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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疫苗(Vaccination)的試驗

• 18世紀歐洲是天花盛⾏的年代，當時英國鄉間有⼀個
說法：只要曾經得過牛痘，便不會染上天花。

• 1796年 Edward Jenner 以牛痘進⾏實驗，⽤柳葉⼑在⼀
名八歲男孩詹姆士·菲利浦的兩手臂上劃了幾道傷口，名八歲男孩詹姆士·菲利浦的兩手臂上劃了幾道傷口，
替他接種牛痘。男孩染上牛痘後六星期內康復。之後
Jenner 再替男孩接種天花，結果男孩沒有受到感染，
證明牛痘能令人對天花產生免疫力。

• Jenner 稱他的方法為 ”接種疫苗”(Vaccination) 。並在
1798年出版《關於牛痘預防接種的原因與結果》。



1980年5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
「地球上的人類已免於天花疾病」

Gaston Mélingue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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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研究法 第 4 條 人體研究指從事從事取
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
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
關資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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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八條所稱人體試驗，係指醫療機構依
醫學理論於人體施行新醫療技術、新藥品、新
醫療器材及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
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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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 3 條 臨床試驗為
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藥理或其他藥學
上之作用為目的，而於人體執行之研究。



人體試驗 與 臨床試驗 之定義

• 醫療法第八條規定：「人體試驗」係指醫療
機構依醫學理論於人體施⾏新醫療技術、新藥
品、新醫療器材及學名藥可⽤率、生體相等性
之試驗研究。之試驗研究。

• 藥品臨床試驗準則第三條第⼀款規定：「臨
床試驗」，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藥理或
其他藥學上之作⽤為目的，而於人體執⾏之研
究。



歷 史 上 第⼀個經由

設計之試驗證明藥品效果的

臨 床 試 驗 是 ?



壞血病的試驗 林德 (James Lind, 1747 )

• 把十二名壞血病的船員分成六組，接受「試驗性治療」：
（A）每日2品脫蘋果酒(Cyder); 

（B）每日三次二湯匙醋(Vinegar) ;  

（C）每日三次25滴稀釋硫酸(H2SO4); 

（D）每日半品脫海水 (Sea water); （D）每日半品脫海水 (Sea water); 

（E）每日兩個橙及⼀個檸檬; 

（F）肉豆蔻混和蒜、芥籽、沒藥、酸豆...製成的藥物。

• 六天後，E 組其中⼀名患者已能重返甲板⼯作，另⼀名患者恢
復至可照顧其他患者。

• 這發現促使英國艦隊配給船員⼀種朗姆酒加水再加檸檬或青檬
汁的飲料，皇家海軍自此便不再受壞血病困擾。



第四期肺癌治療之進步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lung cancer

整
體
存
活

9090年代大型隨機試驗年代大型隨機試驗
證實化學治療可延⻑證實化學治療可延⻑
轉移性肺癌存活轉移性肺癌存活

Nat Rev Cancer. Nov 2010; 10(11): 76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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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物間的搭配治療進⼀步新藥物間的搭配治療進⼀步
延⻑轉移性肺癌存活延⻑轉移性肺癌存活



任何醫療⾏為或研究都必須要考慮最終目的
是提升 ”以病患為中心” 的治療成果

臨床試驗研究正是實踐

「以病患為中心並追求病患之最大治療效益」
的最實際的方法。



新藥研發與試驗之階段
試驗階段 時程 受試人數 目的
第⼀階段 (早期研究) 2-5年 無(實驗室試驗) 安全性及

生物活性試驗
新化學物質
的篩選

第二階段 (臨床前試驗) 1-4年 無 (動物試驗) 安全性及
生物活性試驗

動物之毒理
與藥理試驗

第三階段 (IND申請) 申請進⾏臨床人體試驗

第四階段
(臨床人體
試驗)

Phase Ⅰ
(人體藥理)

1年 20-80名健康志
願者或病患

決定安全性(Safety)及劑量範圍

Phase Ⅱ
(治療探索)

2年 100-300名
志願病患

評估有效性(Efficacy)及不良反應
估算後續試驗劑量

Phase Ⅲ
(治療確認)

3-5年 1000-3000名志
願病患

確認藥品之安全性和有效性，偵
測副作⽤與不良反應等情形

第五階段 (NDA) 2年 申請查驗登記 審核/通過

第六階段 Phase Ⅳ
(治療用途)

(上市後監測)

數年 數百人至數千
人病患

追蹤藥品對人體⻑期之影響，收
集與分析不良反應報告，觀察有
否其他新適應症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臨床研究及試驗競爭激烈

