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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監督實驗動物使用的道德審查機構（Ethical Review Bodies，ERB）的參與

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普遍做法，有些國家則是主管機構的法規要求。在臺灣，

動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設置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以督導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即是同樣的

角色及功能。 

我國實驗動物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2018年4月24日公告修訂「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二、三、四條（請參閱附件

1-1），提供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IACUC）成員人數上更大彈性，並要求應包括獸醫師及非隸屬

於該機構之人士（以下簡稱外部委員）各一人以上。明定機構 IACUC 委員至

少有一名來自外部的非科學背景成員，以表達社會大眾對於適當管理和使用動

物的關注。 

在配套作為部份，農業委員會於2019年補助中華實驗動物學會辦理「動物

保護管理制度國際研討會」，主要針對IACUC職能-動物實驗申請書的審查部

份，邀請動物保護發展歷程將近200年的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RSPCA）實驗動物部主任Dr. 

Penny Hawkins及國際事務部總監Paul Littlefair來台，7月24日台北場於輔仁大

學、7月26日高雄場於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各進行1天的IACUC外部委員研討會

（教育訓練）。主要的內容包括：（1）外部IACUC委員的角色與職責-如何以

公眾人士的角度，表達社會大眾對適當管理和使用動物的關注。（2）動物使用

倫理。（3）計畫書審查-動物福祉3R方案的考量，非科學領域的外部IACUC委

員雖然對實驗研究內容不專業，但該如何問問題。（4）統計與回溯-以實驗目

的分類統計的意義。（5）個案討論：損害-利益評估。Dr. Penny利用魔術方塊

的概念來協助學員去思考相對的問題，協助IACUC委員判斷是否同意這樣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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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實驗申請審查。2場次共148名學員的研討會，學員反應相當正面與熱絡，希

望持續辦理相關課程，以不同的面向協助IACUC審查。 

2020年農業委員會持續補助中華實驗動物學會研析國際上動物試驗之損害-

利益評估規範及危害分級規範，冀望導入國際觀點，學習國際上對於動物保護

議題發展的經驗，以接軌國際潮流。此外亦須調合目前我國實驗動物科學應用

的發展進度，編撰我國IACUC計畫書審查評估案例，建立動物科學應用3R精神

之教材，以利強化我國各機構 IACUC委員之專業能力，落實機構內部自主管理

之制度，並強化外部機關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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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上動物實驗損害利益評估的最新概念 

國際上在研究中使用動物有關的協定、法規和準則不斷增加，並強調了這

種使用動物進行實驗是社會賦予研究界的特權，須說明在必要使用動物的條件

下應有促進科學進步，並符合原則性和有效的動物福祉程序。 

決策者通常會通過法規接受動物在研究中的使用，其依據是對損害－利益

評估（Harm–Benefit Analysis，以下簡稱HBA）進行此類使用的假設。歐盟指令

2010/63的規定和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南第8版（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8th edition）（以下稱為NRC指南）中

描述了接受此架構，使用動物時應滿足3R原則的要求，並對每個計畫的成果將

有助於最終產生利益並提供維持或增強人類和動物前景的核心科學資訊（促進

生命以及保護地球的生態系統）的可能性做出一些判斷。 

NRC指南中隱含了涉及動物的生物醫學研究原理，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

及認證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International，AAALAC International）已將其期望傳達給所有參加

認證的機構，至少應在某些情況下執行基於EU指令的HBA，並在NRC指南中強

調 “ IACUC必須針對潛在的動物福祉問題與研究的好處進行權衡”。 

歐盟指令2010/63以及有178個國家參加了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法文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épizooties，以下簡稱

OIE）的世界代表大會，該大會最近修訂了《陸生動物衛生法（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TAHC）》，將第7.8節（在研究和教育中使用動物）納入

第7章（動物福祉）下。第7.8節強調了HBA的重要性，並期望通過協議將HBA

納入簽署國的國家準則中，儘管沒有法律強制要求他們這樣做。歐洲科學基金

會在政策文件中明確指出，動物的使用必須基於HBA。此外，國際醫學科學組

織理事會（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CIOMS）

〔由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教科文組織（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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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以及170個

其他國際科學組織贊助〕，以及與其有伙伴關係的國際實驗動物科學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ICLAS）最近修訂了《涉

及動物的生物醫學研究國際指導原則（International Guiding Principl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Animals）》，儘管該文件也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但它可以作為一種廣泛使用的有影響力的參考書，加強了HBA方法在動物科學

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全球統一規範。 

美國和歐洲都指定了職責單位〔機構/區域/國家動物倫理委員會（Animal 

Ethics Committee，AEC）或機構動物照護和使用委員會（IACUC）〕，並由他

們負責實驗動物計畫的評估，包括HBA。 

HBA基於一種道德立場，該道德立場要求計畫和執行涉及研究動物的每項

科學工作，以使對動物的損害最小化，並最大程度地提高動物實驗的潛在利

益。 

在研究中使用動物會引起關於損害、研究目標和受益對象的倫理問題。動

物實驗提供了其他方法無法實現的基本知識，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些動物

來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對人類、其他動物或環境的利益。動物實驗的歷史性成功

不足以證明動物的持續使用是正確的，因為科學在不斷發展，並且可以使用替

代方法，因此，不能合理地將動物實驗做為唯一的理由而成為普遍性法律或廣

泛接受的工具。大部份的動物實驗都可能造成動物的損害，科學界和公眾都希

望對特定病例進行某種評估，因此，逐案評估是常見的做法，不僅因為它以法

規和指導方針為基礎。人們對HBA原理的理解可能仍然存在差異，因此可能會

對它們的應用方式有所不同，但無論他們是否贊成特定類型的動物實驗，人們

在決策中運用損益-利益評估的訊息仍大有幫助。 

美國實驗動物科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AALAS）與歐洲實驗動物科學協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European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Associations，FELASA）的工作小組，關於損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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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目的是促進人們對HBA的原理和方法的共識，這是HBA的重要組成部

分，這些共同的理解和實踐也可能建立起對動物研究數據交換與合作的信心。 

 

一、損害 

上述工作小組於2016年在Laboratory Animals發表了工作報告，內容審視了

有關動物中HBA的現有文獻以及有關損害（harms）主題的關鍵文件，確定了可

能損害動物並與考慮損害有關的不同領域或因素，包括了動物福祉的損害

（animal welfare harms）、動物權的損害（animal rights harm）、對於實驗數據

質量的損害（quality harms）等層面。 

痛苦的手術造成的損害一直是反對活體試驗專家的主要關切重點，也是動

物實驗公眾輿論中的主要關切之一；疼痛和損害性生理過程的其他影響也可能

對研究和數據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但是，臨床進展越來越多地通過使用適

當的麻醉藥和鎮痛藥來很好地控制疼痛和損害感受。儘管相關且重要，但疼痛

並不是唯一的潛在損害源。其他因素也可能通過引起痛苦和困擾而對動物的健

康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有必要將其納入HBA討論中。 

五大自由：「1.免受飢餓及營養不良的自由。2.免於因環境而承受痛苦的自

由。3.免受痛苦及傷病的自由。4.表達天性的自由。5.免受恐懼的自由。」從更

廣泛的角度涵蓋了對動物的影響，這些影響與現代法規、準則和非專業人士的

觀點更為一致，而不僅僅是考慮痛苦。Mellor & Reid（1994）利用通過對這五

大自由的區分來進行研究動物的損害程度而著稱。這些不僅包括由疼痛引起的

損害，還包括任何可能損害動物福祉的方面，包括表達正常行為的機會。損害

和疾病是與許多動物實驗相關的固有損害因素，這些負面影響通常可以通過不

同的改進措施來最小化或控制，這些改進措施可以減輕對動物的負面影響，例

如在疼痛的情況下使用止痛藥。 

實驗條件也會給動物帶來恐懼、焦慮和困擾，也是合法的損害因素。僅執

行輕微操作（minor procedures）就不會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但是，如果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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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操作，或者該過程持續較長時間或在動物的整個生命週期的大部分時間內

進行，則總負擔必須視為對動物有害。此類損害因素的例子包括頻繁運輸，社

交動物的單獨飼育可能會阻礙動物表達正常行為的能力，短距離運輸動物本身

並不被認為是主要的影響，但是動物需要不斷適應新位置的頻繁運輸所帶來的

壓力。動物需要時間休息並表現出正常的行為，而頻繁進行的操作可能會干擾

這一點。如果長時間重複操作或將許多動物壓縮到較短的時間間隔，則造成中

等程度負面影響的個別程序可能會對動物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的持

續時間（佔動物壽命的一部分）是此討論中的另一個相關領域。累積損害反映

了動物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總體負面影響。損害也被定義為損害的可能性和嚴

重程度的乘積。 

動物飼育環境和提供照護也會有影響，飼育設施必須適合動物的需要，並

且設施必須妥善管理，以免對動物造成損害。如果負責的工作人員沒有適當的

資格，諸如日常處理和照護之類的簡單事情可能會造成損害。例如，處理魚類

通常包括將其從正常棲息地的水中撈出，因缺水會危及生命，給魚類造成嚴重

壓力。照護質量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動物設施工作人員的能力，包括其知

識、經驗、技能和動力。他們認識到對動物有負面影響的任何跡象的能力以及

採取糾正措施的能力，將對動物在實驗中的經歷產生重大影響。照護的概念不

僅僅是避免損害，良好的動物照護還包括優化動物福祉的積極行動，因為減少

福祉是一種損害。 

到目前為止，提及的所有損害因素均取決於動物的知覺程度。一些動物被

認為比其他動物更有知覺，這使得動物的物種在評估損害時成為相關因素。根

據3R原則，替代可以是“用低意識的動物代替有高意識的活體動物”。 

關於“有意識的高等動物活體”的定義正在不斷發展並引起爭議，這使得

人們可以將其與關於物種主義的討論進行比較。 

我們對遭受損害有意識物種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該物種的了

解。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被認為是“有意識的高等動物”，某些群體需要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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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歐盟指令第8條明確提及使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進行實驗比使用其他物種

更具損害性。這種立場是可以討論，因為某些物種比其他物種更容易適應人類

接觸和實驗條件。 

使用某些轉基因動物模型時，有些疾病的遺傳易感性加劇，並通過發展慢

性衰弱或破壞性疾病使動物處於受損害的危險中，即使在表型發展的早期階段

疼痛不是主要問題，也可能給動物帶來很多困擾。 

動物使用數量也被列為損害的一個層面。但是，減量原則或將損害限制在

一定範圍之內，有時可能與精緻化工作背道而馳。精緻化可降低損害，但有可

能讓涉及的動物數量更多。實驗方法涉及對許多動物造成累積性輕度損害，而

不是對少數動物造成更嚴重的損害，這產生了道德上的困境，值得深思熟慮的

評估和解決。 

專業的實驗動物相關協會已經在其出版物中談到了認識損害和追求減少損

害的重要性。FELASA工作組已廣泛記錄了不同的實驗程序，並評估了這些實

驗程序如何影響動物的健康。AALAS的兩份立場文件也討論了與明智使用動物

有關的損害和損害減少，但是這些資料都沒有為HBA的計算提供指導。 

與動物研究目的、成功潛力、實驗設計和結果公佈的缺乏等有關的因素也

被提及是損害因素。劣質設計本身對動物的損害高於良好的實驗設計，進行不

太可能產生有價值資訊的劣質實驗是對動物的不負責任使用，而與動物是否遭

受嚴重損害無關。質量低劣的研究如果產生誤導性結果，可能會造成損害。在

Bateson多維數據集模型中，實驗設計品質以單獨的區域或維度來表示，獨立於

損害和利益，強調了此因素的重要性。 

從上面的討論中，可能很難比較不同損害因素之間的情況，例如比較一個

社群物種中麻醉下進行的小手術與單獨飼育的環境。因此，評估不同損害的整

體方法，可以利用評分表將損害的嚴重等級進行衡量。 

零（0）損害的基準線被模糊地描述，在歐洲可以近似等同於與針頭注射相

當的任何程序。有些學者為每個損害區域定義了類別，並在此基礎上為實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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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累積/總體嚴重性/損害評分。其他人使用過程示例描述了不同的類別。 

歐盟指令2010/63要求根據動物研究的損害程度對實驗進行分類，以確保科

學對公眾負責。歐盟委員會的一個專家工作小組已經確定了四個類別，即終點

（terminal）、輕度（mild）、中度（moderate）和重度（severe），提供了分類

指南，並提供如何應用分類方案的具體示例。重度的實驗包括對動物造成嚴重

影響的實驗，或影響時間很長的中等損害實驗。受嚴重影響的動物可能會遭受

毀滅性疾病甚至死亡，這是潛在的實驗結果。美國農業部（USDA）根據動物

是否遭受疼痛或痛苦而進行分類，例如疼痛或痛苦可以通過藥理學干預緩解；

或者，最嚴重的類別是動物遭受疼痛或痛苦的實驗，但由於科學上的必要性而

無法進行干預。美國農業部（USDA）的疼痛/痛苦類別的文檔還包含有關如何

對特定實驗進行分類的指南。 

一般而言，只要實驗計畫中包含動物研究中所用程序的所有必要細節，對

動物的損害通常是可以預測的。基於這些程序如何影響動物的知識，可以對損

害進行前瞻性評估，並可以採取減少或消除損害的措施（即改進措施）。但

是，有時會發生無法預測的實驗結果，對實驗的回顧性審查可以揭露有用的資

訊，以幫助後續計畫進行類似類型的實驗，從而避免或減少有害環境。 

動物實驗的嚴重性分類有助於在計畫審閱的負責任表現。如前所述，頻繁

重複的輕度操作可能也會干擾動物執行正常行為或在操作之間恢復的能力。因

此，程序的頻率是相關的，可以使用活動圖表來記錄沿時間軸的動物的所有程

序概述。 

歐洲針對動物實驗的新報告系統包括實驗分類。包括提供了嚴重性分類，

日常評估和實際嚴重性評估過程的說明性示例，以監控實驗過程做為精緻化的

一種方式。精緻化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涉及技術和見解，與簡單的報告所用動

物數量的減少措施相比，這種技術見解不易向非專業民眾傳達。 

對實驗的損害和利益指標進行分類或量化是與公眾交流在研究中如何使用

動物是一種可能的方式。公眾通常專注於被認為具有嚴重損害的動物研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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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過成功實施精緻化策略，大多數實驗很可能被歸類為中度或輕度損害類

別，以避免成為重度損害的動物實驗。 

 

二、利益 

工作小組本次審視鑑別的利益（benefits）可以分為三個主要層面：科學質

量（quality dimension）、希望或潛在結果（promise dimension）以及實際結果

（actual benefit dimension）。 

科學和社會已經通過法規接受了將動物用作人類的實驗品和作為對社會有

益的各種科學努力的基礎研究課題，特別是在改善人類健康、獸醫、安全檢測

和發展科學知識方面；還提出了將動物用於教育目的的問題，並且關於經濟利

益是否可以合理地使用動物的討論也已經提出。 

在歐洲，依據一致同意的動物實驗指導原則，必須在針對公眾的計畫摘要

中描述潛在的利益。在美國，可以通過NRC指南中描述的方案審查清單和美國

政府用於測試、研究和訓練的脊椎動物使用和照護原則（Principle II of the US 

Government Principles for the Utilization and Care of Vertebrate Animals Used in 

Testing, Research and Training）來獲得類似的規定。研究人員需要解釋從研究動

物中獲得的潛在利益。 

歸為“未來承諾”的利益可能永遠無法實現，因此很難準確地描述它們。

建議將“什麼、誰、如何以及何時（What, who, how and when）”作為關鍵問

題，以更好地解決預期的利益。 

歷史上，在基本生物學/疾病機制研究、產品安全性評估和新療法的開發

中，動物一直被用作人類的模型；它們還經常用於環境/生態科學，農業/生產提

高研究以及作為非人類物種疾病研究的模型；這些都是利益的例子，這些利益

賦予需要在動物科學用途中使用動物的個人、團體或整個社會帶來好處。這種

性質的主要利益將包括知識本身的內在價值，以及知識在直接對人類和其他物

種或全球環境有益並維持生命質量和多樣性的應用中的相關性。主要利益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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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還包括針對患者的癌症治療與潛在改善方案的影響。在某些例子中，物種的

基礎研究可以擴展到生物分類相似的無脊椎動物，在歐洲，對頭足類動物（如

烏賊和章魚）的保護就是一個例子，它基於對該物種的研究以及科學家的建

議。在這種情況下，利益適用於“頭足綱”類（軟體動物）作為一個整體，而

不是針對單個研究動物。 

一些實驗可能具有適用於多個領域的利益，例如旨在提高農業效率的實驗

可以將經濟利益作為主要目標或利益。不過，根據Mellor的說法，不應僅將經

濟利益作為動物實驗的依據，尤其是當牠們造成很大危害時。然而，通過降低

生產成本為農民帶來的經濟利益可以與通過減少污染或通過更有效地利用商品

來為環境帶來好處，並可以改善所涉物種的健康和福祉。在某些情況下，此類

研究可以為處於研究中的實際動物帶來好處，因為它們可以為他們提供改善的

條件以保持良好的健康和福祉，並且從這些研究中獲得的知識可能使參與該養

殖的農民和利益相關者受益行業。 

有時次要利益不一定得依賴於動物實驗模型才能得出有效的數據，尤其在

缺乏令人信服的潛在科學理由的情況下，這些利益不應作為動物實驗模型而造

成損害的充分理由。經濟利益是次要利益的一個例子，這不僅涉及單一研究人

員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涉及對商業化或利用科學發現的產業周圍社區的經濟利

益。例如，在上述癌症治療方案中，重大的次要利益是新療法對醫療保健系統

造成的成本降低（與成本超支相比）的結果，和/或家庭收入者或家庭的健康改

善所帶來的家庭和社會利益一般的勞動力。同樣，從動物研究中獲得的商業潛

力可以產生可用於改善許多人或動物生活的產品，從而進一步增加利益。 

“更廣泛的利益”一詞也曾用於此類次要利益。具有高價值研究成果的潛

力（研究質量因子）和研究成功的可能性（成就因子的可能性）已被作為評估

利益的評估領域。利益的可能性將取決於研究計畫在實驗設計、數據獲取以及

數據影響或應用方面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次要利益的其他例子包括與生產科學努力或職業前景有關的組織聲譽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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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成功、職業能力的提高、賺錢的能力，以及因此給單一科學家及其支持人

員需求帶來的家庭利益。次要利益還可以包括通過社群組織、科學家和支持人

員做出的經濟、教育、社會及其他貢獻，為更廣泛的社群（城市、地區或國

家）增加利益。在追求以動物為基礎的科學分支（這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的

過程中，人們對知識領域的認可度不斷提高，我們創造性的想像力、理性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的運用，也是次要利益的例子。 

參與科學研究的人意識到實驗風險，他們提供了知情同意書，可以繼續進

行實驗的知識，讓他們以及其他處於研究中的疾病或其他物種的人將從研究結

果中受益。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受試者無法給出知情同意，例如在兒科、老

年癡呆症等方面的研究。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風險均由代理人（父母、監護人

或委員會）評估，由代理人對其做出決定代表。動物不能提供類似的知情同意

書，因此，責任實體必須確保考慮到動物利益。參加針對自然發生疾病的臨床

治療試驗的動物可能會從參加研究的受試者中直接受益。這可能是由於我們提

高了選擇具有相關臨床疾病的獸醫患者以進行原理研究證明的診斷能力，以及

我們越來越有能力確定有希望的分子靶標並評估非動物系統干預措施的安全性

而導致的。以這種方式受益的獸醫患者的最新實例包括通過分子標記物發展的

犬癌治療和在人類腫瘤和囓齒動物模型中的途徑研究，以及通過在囓齒動物和

其他模型系統中研究而開發的伴侶動物的再生幹細胞療法。 

毫無疑問，我們通過動物和非動物模型系統化地對疾病的遺傳和分子基礎

以及治療反應的理解的迅速積累，進而使更多的動物通過將來作為研究對象的

參與而直接受益，因為我們提高了對疾病的認識，進而招募合適的目標人群進

行研究。 

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動物在歷史上曾被使用過，並將繼續用於研究、

教育和測試應用中，作為另一物種的代理，並且沒有立即獲得直接利益，或是

獲得對該物種的未來利益。 

如上所述，在某些情況下，動物在未經知情同意的情況下參與了類似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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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研究計畫，這些研究闡明了新療法是否可以作為促進臨床患者直接利益。

