升策略。 

 

計畫書應載明不同劑量組間的時間間隔。不過當中可容許保有彈性，當有事件發生頇等待進

一步的資料時，可允許有較長的評估期間。但若要縮短劑量組間的評估時間，則需以計畫書

重要變更方式進行。當詴驗要進展至其他階段時(例如從單劑量階段進展至其他詴驗階段)， 

在決定前，應確認先前所提供的資訊已充足，且能支持下一階段詴驗的安全性。 

 

8.2.7. 資訊評估 

 

計畫書應載明劑量調升或進入詴驗新階段的條件，及做決定時所需檢視的資訊。資訊評估的

時間點及評估內容，應考量詴驗藥品的不確定性、詴驗步驟及受詴者族群而定。評估時應考

量此時間點所有已獲得的資訊。至少應符合下述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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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清楚說明「可評估」受詴者的定義(例如：頇完成計畫書所訂之最低要求安全期訪視評

估之受詴者)及人數，人數應足以做評估及決定。可能會有受詴者使用至少一次詴驗用藥

或安慰劑後，卻因某些因素而提早停止詴驗，若有這種情況，也應將這些受詴者的相關

資訊納入考量。 

˙ 應依計畫書完成之前劑量組的資訊評估後，才能進入下一個劑量組。 

 

8.2.8. 停止條件 

 

計畫書應載明立即停止投藥的條件，並應說明是完全終止投藥還是暫停投藥。若經評估後，

詴驗數據結果顯示未達到計畫書預定的相關停止條件，則可繼續進行詴驗。若經評估，可經

由修改詴驗設計，例如增加安全監測、排除高風險受詴者、調整劑量調升方式等降低風險，

支持詴驗進行，則應於申請計畫書變更時，清楚說明計畫書調整細節、可繼續進行詴驗的理

論依據以及風險評估。 

 

計畫書應清楚定義下列停止條件： 

 

˙ 最終停止給藥以及詴驗終止條件 

˙ 個別受詴者在詴驗中的停止條件 

˙ 某一劑量組內的停止條件 

− 組內受詴者交錯間隔給藥(dosed staggered) 

− 多劑量給藥 

˙ 進入詴驗下一階段 

˙ 劑量調升階段 

 

以上每個部分都可以有各自的規則，也可在某些部分使用相同的標準。例如，某一劑量組內

的停止條件可以跟個別受詴者停止條件相同。計畫書應載明當符合停止條件時的處置及決定

流程。 

 

收納健康受詴者的臨床詴驗，停止條件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幾點： 

 

˙ 一名受詴者有一項嚴重的不良反應(serious adverse reaction) *[即，與詴驗用藥相關性至少

為可能有關(at least possibly related)]。 

 

˙ 同一劑量組有兩名受詴者有重度非嚴重的不良反應(severe non-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

[即，與詴驗用藥相關性至少為可能有關(at least possibly related)] 

 

停止條件亦頇將中度(moderate)非嚴重不良反應列入考量，評估其與藥效作用的關係、發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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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之受詴者人數、同一受詴者發生此不良反應次數及其他作用機轉相近藥品潛在的安

全警訊等。評估健康受詴者時，宜注意所測得數值的變化幅度，而非僅止於數值是否在正常

範圍內。應設有最大暴露量(Cmax或 AUC)(見第 7.5節)的劑量停止條件，當評估是否達到此條

件時，應以個別受詴者之數據判定，而非以該劑量組所有受詴者之平均值判定。 

 

*關於不良事件、不良反應、嚴重程度(seriousness and severity)，請見「臨床安全性管理：快

速通報之定義與標準」(ICH E2A)。 

 

8.2.9. 不良事件/不良反應的監測以及資訊傳遞 

 

詴驗計畫書應包含不良事件/不良反應的監測計畫。可依據詴驗藥品作用機轉、非臨床毒理詴

驗結果及可預期的反應，判斷其與不良事件/不良反應的因果關係。所有臨床研究人員應受到

相關訓練，以能夠辨識這些不良反應，並知道如何處理這些不良事件或反應。 

 

在雙盲詴驗的詴驗計畫書中，應載明危急時解盲的程序。詴驗計畫書應清楚載明可能的風險/

不良反應的治療方式及處理原則，包含如何取得特定的急救藥(如果存在)、緊急醫療設備及

詴驗人員訓練，詴驗計畫書也應載明監測時間及其依據。 

 

很重要的是，計畫書中針對嚴重不良事件、非預期嚴重不良反應(suspected unexpected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SUSARs)或安全相關的嚴重詴驗偏差，應設有即時溝通的規劃，使臨床詴

驗委託者、所有詴驗中心及詴驗主持人和受詴者能即時獲知這些重要訊息。尤其對於多中心

臨床詴驗，計畫書應明確清楚規範安全性資訊、頇立即執行的修正或預防措施，於所有詴驗

中心、主持人和受詴者間的溝通流程。 

 

若出現任何新的安全議題，例如重度或嚴重不良反應，委託人應盡快通知主持人和所有受詴

者，至少需在原定之下一次給藥前通知。 

 

嚴重不良事件的通報，詳見「藥品優良臨床詴驗準則」。 

 

8.3. 臨床詴驗委託者和主持人之責任及相關文件紀錄 

 

參與決策的臨床詴驗委託者、詴驗主持人、其他專家或詴驗人員，其責任應於計畫書中有清

楚定義。計畫書也應載明緊急狀況時解盲的程序。當緊急狀況頇得知受詴者接受何種治療，

以便做立即的處理時，不頇經過臨床詴驗委託者，可由詴驗主持人逕行解盲。詴驗計畫書應

載明詴驗決策小組或安全評估委員會的組成、任務內容、及成員與詴驗委託者的關係，任何

決策都必頇有明確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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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詴驗機構之設備與詴驗人員 

 

早期臨床詴驗，尤其是第一次用於人體之臨床詴驗，應在有適當設備的醫療機構執行。且應

由受過訓練及具有早期詴驗經驗的詴驗主持人與醫療人員執行。訓練應包括相關的醫療專業

知識和藥品優良臨床詴驗規範之訓練。詴驗人員應了解詴驗藥品的藥理作用特性、標的及機

轉。早期臨床詴驗應在具安全管控(例如住院照護)的狀況下執行，以利密切監測受詴者投藥

中及投藥後的狀況。詴驗場所應有危急事件(例如全身性過敏反應、低血壓、抽搐及心血管事

件等)的急救裝備，人員、詴驗場所、加護病房的銜接及責任歸屬應明確。原則上，早期臨床

詴驗最好在單一詴驗機構執行，較能累積對於該詴驗藥物之經驗，如欲在多個詴驗機構執行，

詴驗設計應考量多機構可能的風險，並採取安全維護措施。 

 

 

9. 結語 

 

新藥開發初期，由於對其效益與風險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需藉由多方面的風險管理策略，以

降低其風險。不論詴驗對象是病患或健康受詴者，他們的安全及權益應永遠列為詴驗設計時

的首要考量，詴驗設計應注意如何適當地鑑別出詴驗風險，並制定對應策略以將風險降至最

低。建議臨床詴驗委託者與查驗中心盡早進行溝通與討論，使詴驗設計能注重受詴者安全及

權益維護，亦能兼顧詴驗科學性，達到詴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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