• 生物技術日新月異，成功的研究成果不僅
代表學術成就，其背後亦蘊藏的龐大商機。

研究人員莫不戰戰兢兢地致力研發⼯作，• 研究人員莫不戰戰兢兢地致力研發⼯作，
唯恐稍落人後而喪失先機。

• 雖潛在效益高，但研究人力、物力成本高，
競爭激烈且失敗風險亦高。



五千到⼀萬

臨床試驗臨床試驗藥物研發藥物研發 臨床前期臨床前期 FDAFDA核准核准

> 1 billion Euro (€)  十億歐元
Source: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五千到⼀萬
個化合物



人體試驗之重要特性

• 人體試驗為醫療⾏為其中之⼀種，包含
許多重要的特性:

（1）侵襲性、風險性（1）侵襲性、風險性

（2）資訊之高度不對稱性

（3）私利性與公益性之衝突
...



為何要考量研究以外的事情

• 科學進步與學術自由優先 ?

– 「科學」、「醫學進步」、「社會公益」是如此的
光明而正當，研究者會義無反顧地奮勇向前，是否
會在不知不覺中逾越倫理的界線。會在不知不覺中逾越倫理的界線。

– 歷史上發生許多「以科學之名」、「以醫學進步、
社會公益之名」而犧牲個人福祉的研究。

• 維護受試者權益與安全
– 倫理
– 法規



納粹人體實驗
Nazi human experimentation

• 德國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利⽤大量囚犯進⾏
不人道的人體試驗。

• 在集中營選定囚犯進⾏各種實驗，以開發新武器、
尋找使受傷的軍人復原的方法。尋找使受傷的軍人復原的方法。

• 根據紐倫堡審判起訴書，這些人體實驗包括：結核
實驗、低溫實驗、毒藥實驗、海水實驗、高海拔實
驗、燃燒彈實驗、芥子氣試驗、骨骼、肌肉和神經
移植實驗、磺胺類藥物的實驗、絕育實驗、雙胞胎
實驗、腦損傷實驗。

http://zh.wikipedia.org/wiki/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1932-1972

• 美國在1932年至1972年間以免費治療梅毒為名，對400

名非洲裔男子進⾏研究，觀察梅毒發病後的自然史。

• 即使在發現盤尼⻄林可有效治療梅毒後，實驗研究者
沒有給受試者適當的治療，而繼續讓實驗持續了25年。沒有給受試者適當的治療，而繼續讓實驗持續了25年。

http://en.wikipedia.org/wiki/Tuskegee_syphilis_experiment



芝麻油治癌名醫違法研究

• 國立OO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主治醫師張OO，將仍處於白老鼠試驗
研究階段、可減輕白老鼠肝腎功能併發症的芝麻油萃取物，私下替
⼀名肝癌末期病患注射，病人在注射後十⼀⼩時不治。事後張OO遭
檢舉，指他涉嫌違法做人體實驗。

2006年01月23日

• 據檢舉人指出，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張OO未向醫院和衛生署申請人
體實驗，僅要求肝癌末期病危的胡姓婦人(五十七歲）家屬簽立同意
書，就使⽤沒有任何藥品標籤的玻璃瓶裝液體，替病人塗抹身體，
並先後兩次替病患注射10c.c.；另外以280c.c.經鼻胃管餵食，剩下的
不明液體被他帶走，當天晚上胡婦就不幸病逝。

• 張OO接受《蘋果》記者查詢時強調，當初有跟病人家屬解說療程，
並獲簽同意書後才進⾏治療；強調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救人，
並否認是做人體實驗。



若喪失公眾信賴，即使有科學的正確性若喪失公眾信賴，即使有科學的正確性
與價值，仍可能完全不被接受。



造假學者60篇論文被撤

• 台灣屏東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前副教授陳震遠，涉
嫌假造130個人頭學者帳號自審論文，順利刊登在國
際知名SAGE旗下的《震動與控制期刊》(JVC)上，日
前被JVC揭發並撤銷當中60篇論文，其中有些論文出

2014年07月14日

前被JVC揭發並撤銷當中60篇論文，其中有些論文出
自其胞弟陳震武，檢方正主動了解事件，不排除分
案查辦陳震武。

檢方正蒐集近日媒體報導，了解陳震武在相關論文
發表過程中，是否有領取補助款，以及論文內容是
否涉嫌造假等。



• 自從二次大戰後的紐倫堡審判、70年代被揭
發的Tuskegee梅毒研究以來，即使是現在因
臨床研究或新藥開發導致受試者權益受損、
違反研究倫理的事件依然時有所聞。

• 引起爭議的研究，除了受試者受到傷害，對
研究者與其團隊、研究機構、相關學界、研
究族群、甚至整個國家都會造成傷害與影響，
造成「全輸」的局面。



人體試驗之重要特性

• 人體試驗為醫療⾏為其中之⼀種，包含
許多重要的特性:

（1）侵襲性、風險性（1）侵襲性、風險性

（2）資訊之高度不對稱性

（3）私利性與公益性之衝突
...