隨著分子醫學和個性化醫學的不斷發展，這種類型的研究動物利用可能會越來

越普遍。 

一些學者將提高質量、潛力、實驗設計和發布相關的因素定義為受益因

素，而這些方面的不良表現可能會導致結果不可靠或缺乏成果數據傳播管道，

從而降低了獲得任何利益的可能性，如果沒有計畫結果傳播的規劃，那麼實現

或影響研究的可能性就很小。 

工作小組根據文獻回顧發現，與損害相比，利益在分類上或在操作上加強

利益的方法方面定義得不太明確。自1959年以來，3R一直是減少損害的可操作

算法；而在利益計算方面，雖然我們一直都知道科學實驗的質量絕對是影響利

益的一個因素，精心設計的實驗是可靠資訊的基本標準，並且可以確實產生利

益，但以系統的方式執行HBA從而定義和描述利益卻不是常見的做法。例如通

過對動物的訓練或安全性測試獲得技能等，是可以直接應用的利益；但是，在

許多情況下，依3R原則可以使用其他替代方法，因此使用動物是不合理。不管

實現預期的利益還是潛在的利益，大多數人都認為實驗有助於增加知識和對現

象的理解，那麼問題是這種知識是否如此重要以至於有理由使用動物。 

 

三、損害利益評估模型的衡量與比較 

在前面的部分，工作小組定義和描述了損害和利益的當前概念和要素，

HBA還包括比較和衡量損害和利益的系統方法。在所回顧的文獻中，存在將這

些參數歸類為損害利益評估中要解決的屬性或問題列表的系統組合。 

下列簡要說明各類模型，並於表2-3歸納各種模型及其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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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類別法（Categories） 

一些學者描述了有用的關鍵字清單或關鍵問題清單，將這些清單根據認為

有益於納入HBA發展的損害或利益進行了分類。學者通常詳細地列出損害而不

是利益的清單，並且大多數學者同意疼痛、損害或疾病以及恐懼、焦慮或困擾

是重要的損害因素。所用動物的數量、飼育環境的不利變化、正常行為的障

礙、研究的持續時間、物種、死亡的預期等，在各文獻敘述中也是經常被提到

的損害因素。 

2. 演算法（Algorithms） 

演算法是計算或其他問題解決操作中要遵循的過程或一組規則。理想情況

下，演算法應在所有情況下均適用，並在每種情況下均提供“正確”的解決方

案。  

Stafleu等人（1999）提出了一套複雜的公式來計算損害和利益的得分，這

項研究提供一套公式，以系統的方式提供更完整的損害利益評分模型，將損害

利益描述為分數或總和的數學模型，以說明HBA關於衡量損害和利益的概念，

從而與其他研究區分開來。但是，這些模型沒有提供有關如何估計損害和利益

大小的算法。由於沒有通用的“貨幣（價值）”或彙總指標能以比較大小的方

式反映出損害和利益，因此其他人更喜歡使用字母的非數字量表，以避免明顯

而誤導性的算術評估精度。其他學者不贊成數學模型，因為它們給人以客觀準

確性的錯誤印象。 

Mellor（2004）強調不能將損害利益評估簡化為算術練習。Mellor（1994；

2004）在模型中，損害使用字母（O、A、B、C和X，其中X是最嚴重的類別）

而不是數字進行分類。這樣做是有意避免使用算術得出結論的任何誘惑。

Mellor 模型是根據實驗對五大自由各個維度的影響進行評估，針對每個領域的

最大預期折衷被用作最終成績。Mellor 區分主要（或直接）利益和次要（或間

接）利益。A級可以通過主要和次要利益來證明，而B、C和X只能通過主要直

接利益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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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phic representations（圖示法） 

圖示法可幫助審閱者使用圖形插圖（例如圖形或圖表）可視化損害與利益

之間的關係，這歸功於Bateson在1986年首次發表的有關在動物研究中進行一般

性HBA的實用方法報告，根據他的研究，HBA的作用首次出現在1986年的《英

國動物科學程序法（UK Animal Scientific Procedures Act in 1986）》的國家指導

文件中。 

英國隨後將對HBA的要求納入了道德審查流程，此後包括挪威、巴西、坦

桑尼亞和澳大利亞在內的其他幾個國家也採用了類似的規定。 

Bateson square是一個沿兩個軸表示損害和利益的示例，以常見的交通信號

燈顏色表示有利/不利狀態的程度：綠色表示可接受；黃色表示關注；紅色表示

停止。Bateson還介紹了以研究質量作為第三維度（z軸）的因素，進而形成3D

立體模型，可以使用更複雜的圖形（例如流程圖和決策樹）來包含更大的範

圍。但是，一旦模型變得過於複雜，它就會失去其作為簡單圖形表示的功能。 

歐洲委員會計畫評估和回顧性評估的專家工作小組開發了一個經過修改的

Bateson cube。Bout等人（2014）提出了基於Bateson的精確模型，該模型已用於

荷蘭的HBA。Bateson的圖示模型因其具有教育意義的價值而得到廣泛認可，以

闡明HBA的概念。它們是規範性的，說明應該拒絕高損害和低利益的計畫。 

但是，它們不一定是可操作的，因此它們不能始終有效地應用於監督機構

通常遇到的挑戰性情況。為此，必須明確定義不同的類別和比例，以便在圖形

模型中正確表示輸入資訊。除Bateson外，其他幾位學者還討論了動物研究中

HBA的過程，提供了廣泛的有用建議，以幫助他們構建自己的HBA系統方法。 

4.面向流程法（Process-oriented models） 

儘管以上模型著重於對HBA進行分類和呈現的不同方式，但面向過程的模

型或順序問題模型則著重於如何獲取和評估資訊的過程。這也包括參與該過程

的人員的能力。 

在圖2-3中，描述了一個列表步驟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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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面向流程法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面向流程的模型是通用的，圍繞HBA流程構建。他們維護如何表達不同的

意見並質疑評估的方法和質量。面向過程的模型不提供有關使用哪種模型的答

案，也不提供解決方案的結論。 

表2-3 損害利益評估（HBA）不同模型的優缺點摘要 

 優點 缺點 

類別法 

Categories 

類別對於簡化複雜的圖

片很有用。識別嚴重的

類別並採取行動避免它

們。 

類別並不適合所有情

況。 

演算法 

Algorithms 

演算法有助於指導決

策。 

道德困境不能也不應該

通過算術解決。 

圖示法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圖形表示法在可視化損

害與利益之間的關係及

其概念方面具有教學價

值。 

取決於類別的定義。無

法運作。 

面向流程法 

Process-oriented models 

面向流程的模型構建了

HBA流程，如何平衡評

估的不同意見和問題質

量。 

通用。 

沒有提供要使用哪種模

型的答案或解決方案的

結論。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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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討論 

將實驗依損害的嚴重性進行分類有助於識別需要額外關注或投入資源的實

驗，相關的分類系統已在歐洲和美國發展。造成嚴重損害的實驗需要進行仔細

評估，並結合適當的改進措施，例如選擇令人滿意的替代實驗參數、及早干預

以及其他更人道的終點。這樣的改進還可以用作將特定實驗從嚴重類別降級為

中度或輕度類別的手段，其主要目標是在所有情況下將損害最小化。 

將實驗依損害的嚴重性進行分類還有助於交流有關如何以透明方式進行

HBA和評估的資訊。通常，大多數模型依賴於明確定義的損害類別，是指能夠

比較損害的嚴重性等級。即使嚴重性類別定義明確，在估計損害程度時仍會保

持複雜性。 

負責進行HBA的權責單位可預期的會定期遇到困境。例如，許多研究的前

瞻性分析將涉及基於相似病例或來自文獻或同事的資訊來估計損害，而這種估

計可能無法充分預測結果。此外，隨著時間及案件的累積，可能傾向於使用慣

例或通用分類系統而不是評估每個特定案例行評估，此時權責單位則必須注意

每項已批准研究/程序的潛在變化，以確保在動物福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迅速採

取糾正措施。 

例如，一項被歸類為嚴重高，但由高等技術專家進行高侵入性程序（外科

手術）的研究可能損害較小且完全被允許，但如果由技術水平較低的人員進行

的中度嚴重程序可能對實驗動物有害。另一個例子是傳染病領域使用標準化的

感染模式，其中傳染劑的劑量、所用特定藥劑的致病性、飼育環境的條件和相

關的治療方法可能對動物福祉產生深遠影響。 

這些區別值得在HBA中進行仔細審視。此外，它們還用來強調應始終將預

期的HBA與追溯執行的實際HBA進行核對，以幫助權責單位未來決策的參考。 

使用的物種也被認為是損害因素。即使使用同一動物門（脊椎動物），使

用某些動物物種進行的實驗也被認為比其他物種更具損害性。歐盟指令第8條對

使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有一些特殊限制。Russell & Burch（1959）還強調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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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較少感知動物作為替代的重要性。廣泛的研究表明，在系統發育上較低的動

物較具有社會性、溝通性和協作系統。有些人認為魚類是較不敏感的動物，斑

馬魚已被用作人類疾病研究中哺乳動物的替代模型。但是，近年在國際科學計

畫中與魚類使用相關的福祉已成為一個新興問題。頭足類動物是最近被新歐盟

指令包括並受其保護的一組動物。對這些動物的研究發現，牠們不僅會感到疼

痛，而且還具有類似於高等脊椎動物所公認的認知能力。 

損害與有感覺的動物或會經歷疼痛的動物有關。修飾動物的基因組是否是

損害因素，取決於辯論者的道德立場。動物福祉倡導者認為只要修飾基因導致

其有損害的表現就是有害的。丹麥的一項調查顯示，有15％的轉基因動物品系

出現嚴重不適，64％沒有不適感。 

承受能力是一個相關的損害因素，但是“承受痛苦的能力”需要意識才能

體驗到損害；這意味著損害僅與自主生存的動物有關，而與細胞或胚胎無關。

基因技術的進步通過促進新異種特性的融合而產生了新的倫理困境，從而導致

了操縱物種遺傳在自然歷史中未知的潛在有害表現方式；在這些情況下，可能

需要考慮操縱物種遺傳的意識水平在損害表現形式的損害影響。重要的是要認

識到，研究人員的看法與公眾對道德相關問題的看法之間可能存在衝突。 

由於損害是實驗計畫的過程或結果，因此通常可以事先進行估計，進而為

實施損害控制措施（即改進措施）提供了一個內在的機會。相比之下，利益的

定義較不容易，利益沒有明確的等級劃分，但對於人類的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等

嚴重疾病研究的健康利益的支持，相對高於與經濟利益或與改善虛榮產品的相

關利益。調查顯示，在不太嚴重的疾病或生活方式疾病（例如肥胖症）上取得

進展的利益也受到較少的支持。 

但是，公眾輿論通常是基於疾病因素和疾病之間因果關係的簡化圖，而不

是反映例如肥胖等某些疾病背後的實際複雜性。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人員將面

臨挑戰，必須非常清楚地說明他們希望通過使用動物來實現什麼，以及為什麼

替代方法不能提供同樣有效的訊息，而在進行癌症研究時更容易推銷這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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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即使很難權衡不同目的的利益，Stafleu等人（1999） 已經嘗試在其HBA模

型中納入利益的權衡。。 

特定計畫的利益取決於內部因素，例如科學和技術質量。實際利益還取決

於外部因素，例如數據對立即應用或商業化的有用性，或者取決於社會最終認

為有價值的科學工作未來性。儘管在很多情況下，研究人員認為可以實現高價

值的利益，但對於未知的預期實驗結果的利益卻更為普遍。雖然損害是直接

的，但利益的確定性可能是不可預測的和無形的。在歐盟指令中，在研究、教

育、測試和疾病診斷結果的潛在利益，只有在沒有其他替代動物可使用的條件

下，才可以批准使用動物。基礎研究的直接結果和適用性存在固有的不確定

性，無法使用替代方法可靠地研究未知或僅部分表徵的基本機轉及原理。 

儘管基礎研究在直接利益方面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但我們有著悠久的經

驗，表明基礎研究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在技術進步方面的發展是有益的。對於例

行測試和教育活動，可以使用許多替代方法，並且似乎正在不斷發展。而且，

在教育應用中使用動物的準則長期以來一直規定，不應僅基於教育或指導活動

的目的而造成損害。學習成果和提高技能是在活體動物中進行操作的直接好

處，但是與基礎研究相比，將動物用於訓練目的可以更容易地被其他方式替

代。 

權責單位在強調損害，特別是減少損害，似乎比考慮利益要強得多。在

2010年FELASA會議上對研討會參與者的調查中，90％同意或強烈同意3R實施

是一個基本的道德問題，但是只有16％的受訪者認為3R是同等的，而大多數

（81％）同意精緻化是最受關注的R。另外，90％同意或強烈同意對動物的損

害是道德評估中的一個基本問題，71％同意或強烈同意對人類的好處是道德評

估中的一個基本問題，75％認為損害與利益評估很重要，只有38％的人認為人

類在研究中使用動物的權利是道德評估討論的主要內容。在這一研究對象中，

只有15％的受訪者認為哲學問題是倫理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他研究報告指

出在批准動物研究中，討論幾乎單方面地集中在細節和技術上，而不是整體上



20 

 

的道德判斷。 

動物倫理審查機構對損害的關注可能是因為基於上述原因，損害似乎更容

易評估。但是，這也可能是由典型的動物倫理審查機構的組成來解釋的，這些

機構在考慮技術和損害問題時具有更大的能力並且更加容易。 

利益評估通常由基金會執行，這些基金會與職責單位在不相連的單獨領域

中運作。這兩個部門分別對損害與利益的評估可能會改變HBA的價值和結果。 

對動物研究的HBA利益的考慮與人類臨床試驗的HBA利益的考慮具有某些

不同的特徵。在動物實驗中，利益似乎最難評估，而在人類臨床研究中，損害

被認為是難度更大的部分；這可能是因為在臨床前測試中消除了對人類參與者

的某些不確定性風險，並且詳細審查了殘留損害的可能性，再者參與者有可能

會從新藥或治療方案中受益。 

討論損害的專業術語已經很成熟，例如3R、嚴重性等級、精緻化，減少損

害、人道終點都是討論損害時使用的表述，尤其是在最小化損害方面；但在利

益方面的討論似乎沒有類似的術語，利益的討論更為籠統，即某些群體或特定

目的的利益，而不是增加利益的行動。工作小組認為，這需要利益相關者以更

明確的措辭發展來突出其動物實驗的預期利益。 

目前已經提出了幾種對損害、利益進行評估的模型以及如何衡量這些損害

的算法。這些模型都依賴某種分類，以將複雜的圖片簡化為定義的單位，這些

單位可以用作所選模型中的輸入資訊，如資訊質量、考量所分析的每個提案的

獨特價值、道德敏感性和職責單位的關注。簡化也可能有利於常規化培養道德

詞彙和與行動結果之間的距離。 

HBA取決於實驗計畫的內容，並且內容隨時間而變化。例如，75年前對動

物進行懷孕測試（1939年Friedman開發的兔子試驗），讓婦女知道自己是否懷

孕是有利益的。如今，用於妊娠檢測的體外試劑盒價格便宜，並且在商業上容

易獲得，女性可以自己進行檢測。因此，即使知道婦女是否懷孕仍然對婦女有

利，但由於已經開發出替代方法，因此在道德上不再允許將動物用於妊娠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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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在什麼情況下以這種方式進行此程序在今天被認為可以接受？損害利益評

估取決於替代方法的背景和可用性，這種替代方法應在損害利益評估中花大力

氣之前儘早加以檢驗。過去的決策不能優先於未來的決策，因為隨著研究和技

術的發展，技術解決方案以及需要回答的研究問題將發生變化。為了對動物實

驗進行倫理評估，進行動物實驗的環境總是很重要的。 

一些動物倫理委員會（AEC）成員表示，他們一直在進行損害利益評估，

而其他成員則表示擔心，HBA是新事物，並且改變了AEC的作用。儘管已經知

道諸如Bateson cube之類的用於說明損害利益概念的模型，但是只要這些模型對

如何放入模型的定義沒有清晰的解釋，這些模型就無法運行。演算法模型更具

啟發性，但因將道德問題簡化為算術而受到批評。 

儘管已對損害和利益進行了系統化和分類，並且在這些類別上可能存在共

識，損害和利益將因負責討論的個人而有所偏頗，對特定的動物實驗態度贊成

還是反對的決定有所影響。Savadori等人（2004）證明這種偏見，也稱為情感啟

發（affective heuristics），不僅影響外行人的決定，情感啟發法也會影響專家的

意見，但是程度要比平常的人要小。基於這一事實，合理地建議在HBA的討論

中應考慮不同的利益和/或能力，以啟發特定案例的不同觀點。廣泛的興趣可以

最大程度地減少由情感啟發引起的某些（但絕不是全部）偏見。 

人們發現損害-利益評估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實際上挑戰了個人對動物實

驗的態度-作為有情感生物的動物，以及動物與人之間關係的態度。任何參與此

類決策的人都應對此負責，這與勾選複選框、檢查是否符合法規準則或3R原則

不同。當然需要遵守法規，但無法全部包括道德行為。道德責任的層次結構領

域是比法律責任更高。有時，法規在提供好的解決方案方面有局限性，因此需

要針對特定案例做出“明智的”決定。對於權責單位，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 

工作小組將HBA定義為一種透明的系統方法，以獲取有關對動物的損害和

預期利益的資訊，以便可以做出批准或拒絕計畫的合格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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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工具”是用來證明或解決道德困境的不同“規則”，這種工具的一

個例子是3R。這些旨在通過使用替代性生物系統或替代方法，盡可能減少對動

物的損害；通過選擇動物模式和提高數據相關性的方法減少使用的動物數量；

或精緻化操作程序以減輕痛苦。沒有一個“工具”或模型是完美的，儘管3R通

過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動物實驗獲得了支持，但3R原則中仍然隱藏著一些衝突。

此外，對3R單方面關注會引起人們對動物實驗的損害和負面影響的關注，而並

未考慮潛在的積極成果（利益）或背景。 

HBA可作為基礎或全面的道德準則，將道德工具（例如3R）的未來應用包

含在人類動物實驗的構建中。為了證明預期會對動物造成損害的研究的合理

性，必須合理預期與損害程度相稱的特定利益；或者，儘管造成了苦難，但仍

然存在著具有深遠影響的科學需求急迫性，而這是其他方法無法實現的。 

但是，損害和利益並不一定是最終決定中唯一考慮的因素。Kvalnes & 

Qverenget（2012）提出了“導航輪（navigation wheel）”作為決策模型，以追

蹤相關的決策因素，這些因素還包括決策中的道德以外的因素。 

證明在研究中使用動物合理性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概念已經存在了

數十年，並且似乎獨立於對待動物實驗的態度而被應用。功利主義或結果主義

（consequentialism）是一種道德哲學，認為行為的正確過程是使效用最大化

（即使幸福最大化和/或減少痛苦）的行為。Jeremy Bentham 和 John Stuart Mill

是經典功利主義的重要貢獻者，Jeremy Bentham（1748–1832）認為感到痛苦能

力也是主要的相關屬性：「問題不是他們可以推理嗎？他們可以說話嗎？而是

他們會受苦嗎？（The question is not, Can they reason? nor Can they talk? But can 

they suffer?）」。Singer（1975） 是澳大利亞應用倫理學的道德哲學家，也是

《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書的作者，他也偏愛功利主義觀點。

Singer認為應該考慮動物的利益，因為他認為動物的權利更多的是基於他們感到

疼痛的能力而不是智力。 

倫理學家可能會不同意HBA具有獨特的功利性，因為功利主義道德通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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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動物和人類福祉同等重要的假設。但是，在動物實驗中進行HBA時，人類健

康和福祉的利益通常比動物健康和福祉利益更為重要。儘管HBA基於最大化效

用的基礎，但它也具有契約主義（contractarianism）的元素，這是將人的利益

或個人利益放在首位的道德立場。 

HBA是有意義的，這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可以從不同的道德角度討論動

物實驗。但是，這也可能是衝突的根源，因為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立場受到情感

啟發的影響，而對HBA可以提供的服務有不同的期望，因此這引起了新的爭議

而不是解決方案。 

HBA的一個重要副作用是，權責單位與科學家必須更謹慎地工作，以最大

程度地將3R納入與提出的科學問題相對應的範圍內。對3R的這種合作承諾可能

有助於建立公眾對研究中動物使用的積極認識。 

法規遵從提供了運行許可，但法規通常基於過去的知識，因此可能會過

時。儘管要求法規遵從性很重要，但它可能對制定更廣泛的道德決策做出最小

的貢獻。工作小組希望進行損害利益評估將激發科學家根據當前情況研究替代

性實驗方法，以利在研究中使用動物的倫理思考、對話和討論。損害與利益的

評估使研究人員、審閱者和資助者可以決定某個特定實驗是否值得進行。 

 

五、小結 

AALAS–FELASA工作小組審視了有關HBA主題的現有文獻，並定義了

HBA的當前概念和要素： 

 損害是指對有知覺的動物有負面影響，人們一致認為，情感和承受能

力是相關的。 

 人們還同意，損害不僅僅是疼痛和痛苦，還包括可能對動物造成負面

影響的所有來源。 

 不尊重生命是一種損害因素，損害可能與五大自由所提供的所有領域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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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學者還討論了基因操縱本身就是一種侵權，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只

有在基因改造導致有受損表現的情況下，才是有害的。 

 在動物完全無法恢復知覺的情況下，採用全身麻醉進行的設計實驗被

認為是一種精緻化的方法，也是一種限制損害經歷的方法。 

 只要沒有其他選擇，對人類、動物或環境健康的好處就可以證明是合

理使用動物的利益。 

 必須通過加強研究質量以優化可靠已知利益的可能性，來補償是否會

實現預期利益的不確定性。 

 對知識、安全和法規證明（產品上市前測試）目的的追求也被視為合

法理由。 

 與虛榮用品（如化妝品）有關的經濟利益是比較不可接受的利益；但

是，此類研究也可能具有其他有利的次要利益。 

 相較於次要利益，主要或實際利益似乎更容易接受，因為實驗與結果

之間的關係似乎更可能。 

工作小組亦提出了幾種比較和衡量損害利益的模型： 

 Bateson square、Bateson cube的圖示法作為模型說明HBA的概念而獲得

認可。這是一個很好的模型，可以說明該概念，但是，對於在多維數

據集中的不同單元格中沒有放置什麼規則，可操作性較低。 

 有學者提出演算法模型，但因將道德問題減化而成為算術練習，因而

受到批評。 

 類別法表列清單和關鍵問題對於檢查是否解決了重要的相關損害和利

益因素非常有用。只是損害比利益更容易被表現。 

 主觀意見將影響負責HBA委員會的決策。因此，如面向過程的模型中

所建議的那樣，建議在決策小組中廣泛代表不同的合法權益。 

 無論選擇哪種模型，都應該透明，這樣就可以驗證所評估的損害和利

益以及對每種損害和利益的重視程度。最後，可以通過組合不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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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來找到最佳解決方案。 

 工作組將HBA定義為評估和比較損害，利益及其平衡方式的系統，透

明的方式。 

HBA的價值在於它可以激發道德上的討論和反思。它質疑當前的做法，因

此是改進和道德決策的動力。HBA識別損害並驅使研究人員尋求減少或消除損

害的替代方法，並且對於避免僅出於公益目的避免不加批判地使用動物非常重

要。HBA基於最大的假設，即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人類利益最重要的部分，是道

德審查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特定HBA的決策取決於並限於該實驗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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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動物實驗計畫損害利益評估流程 

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國際醫學科學組織理事會–國際實驗動物

科學理事會（CIOMS–ICLAS），歐洲科學基金會和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提供

的相關準則如《歐盟指令2010/63》、《陸生動物衛生法》、《實驗動物照護和

使用指南第8版》等，雖然為權責單位在動物實驗的倫理審查過程中進行損害利

益評估（HBA）提供了動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相關準則均未提供有關構

成適當嚴格的HBA流程的任何參數。 

在本章節，AALAS–FELASA工作小組審視了有關HBA主題的現有文獻，

將HBA定義為評估和比較特定動物的損害和預期利益的系統，期望建立HBA的

系統化流程，以確保在對動物研究調查的優點進行道德評估時，認真地考慮所

有潛在的損害和利益。這種方法需要根據五大自由，評估動物實驗計畫的每個

組成部分或程序是否讓動物受到損害，並考慮其可能對所檢驗的假設做出貢獻

的證據（利益）的相對重要性和相關性。 

HBA的系統化應該有助於優化對動物的保護，使其免受所有不當和可避免

的損害，提高道德評估的一致性、完整性和透明度，並為被認為具有科學價值

的研究提供合理的道德依據。 HBA幫助形式化和組織必要的資訊，以便就進行

實驗的利益是否大於對研究中使用的動物的潛在損害以及隨後是否應接受該建

議做出明智的共識決定。 

負責議定書/計畫應用的人員必須確保根據當前的損害概念全面考慮動物福

祉，並確保減輕損害，例如通過實施3R措施。動物是公眾關注的問題，不僅限

於疼痛。關於利益，研究人員必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預期的利益，並且還

必須解釋為什麼要實現這些利益可能需要某些損害。此外，必須以某種方式提

供與HBA有關的資訊，以使審閱者可以看到已評估了哪些損害和利益因素以及

如何對其進行了考慮。這對於提高流程的透明度以及清楚地了解動物倫理委員

會（AEC）成員如何評估批准或拒絕特定計畫的決定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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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損害利益評估框架 

首先，委員會用來評估損害利益的動物實驗計畫應說明為什麼可以預期使

用動物的特定研究具有價值，並應包含必要的細節，以使審閱者確定的損害。 

為了幫助確定損害，工作小組以五大自由來區分動物的總體損害。這種方

法為動物的損害和利益提供了廣泛而廣泛的觀點，從而更好地維護了實驗動物

的利益，並確定了應用3R的重要領域。並使用從文獻綜述中得出的總體領域來

定義研究的利益。顯然，與基礎研究的可能利益相比，應用的、立即的轉譯研

究利益更容易定義，不過，利益的重要性與其定義的難易程度沒有關係。損害

利益關鍵因素表，如表3-1所示。 

表3-1 損害利益關鍵因素表 

主要的利益 

（Benefit Domains） 

對五大自由影響的損害 

（Harm Impact on Five Freedoms） 

社會利益（Social benefits） 

 人類健康（Human health） 

 動物健康（Animal health） 

 環境健康（Environmental 

health） 

免於疼痛/受傷 

（Freedom from Pain / Injury） 

 

社會經濟利益 

（Socioeconomic benefits） 

免於恐懼/苦難 

（Freedom from Fear / Distress） 

科學利益 

（Scienfific benefits） 

兔於飢餓/乾渴 

（Freedom from Hunger / Thirst） 

教育利益 

（Educational benefits） 

表達正常行為的能力 

（Ability to express normal behavior） 

安全和效率 

（Safety and efficacy） 

免於不適當的飼育 

（Freedom from Discomfort/ 

appropriate husbandry）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工作小組承認，道德審查委員會目前處於評估“損害”的良好位置，但可

能沒有進行利益評估的充分準備。而且可能有必要將其他審查機構（例如科學

授予機構和科學同行/專家審查委員會）的工作納入其中。另外，損害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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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和利益評估表（表3-3）的總和需要鏈接起來，以便進行“損害-利

益”評估，如表3-4損害利益因素的顏色程度和評分方案摘要表。 

表3-2損害評估表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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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利益評估表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表3-4 損害利益因素的顏色程度和評分方案摘要表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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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驟定義了HBA的過程： 

1.在損害評估表（表3-2）和利益評估表（表3-3）的頂部詳細說明損害和利

益。 

2.對不同的動物、實驗和環境變量如何影響或調節與基於動物實驗相關的

損害進行系統的審查。確定了損害的“調節因子（modulating factors，MF） ”

的建議列表（和定義），並在相關表格中列出；但是，該列表應該根據計畫或

機構情況進行調整。個體損害MF通常相互關聯，並且可能重疊。 

3.一旦定義了損害的調節因子清單（表3-2，第1欄），就包括了概述該計畫

背景下每個調節因子關鍵點的簡要說明（表3-2，第2欄）。例如，可以描述計

畫中使用的動物的飼育環境條件，並可以包括籠養類型和大小的詳細資訊以及

社會/個體的住房條件。 

4.取決於在計畫環境中如何應用調節因子，它可能減輕和/或加重對動物造

成的損害。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效果可能只會加劇或減輕，但在另一些情況下，

兩種效果可能同時存在並應予以考慮。例如，如果在“住房” MF下的研究要

求將社交動物單獨飼養一段時間，這將被解釋為是一個加重因素，但是如果它

們也提供了非常好的飼養程序，進入開放區域並與人接觸，也會產生緩解作

用，這將平衡該特定MF的最終結果。這些說明應包含在“緩解效果”和“加劇

效果”列中。 

5.每個MF緩解和/或加重成分的摘要由摘要顏色或分數表示（請參見表3-

4）。顏色漸變方案有助於對MF評估的結果進行簡單直觀的解釋。我們決定使

用紅色等級，表示HBA的熱圖：“紅色越深（hotter）”，HBA就會傾向否決提

案；白色（white）實驗或帶有粉紅色提示的實驗更易於支持。故意不使用數

字，以避免用“計算”指導決策的誘惑。如修改的Bateson模型中所建議，也可

以使用交通燈顏色。工作小組認為雖然動物實驗總是會引起倫理方面的關注，

用於可接受的實驗的綠色（低損害-高利益）給人以假陽性的印象，而認為動物

實驗是可以接受的。不過，工作小組認為這樣的表示方法乃基於損害與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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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例如，如果使用“物種”作為MF，如果可以替代較低的系統發育物種，則

可以將深紅色指定為使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同樣，對於“住房條件”的MF，

與在小型代謝籠子中為個別住房使用深紅色相比，可以將狗在圈養狗的社會住

房中分配到戶外區域，並且可以執行很好的飼養程序。 

如果MF的細節導致主要的緩解效果，則“摘要顏色”列中分配的最終顏色

將為白色，如果使用評分，則為“-”，並且明顯的加劇效果得分為

“+++++”，低加重效果得分為“+”。請注意，“評分系統”為每個類別提供

了一個謹慎的定量值，這可能會給人以精確算術評估的誤導性印象，而顏色則

提供了更寬的光譜範圍，從而使結果更加直觀。考慮到MF的多樣性以及每種

MF的不同權重（取決於協議（protocol）），這一點尤其重要。 

6.與損害評估表一樣，定義並列出了利益評估表的MF（表3-3，第一列）。

互惠互利的MF應該有助於向用戶說明將實現“什麼、為什麼、如何以及何時

（what, why, how and when）”的利益。工作組小認為得出的結論，可以為每個

MF分配摘要顏色，但是不存在像損害評估表的減輕和加重情況。 

7.損害/利益評估表（表3-2和3-3）完成後，委員會可以從顏色或評分系統

中直觀地看到損害的總體強度和預期的利益強度，並決定提案是否應得到批

准、拒絕或修改。例如，如果損害嚴重，而利益卻微乎其微，則委員會應拒絕

該提案，或努力實施減量、替代和精進等措施，以降低損害程度。如果利益高

而損害低，則委員會可以毫無保留地從道德上證明批准該提案是合理的。 

在以系統的方式評估所有潛在損害和利益的過程中，必須認識到賦予單個

損害/利益的重心或重要性將不相等，並且單個損害或利益因子可以主導和指導

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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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損害因子的定義與討論 

1、損害因子的定義 

（1）.動物： 

A.物種：該計畫執行的物種。潛在的相關因素包括：感知力、認知

能力、系統發育規模、適應實驗室條件、稀有性和社會關注度。 

B.數量：計畫中要使用的動物總數（按物種）。 

C.適合環境：動物的來源和適應過程。 

D.健康狀況：臨床/亞臨床狀況，可能對動物造成損害。具有不利表

現型的實驗性和自發性遺傳突變體應予以考慮。 

（2）.實驗： 

A.損害程度：損害五項自由的實驗程序的描述，以及緩解措施。 

B.損害的持續時間：描述對五種自由的直接影響以及減輕這些損害

的措施，例如社群動物的臨時單一住房。 

C.經歷的累積：影響動物五個自由度的整個生命週期的總時間（例

如，在整個生命週期中被重複用於藥代動力學研究的動物）。 

D.終點：說明終點如何/是否確保動物不會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即精

緻化，包括觀察程序。 

E.併發症/分佈率：研究動物之間的損害影響分佈和/或遭受不同嚴重

程度水平的研究動物的相對比例。例如，一項研究中的動物總數

為100隻，但是只有10隻將接受嚴格的程序。 

F.表現型操作：作為實驗模型的一部分，遺傳、手術和化學修飾可能

對動物的健康產生影響。 

（3）.環境： 

A.動物房條件：籠具尺寸和特性、社會-單獨住房、環境豐富化。 

B.飼育：食物、水、衛生設施和標識的質量和提供。 

C.人員：動物照護人員在研究動物方面的能力，以及研究團隊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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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程序方面的能力。 

2、損害都是平等的嗎？ 

工作小組根據文獻和專業經驗提供的資訊，對損害進行系統評估時提出以

下幾點考慮： 

（1）.評估程序的嚴重性存在內在的挑戰，通常需要運用專業判斷。損害

程度受以下因素影響：設施、設備、居住條件（社會或單一條件，環境

豐富程度等）、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的技能和能力、獸醫觀察和護理的

質量、單個物種和動物問題（表現型和健康狀況），以及實驗終點的定

義和實施。總之，損害程度不僅與實驗程序的性質有關，而且與許多其

他變量有關。 

負責任的實驗應在HBA期間仔細評估這些要素，以確保在所有情況

下盡可能充分地運用高能力和適當的補償性規定，以應對可能影響動物

利益和損害的程序。 

例如，在專門的研究中心中對具有獨特要求的特定物種進行研究的

程序，與沒有類似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員、專門設備資源的研究機構環

境情況下進行的類似研究中所使用的動物相比，對動物的壓力可能要小

得多。負責任的主管部門應確保必要的資源和專業知識到位，然後再進

行研究。 

（2）.評估損害程度時，單個動物的種類和行為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取決

於物種或天然反應性和先前的適應性，對相同的程序可能會有不同的評

分。通常在耐受性差的物種進行的程序通常會比在耐受性好的物種中進

行的程序更具損害性。同樣，在一個物種內，某些個體可能更適應實驗

條件，或者在行為研究中可能比其他個體更自然地具有合作性。 

例如，在神經科學研究中，可以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和大鼠中進行

類似的立體定向外科手術；儘管在兩種情況下，都可以透過適當的麻醉

和鎮痛來消除與手術本身相關的疼痛，但人工飼養所造成的壓力/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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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能因物種而異。 

（3）.應考慮動物實驗及程序在研究機構累積的經驗。負責任的機構可能

針對其允許用於特定目的而飼養的動物的重複程序制定具體的指南及教

育訓練。 

例如，在用於安全藥理學研究的動物族群中，影響損害的重要因素

包括：將動物飼養多長時間，將要接觸多少種藥物以及兩次手術之間可

以“休息”多長時間。 

（4）.對動物的損害將不僅由提出的實驗來定義，而且還取決於研究對象

的使用背景。損害評估應使個體動物需求與用於數據採集的整個實驗組

的需求保持平衡。負責任的機構應樂於評估在某些情況下是否有必要對

少數動物採取更高嚴重性的程序，或是對較大數量的動物進行較不嚴重

的程序。 

例如，維持一小族群動物進行重複代謝研究，使少量動物接受外科

手術，並重複劑量的化合物和使其適應性強的程序；與在單個實驗中使

用多個動物（單個出血程序的壓力較大且適應性較差）的實驗相比，使

用少量動物可能導致較少的累積損害。 

（5）.對於所有動物，包括轉基因動物，應使用觀察和科學測量疼痛和痛

苦的科學方法來評估其損害，而不是假設自然或野生狀態的變化是有害

的。基因改造本身並不一定會導致遭受的損害。 

（6）.損害應在提交給監督機構的整個研究計畫中進行分配，並且應包括

可能影響動物福祉的所有實驗程序/條件。 

（7）.在制定方案/計畫期間，應該有一種機制可以定期評估實際的損害程

度。如果看到的損害與預期的損害評估不同，權責單位應重新評估並採

取適當的措施。 

（8）.如果評估完全是概念性的，並且僅限於書面審查（形式審查），則

不能可靠地期望權責單位完成合理的審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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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先期試行研究對於確定體內實驗方法和程序類型以優化數據收集非

常有用。但是，有時很少有先期試行的知識可用來預測動物的預期結果

和所遭受的損害。因此，應特別重視評估先期試行研究的實際情況。 

（10）.人道終點可以減輕痛苦和對五種自由的負面影響。在某些情況下，

研究人員需要一些初步數據來確定有效的早期終點。定義早期終點的能

力顯然會影響HBA。 

 

三、利益因子的定義與討論 

1、利益因子的定義 

（1）.據稱結果的重要性：“為什麼”這項研究很重要？儘管無法確定定

義，但應估算研究結果的重要性。這可以從短期利益以及結果對後續研

究和長期利益的預期影響來描述。 

（2）.目標清晰：“如何”實現目標？目標是什麼？闡明合理的假設和明

確的目標的程度可以支持研究的驅動目的，並確保研究結果具有價值/

益處。 

（3）.轉譯潛力：“ 誰”將使這項研究受益？以及何時實現利益？評估研

究的可行性以及預期將結果快速應用於受益領域的評估。 

（4）.成功的可能性：您將如何實現期望的目標？除了研究的複雜性和難

度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會影響成功的可能性。這些因素可能包括適

當的設施、研究者、動物照護和使用人員的專業知識和能力，以及可用

於確保工作完成和連續性的可用資源和資金水平。評估中應考慮研究團

隊的過往績效。 

（5）.公認的科學努力的連續性：“這項研究有助於更大範圍的知識發

展？”考慮這項工作的效果如何，可以擴大/增加從先前研究中獲得的

知識範圍，或者表明是否有潛力繼續提供進一步的利益。 

（6）.實驗設計的質量：“如何”才能通過高質量/有效利用資源（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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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等）來實現目標？應該在利益評估中考慮實驗設計的質量，因為它

可以確保所收集的數據在科學上是可接受的，並將驗證所獲得的結果。 

（7）.創新水平：這項研究將如何“推動”科學超越研究本身的特定目

標？通過進行新穎和創新的流程和設計，來考慮研究是否會有益於其他

研究。這可能包括預期的次級利益，例如3R發展。 

（8）.結果發佈：將在“何時”和“如何”發佈結果？如何傳播結果以獲

取最大利益？（例如，結果是專有的或公開的。） 

2、所有利益都是平等的嗎？ 

大體而言，改善嚴重疾病引起的健康問題的好處很容易得到支持。但是，

特定疾病的根本原因的性質可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若疾病是由預定因素（例

如遺傳學）、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傳染性疾病、暴露環境或意外事故）

引起的，或者是某種生活方式（例如吸煙）的結果。對於許多類型的疾病，沒

有離散的和可識別的影響，但是起作用的是不確定和複雜的機制，因此必須注

意絕對不要貶低具有“與生活方式有關”的行為學的疾病的利益。動物實驗通

常與體外方法、流行病學研究、臨床研究或其他科學方法一起作為一種工具。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HBA應考慮將動物的使用作為改善健康的方法的附加因

素。 

有關常規產品測試的評估可能會出現爭議，該產品是否對改善消費者的生

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還是正在開發滿足人們對奢侈品或虛榮心的追求的產

品？這種區別並不總是很清楚。產品測試顯然是為了保護健康而設計的，某些

產品用於多種目的，例如肉毒桿菌毒素既可用於治療皺紋，也可用於治療神經

系統疾病。歐盟委員會已經通過某些化學品的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的立法

（REACH），在某些情況下限制了動物的使用，而以替代的方法來進行測試。

雖然如此，如何證明在藥物開發中使用動物進行研究及測試是合理的，對於職

責單位將面臨類似上述情況的道德難題。 

科學發現工作經常遇到失敗，應該鼓勵和促進這些失敗的溝通並予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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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確保負面發現帶來一些好處。雖然負面結果的發表可能被認為適得其