侵襲性、風險性

• ⼀般醫療⾏為同時兼具正面利益(醫療效果)

與負面效果(副作用)。

• 人體試驗因為試驗的療效成果與其風險大
都處於未確定階段，故其所呈現之風險性
更高於⼀般醫療⾏為。



德國泰基因羅公司(TeGenero)，發明 TGN1412「超級抗體」，
希望這抗體能夠活化免疫細胞，治療自體免疫疾病和白血病
在2006年進⾏第⼀期臨床試驗時，六名志願的健康受試者，

卻全都進入了加護病房，其中四位發生多重器官衰竭。
N Engl J Med. 2006 Sep 7;355(10):1018-28. 

https://en.wikipedia.org/

https:// michaelagar.co.uk



資訊之高度不對稱性

• 常規醫療資訊之內容與取得管道較普遍、公開，
資訊數量通常較多，可能達成資訊趨於平衡之
理想狀態。

• 臨床試驗因試驗資訊具高度商業及學術價值，
而有相當程度之秘密性，主要資訊掌握在藥廠
與試驗醫院手中，故若主導者隱匿負面報告，
受試者難以自⾏取得資訊。



癌症標靶治療的花費
2016年預期將達到389億美元

分子標靶治療分子標靶治療

Cytotoxic therapies Molecular targeted therapiesHormonal therapies

分子標靶治療分子標靶治療

化學治療化學治療

賀爾蒙治療

Source : Datamonitor forecasts and MIDAS Sales Data, IMS Health, April 2007



人體試驗之利益

• 私利
– 受試者之受治療之健康利益
– 研究者/研究機關之學術研究利益與商業利益
– 廠商之商業利益– 廠商之商業利益

• 公益
– 醫藥技術進步
– 公眾健康利益



德國泰基因羅公司(TeGenero)，發明 TGN1412「超級抗體」，
希望這抗體能夠活化免疫細胞，治療自體免疫疾病和白血病
在2006年進⾏第⼀期臨床試驗時，六名志願的健康受試者，

卻全都進入了加護病房，其中四位發生多重器官衰竭。
N Engl J Med. 2006 Sep 7;355(10):1018-28. 

https://en.wikipedia.org/

https:// michaelagar.co.uk



研究倫理的重要歷史事件

1949 紐倫堡公約 (Nuremberg Code ) &  

1964 赫爾辛基宣言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1974貝爾蒙報告
(Belmont Report)

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醫師和科學家對
集中營中的戰犯進行試驗

1947年紐倫堡大審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http://en.wikipedia.org/



醫療道德的基本原則

“First, do no harm.”“First, do no harm.”

-- Hippocrates, Founder of 

Western Medicin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保護受試者

• 保護受試者是臨床試驗倫理的最重要
的精神

• 赫爾辛基宣言、貝爾蒙報告
– 自願原則與尊重受試者

– ⾏善原則

– 正義原則



保護受試者

符合行善符合行善
、正義原則、正義原則

自願原則、自願原則、
尊重受試者尊重受試者、正義原則、正義原則 尊重受試者尊重受試者

試驗試驗進行進行試驗試驗設計設計



Influential Codes of

Ethics and Regulations

• 紐倫堡守則 Nuremberg Code (1947)

• 赫爾辛基宣言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1964)

• 貝爾蒙報告 Belmont Report (1979)

• 國際醫學科學組織理事會 CIOMS (2002)

• 美國聯邦法規 研究受試者保護通則 U.S. 

Common Rule (1991)



保護受試者

• 正義原則、行善原則
– 社會和臨床應⽤價值
– 具科學有效性
– 公平的受試者選擇– 公平的受試者選擇
– 良好的風險利益比
– 獨立審查

• 自願原則與尊重受試者
– 知情同意
– 尊重受試者人格



為何要做臨床研究

• 為了個人的學術成就

• 來自機構、制度、同儕及自我要求的壓力• 來自機構、制度、同儕及自我要求的壓力

• 追求科學的發展及探索真理的奧妙

納粹集中營的研究也符合這些目標 ?