反、浪費時間，可能使實驗室和研究贊助者蒙受恥辱，並使實驗室失敗的所有

可能根源受到質疑。但是，負面結果是高度相關的，因為它們揭示了重要的知

識，並且可以防止隨後在同一範疇進行的無用或構思欠佳的探索，使其他動物

徒勞地被用於實驗。現代醫學的創始人克勞德·伯納德（Claude Bernard）表

示：“沒有不成功的實驗….結果始終是實驗條件的真實結果。（there are no 

unsuccessful experiments . . . the results are always the true consequenc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experiment.）” 

利益討論中有關成功的可能性是一個重要的面向。這與基礎研究中隱含的

不確定性無關，而是實驗在多大程度上基於良好的科學原理，明確的假設和問

題提法、對現有知識的系統評價、適當方法的選擇以及生成可靠數據的研究設

計。 

此外，成功的可能性取決於研究小組的專業知識和可用資源（知識、技

能、人員、設施等）。在Bateson多維數據集模型中，使用所選方法和模型進行

實驗成功的可能性與損害利益的影響是分開的。失敗的設計會導致不必要的動

物使用，發布無效的結果以及後續基於錯誤假設的實驗。 

對於科學問題的系統評估和調查，有一些持久的方法。從邏輯上講，評估

是從對與感興趣的問題有關的科學文獻進行系統地回顧開始的。此類文獻綜述

應結構清晰、透徹且透明。一旦在全面的文獻綜述的背景下清楚地闡明了所討

論的問題和實驗假設，就可以進行方法的戰略選擇。這很重要，因為只有在確

實有必要回答這個問題時，才有理由證明對動物的任何損害是有價值的。 

伯納德（Bernard）強調了這種研究方法，他說：“像任何科學領域的研究

一樣，動物實驗的優點最終取決於嚴格遵守科學方法的原理。（Like 

investigations in any field of science, the merit of animal experiments ultimately 

depends on rigid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由公共資源和基金會資助的動物研究計畫，通常由該領域的專家進行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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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行評審，他們要宣布自己的獨立性，並且在履行職責時沒有任何利益衝

突。工作小組認為，這種性質的同行評審可能是影響計畫利益的重要因素，並

且可能是職責單位在HBA流程中最終評估利益的核心。 

 

四、小結 

1、簡化的 HBA 

使用此處介紹的方法進行HBA可能是一項時間和勞動密集型任務，因此，

權責單位可能希望根據認為適當的審查和評估的強度對實驗進行優先排序。簡

化的Bateson square 可用於設計一種“快速、簡單”的方法來對實驗進行排序。

動物實驗可以簡單地分為“低損害-高利益”、“低利益-高損害”、“低損害-

低利益”或“高損害-高利益”。 

（1）.低損害-高利益的實驗引起的爭議最小。假定可以解決高標準的動物

照護，為達到有益的目的，最終程序（在整個實驗中將動物麻醉，然後

在麻醉下殺死）受到的損害最小。但是，如果使用大量的動物，卻缺乏

足夠的科學依據來證明，那麼在這種類型的實驗中犧牲大量動物仍然會

引起倫理上的關注。 

（2）.歸類為低利益-高損害的實驗也很容易決定。這樣的實驗很可能在倫

理上是不合理的，申請將被拒絕。對此類研究建議的審查應促使人們更

加清楚預期利益的性質和緊迫性，並應側重於減少損害（完善/ 3R）。 

（3）.被定義為低度、中度損害-低利益或高損害-高利益的實驗可能會引起

最多的討論。即使對動物的損害微不足道，權責單位是否應該接受對利

益定義不清的實驗的理由？顯然是有益的，但會造成很大損害的實驗也

很難評估。如果出現新出現的嚴重疾病，這可能會引起迫切的具體研究

需求。由於對新疾病的經驗有限，在適當完善研究模型以減少損害之

前，可能需要進行一些嘗試和失敗。最後，也許大多數動物實驗都落入

不確定的潛在利益和不嚴重的損害水平的灰色區域。在某些情況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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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單位可以在此類研究中減少或放棄HBA審查要求。 

2、對 HBA 結果的責任 

由於主觀意見會影響HBA的評估，因此，廣泛納入合格人員做為審查代表

是提供平衡HBA流程和決策的唯一方法。工作小組贊成並建議權責單位使用共

識而不是對HBA的決策方法進行投票。權責單位應能夠在其如何評估損害和利

益以及如何得出最終結論時保持透明度；這種透明性將在必要時幫助外部團體

進行外部審查、改善資訊交流，並建立更廣泛、更明智的共識，以及有助於就

動物為什麼被使用進行交流。 

對損害的相關參數和緩解方法達成協議，要比動物實驗產生的有意義的利

益達成協議要容易得多。工作小組認為，研究人員必須能夠為自己的研究定義

和描述一些主要利益，同時要認識到並不能保證可以實現預期的利益。 

科學家和工作小組都強調指出，對利益（尤其是有形利益）的定義和評估

在某些研究中可能是艱鉅而又不令人滿意的任務。他們認為，對於已經成功進

行了權威性外部科學同行評審，並被認為值得公共資金支持的科學計畫，應該

充分說明該計畫的好處，即使不是絕對的話。這種方法應有助於解決科學家從

負責研究和加快決策的權責單位所面臨的日益增加的行政負擔。但是，除非在

同行評審過程中仔細評估了對動物的損害並評估利益，否則外部同行評審的結

論可能會受到質疑，而動物使用對特定計畫的倫理影響也沒有得到解決。 

AALAS–FELASA HBA工作小組提出了發展廣泛、包容和透明的HBA的模

式。對五大自由的影響已被用來評估損害，因為這種方法結合了研究動物文獻

中確定的大多數損害參數，並為權責單位提供全面的損害評估。主要利益包括

促進人類和動物健康，對人類、動物或環境的知識和安全保護。建議使用標準

的合格問題，例如“誰，什麼，什麼時候以及如何”來幫助定義如何實現利

益。 

儘管該研究提出了對損害和利益進行分級的方法，但尚無通用的“貨幣”

或價值體系來比較損害和利益的不同領域。一些HBA固有的複雜道德問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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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使用算法來進行方便的決策，而決策將取決於個人的道德良心和對特定計

畫的損害和利益的價值判斷。實施HBA時，權責單位應由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代

表，以進行平衡的評估，而團體共識應是理想的結果。 

  



41 

 

第四章 AALAS–FELASA小作小組之損害利益評估範例 

工作小組依上述介紹及說明，提出二個動物實驗計畫書的案例來做為損害-

利益評估範例。但亦要說明的是審查決策會取決於個人的道德良心和對特定計

畫的損害和利益的價值判斷，因此，本範例僅為動物實驗計畫損害-利益評估流

程之參考。 

 

一、案例一 小鼠流感感染和新化學品的治療 

1、個案背景描述 

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IFV）感染仍然是一個尚未解決的重大醫療問

題，需要住院治療。常發生在免疫功能低下、器官移植、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和哮喘的個體。 

市場上有經過批准的抗病毒藥物（例如Relenza，Tamiflu），但只能在症狀

發作後很短的時間內給予這些藥物才能起作用，並且沒有有效的流感病毒治療

方法。這個研究將用於評估新化學品，以期預防和治療流感病毒感染。 

在提出這項研究工作之前，我們進行了一項初步研究，以確定與給定病毒

劑量相關的峰值病理，監測動物長達21天以監測體重減輕，並確定它們是否開

始增重並從感染中恢復。正如其他研究所預測的那樣，到第14天時，處於25 

TCID50組的動物已基本恢復正常。到第10天，對125 TCID50組進行安樂死，因

為他們達到了體重減少30％的標準。正如我們希望的那樣，25 TCID50組在第10

天開始恢復並幾乎恢復正常。這為我們提供了兩個強大的模型來測試我們的化

合物：嚴重的急性感染和病理，以及一個恢復模型來測試隨著時間推移的臨床

評分（氧飽和度和體重等）的改善。 

實驗目標：利用鼻內給藥使小鼠感染流感病毒，並每天監測疾病的臨床症

狀，包括體重減輕和嗜睡。新化學品（NCEs）將在感染後的預防性或不同時間

點給藥，以鑑定該化合物可降低病毒載量和/或炎症的治療。服用新的化學品



42 

 

後，將在不同時間抽血以驗證藥物代謝動力學（PK）特性。在確定為病毒複製

和/或炎症高峰附近的時間點對小鼠實施安樂死，以確定新化學品在預防病毒複

製和/或減少肺部炎症中的活性。臨床評分、肺部炎症和病毒載量將用作確定新

化學品療效的主要終點。 

2、動物使用 

將使用900隻Balb / c小鼠。 

除了使用動物來研究流感病毒疾病的整個過程外，沒有有效的替代方法，

包括病毒複製和肺部免疫病理學。小鼠是用於流感病毒研究高度驗證的動物模

型。 

完整的動物模型對於預測整合基質對分析結果的影響，動物中新化學品的

結合以及與體內病毒和免疫系統的相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感染流感病毒的小

鼠會出現明顯的肺部炎症和病毒複製，這與預期的人類患者人群非常相似。 

典型的功效研究一次包含多達60隻動物。每組/每個終點的研究動物數量

（n=5~8）已從文獻中、學術實驗室諮詢以及先前使用類似流感小鼠模型的研究

獲得。諮詢了兩名具有設計傳染病研究經驗的統計學家，以確定端點讀數的功

效計算。由於我們在先前的研究中已經證明支氣管肺泡灌洗流體可能會改變肺

組織病理學和評分，因此每組中將使用單獨的小鼠進行肺組織病理學和支氣管

肺泡灌洗流體分析。在完成試驗和初步研究後，將由統計學家對每組的動物數

量進行重新評估，如果認為較低的動物數量就足夠了，則將向機構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IACUC）提供更新信息。每項研究60隻小鼠每年15次研究將總計

等於900隻小鼠。通常，每個研究使用3~6個劑量組，這取決於每個研究中評估

的劑量、化合物和製劑的數量。 

在每個研究中。一個典型的研究設計如下： 

第1組：Mock + vehicle 

第2組：IFV + vehicle 

第3組：IFV + 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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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組：IFV + NCE2 

預計每年進行15次功效研究。 

3、方法和程序 

（1）.病毒感染：將通過耳標或尾紋身/標記來識別小鼠。為了進行感染，

首先在含有1L 氧氣：3％ isoflurane的 isoflurane chamber將小鼠進行輕

度麻醉。 將一滴指定體積（50~100 uL）的流感病毒（10~2 x 106 

TCID50）滴到動物的鼻孔中，以便將其吸入。可以使用其他鼻孔重複該

過程（通常六滴：每鼻孔滴入三滴）。生物醫學數據系統（BMDS）

IPTT300晶片將通過皮下（SQ）注射進行植入，以幫助識別和監測體

溫，並在針孔注射部位滴一滴組織粘合劑。 

（2）.新化學品的管理：臨床效果，例如藥物管理（口服或腸胃），所用

劑量通常與患者在藥理上相關的劑量一致。先前已經對工具化合物和其

他新化學品進行了藥物代謝動力學研究，這些化合物將用於選擇這些功

效研究的劑量，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動物遭受痛苦的風險。無論所用的劑

量水平如何，都將密切監測動物的行為變化。 

（3）.實驗設計：鼻內給藥將使成群的小鼠感染流感病毒，並每天監測疾

病的臨床症狀，包括體重減輕和嗜睡。預防性或在感染後的不同時間點

對新化學品進行劑量確定，以鑑定出病毒載量和/或炎症的減少。服用

新化學品後，將在不同時間抽血以驗證藥物代謝動力學特性。在研究期

間可以定期給動物抽血以檢查藥物濃度水平和炎症標誌物。通常，小鼠

會因尾部切口或截斷而流血，並將血液收集在毛細管中。根據最終從小

鼠收集血液總體積1.0~1.8mL的數據，在24小時內收集的血液量將低於

15％。在確定為病毒複製和/或炎症高峰附近的時間點對小鼠實施安樂

死，以確定新化學品在預防病毒複製和/或減少肺部炎症中的活性。在

深度異氟醚麻醉下通過放血使安樂死的動物達到最終採血和/或組織收

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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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病毒感染的影響： 

 行為變化有望引起注意：抑鬱、嗜睡、活動減少、發聲異常、攻擊

性。流感感染的小鼠可能變得昏昏欲睡、活動減少、減少理毛導致毛

皮鬆動、呼吸困難。每天將監測小鼠，以觀察這些臨床症狀。每天對

小鼠秤重一次，一旦將它們從籠子中取出並放在秤上，就會記錄它們

的活動。 

 飼料消耗減少可能導致體重減輕、嗜睡、糞便減少等。 

 減少飲水量可能導致脫水、代謝不平衡和尿量減少。如果發現脫水，

將在籠子的地板上提供水凝膠。。 

 經過驗證的臨床評分系統將每天評估小鼠狀況。 

 每天測量體重。體重減輕（10％或更多）或瘦弱的身體狀況（得分2/5

或更少）時，將營養品添加到籠底。 

（5）.人道終點： 

 具有相關臨床體徵的心血管疾病（例如咳嗽、呼吸窘迫、發現肢體浮

腫）。 

 彎腰的姿勢以及其他臨床體徵，尤其是看起來虛弱持續時（3天）。 

 無法/不願走動到食物或水。 

 行為上的明顯變化：嚴重的抑鬱、無反應、無精打采、不願意移動。 

 由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判斷為可能發病或處於垂死狀態的其他臨床體

徵。 

 預計體重減輕可達30％。我們要求IAUC許可，以使小鼠的體重減輕最

多30％（而不是20％），從而使其存活，因此我們可以監控感染和疾

病的整個過程，並進行肺部炎症的治療。在該方案中使用流感病毒株

的研究已證明，使用較高劑量的病毒可使體重減輕高達35％，但我們

計畫使用較低劑量並將體重減輕保持在30％或以下。如果對小鼠進行

長達21天的監測，它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恢復體重。我們的目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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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適當的病程，以誘導明顯的肺部炎症和病毒複製，從而可以用新

化學品進行治療，但又不會引起嚴重的疾病或體重減輕> 30％。 

（6）.房舍和飼育：將小鼠放在微隔離籠中，每籠三隻，放在製藥公司

中。籠子將配備巢料和塑料小屋，以保暖和豐富環境。房間的環境溫度

將升高並控制在75±2°F。這個實驗室的動物照護及使用計畫是獲得

AAALAC國際認證。囓齒動物的飼養設施非常出色，並由經驗豐富

（平均超過5年）的動物照護人員提供支持，所有人員均獲得美國實驗

動物科學協會（AALAS）的認證。 

4、損害-利益評估建議 

損害-利益評估建議如表4-1-1案例一損害評估建議表，表4-1-2案例一利益

評估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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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案例一損害評估建議表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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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案例一利益評估建議表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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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二 豬隻心肌梗塞後左心室重塑 

1、個案背景描述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擴散和發展已達到全球流行的程度。據估計，目前有超

過一千萬的患者患有這種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常見原因之一是心臟病發作

的長期影響–心肌梗塞（MI）。儘管我們重新開放和恢復流向心肌的血液的能

力有了顯著的進步，但防止受損心肌能長期作用的方法尚未出現。心肌重塑是

充血性心力衰竭發生和發展進而導致心肌梗塞的一個結構性里程碑。這被定義

為左心室（LV）幾何形狀和結構的改變，進而會降低泵送效率。現在已經認識

到，圍繞心肌梗塞的心肌區域改變了形狀和大小，並且這又轉化為左心室幾何

形狀的整體改變。這種現像被稱為“梗塞擴張”，已被認為是重要的治療靶

標，可最大程度地減少心肌梗塞隨後的左心室重塑，進而減少心力衰竭的進

展。據推測，心肌梗塞早期梗塞的加劇是左心室擴張加速的獨立預測因素，並

且可能是心肌梗塞後心衰發展的獨立預測因子。因此，本研究的目標是縱向測

量同一隻豬心肌梗塞後的區域和整體左心室幾何形狀，以建立梗塞區幾何形狀

的早期區域變化（區域性梗塞擴張）與後來的左心室尺寸增加（整體左心室重

塑）之間的關係。 

這項研究將在成熟的豬心肌梗塞模型中使用核磁共振成像（MRI），以開

發心肌梗塞後同一隻豬的左心室幾何區域和全局變化之間的時間關係，我們相

信核磁共振成像將貢獻新的信息。 

2、動物使用 

（1）.解釋使用動物的理由：沒有其他心肌梗塞後模擬左心室局部和整體

重塑的體內模型。因此，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替代對動物進行這些

操作。 

（2）.證明所選物種的適當性：豬已被證明是進行研究以確定許多模擬的

心臟病狀態下心肌細胞外基質（ECM）變化的優秀模型。重要的是，

已證明豬能最準確地反映人的冠狀動脈解剖結構，並以類似的方式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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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缺血/梗塞作出反應。其次，可以以一致的大小和體重獲得豬，因此

減少了實驗觀察之間的差異。 

（3）.證明要使用的動物數量：功效分析表明第1階段非心肌梗塞組有10隻

動物，第2階段心肌梗塞組有10隻動物。我們預計死亡率為20％，因此

每組將分配13隻動物，重複三次研究。 29 /年/ 3年共將使用87隻動物。 

3、方法和程序 

（1）.實驗設計和動物程序：豬將在大學設施內適應環境至少七天。在豬

隻飼養的頭五天內，由於其常規的健康背景，所有豬都將施用紅黴素

（250mg PO，TID）。在使用儀器的前一天、使用儀器的當天以及使用

儀器的第二天，將對豬進行Naxcel給藥（3.0至5.0mg / kg，肌內注

射）。 

（2）.手術模型：對於對照動物，將在胸主動脈中製作一個縫線口，並且

將連接至進入端口的導管在橫隔膜水平處推進至主動脈。連接到導管的

進入口將被放置在皮下的口袋中，並使用絲領帶固定在適當的位置。對

於心肌梗塞誘導的動物，將進行暴露左心室游離壁、左心房、迴旋支動

脈和鈍性邊緣（OM）分支的心包切除術。將在胸主動脈中製作一個縫

線口，並在橫隔膜水平處將導管連接到通向主動脈的進入端口。 

連接到導管的進入口將被放置在皮下的口袋中，並使用絲領帶固

定在適當的位置。將確定來自迴旋冠狀動脈的鈍性邊緣動脈結紮。結紮

線（Proline 4.0）將放置在鈍性邊緣1和鈍性邊緣2的原點周圍。心肌梗

塞將由鈍性邊緣1和鈍性邊緣2的永久結紮誘導。所有對照豬/心肌梗塞

豬都將在術後28、42和56天進行成像，並在術後56天進行成像後進行研

究終點。 

（3）.序列成像測量： 

A. 鎮靜和麻醉誘導：在研究開始前2小時，動物會利用與苯二氮卓混合的

食物進食鎮靜，並放入合適的吊帶中，使動物舒適地休息。用袖套式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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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將動物插管，並允許通過便攜式麻醉機輸送的0.5–3.0％的isoflurane

進行自我換氣。使用表面心電圖（ECG）連續監測心跳和心律。背部血

管通路上的皮膚將被剃毛，並以無菌方式將優碘和酒精交替擦拭進行準

備。使用合適的針頭（Huber）進入進入端口，並確認動脈血的缺陷。

然後，使用無菌用品將帶有相關靜脈管線的進入端口蓋上蓋子，並放入

訂製設計的袋子中。 

B. 成像：左心室幾何形狀和功能的縱向測量將使用核磁共振成像進行。作

為灌注的附加措施，將記錄增強的對比核磁共振成像圖像。 

C. 復甦：完成成像研究後，將把動物運回其飼育設施。然後將進入口用肝

素化生理鹽水（1000 U / mL）沖洗。針頭將被移除。將未來要進行影

像學研究的動物中斷麻醉、拔管，一旦從麻醉中恢復就回到籠子裡。完

成最後一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動物將進行研究終點。 

D. 研究終點：在心肌梗塞後56天進行最後一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後，將對

豬進行麻醉，以評估其整體和局部左心室功能、微透析測量和血流動力

學。麻醉誘導將使用由面罩輸送的isoflurane（3％）在氧氣和一氧化二

氮的混合物（67：33％，1.5 L / min）中進行。一旦豬被充分麻醉後，

建立外周靜脈通路（耳朵），並通過耳靜脈套管注射2 mg / kg的

sufentanyl（ESI）。確保動物保持充分麻醉後，靜脈注射0.1 mg / kg的

etomidate和10mg的vecuronium。這導致已經建立的麻醉程度迅速加深。

氣管內插管將通過下頜中線切口手術放置並建立機械通氣。在整個手術

過程中，將通過遞送0.5％isoflurane和靜脈內注射嗎啡（ESI，3 mg / kg / 

h）來維持麻醉。將對isoflurane、一氧化二氮和嗎啡的輸送進行滴注，

以維持穩定的生理血液動力學和呼吸特性；並對各種生命體徵進行密集

和連續的監測，以確保麻醉的完整和穩定的手術平面。該手術麻醉平面

穩定後，將開始靜脈輸注vecuronium（15mg / h）。將根據需要調整滴

注量，以提供連續的肌肉鬆弛，從而促進適當的機械通氣控制和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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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視野。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將根據需要另外給予5毫克的

vecuronium。將仔細監測心律和血壓，以確保動物在整個手術過程中保

持在穩定的麻醉手術平面上。 

多腔熱稀釋導管將通過右頸外靜脈放置在肺動脈中。帶有側臂的8 F

導引器將放置在右頸動脈中，以進行血壓測量和動脈通路。主動脈入口

也將連接以監測系統壓力。Foley膀胱導管將通過恥骨上恥骨後腹膜中

線手術放置並固定。將進行胸骨切開術，並將血管結紮線置於下腔靜脈

周圍，以進行短暫的腔室閉塞。先前已校準的微尖換能器將通過一個小

的根尖刺傷放置在左心室中。電晶體將定位在左心室心內膜中，以在短

軸上的兩個區域（心肌梗塞區域和遠端區域）提供心肌尺寸。偏遠地區

將定義為左前降支動脈（LAD）的區域。最終程序預計將在8小時內進

行。 

4、其他 

（1）. 為了進行成像研究運輸，將把動物放在封閉的貨車中運輸到核磁共

振成像（MRI）設施。通過謹慎選擇運輸路線和利用封閉的裝卸區從車

輛上裝載和卸載動物以盡量減少公眾的關注。該車輛將專門裝配可鎖定

位置的運輸吊帶和麻醉機（帶有相關的監控設備），以便讓運輸的動物

相對於車輛保持靜止。此外，安裝大功率電源供應器，以在運輸車中為

麻醉機和監測設備供電。為了進行研究終點，動物將被裝在覆蓋床單的

大型活動動物箱中運送到研究人員實驗室。 

（2）.動物識別方法：豬在抵達時將放置耳標。 

（3）.保定方法：豬將被保定在豬吊帶中約60分鐘。這時間不算特別長，

豬在吊帶上看起來很舒適。在我們的經驗中，不需要進行環境適應。 

（4）.實驗注射或接種：Gd-DTPA將以0.1mmol / kg的劑量通過血管手動注

入進行成像。 

（5）.抽血：為了提供心肌梗塞大小的估計值，將從皮下進入端口抽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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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血樣。豬將被放置在訂製的吊帶中，可使動物以不受約束的方式舒

適地休息。抽血周圍的區域（5 cm）將被清洗並準備好，並形成無菌區

域。將使用合適的針頭和3 cc的血進入主動脈端口。然後將進入口用肝

素化生理鹽水（1000 U / mL）沖洗。整個過程將持續大約30分鐘。在

為期56天的研究期內，每週將收集額外的3~5 cc血液樣本，以評估臨床

化學和全血細胞計數（CBC）參數。 

（6）.食物或飲水限制：手術前將動物禁食12小時。 

（7）.藥物級和非藥物級化合物：沒有使用。 

（8）.預期會產生的最終效果（如果有的話）：預計動物會經歷血液動力

學損害，可能導致食慾不振、活動不順暢、體重減輕、嘔吐、腹瀉。手

術過程中會出現疼痛和痛苦。 

（9）.其他潛在壓力源(例如有害刺激、環境壓力)以及監控和最小化痛苦，

血管端口會給豬造成一定程度的不適/苦難。我們將每週評估其通暢

性，並每天評估感染跡象。 

（10）.實驗終點標準：如果動物的體重減輕超過其起始重量的20％，則將

其從研究中撤出並實施安樂死。 

（11）.獸醫照護：每隻經過手術的動物都需要大量照護資源，因此將盡一

切努力來解決因血管端口引起的臨床問題、血液動力損害或其他問題。 

研究人員將與獸醫人員協商治療方案。 

5、手術 

如果建議進行手術，請完成以下步驟： 

（1）.識別並描述要進行的手術程序。包括術前程序(例如禁食、鎮痛負荷)

以及手術期間的監測和支持治療，包括要使用的無菌方法： 

在手術的早晨將動物禁食 24 小時。除了肌肉注射 buprenorphine

（0.05–0.1mg / kg））外，還將應用 100 mg fentany 貼劑（5 mg / kg /day，

釋放速率為 50 mg / h）。麻醉將通過吸入 isoflurane 來提供。即將手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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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由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以 ketamine（22 mg / kg）、 acepromazine

（0.04mg / kg）和 atropine（0.04mg / kg）誘導麻醉，並將豬放置於合適的

豬吊帶中。如有需要，將由耳靜脈建立靜脈插管，以方便由靜脈注射液體

（例如，lactated Ringer’s）和其他藥劑（例如，抗心律失常藥、

lidocaine）。將建立心電圖和脈搏血氧飽和度測定。也將使用面罩輸送

isoflurane（3％，1.5 L / min）和一氧化二氮（0.5 L / min）來建立麻醉誘

導。然後將動物進行氣管插管，並提供 22mL / kg / min 的流速通氣。

isoflurane 的輸送調節將用於維持穩定的心律和血液含氧量，並且如果這些

參數中的任何一個比環境水平升高超過 10％，則將進行調節。將連續監測

血氧飽和度和心律，提供靈敏的手段來確保麻醉的完整和穩定的手術平

面。以 3mg / kg 推注劑量開始 lidocaine 輸注，然後持續輸注 120mg / h。 

（2）. 確認進行手術人員及其資歷、訓練和/或經驗： 

執刀醫師的助手首先在執刀醫師的指導下進行獨立的手術訓練。執刀

醫師是一位受過訓練的心胸外科醫師，他將從門診手術程序經驗豐富的獸

醫師那裡接受豬隻特殊程序培訓。 

（3）.確定手術位置： 

Expert醫師在D樓擁有自己的手術室，並將在該位置進行手術。 

（4）. 如果是生存手術，請描述將提供的術後照護和觀察頻率： 

確定負責提供照護的人員和地點(建築物和房間)。包括在工作時間、

下班後、週末和假日檢查和管理術後併發症。該動物將在獸醫的指導下在

重症監護病房從外科手術中康復。將以 0.005-0.02 mg / kg 的 Buprenorphine

用於術後立即疼痛。 對於開胸術後延長的疼痛和更長時間的鎮痛，將會使

用 ketoralac tromethamine。 

（5）.如果是非生存性手術，請描述將如何提供安樂死並如何確定死亡： 

完成上述協議後，isoflurane 的輸送量將增加至 5％，並保持完全麻

醉。lactated Ringer’s 通過主動脈輸送 24 mEq potassium 溶液，可誘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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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停止跳動。心臟將被收取，左心室將被隔離並放入冷凍的 chilled Krebs

溶液中。 

（6）.手術期間是否使用了麻痺藥？如果是，請說明如何保持通氣以及如

何評估疼痛： 

最終程序將使用 Pancuronium（15 mg / h）。豬將處於機械呼吸機上，

並將連續監測血壓、心律和氧氣水平。 

（7）.在進行這項研究之前，是否對任何動物進行過大手術或小手術？如

果是，請解釋： 

沒有進行手術。 

（8）.在這項研究中，是否會對動物進行不止一次的生存手術？如果是，

請說明理由： 

沒有進行其他生存手術。 

6、痛苦或苦難的分類以及對替代方法的考慮 

（1）. USDA對該物種涵蓋的疼痛或苦難分類： 

USDA D 類為動物可能歷經能的痛苦或壓力程序時，可為其提供適當

的麻醉藥、止痛藥和/或鎮靜藥。 

（2）.考慮替代方案： 

在 2012-2015 年間使用關鍵詞心室重構，在 Pub Med 進行搜尋豬的動

物替代，結果顯示沒有替代方案。 

7、麻醉、止痛、鎮靜，其他類似的止痛藥 

（1）.手術期止痛： 

100 ug fentanyl 貼劑（5 ug / kg /天）; 肌肉注射 buprenorphine（0.05- 

0.1 mg / kg / im）。  

（2）.術後止痛： 

buprenorphine（0.005-0.02 mg / kg）。 

（3）.長期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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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建議劑量的 Ketoralac。 

（4）.麻醉： 

Ketamine (22 mg/kg), acepromazine (0.04 mg/kg), atropine (0.04 mg/kg), 

isoflurane, nitrous oxide。 

8、研究結束時的安樂死方法或動物處置 

在手術平面上對豬進行isoflurane麻醉後實施放血安樂死。對被認為處於苦

難中的動物執行過量的barbiturate安樂死。這些方法與AVMA的安樂死建議一

致。 

9、飼育環境無法豐富化和群飼的原因 

先期的研究工作表明，外部的儀器需要單獨的飼育房，因而不能進行豬隻

群飼。另外，將根據獸醫人員的要求提供環境豐富化的設施。 

10、主要研究人員認證培訓 

我證明我已經參加了機構要求的研究員訓練課程。 

修課年份：20xx 

地點：經過認證的實驗動物訓練中心 

附加培訓：心胸外科醫師的認證資格 

附加培訓：外科獸醫師的認證資格 

11、損害-利益評估建議 

損害-利益評估建議，如表4-2-1案例二損害評估建議表，表4-2-2案例二利

益評估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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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案例二損害評估建議表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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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案例二利益評估建議表 

 
資料來源：Laboratory Animal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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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英國計畫許可證申請之損害利益評估規範 

英國的實驗動物管理制度為中央許可制，主要是依據1986年動物法

[Animals （Scientific procedures） Act 1986 （United Kingdom Animals Act）]

有一個集中的法律和法規系統。英國內政部（UK Home Department）根據上述

法律負責監督，並為那些進行動物實驗之設施、實驗計畫和人員進行檢定的體

系。英國內政部於2014年3月發行依European Directive 2010/63/EU進行修訂的

Guidance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nimals （Scientific Procedures） Act 1986，以

符合歐盟保護用於科學目的動物之相關規定。 

英國被認為擁有世界上最嚴苛的實驗動物保護法案，而且是唯一提出執照

申請時需要做損害及利益評估（Assessing harms and benefits）的國家。《動物

法案1986》—Animals（Scientific Procedures）Act 1986（ASPA）中規定在英國

進行動物實驗需要獲得三種執照，分別是： 

A.機構許可證（establishment licences，PEL）—確認擁有足夠的實驗工具

與人員。一個實驗室許可證必須包括：a.該許可證持有人的細節；b.在ASPA第

2C部份要求之“被指名人”的細節；c.場所的時間表。一般而言，會在收到完

整而正確的申請表後40個工作天通知是否通過申請。審查人員亦會通知內務大

臣（Secretary of State，SoS）在必要的時候進行機構現場審查及評估，以確認

所有上文所載的要求已經滿足。對於貓、犬、猴之相關歷史資料必須特別保

存，甚至該動物死亡、被釋放或回歸棲息地，資料也要保存最少5年。 

B.計畫許可證（project licence，PPL）—核查動物種類、數量、實驗方法、

目的以及執行的場所。申請表依上述內容由內務大臣進行審核，每個計畫許可

證乃授予一個「個人」，不授予組織或研究小組。計畫許可證的持有人應該是

在研究小組或部門最合適來管理該計畫的人，並有相應等級的管理權力。計畫

許可證持有人不必也是個人許可證持有人。計畫許可證有效期最多5年，如果期

限到還做不完，則必須申請新的許可證。主管單位確認收到您的申請時，僅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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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接受申請；直到收到一份完整和正確的申請書，其中包括一個滿意的非技術

性的計畫摘要，才會開始評估。除非申請書涉及複雜或跨學科計畫，基本上會

在40個工作天內（8週）完成評估。如果申請書涉及複雜或跨學科計畫，亦會通

知您可能延長評估日期到15個工作天（3週）。若申請書包含的任何錯誤或缺乏

必要的基本資訊，則會通知必須補正完成才會進行計畫許可證的評估及授權。 

C.個人許可證（personal licence，PIL）—確認每一位參與計畫的科學家和

技師執業資格。依據ASPA，須符合三項要求才能執行動物試驗（procedure）：

a.您擁有一個個人許可，授權您申請動物試驗（procedure），並敘述那一類型

的動物；b.該動物試驗（procedure）為已申請的授權計畫中一個計畫許可證指

定工作的一部分；c.該動物試驗（procedure）是在該計畫許可證指定的地方。

一般而言，會在收到完整而正確的申請表後20個工作天通知是否通過申請。另

外，對於國外科學家及一些在英國進行短期研究的學生計畫亦提供快速審查的

管道，希望在5個工作天完成審查決定的通知。雖然個人許可證無有效限期，但

至少每五年會進行一次複審。 

損害-利益評估（Assessing harms and benefits）須填寫於計畫申請表上，故

在授予計畫許可證之前，主管單位必須權衡動物可能的損害，考慮3R最佳的實

行，以及試驗可能獲得的利益，如此方能確保損益降至最低和利益最大化。 

損害-利益評估必須進行督察（Inspectorate），根據提供的資訊，作為該計

畫評估過程的一部份。督察人員（Inspectors） 基於計畫許可申請的損害-利益

評估提供諮詢意見給內務大臣。要做到這一點，主管單位使用了一些流程，以

確保一致的方法，其中包括督察人員進行良好的溝通、持續的專業發展、判

例，並利用外部的觀點〔例如，在動物科學委員會（ASC）的外部專家審查和

其他利益相關者〕。 

下一節將依英國內政部的計畫申請表損害-利益評估指南（Guidance on the 

harm–benefit analysis of project licence applications），描述如何進行實驗計畫許

可申請的損害-利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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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框架 

進行HBA的要求在歐盟指令2010/63 / EU中進行了規定，該指令已通過

ASPA的修訂而轉換為英國現有法律。 

1、ASPA第5（1）條將PPL定義為“由SoS授予的許可證，該許可證指定了

一個工作程序，並授權作為該程序的一部分，在指定地點或指定地點對指定描

述的動物應用指定的受規管程序地方”。 

2、ASPA的第5B（2）節排除了PPL的授予，除非SoS對工作計畫進行了有

利的評估。該評估只有在驗證以下條件時才是有利的：  

A、從科學或教育的角度出發，或根據法律要求執行工作計畫是合理

的。 

B、工作計畫的目的證明使用受保護的動物是合理的。 

C、工作計畫的設計應使其盡可能以最人道和對環境敏感的方式適用於

其規範。 

3、ASPA的第5B（3）（d）條要求工作計畫的HBA（在PPL申請範圍內）

進行評估，以評估是否有理由對受保護的動物造成疼痛、痛苦和苦難預期結

果，考慮到道德因素以及對人類、動物或環境的預期利益。 

4、ASPA的第5C（3）條定義了該法案的允許目的。SoS不能批准PPL，除

非他們已經確認要至少出於以下目的之一執行工作計畫，即： 

A、基礎研究。 

B、具有以下目的之一的轉譯或應用研究： 

a.在人類、動物或植物中避免、預防、診斷或治療疾病、健康不良或

其他異常情況或其影響； 

b.對人類、動物或植物生理狀況的評估、發現、調節或改變。 

c.改善動物的福祉或為農業目的飼養的動物的生產條件。 

C、開發、製造或測試藥品、食品和飼料或任何其他物質或產品的質

量、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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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為了人類或動物的健康或福祉而保護自然環境。 

E、旨在保護受規管程序的動物物種的研究，作為工作計畫的一部分。 

F、接受、維護或提高職業技能的高等教育或培訓。 

G、法醫諮詢。 

 

二、申請流程的各項考量 

PPL申請過程可以分為多個離散階段： 

1、概念。申請人制定一項工作計畫，以實現一個或多個允許的目的。他們

會在提交草稿或正式申請之前，從指派的督查專員那裡就計畫的早期概念尋求

非正式建議；這可能是在獲得資金或明確定義工作計畫之前。如果滿足以下條

件，則可以將這些概念完全丟棄： 

A、質量差。 

B、不符合ASPA的要求。 

C、損害與利益之間的平衡很明顯會使HBA無法通過。 

2、草案。申請人通常會在其機構的動物福祉與倫理審查單位（Animal 

Welfare and Ethical Review Body，AWERB）對該計畫進行審議之前或與之同時

提交申請草案。若督查人員確定了顯然會使HBA無法通過的建議，則會建議在

此早期階段不要繼續進行。與該概念一樣，如果提案草案有可能滿足ASPA的要

求並通過HBA，則督查員會提供反饋，以最大程度地減少損害，明確要實現的

特定利益，全面實施3R並闡明提供這些利益的可能性。通常，在此階段需要其

他資訊，以確保督查員具備進行HBA的所有必要相關事實。 

3、AWERB評論。在將申請正式提交給內政部動物科學應用法規單位

（Animals in Science Regulation Unit，ASRU）之前，應由機構的AWERB進行

審查，這是內政部指南中列出的任務之一。AWERB會建議PEL持有人是否支持

計畫申請，主要是從當地角度考慮此類建議，並吸收當地的知識和專長。 

4、正式申請。經過AWERB審查並由PEL持有人簽字後，該申請正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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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內政部。一些申請人在提交正式申請之前已經解決了督查員的所有疑慮，因

此在此階段可能不需要進一步的資訊。但是，督查人員可能仍需要協商並同意

3R的適用，以確保將PPL中授權的損害最小化並通過可能的利益來證明其合理

性。 

5、正式評估。督查員確定在進行最終HBA之前必須解決的遺漏或要求的更

改。與損害和利益有關的紅字通常分為以下幾類： 

A、無法充分說明利益： 

 通常缺乏研究計畫的更廣泛背景（以及特定計畫對整體研究計畫

的潛在利益）。 

 沒有充分描述利益或沒有解釋轉譯潛力，尤其是在基礎研究領

域；未經證實/不切實際的潛在利益主張。 

 與應用程序中列出的目標無關的利益。 

 未指明預期利益的時間表（可行時）。 

B、無法充分解決成功的可能性，即實現計畫設定目標的可能性： 

 沒有有關小組（或機構）事績的資訊（例如，以前的經驗；相關出

版物；資源可用性，包括動物設施和資金），無法幫助評估成功的

可能性。 

 工作的理由結構不合理，缺乏成功的關鍵指標，例如通過工作計畫

表明進展的里程碑，重點和相關性不足。 

 沒有足夠的細節來評估成功的可能性。 

 關於動物模型（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使用基因改變[GA]動物）的

詳細資訊不足，以及為什麼它們是為此目的最好和/或最可行的模

型。 

 關於規範程序如何對計畫目標做出貢獻的資訊不足。 

C、無法充分解決3R的應用問題： 

 缺少或不完整的資訊，以考慮是否已解決所有3R問題，例如，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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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將損害減少到與科學目標一致的最低限度的資訊。 