獨立審查
Independent review 

• 由不同專業人士組成獨立審查⼩組以避免研究
角度試驗設計的盲點或倫理爭議。

– 增加不同觀點(社會、法律、經濟…)，避免科學至
上的盲點。上的盲點。

– 減少潛在的利益衝突。

• 確保研究在開始之前是倫理上可以接受的。
– 設計是否有盡力避免偏見？
– 是否竭盡所能保護研究的受試者？
– 試驗的風險利益比對受試者是有利？



風險的定義

高風險

* 研究設計中受試者
- 風險是否最⼩化 ?

- 利益是否最佳化?
?

嚴重性

試驗風險越高，越需
要保護受試者的機制低風險

高風險 - 利益是否最佳化?

?

?

可能性



良好的風險利益比
Favorable risk-benefit ratio

風險最小化
(倫理、安全性)

效益最大化
(科學性)

確保受試者的
權利、安全與

福祉

確保臨床研究數據
的可信度

確保受試者的因試
驗獲得最佳利益

(科學性)



赫爾辛基宣言
1964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 世界醫學會在芬蘭赫爾辛基提出醫師進行人體試驗
的建議除強調除紐倫堡守則外，加上兩個要點：

• 1) 受試者利益高於社會利益.• 1) 受試者利益高於社會利益.

• 2) 每位受試者都應得到已知者中最好的治療或照顧.

為了進⼀步提高風險利益比，研究人員應該
設法改善或增加受試者從研究獲得的健康益處。



知情同意的要素
Elements of Informed Consent

• Competence 權限 (有權利之決定者)

• Disclosure 透露 (公開資訊)• Disclosure 透露 (公開資訊)

• Understanding 理解 (了解內容)

• Voluntariness 自願 (沒有脅迫或引誘)



尊重受試者人格
Respect for potential and enrolled subjects 

• 尊重他們的隱私，並保持他們的私人資料保密

• 尊重他們改變主意的權利，可自⾏決定該研究不符
合他們的利益而撤回，無需負擔罰責合他們的利益而撤回，無需負擔罰責

• 如果遇到的不良反應、不預期的不幸事件或改變臨
床狀態，確保受試者可接受適當的治療，必要時將
他們移出研究

• 通知受試者在研究過程中的新發現或與其相關的重
要結果，這可能會改變他們參與的風險與利益評估



完善的試驗退出機制與保險

• 除受試者發生試驗計畫中規定之退出條件外，受試
者基於自主原則可以無條件退出試驗，試驗相關人
員無任何權利可反對或阻止，亦不應影響受試者後
續治療。

• 試驗內容須記載相關損害發生時，受試者可得到之
賠償或治療。

• 任何試驗之進⾏前需有適當之保險，若試驗之進⾏
仍造成受試者之傷害，則需給予相當之保險補償。



試驗執行人員
• 所有臨床試驗之相關人員，必須持續接受相關

醫學知識及倫理觀念之訓練，以確保人員有足
夠之能力及資格進⾏試驗。

• 所有人體試驗資料應予紀錄、處理、建檔及存
檔管理，以供確實報告、呈現及確認。

• 應保護受試者身分的機密性，符合相關法規對
隱私及機密之規定。



試驗的確實執行及密切監控

• 所有試驗進⾏之重要相關流程，皆訂定標準作業
流程（SOPs）並依此嚴格執⾏，且臨床試驗人員
將和醫療照護團隊合作⽤心觀察受試者之狀態。

• 試驗藥品的製造、處理及貯存應符合藥品優良製
造規範。

• 若試驗中受試者出現不良事件或嚴重不良事件時，
在規定時限內進⾏通報，並依試驗規定處理或退
出試驗。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Definition of ICH-GCP

“ a standard for the design, conduct,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uditing, recording, analyses, and reporting 
of clinical trials that provides assurance that the data 
and reported results are credible and accurate, and that 
the rights, integrit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trial subjects the rights, integrit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trial subjects 
are protected.”    (ICH GCP) 

• 臨床試驗之設計、執⾏、監測、稽核、記錄
、分析、報告的準則，可確保數據與所報告的
結果為可信與正確的，受試者的權利、完整性
與身分機密均被保護。



總 結

• 臨床試驗是醫療進步必經的重要步驟，也
是將科學成果實踐於人類的最佳方式

• 臨床試驗的設計及執⾏的重點• 臨床試驗的設計及執⾏的重點
• 可信的臨床試驗的過程與結果 (科學)

• 數據與所報告的結果為可信與正確的 (臨床試驗之設計、執⾏、監
測、稽核、記錄、分析、報告)

• 保障受試者之人權 (倫理)

• 受試者的權利、完整性與身分機密均被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