 活體使用的替代品不能達到科學目標。 

D、沒有充分估計損害： 

 對動物的程序不夠詳細，無法估計對單個動物的損害。 

 沒有有關損害性質和損害程度的資訊。 

 有關福祉評估或人道終點的資訊不足。 

 沒有理由或沒有足夠的理由重複使用動物。 

6、轉介。如果申請提出需要更詳細考慮的問題（例如，高強度工作或其他

特別引起公眾關注的事項），則督查員或SoS可能會尋求其他建議。可以在監察

局、官員或部長、獨立評估者或ASC中轉介申請。 

A、督查專員內部的轉介。如果某個應用程序的某個方面需要特定的專

業知識，或者該應用程序屬於某些類別，則可以將該應用程序稱為

第二個督查員或督查員小組。此過程包含在內部政策文件中。此類

轉介可以是強制性的，也可以是一般轉介的。它們可能專注於應用

程序的特定方面（例如已被分類為嚴重的協議），可能涉及整個應

用程序。 

B、獨立評估者。當提出的問題需要內政部動物科學應用法規督查單位

（Animals in Science Regulation Unit Inspectorate，ASRU-I）所不具

備的專業知識時，或者在科學界或福祉界內部或在督查專員與申請

人之間就以下方面進行辯論時，SoS可以尋求獨立評估者的建議： 

 要檢驗的擬議假設的科學有效性。 

 擬議方法的科學有效性。 

 3R進一步應用的範圍。 

 工作方案可能帶來的利益。 

 對動物的可能損害。 

 物種的選擇（例如，使用受特殊保護的物種是否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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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估者通常是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活躍研究人員。他們可

以來自國際研究界，也可以位於英國。當SoS打算諮詢獨立評估者

時，根據ASPA第9（2）條須通知申請人，SoS將考慮申請人對選擇

獨立評估者的意見。通常會告知申請人獨立評估者的身份以及他們

被要求解決的問題。申請人也可能有機會閱讀獨立評估者的報告，

該報告也可以提供給ASC。 SoS的決定將考慮評估者的建議，但不

具有約束力。 

C、ASC。有許多標準要求將PPL應用程序提交給ASC： 

 使用野生的非人類靈長類動物（NHP）。 

 在嚴格的治療方案中使用貓、狗、馬科動物或NHP。 

 瀕危物種的使用。 

 具有重大動物福祉或道德影響的計畫。 

 涉及使用混合胚胎的計畫屬於醫學科學院（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AMS）關於含人類物質動物（Animals containing 

human material，ACHM）的動物的第3類和第2類，其中混合胚

胎的優勢尚不清楚或不確定。 

 可能會在指令中引用有關NHP使用目的的“保障條款”，使用

大猿猴的提案或引起長期疼痛、痛苦或苦難的提案，這些計畫

無法緩解。 

 任何引起新穎或爭議性問題或引起社會關注的計畫。 

申請人被邀請參加計畫評估的ASC會議，並有機會就該申請案

進行說明，他們也受到委員會的質疑。指定的督查專員也出席會

議，以提供委員會可能需要的任何技術諮詢。其他督查員也可以參

加。委員會可以建議SoS批准PPL（有或沒有進一步的更改或附加條

件）或拒絕該申請。適當時，指派的督查專員與申請人討論委員會

提出的要點，並在必要時提供最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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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議。完成評估後，督查專員建議批准或拒絕該申請。由於上述的過

程，在正式申請階段完全拒絕申請是不尋常的。一般而言，在建議之前，將其

較小或較大的更改退還給申請人是比較常見的。大多數不合適的申請都在概念

或草案階段被確定，並被申請人完全撤回或修訂，然後重新提交。督查專員的

建議包括計畫的持續時間，是否應對許可證適用任何其他條件以及對計畫進行

追溯評估的任何要求的詳細資訊。 

8、同意或拒絕。然後，ASRU許可團隊代表SoS採取行動，並考慮督查員

所提供的建議，以授予或拒絕許可。在適當的情況下，建議可以歸結給高級官

員，或者偶爾交給部長做出最終決定。 

9、時間表。除非申請涉及複雜或跨學科的計畫，否則評估將在收到完整正

確的申請後的40個工作日內完成。將授予PPL或通知申請人拒絕申請的意向。

對於描述複雜或多學科計畫的申請，該期限可以延長最多15個工作日，並會相

應地通知申請人。 

10、意見分歧。有時，儘管經過討論，申請人和指派的督查員仍無法同意

申請的一個或多個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將有一個非正式的解決程序，可能會

引起具有特定知識或經驗的督查專員的其他成員和/或負責評估計畫許可申請的

首席督查專員的參與。申請人可以請求此過程，也可以由指派的督查員尋求該

過程。 

 

三、損害利益評估 

1、損害 

計畫中的每個協議都應用了嚴重性分類，該分類由申請人提出，但由督查

員確認並同意。這些分類在ASPA中定義（不可恢復，輕度，中度或嚴重）。但

是，這種廣泛的分類反映了每個方案中的嚴重性上限（或任何動物的最壞情

況），無法提供充分評估損害的充分資訊，例如，有關性質、發生率或損害的

資訊。還必須考慮損害的持續時間或受影響動物的百分比。另外，每個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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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詳細資訊用於確定該協議中可能遇到的嚴重性的不同級別。需要考慮以

下方面： 

A、或有損害。這些是動物實驗或科學使用引起的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損

害。或有損害的例子包括被關在籠子裡（而不是能夠在野外自由活

動）、無法表達廣泛的自然行為、處理或運輸壓力以及嗅覺暴露於大

量特定物種（如果是實驗室籠中的常規囓齒動物）。 

《布拉姆貝爾報告》（Brambell Report，1965年）建議動物應該

可以自由站立、躺下、轉身、梳理自己和伸展四肢。農場動物福祉委

員會（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FAWC）將其發展為“五項自

由”，這是分析動物福祉的框架。這些原則仍被用來幫助改善人類為

許多不同目的飼養的動物的福祉。它們在動物福祉立法和農場動物福

祉認證計畫中具有很高的影響力，並且在考慮對實驗動物的偶然損害

時是一個有用的框架： 

a. 隨時獲得淡水和飲食以保持充分的健康和活力，免於飢餓或口渴。 

b. 提供適當的環境，包括庇護所和舒適的休息區，從而免於不適。 

c. 通過預防或快速診斷和治療免於疼痛、傷害或疾病。 

d. 通過提供足夠的空間、適當的設施和動物同伴的形式來表達（大多

數）正常行為的自由。 

e. 通過確保避免精神痛苦的條件和治療擺脫恐懼和苦難。 

B、與計畫相關的損害。這些複雜性的範圍從單一的社會物種住房到主要

的外科手術。與或有損害一樣，“五項自由”也可能與與計畫有關的

損害有關。與計畫相關的損害的關鍵問題包括： 

 程序類型。 

 程序的頻率。 

 程序的持續時間。 

 在方案中可能達到每種嚴重程度的動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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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種不良反應的性質、嚴重性和可能性以及預計受影響的動物比

例。 

 所用動物的來源、種類、品系和發育的年齡/階段。 

 動物數量。 

 每隻動物的命運（例如，人道安樂死、重複使用、重新安置）。 

 動物被安樂死了嗎？如果是這樣，用什麼方法和多少動物？ 

 是否可以重複使用動物？ 

C、累積影響。這些是所有事件（基於過程和基於飼養的事件）的淨影

響，以及通過改善動物一生的福祉而對其產生不利影響的因素進行積

極的改善。它們包括可能的習慣，增強和/或敏感性，以及可能影響事

件和其記憶和/或其後果之間的恢復的任何時間要素。 

D、減輕/降低損害。要求申請人證明其選擇的物種、模型和方法的合理

性，並要求他們解釋為什麼它們是最精緻化的（即最小化PSDLH）。

他們還被問到如何在實現目標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減少痛苦，並為任何

嚴重的嚴重程度模型提供更多依據。 

精緻化策略必須在每個協議的“不良影響”部分中進行具體且實

際的定義。必須提供以下資訊： 

a. 緩解策略。這是為減少不良反應的頻率和嚴重程度而採取的措施，

因此可以以最精緻化的方式進行操作，同時可以實現科學目的，例

如：動物在手術中使用鎮痛劑的情況。 

b. 人性化的終點。這些明確、可預測和不可逆的標準，允許在動物遭

受未經授權或科學證明的損害之前儘早終止該程序。換句話說，它

們是動物遭受痛苦的性質和程度的絕對上限。健全和有用的人道終

點的一個例子是腎臟疾病的生化標記物的血中濃度上限。人性化的

終點不一定是定量的，而是可以基於實際的專業判斷，例如： 

“如果發生手術後併發症，除非獸醫認為能夠通過少量干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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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且成功地糾正此類併發症，否則不會殺死動物，以免增加手術

的嚴重程度。” 

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否則必須避免以死亡為終點。 PIL標

準條件7和PPL標準條件9對此強調，通常僅在法律要求的法規測試要

求時才進行授權。 

E、損害的附加控制。除了在協議中包含緩解策略和人道終點之外，作為將

損害最小化的一種手段，標準條件還提供了對PIL和PPL的進一步控

制： 

a. 不必要的PSDLH。PIL標準條件5規定：“在許可證持有人對動物

實施規範程序的情況下，持有人必須確保停止對動物造成的任何不

必要的PSDLH”。PPL標準條件8規定：“許可證持有人應確保，

在按照本許可證規定的工作計畫對動物實施規定程序的情況下，應

停止對動物造成的任何不必要的PSDLH”。這兩個標準條件為

ASPA規定了損害的一般上限。 

b. 無法緩解的長期、劇烈的疼痛、痛苦或苦難。PIL標準條件8要求許

可證持有者確保立即殺死正在或已經受到管制的動物，並且該動物

“處於持續時間很長且無法緩解的嚴重疼痛、痛苦或苦難中”。

PPL標準條件7禁止將受管制的程序作為PPL中指定的工作程序的一

部分應用於動物，“如果該程序可能導致動物嚴重的疼痛、痛苦或

苦難，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並且不能改善”。這兩個標準條件為

ASPA規定了損害的絕對上限。 

F、損害的進一步限制。立法中其他地方還有其他具體限制： 

a. ASPA現在禁止使用大猩猩（黑猩猩、侏儒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

以及家養流浪動物 

b. 對於使用被歸類為嚴格和可靠模型的模型，需要有特殊的理由，並

且必須說明為什麼沒有其他更精緻化的方法可以達到科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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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僅在特定情況下，才能將程序應用於受特殊保護的物種（狗、貓、

NHP和馬科動物）。如果僅通過使用許可，狗、貓或馬的工作計畫

的目的才能達到，或無法獲得其他合適的動物，SoS只會為狗、貓

或馬提供PPL。只有在出於特定的允許目的而執行的程序中，並且

如果提供的科學依據表明使用非NHP的動物無法實現工作計畫的目

的，才可以使用NHP。 

2、利益 

HBA期間考慮的利益是項目目標的特定、預期的利益，而不是整個研究領

域的非特定利益。例如，一個特定的利益是了解腫瘤的血液供應如何發展，目

的是開發一種能夠阻止腫瘤生長的藥物，而不是“癌症研究”。必須在應用程

序中包含有關利益的足夠資訊，以告知督查員該項目可能產生的可衡量結果。

但是，可能還有其他間接利益，這些利益不是立即顯而易見的，即，它們將直

接出現在直接利益的下方。資訊的相關領域和非相關領域的與領域相關和跨領

域的利益也可能難以識別和捕獲。另一方面，申請人有時會高估間接和長期利

益，而督查員可能需要尋求更多資訊，以評估將交付利益的各個方面的可能

性。由於HBA是在工作開始之前完成的，因此在福祉交付方面始終存在一些不

確定性。這使得利益評估變得困難。必要時，這是對利益及其交付可能性的有

價值的判斷。利益可以細分如下： 

A、直接或與項目有關的利益。直接歸因於項目的利益應該是現實的、可

實現的和可衡量的，具有確定的時間範圍，並與工作計畫直接相關。

根據項目背景、科學目的和目標，ASPA允許的目的以及工作計畫來告

知他們。陳述的可能的利益應與研究領域的現狀、任何知識差距及其

重要性相結合。需要對它們進行明確定義，並與項目的明確科學成果

進行對照，例如定義基因x在腫瘤血液供應中的作用。 

B、間接利益。間接利益通常被申請人忽略，難以預測，但是在評估基礎/

基礎科學項目而不是應用科學項目時尤其要考慮到間接利益。項目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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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利益可能會產生比立即顯而易見的更大的影響。這些間接利益包

括： 

a. 與實地有關的利益。這些利益在感興趣的科學領域中得到了廣泛的

應用，超出了項目的狹窄範圍。例如正在針對器官發育的一個方面

進行研究的細胞信號通路，也可能在胚胎的其他部位具有生物活

性。 

b. 跨領域利益。這些優點除了適用於任何特定PPL的研究領域外，還

適用於其他研究領域。科學應用的飛躍及其帶來的利益可能很難定

義或預測。由於生物醫學研究的重疊和轉譯性質，它們並不少見。

例如吉拉怪物蛇毒的毒液成分的研究已經確定了用於第二型糖尿病

的治療劑，目前已在神經病學領域進行了臨床試驗。 

c. 3Rs利益。應用3R所帶來的利益，雖然不是項目的主要產出，但卻

會增加HBA的價值，例如在一個PPL中開發更精細的疾病模型可能

對更廣泛的科學用戶群具有重要價值。同樣，授權工作的PPL為動

物模型的生產提供集中服務，例如將GA小鼠作為服務進行育種通

常會導致精簡和精煉，因為進行這項工作的工作人員在該領域具有

特殊的專業知識。 

C、 通過回答以下問題，可以促進對PPL可能帶來的利益的評估： 

a. 這項工作將帶來什麼利益？這些是上面討論的直接和間接利益： 

 可以獲取哪些數據？ 

 可能開發哪些藥物？ 

 將回答哪些科學問題？ 

 哪些知識空白可能被填補？ 

 項目的輸出是什麼？ 

b. 誰和多少人將從這項工作中受益？ 

 其他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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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或獸醫患者？ 

 相對少量的患者，例如患有罕見遺傳病或潛在數以百萬計的人，

例如瘧疾的候選疫苗？ 

 環境？ 

c. 利益如何累積？ 

 改善科學知識/理解？ 

 新的或更有效的療法？ 

 更便宜的療法？ 

 對患者的生活質量有何影響？ 

d. 何時才能獲得利益？範圍從PPL的使用期限（例如毒理學安全性測

試）到未來的幾十年（例如對瘧疾免疫學的基礎研究，最終可能會

促進有效疫苗的開發）。 

e. 不允許什麼利益？某些類別的福祉被禁止： 

 開發或測試進攻性武器。 

 開發或測試酒精或煙草產品。 

 測試化妝品。 

3、權衡損害和利益 

在詳細考慮了損害和利益的各個方面之後，對損害的嚴重性以及利益的價

值和交付可能性（即損害和利益都進行了加權）做出了總體判斷。為了確定是

否應該批准一個計畫，將損害與利益進行權衡。權衡利弊可以被認為是確定將

要發生的總體損害是否由可能帶來的利益證明是合理的過程。由於沒有商定的

損害或利益定量單位，因此這不是定量分析。 

A、加權損害。督查員應考慮到列出的資訊類型，對損害的最終“權重”

（即範圍、程度、嚴重性）做出整體判斷。使用的物種、每種方案中

使用的動物數量、要應用的程序列表以及對未知且必須預測的因素的

主觀判斷(例如由ASPA和ASPA操作指南中的描述符定義的每種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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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程度分類) 、可能的動物整體生活經歷以及可能以不可預測的頻

率發生的意外不良影響，這些是在評估表上摘要出來的，並且可能包

括諸如以下方面的資訊：典型的損害、最壞的情況、嚴重程度限制以

及指定的人道終點。儘管可以使用ASPA中定義的術語“不可恢

復” 、“輕度” 、“中度”和“嚴重”來表示每個協議內以及整個

協議內的不同程度的損害，但並未使用數字評分系統項目。 

B、 加權利益。 

a. 利益的價值。權衡（確定價值）特定利益通常比權衡損害更為困

難。在科學研究中，始終不確定將交付哪些利益以及何時交付，因

此在評估計畫時，也必須考慮交付利益的可能性。 

儘管利益的感知價值可能是主觀的，但督查員仍需對PPL申請

做出一致的判斷。必須認識到，對HBA流程感興趣的各個利益相關

者群體之間的觀點不同。例如，某些人認為開發藥物來更好地治療

乳腺癌比研究消遣性藥物成癮更有價值，儘管兩者都會為社會中的

許多人帶來利益。在確定福祉的重要性時，必須考慮到諸如人類疾

病的嚴重性，受影響的患者數量以及因此對社會的總體影響等因

素。督查員代表監管者採取的行動是根據PPL應用程序和其他相關

來源中提供的資訊做出平衡，合理的決定。 

一些團體認為，在教育中使用活體動物比在監管制度下測試藥

物的安全性不重要，或者人類健康應該先於動物健康。因此，很難

將動物研究的利益按簡單的等級順序排列。工作的重要性是主觀

的，並且會隨著時間和地點的變化而變化，並且取決於文化、環境

以及新知識和社會態度的出現。 

儘管很難對利益進行加權，但是督查員還是會評估每個計畫中

利益的重要性以及交付這些利益的可能性。通常認為極有可能直接

有益於人類健康的PPL具有很高的價值，特別是如果它們針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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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死亡率和高發病率的常見疾病。導致更好地了解正常器官或

過程的基礎科學計畫有時是研究疾病過程和療法的重要先驅，如果

這些解決了知識鴻溝，並且可能有助於診斷或治療選擇的發展，那

麼它們將被認為具有很高的價值；如果工作對新知識的貢獻不大，

則認為它們的價值較低。 

許多類型的產品，包括工業化學品、農藥、藥品和食品，都受

到法規限制，其中包括對安全性評估的要求。監管機構需要足夠的

資訊來評估產品對人類、動物或環境的風險。在某些情況下，資訊

必須證明該產品有效，尤其是在藥物方面。在許多情況下，監管機

構在註冊產品之前需要大量不同類型的數據，而其中一些數據目前

只能從對動物的測試中得出。這些物質和產品只有在提交適當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數據後才能銷售。 

授權進行此類工作的PPL所帶來的利益涉及人類、動物或環境

的安全。實際上，從隨後使用一種可能比目前的治療方法更安全或

更有效的藥物，或者可以滿足迄今尚未滿足的臨床需要的藥物中，

可以獲得利益。 

b. 實現利益的可能性。在確定為特定工作計畫實現利益的可能性時，

應考慮以下因素： 

 動物模型的適當性以及將結果推廣至醫學或獸醫界的資訊（如

果有）。督查員利用他們在特定領域的動物模型知識、文獻綜

述、持續的專業發展以及對其他類似工作的督查觀察來判斷模

型的適用性。 

 申請人提出的明確而有說服力的論點。如果此處存在不確定

性，請在申請書內或與申請人進行面對面的討論以尋求澄清。 

 在將開展工作的機構中對照護文化的信任和信心。這些資訊是

在機構督查期間收集的，可能包括對申請人及其團體的操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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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觀察，與ASPA下工作的指定人員和其他人員的會議以及

對當地流程的了解，以防止違規。 

 目標是否現實？ 

 工作是否及時？有關計畫及時性的資訊應在應用程序中顯示。

如果需要進一步的資訊，督查專員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和/或審

查相關文獻。 

 工作是否科學合理？這是根據申請人提供的支持其科學假設的

資訊，有關工作計畫是否在資助過程中經過同行評審，了解文

獻證據以證實申請中提出的主張，與同事、科學家或專家的討

論來判斷的。如需其他相關專家意見，可以通過轉介其他督查

員、獨立評估員或ASC尋求進一步的建議。 

 它可以在規定的時間範圍內交付嗎？ 

 資源是否充足？ （財務、適當的設施、設備和人員：經過適

當培訓和專門知識的科學和護理人員） 

 申請人或研究小組在現場和計畫工作的特定領域中的經驗/往

績如何？在申請中要求提供有關這些方面的資訊，並由督查專

員證實，必要時可通過文獻審查獲得證實。 

 是否有明確定義的工作計畫，包括有關方法選擇/實驗設計/物

種/動物模型的資訊？ 

 什麼是出版計畫（適當時）？ 

督查專員總結他們對福祉的價值和交付可能性的總體判斷，評估表

中描述了可能帶來的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其實現的可能性。例如，申請人

是研究團隊中具有實力和深度的世界領先專家，並且在擬議的動物模型

方面擁有十年的經驗。她的工作之前已經過檢查，並且在機構建立良好

的照護文化的背景下，被認為可以對3R給予應有的重視。她正在開發

針對兒童常見終末病症的新治療靶標，擁有將潛在療法用於臨床試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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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紀錄。因此，利益被認為是重要的，並且很可能實現。 

4、決策過程 

A、權衡（平衡）損害和利益。最後，決定是否可以通過預期利益權衡在

PSDLH方面可能對受保護動物造成的損害。這是一個基於本文描述和

討論因素的價值判斷。最終建議是向SoS（或他/她的官員）提出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建議僅來自督查專員。會考慮到申請人提供的所有

相關資訊，以及督查員可以從其他來源獲得的資訊，例如文獻回顧、

與專家同事的討論以及督查員自身專業知識和經驗的知識。但是，在

更複雜的案例中，這些案例已被轉介，也可以從ASC和/或獨立評估者

那裡獲得建議。然後，SoS會根據從這些不同來源收到的建議，最終決

定是否批准。 

B、HBA的正式紀錄。使用當前的PPL評估表記錄HBA（請參閱附件A），

督查員報告他們對損害和利益的權重，以及對損害與利益的權衡。督

查專員為建議授予計畫許可證或拒絕申請的決定列出了依據，正是這

一完成的部分履行了ASPA第5條下的SoS義務。 

5、決策的穩健性和一致性 

為了在進行HBA時做出一致且經過充分判斷的決定，督查專員需要就如何

評估損害和利益方面達成共識。為了得出合理的結論，需要進行適當的推理過

程，需要意識到公眾和其他主要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和觀點，使用多種機制來確

保進行適當的推理過程，得出合理的結論以及避免顯著的不一致： 

 將特定案件內部轉介給具有相關專業知識和/或經驗的一名或多名督查

員。 

 使用督查專員審查小組，在具有不同專業領域的數名不同督查專員之

間討論複雜的案例。 

 督查專員定期進行案例討論小組。 

 將案件轉交給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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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獨立評估者。 

 與擁有不同觀點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合作。 

  



77 

 

表 5-3-1 英國實驗動物計畫執照（PPL）損害利益評估表 

 

 

資料來源：英國內政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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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實驗動物計畫書審查個案探討 

一、我國損害利益評估發展狀況 

我國2018年修訂公告實施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

理辦法」第4條第一項「….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進行之替代、減量及

精緻化之評估說明等資料，經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

同樣在第4條第二項「前項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時，應優先建議使用非活體動

物替代方式，並得依據科學應用影響動物生理程度，由一位以上具備與申請利

用動物科學應用專業有關或實驗動物福利背景，且非隸屬於該機構之專家，提

供諮詢意見。」 

而督導我國各機構科學應用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於概述時即說

明乃以「動物保護法」為核心，強調在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時，保持科學嚴

謹度與動物使用論理-要求研究人員需有嚴謹的思維、判斷和分析以決定是否使

用動物進行科學研究。 

上述「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在1.2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組

組組成與職責，亦明確提出各項IACUC對於實驗動物計畫書的必要訓練以及對動

物福祉3R原則的考量，對於可能造成動物損害因素進行審慎的評估。例如： 

1.2.2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對於動物實驗計畫審核的職責及計

畫書審核中的特殊考慮事項： 

(1).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者應事先申請，申請內容包括計畫名稱、計

畫主持人、實驗動物種類、品種、數量、實驗設計、執行期限、負責進

行動物實驗之相關人員名冊及所進行之替代、減量及精緻化之評估說明

等資料，經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變

更時，亦同。 

(2).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時，應優先建議使用非活體動物

替代方式，並得依據科學應用影響動物生理程度，由一位以上具備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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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利用動物科學應用專業有關或實驗動物福利背景，且非隸屬於該機構

之專家，提供諮詢意見。(實驗動物疼痛評估，請參閱附件二) 

(3).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應提供機構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

應用諮詢意見與訓練計畫，及有關實驗動物管理標準作業程序與飼養設

施之改善建議。 

(4).參與申請案或有其他利益衝突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委

員，應迴避該計畫的審核。 

(5).機構如使用犬、貓、猿猴進行科學應用時，應將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

驗申請表影本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 

(6).重覆多次存活性手術應經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核准。如要

在單一動物個體進行重覆多次存活性手術，應事前評估對該動物福祉之

影響。 

(7).機構若有再應用之實驗動物或犬、貓、猿猴之使用，其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或小組應制定實驗動物再應用或退休、康復、認養、安置之

政策及其監督機制。(請參閱附件一) 

(8).應使用醫藥級化學品與試劑。若使用非醫藥級物質時，需在動物實驗申

請表中說明，並須經實驗動物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核准。 

(9).任何例外情況應由實驗動物照護委員會或小組予以明確定義及評估。 

(10). 若使用剪趾方式對小型齧齒類實施識別，應由實驗動物照護委員會或

小組核准。 

(11). 腫瘤模式、感染性疾病、疫苗攻毒、疼痛模式、創傷、單株抗體製

備、毒理測試評估、器官或系統衰竭及心血管休克模式等侵入性實驗，

實驗動物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應仔細審查實驗終止與人道終止時機。 

(12). 保定裝置得在尺寸、設計及操作上有所考量，以減低對動物引起不舒

適、疼痛、或緊迫的感受，或者對動物與實驗人員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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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雖然沒有像英國一樣在動物實驗計畫申請時必須填寫損害利益評估

表，但已隱含其精神，將各項可能的損害因子列為「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

引」的必要及重要指導原則。然而，與損害相比，利益在分類上或在操作上加

強利益的方法方面定義得不太明確。實驗數據對立即應用、商業化的有用性，

或者取決於社會最終認為有價值的科學工作未來性等直接利益、間接利益，甚

至只是基礎研究可能產生的未來應用利益，其實相當模糊。有些研究人員認為

他的研究計畫已通過科技部、經濟部或自己機構內的研發計畫的財務支持，當

然就表示其直接或間接利益已被審查委員肯定，所以在損害利益評估方面沒有

任何問題，只要多注意動物福祉3R原則即可。 

AALAS–FELASA工作小組承認，動物倫理審查委員會目前處於評估“損

害”的良好位置，但對“利益”評估可能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因此，這不是只

有我國IACUC在計畫審查才有的疑慮，而是目前各國IACUC普遍的困境。 

本研究於109年召開4次專家會議討論我國現階段適合導入的損害利益評估

表，結論為下列7點建議： 

(1).損害利益評估研究報告草案中，AALAS-FELASA的分析方法雖然很有

參考價值，但目前對IACUC委員及研究人員而言可能太深入而不易執

行。另外，現有的動物實驗計畫書已融入了損害評估的3R精神，所以

在推廣方面不宜操之過急，避免過度複雜化。 

(2).我國去年剛依「指引」指導原則強化IACUC職能，現階段尚不宜將損

害、利益評估原則強制納入，僅先提供案例討論，讓IACUC委員在計畫

審查時能更謹慎地考量到相關議題。 

(3).直接利益、間接利益的評估大家比較不熟悉，雖然可以練習像科技部計

畫的陳述模式，但畢竟農委會以動物保護為出發點，比較重視損害的評

估，因此我國現階段在個案評估方面先以半定性半定量的模式做為現階

段IACUC進階教育訓練教材。 

(4).二位獸醫師各提供3個案例及思考題，加上AALAS-FELASA工作小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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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2件案例，以專家同儕探討的方式，建立8個個案在潛在利益的重要

性、獲得利益的可能性、可能的損害等級等方面評估為高、中、低不同

等級的理由及觀點，未來讓IACUC進階教育的計畫審查學員增加思考的

面向。 

(5).由於損害利益評估非常專業，甚至牽涉到動物疼痛評估，須由實驗動物

獸醫師的專業介紹，尚無法強制推行。 

(6).初期對IACUC職能要求仍以落實「指引」為核心，第二階段再利用上述

個案分析引導IACUC思考損害利益評估，後續再輔以動物疼痛評估之課

程強化其感受，第三階段再導入替代方案的導入及落實。 

(7).明年度持續規劃依動物試驗之損害、利益評估原則，結合「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指引」指導原則，建立IACUC計畫書審查之必要及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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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損害利益評估之個案探討 

本研究以去年IACUC外部委員教育訓練的個案討論模式為參考，請吳建

男獸醫師、林雅玲獸醫師各提供3件個案，並利用AALAS-FELASA工作小組

提出的2件案例，請本研究專家小組依半定性半定量的模式進行個案評估，

做為未來IACUC進階教育訓練教材。 

9月21日進行第4次專家會議，以專家同儕探討的方式，依序請評估專家

說明其評估潛在利益的重要性、獲得利益的可能性、可能的損害等級的理

由，其他與會專家再補充不同的想法或考量的觀點（於該個案最下方“專家

會議補充評估方向與提示”），完成本章節8件專家損害利益評估個案探

討，未來讓IACUC進階教育的實驗動物計畫審查學員增加思考的面向。 

表 6-2-0 損害利益評估個案討論專家分組 

個案 1 吳建男獸醫師 戴元基醫師 曾湘文博士 

個案 2 吳建男獸醫師 李震東博士 方美佐主任 

個案 3 吳建男獸醫師 賴政分獸醫師 張維正博士 

個案 4 林雅玲獸醫師 戴元基醫師 曾湘文博士 

個案 5 林雅玲獸醫師 李震東博士 方美佐主任 

個案 6 林雅玲獸醫師 賴政分獸醫師 張維正博士 

AALAS-FELASA 工作小組 案例一 張維正博士 陳燕輝主任 

AALAS-FELASA 工作小組 案例二 張維正博士 陳燕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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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專家損害利益評估 - 個案 1 

案例說明及評估 

研究背景： 

胰臟位處胃部後、腹腔深處，有時候用超音波很難完全看得清楚，因此難以早期發

現癌變，但轉移、惡化速度很快，治癒機會低。也是目前預後最差的癌症之一。 

針對這種疾病的多臟器移植(multivisceral transplantation)手術技術已開發出來，今以

動物進行臨床前技術建立、測試。 

 

研究計畫： 

X 公司希望使用 16 隻豬進行共五對成功豬隻肝臟與小腸之多臟器移植(multivisceral 

transplantation)手術。 

手術分取下捐贈者小腸、胰臟、肝臟手術與移植入受贈者腹內該等臟器。 

試驗的目的在於驗證手術方式之可行與併發症有無。 

五對成功豬隻肝臟與小腸之多臟器移植(multivisceral transplantation)手術，需犧牲 5

隻豬作為器官捐贈者，並預計估成功率有 50%，使用 16 隻進行移植手術。 

術後觀察有否併發症 14 天后犧牲動物，並將其組織和器官送去進行組織病理分析。 

 

評估專家： 國家研究院動物中心 /吳建男獸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中 

說明： 

使用豬隻進行肝臟與小腸之多臟器移植(multivisceral transplantation)手術，以驗證手

術方式之可行與併發症有無。目前多臟器移植需於活體動物進行，尚無法虛擬模

擬。其由動物進行技術操演驗證獲得的技術知識可用於改善許多癌症病患生活。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 

由動物進行技術操演驗證獲得的技術知識可以作為促進臨床患者直接利益。新療法

可降低醫療保健系統的成本。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對動物損害是直接的，但利益的確定性可能是不可預測的和無形的。 

1.應同時評估捐贈豬與受贈豬體型大小，摘取小腸、胰臟、肝臟後，直接進行移植手

術是否符合受贈者的體腔，相關手術與後續的照護風險與難度非常高。 

2. 執行手術者需具有豬隻手術經驗，及術後照護專業人員。 

評估專家： 花蓮慈濟醫院(退休)  /戴元基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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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多臟器移植原則是移植多個臟器，在未來臨床運用有極大價值。本模型可以驗證多

臟器移植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可評估在術中可能的問題及解決方案，探討該類手術

於術後照護的注意事項。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 

確認手術人員具有相對應血管吻合術訓練及移植經驗應該可以提升成功率，術中術

後心肺功能及代謝之妥善照護處理也可以提升存活率，術後的止痛也已經證實可以

提升重大手術的功能恢復。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本計畫之手術為高侵入性及高技術性，因此損害等級相當高，IACUC 應注意計畫中

是否有降低損害的相關方案，譬如人員訓練、術中監測與術後止痛及照護的標準

化。 

評估專家： 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湘文博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多臟器移植是指將 3 個以上在解剖和功能上相互關聯的臟器，以整塊並呈一串器官

簇方式移植，其原則是移植的多個臟器作為一個整體擁有共同的動脈供血通道和靜

脈流出通道，具有器官功能替代全面和保持移植器官間正常解剖生理結構的優點。

可運用於多臟器功能衰竭的病患，例如病患在嚴重創傷、感染、中毒、大手術後等

應激狀態下短時間內同時或相繼發生 2 個或 2 個以上器官功能衰竭。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 

透過多臟器移植的技術開發漸趨成熟與穩定，該技術從傳統規模巨大、複雜、死亡

率高的技術發展成為一項可靠安全的技術，並實現了從探索到臨床常規應用的跨

越，為治療多器官衰竭或終末期疾病提供了一個新的治癒手段。極大地提高了患者

術後的生存率，提供一個新的治療方式。透過本試驗的執行，將可建立與執行未來

胰臟癌病患癌症轉移的發生，提高病患的存活機會。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自同一隻捐贈豬同時摘取小腸、胰臟、肝臟後，直接進行移植手術到另一隻受贈者

的體內，相關手術與後續的照護風險與難度非常高。 

2.術後照護與飼養環境要求相當的高。 

3.多器官的摘取與移植的損害等級高。 

4.執行手術者需具有豬隻手術與照護訓練之人員。 

專家會議補充評估方向與提示： 

1.此多臟器移植若為技術訓練則無執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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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估捐贈豬與受贈豬體型大小，摘取之臟器是否符合受贈者的體腔，可探討在術中

可能遭遇的問題及解決方案與後續的照護風險與難度。 

3.選用動物物種與數量的合理性。 

4.執行手術者需具有豬隻手術與照護訓練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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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專家損害利益評估 - 個案2 

案例說明及評估 

研究背景： 

不同的分娩時急救方式對早產兒腦血流自主調控的影響，將改變臨床上對早產兒的

急救指導方針。 

 

研究計畫： 

一位科學家想使用 6 隻懷孕母豬，分別從 1 隻懷孕 80 天母豬體內取出 1 隻懷孕後 

87-90 天的胎豬，模擬 28-32 週的早產兒，施予不同急救方式後，比較仔豬的腦血

流狀況。 

 

根據實驗需求，共六隻懷孕 87-90 天的母豬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將懷孕母豬麻醉

後，以帝王切開術切開子宮。 

對照組的胎豬(三隻)取出後立即結紮臍帶，取出胎豬，並以現有臨床常規急救方式進

行急救。 

實驗組的仔豬(三隻)在結紮臍帶之前，先插入氣管插管，以呼吸器提供機械通氣 2 

分鐘後結紮臍帶，取出胎豬。取出的胎豬放置在嬰兒保溫箱內，以 2% isoflurane 維

持麻醉狀態，使用非侵入性腦血流偵測儀持續偵測其腦血流狀況直到實驗結束； 

實驗結束用手術刀切開胸腔，分別從肺動脈、肺靜脈採收 2mL 血液，然後以呼吸器

維持其心肺功能，靜置 30 分鐘後，從肺動脈和肺靜脈再分別採收 2mL 血液，然後在

麻醉狀態下，心臟注射 2mEq/Kg KCl 犧牲仔豬。 

六母豬在各取出一隻胎豬後，確實縫合母豬的子宮和腹部傷口，使其脫離麻醉，依

常規給予適當的止痛和術後照護。 

 

評估專家： 國家研究院動物中心 /吳建男獸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使用剖腹取出之仔豬，用以探索早產兒腦血流自主調控，將改變臨床上對早產兒的

急救指導方針，有益於人類健康福祉，符合尚未達成之醫療需求(unmet demands)。

使用活體動物進行實驗，方能偵測其腦血流狀況。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高 

說明： 

由仔豬實驗取得資訊，將改變臨床上對早產兒的急救指導方針。因此研究目標明

確，且實驗產出結果應用於臨床早產兒的急救，是有其重要性。其研究結果具推廣

傳播之潛力。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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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使用懷孕母豬為洋種豬，並不適實驗室環境條件之術後照護。 

2.疼痛/創傷：係存活性手術；需考慮懷孕母豬之運輸、手術過程所承受之恐懼與窘

迫。 

3.照護飼養環境，單獨飼養，母豬術後承受運輸緊迫。 

4.最關鍵考量為執行手術術者是否受過豬隻手術訓練之人員。 

5.需考量母豬剖腹取出一隻仔豬後，縫合子宮後，其餘豬胎仔能否順利產出，且術後

照顧至分娩所需時間人力。 

評估專家： 中山科學研究院第四研究所(退休)/李震東博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中 

說明： 

1.因研究背景未提供目前臨床上在不同的分娩時使用之急救方式對早產兒腦血流自主

調控影響之背景資料，即是否有調整或改善之必要，故難以評估其潛在利益的重要

性。(低) 

2.如在不同的分娩時使用之急救方式對早產仔豬腦血流自主調控會有負面影響，則此

研究對豬之潛在利益的重要性必然提升。但因缺乏此方面資料，故無法準確評

估。(中)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 

1.對照組與實驗組胎豬數量僅為三隻，因動物數量少，其結果難經由統計比較得知是

否有統計上之差異，影響獲得利益的可能性。(低) 

2.研究結果如直接應用於早產仔豬，必增加獲得利益的可能性。但因缺乏此方面資

料，故無法準確評估。(中) 

可能的損害等級： 中 

說明： 

1.雖使用帝王切開術切開子宮，手術前、中、後對動物皆會造成生理的疼痛及心理的

恐懼與緊迫。但如果執行手術人員能力足與技術佳、疼痛評估確實與使用適當麻醉

止痛藥劑及照護人員提供良好的術後照顧，應可降低對母豬之損害。(中) 

2.因「以 2% isoflurane 維持麻醉狀態，使用非侵入性腦血流偵測儀持續偵測其腦血流

狀況直到實驗結束」，故對胎豬之損害不會高。(低) 

評估專家： 國防醫學院動物中心 /方美佐主任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探索不同的分娩時急救方式對早產兒腦血流自主調控的影響，將改變臨床上對早產

兒的急救指導方針，有助於人類醫療方式之改善。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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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以不同的急救方式由胎豬實驗取得資訊，可了解腦血流狀況之差異，實驗產出結果

可應用於臨床早產兒的急救，有其重要性。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 母豬為多胎動物，懷孕期是 115–117 天。自然分娩者每胎出生活仔豬數平均約 12

頭左右。當從懷孕母豬體內取出 1 隻懷孕後 87-90 天的胎豬，以模擬 28-32 週的

早產兒，會不會影響同胎其他未取出之仔豬存活率？或造成流產? 

2. 原規劃以「六隻懷孕 87-90 天的母豬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將懷孕母豬麻醉後，

以帝王切開術切開子宮。六母豬在各取出一隻胎豬後，確實縫合母豬的子宮和腹

部傷口…」，若改以「以一隻懷孕 87-90 天之母豬，取出全部胎豬後，將胎豬分實

驗組與對照組 2 種急救方式處理…」，如此不但可以減少懷孕母豬使用量，亦可降

低因子宮切開術造成其他胎豬之流產機率。 

3.母豬進行帝王切開術之後，後續自然生產的風險提高，所以母豬手術後即使康復，

是否能繼續用於繁殖？或需淘汰？ 

專家會議補充評估方向與提示： 

1.此懷孕母豬為洋種豬，是否適合實驗室環境條件之術後照護。若不在實驗室術後照

護，需考慮懷孕母豬之運輸、手術過程所承受之恐懼與窘迫。 

2. 母豬剖腹取出一隻仔豬後，會不會影響同胎其他未取出之仔豬存活率？或造成母

豬流產？在術後的照護風險與難度高。 

3. 是否有替代方案，如取出全部胎豬後，將胎豬分實驗組與對照組 2 種急救方式處

理，以減少懷孕母豬使用量，與避免因子宮切開術造成其他胎豬之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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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專家損害利益評估 - 個案3 

案例說明及評估 

研究背景： 

「洗腎血管」為洗腎人工血管（arteriovenous graft；AVG），人工血管對人體是外來

的異物，它會刺激血管產生排異反應，並影響血液的凝血功能，易引起血液凝固和

血栓形成，若所植入的人工血管能適當地『人工血管內皮化』，既不會內皮化不足，

也不會過度內皮化，如此人工血管和自身血管的功能和生物性將趨近，減少血栓形

成的風險。 

 

研究計畫： 

3D 列印之洗腎人工血管，植入豬的頸部血管，進行體內安全性與生物相容性測試，

作為未來進行人體前試驗階段。 

評估專家： 國家研究院動物中心 /吳建男獸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是，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幫助洗腎病人，開發利於洗腎人工血管

植入物避免血管細胞增生導致後續的血管內狹窄與血栓，有益病人的血管健康。目

前尚無非活體安全性與生物相容性測試替代方式，需使用動物進行驗證。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高 

說明： 

使用動物進行體內安全性與生物相容性測試，評估日後移轉至臨床應用可能性，可

以作為促進臨床患者直接利益。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醫材安全性與生物相容性測試，應符合生醫醫材法規要求。 

2.應考慮植入物試驗期間長短，及試驗終點。 

3.豬頸部植入人工血管，是否考慮豬習性，如何防止拉扯致植入物脫落。。 

4.手術技術、術後照護，以及手術存活率(成功率)。 

評估專家：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動物中心 /賴政分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腹膜透析、血液透析病患超過 9萬人次，年度健保給付金額超過五百億元台幣，高

居世界之冠；本項研究若能有效提升病患血管健康、降低併發症，提升病患存活率

及生活品質，具有極高的臨床效益。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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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若屬臨床前試驗安全性與生物相容性測試，符合醫療材料相關法規與測試標準，可

能性為高； 

但若為 pilot study則表示需要極長的時間與相當的困難度，可能性為低。 

可能的損害等級： 中 

說明： 

手術操作技術、術後照護及疼痛管理應不困難；但動物使用數量，植入測試位置、

留滯時間與評估項目等，應審慎評估。 

評估專家： 國家研究院動物中心 /張維正博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是開發測試不同材質所製作成的人工血管，以降低植入後因人體

免疫系統所產生的排異反應、血管細胞增生、以及後續的血管內狹窄與血栓之形

成，提高改善洗腎患者生活品質等效益。就長遠效益而言，在臨床應用上確實有此

需求，也符合生醫醫材法規要求。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低 

說明： 

如在先期體外研究測試及小動物活體測試結果完成後，在最終階段以實驗豬隻進行

體內安全性與生物相容性測試，則此案預期產生的效益應該很高。反之，應該只會

產生一份試驗結果的研究報告，距離臨床測試應該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實驗豬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與人類相似，在測試人工血管是很好的動物模式選擇。

然因為體型較大等因素，在手術操作及管理照護上，有其難度。因此在使用實驗

豬進行測試前，還是應該循序漸進，優先採用現有資料庫資訊，建置血管管壁材

質、彈性等物理化學特質後，才進入動物試驗階段程序。 

2.至於在活體動物測試期間，應考慮的因素，除了人工血管材質之物理性質外，還需

考慮血流動力、手術技術及操作者訓練、埋植時間、以及法規上針對體內安全性

與生物相容性之測試項目。 

3.如果未能依序完成上述所提出的測試項目，貿然提出以實驗豬進行測試，其所產生

的風險等級應該是相當高的。 

專家會議補充評估方向與提示： 

1.醫材安全性與生物相容性測試，應符合生醫醫材法規要求。 

2.考慮豬習性，如何防止拉扯致植入物脫落。豬頸部植入人工血管，是否有其他植入

部位之可能性。動物使用數量，植入測試位置、留滯時間與評估項目等，應審慎

評估。 

3.選用物種與動物數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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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4 專家損害利益評估 - 個案 4 

案例說明及評估 

研究背景： 

針灸是一個非侵入性、安全且有效的治療失眠方法。為研究針灸治療睡眠障礙之效

果與海馬迴活動與睡眠品質相關性研究，設計此動物實驗。 

 

研究計畫：96 隻 SD rat 

預試驗：6 隻大鼠在剝奪睡眠 4-6h, 12-24h, and 72h 前後進行 FDG-PET 腦部照影，來

決定最適當的睡眠剝奪條件與照影條件。 

睡眠剝奪方式是將大鼠放在水池中僅足夠大鼠站立的平台上，大鼠飲食無虞。 

控制組：3 組(每組 6 隻)大鼠睡眠剝奪、行為實驗、腦部照影後，犧牲大鼠採樣。 

實驗組：6 組(每組 6 隻)睡眠剝奪後不同部位針灸治療，行為實驗(The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test (NOR))、腦部照影後，犧牲大鼠採樣。 

 

評估專家： 國家衛生研究院動物中心 / 林雅玲獸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人類的睡眠障礙經常以藥物控制與治療為主，但常造成食慾改變、胃腸問題、暈

眩、頭痛及過敏等副作用。而針灸是一個非侵入性、安全、有效且副作用低的治療

失眠方法。本計畫除了以 FDG-PET 影像方式證實針灸治療失眠的有效性，可以推廣

針灸方法以外，同時探討海馬迴的活動，評估針灸前後腦部代謝的變化，可以進一

步輔助發現睡眠障礙的預防機制或其他治療方法。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 

1.大鼠針灸位置已被探討可比照於人類，則利益之可能性高，可以減少人類實驗且可

獲得利益。 

2.FDG-PET 影像方式可呈現海馬迴的活動與腦部代謝的變化，可獲得利益。 

3.行為實驗的變異性大，且大鼠有學習性，需評估每組 6 隻不足而整組實驗無意義，

無利益之可能性。 

4.計畫中設計的睡眠剝奪方式，無法代表所有失眠的情況，利益之可能性低。 

可能的損害等級： 中 

說明： 

1.針灸的治療方式為非侵入性，損害等級低。 

2.FDG-PET 腦部照影為非侵入性，損害等級低。 

3.行為實驗(The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test (NOR)) 損害等級低。 

4.剝奪睡眠 4-6h, 12-24h, and 72h 使大鼠緊迫，損害等級高。 

評估專家： 花蓮慈濟醫院(退休)  /戴元基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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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失眠固然是困擾許多人的問題，但是目前有多種藥物及非藥物方式輔助，針灸為傳

統醫學或稱為替代醫學，雖可提供做為替代治療方案，預期應該很難脫穎而出成為

主流治療方式，並且失眠動物模型有多種，睡眠剝奪是否能代表失眠及其結果有待

商榷。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針灸治療失眠可預期會產生一定經濟效益，但是畢竟為替代性醫療，產生利

益之可能性為中等。以 FDG-PET 影像方式呈現針灸時海馬迴的活動與腦部代謝的變

化，可獲得一定之科學利益。 

 

可能的損害等級： 中 

說明： 

本研究所用的睡眠剝奪模型對動物雖無侵入性，但是對其精神層面摧殘較大，故損

害性應為中等。其餘行為實驗損害性為低。 

評估專家： 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湘文博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中 

說明： 

傳統中醫認為慢性失眠多有臟腑失調，屬虛証，病程大都纏綿。心主神明，治療應

以心為中心。如心腎失調多見於老年人，宜滋腎清心；心肝失調多見於更年期和高

血壓病人，宜滋陰平肝；心脾失調多見於腦力工作者，宜健脾升清。在中醫臨床上

針灸經常用來治療失眠。針灸療法安全可靠、無副作用，其優勢在於辨証論治，整

體調節，不但改善睡眠，同時緩解一些伴隨症狀。針灸治療適合神經失調的情況，

能改善大腦興奮和抑制過程，幫助恢復其正常的睡眠-覺醒節律。 

目前睡眠障礙的病患治療方式，還是以藥物治療為主，如能建立針灸的治療方式，

將可以減少藥物的依賴性與副作用的發生，提供失眠病患的新治療方式。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 

1.建立最適當的大鼠睡眠剝奪條件以及影像照影的條件建立。 

2.人類睡眠障礙之效果與大鼠的海馬迴活動與睡眠品質相關性是否由直接關聯性。 

3.評估睡眠障礙之效果與海馬迴活動與睡眠品質的相關性，以確認是否適合作為療效

評估的依據。 

4.評估針灸對於睡眠障礙的治療效果。 

 

可能的損害等級： 中 

說明： 

1.行為實驗的變異性大，6 隻大鼠的實驗設計有可能造成整組實驗無意義，導致整個

實驗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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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灸的治療方式為低侵入性，損害等級低。 

3.腦部照影為非侵入性，損害等級低。 

專家會議補充評估方向與提示： 

1.失眠情況不危害生命。 

2.失眠療法目前還是以藥物治療為主，針灸方式是否有取代之可能性。 

3.睡眠剝奪不是失眠之模式，以化學性障礙等多種模式來模擬失眠情況會較貼切。 

4.如何確認大鼠針灸位置。 

5.選用物種與動物數量的合理性。 

6.睡眠剝奪、針灸、腦部照影等動物操作之傷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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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 專家損害利益評估 - 個案 5 

案例說明及評估 

研究背景： 

2018 年國人十大死因中第二位的心臟疾病、第四位的腦血管疾病及第八位的高血壓

性疾病共 3 項都與血管疾病相關，可見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因此需要探討腦血管瘤

形成、進展與破裂的機制。 

 

研究計畫：724 C57BL/6 mice 

預試驗一：28 mice。參考既有文獻以飲食，藥物及手術方式確認小鼠高血壓與顱內

動脈瘤形成。 

試驗一：391 mice。與預試驗類似，於不同濃度藥物與不同時間點採樣分析。 

預試驗二：14 mice。參考既有文獻以飲食，藥物及手術方式確認小鼠高血壓與顱內

動脈瘤破裂。 

試驗二：291 mice。與預試驗類似，但給予治療藥物，於不同時間點採樣分析。 

本實驗設定神經症狀分數，以作為提前移除標準。 

 

評估專家： 國家衛生研究院動物中心 / 林雅玲獸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2018 年國人十大死因中第二位的心臟疾病、第四位的腦血管疾病及第八位的高血壓

性疾病共 3 項都與血管疾病相關，可見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因此需要探討腦血管瘤

形成、進展與破裂的機制，可以進一步研究預防機制或其他治療方法。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 

1.小鼠的心跳循環與代謝情況較人類快很多，模擬人類顱內動脈瘤形成、動脈瘤破裂

之真實性有待確認，獲得利益的可能性低。 

2.以飲食，藥物方式造成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與破裂較能模擬人類情況，獲

得利益高。但以手術方式之情況人類鮮少發生，獲得利益低。 

3.於不同濃度藥物與不同時間點採樣分析，無法連續性得知同一小鼠血管變化情況，

獲得利益低。 

4.研究治療藥物，可有效應用於人類治療，獲得利益高。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 建立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與破裂之操作技能不容易，需要使用的小鼠數量

多，損害等級高。 

2.於不同濃度藥物與不同時間點採樣分析，需要使用的小鼠數量多，損害等級高。 

3.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與破裂之緊迫、疼痛與神經症狀，損害等級高。若操

作者嚴格遵守訂定之提前移除條件，則可降低損害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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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專家： 中山科學研究院第四研究所(退休)/李震東博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1.腦血管疾病是 2018 年國人十大死因中第四位，高血壓性疾病則是第八位。雖不知

道腦血管瘤分別占腦血管疾病或高血壓性疾病死因之幾成，但經由腦血管瘤形成、

進展及破裂機制之探討，對腦血管瘤致死機轉之了解有極大助益。 

2.進而可供預防或治療腦血管瘤之藥物或醫療技術之開發，降低因此因素致病或致死

之可能性，減輕病患之痛苦，致而減少醫療成本之支出。(高)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低 

說明： 

1.因無法直接以人體進行腦血管瘤致病/死機轉之研究，動物實驗結果有助於此方面

之了解。(高) 

2.因無具體實驗方法、步驟等內容，難以評估 28 mice 是否可以完成「以飲食、藥物

及手術方式確認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之預試驗一；預試驗二亦有類似疑

義。(低) 

3.因無具體實驗方法、步驟等內容，由「試驗一：391 mice。與預試驗類似，於不同

濃度藥物與不同時間點採樣分析。」無法了解是進行幾種治療藥物在不同濃度時對

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之藥效研究，還是某種藥物在不同濃度下於不同時間

點誘導產生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之研究，故無法評估此研究獲得利益的可

能性。(低) 

4.因無具體實驗方法、步驟等內容，由「試驗二：291 mice。與預試驗類似，但給予

治療藥物，於不同時間點採樣分析。」了解是進行治療藥物之藥效研究，但未說

明使用何種方式誘導產生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破裂及幾種藥物進行治療研

究，故無法評估此研究獲得利益的可能性。(低)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以飲食、藥物及手術方式進行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破裂研究，對動物應

會造成生理上負面之影響；因無具體實驗方法、步驟等內容，不知如何進行手術及

手術前、中、後如何處理，故無法評估以手術方式進行研究對動物之損害。(中) 

2.因試驗一只進行「於不同濃度藥物與不同時間點採樣分析」之實驗，而預試驗一則

進行「以飲食、藥物及手術方式確認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實驗，不一

致，即預試驗一有違減量之原則；預試驗二亦有類似疑義。(高) 

3.因無具體實驗方法、步驟等內容，難以評估試驗一使用 391 mice 是否合理。如以

時間、人力、設施及經驗，通常不同濃度藥物約 3~4 濃度，不同時間點採樣分析

約 3~4 時間點，控制組 1 組，每組 8~10 隻動物，所以使用動物數量應在

128(4x4x8)~250(5x5x10)，391 隻動物顯有違減量原則；試驗二亦有類似疑義。(高) 

評估專家： 國防醫學院動物中心 /方美佐主任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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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探討腦血管瘤形成、進展與破裂的機制，有助於血管疾病的藥物研發。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中 

說明： 

以小鼠誘發顱內動脈瘤形成，來篩選有效抑制的藥物及濃度，使用的動物多，但最

終實際可應用於人類的藥物比例不高。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 建立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與破裂之損害等級高。 

2. 若試驗一以不同濃度藥物對小鼠高血壓與顱內動脈瘤形成或進展有抑制效果，為

何還須以 291 隻小鼠進行顱內動脈瘤”破裂”之實驗？要篩選不同的藥物嗎？ 

3.設定神經症狀分數，作為提前移除標準，可降低損害等級。 

專家會議補充評估方向與提示： 

1.心血管疾病危害生命。 

2.以飲食、藥物及手術方式造成動脈瘤形成與動脈瘤破裂是否皆可模擬病人情況。 

3.造成動脈瘤形成與動脈瘤破裂模式是否皆對治療有意義。 

4 主試驗的動物數量是如何計算?  是否依據預試驗的結果，透過統計學的計算所獲

得的各組合理動物數量。 實驗動物數量的合理性應加以評估，避免因各組隻數不

足，導致實驗失敗或是實驗動物的浪費。.  

5.造成動脈瘤形成與動脈瘤破裂模式等動物操作之傷害性。 

6.評估建立此模式的成功率。可以參考中風模式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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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專家損害利益評估 - 個案 6 

案例說明及評估 

研究背景： 

壓力可能會對生物產生憂鬱行為，不同的壓力產生憂鬱的機制也不盡相同。為發展

抗憂鬱藥物之新療法，希望在動物建立有效的憂鬱或焦慮模式，並透過行為實驗測

試確實能引發憂鬱或焦慮行為，才進行後續藥物治療實驗。 

 

研究計畫：276 ICR mice, 376 C57BL/6 mice 

1. 社交失敗(Social defeat)模式：利用兩種老鼠的品系差異以及居住者入侵者模式，

含有物理接觸的身理壓力及非物理接觸的心理壓力。 

2. 多重環境壓力刺激：實驗組老鼠單獨飼養，每天被限制行動(restraint)2 個小時，

而後放入水中 20 分鐘，實驗結束後放回飼養籠。 

3. 電擊恐懼模式：利用迴避行為測試箱進行模式建立，設定高分貝聽覺條件刺

激，產生恐懼的非條件刺激為腳底電擊，每次 10 個循環。 

4. 為了確認憂鬱或焦慮之行為測試: 

A. 強迫游泳實驗(Forced Swimming Test)：第一天將實驗組老鼠放入水中適應 15

分鐘，24 小時後再放入水中 6 分鐘，用攝影機記錄影像。 

B. 尾部懸掛實驗(Tail Suspension Test)：老鼠尾部以膠帶黏貼在實驗箱頂端，使小

鼠自然下垂 6 分鐘，用攝影機記錄影像。 

C. 舉臂式十字迷宮實驗(Elevated Plus Maze)：利用舉臂式十字迷宮設備，實驗時

間 5 分鐘，記錄老鼠在十字迷宮中封閉以及開放空間的次數及時間。 

D. 新穎性抑制進食實驗(Novelty-Suppressed Feeding)：實驗進行前會將老鼠限食

24 小時，而後記錄從進入行為箱到開始食用食物的持續時間，實驗完成後立

即給予老鼠充足食物及飲用水。 

 

評估專家： 國家衛生研究院動物中心 / 林雅玲獸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中 

說明： 

壓力會對生物產生憂鬱行為，也是現在人類憂鬱之重要原因。因此在動物建立有效

的憂鬱或焦慮模式，並透過行為實驗測試確實能引發憂鬱或焦慮行為，才進行後續

藥物治療實驗，以發展抗憂鬱藥物之新療法。 

但藥物都有副作用，且應用在不同憂鬱情況也不同，開發後可能難易應用於人類。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低 

說明： 

1.其設計的小鼠壓力模式無法模擬人類壓力模式，獲得利益的可能性低。 

2.行為確認憂鬱模式無法模擬人類，獲得利益的可能性低。 

3.若模擬人類憂鬱的動物模式成功，則憂鬱藥物治療實驗獲得利益的可能性高。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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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其設計的小鼠壓力模式使緊迫，損害等級高。 

2.行為確認憂鬱模式使小鼠緊迫，損害等級高。若可用其他生理數值或照影方式確認

腦部情況來確認憂鬱模式成功，則降低損害等級。 

3.小鼠的緊迫與憂鬱難以建立提前移除條件，損害等級高。 

4.行為實驗的變異性大，需要使用的小鼠數量多，損害等級高。 

評估專家：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動物中心 /賴政分醫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中 

說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20年發表，憂鬱症為世界的前三大疾病。罹病會造成生

活上的失能以及嚴重的家庭社會經濟負擔，約有三分之二的憂鬱症患者曾經企圖自

殺，約有 15%的憂鬱症患者最後會死於自殺。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低 

說明： 

導致憂鬱症的原因包含生理、心理與社會因素，以不同模式導致小鼠憂鬱，確認憂

鬱或焦慮的行為測試是否能真正的模擬人類的病症？ 

且憂鬱症的治療包含生理(藥物及電療)，心理(認知治療)；藥物治療僅佔其中的一

部分。另，利用小鼠創造的模式與人類複雜行為模式的差異性，是否能真正達到治

療的效果？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不論是產生或確認憂鬱症的模式，都對動物造成極大的緊迫與痛苦，亦可能發生動

物自殘的現象； 

是否考慮採用其他檢測/侵入或損害性較小的方式，取代確認憂鬱或焦慮的行為測

試？ 

如何訂定人道終點或動物不適之提前移出實驗之標準？ 

所需動物數量龐大 

評估專家： 國家研究院動物中心 /張維正博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中 

說明： 

1. 是在探討機制呢？還是在建立動物憂鬱或焦慮模式？應該先確認所列出的項目針

對某些藥物測試是有效的。 

2. 測試項目數量過多項，每一種應該是有特定的用途，演練題應該在內容部分做整

理，再將題目情境交代清楚，才適合做為演練教材。 

3. 需與試驗進度期程一併考量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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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計畫之研究背景及目的已設定在【希望在動物建立有效的憂鬱或焦慮模式】，性質

應屬於重複其他實驗室已建立的技術，因此此計畫所產生的效益屬於低等級。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實驗設計的目的就是要產生極端的外界緊迫環境，以便讓動物產生心理上的異常狀

態，因此對動物應該會產生很嚴重的損害程度；甚至在操作不當狀態下，有可能會

導致動物致死之狀況。這些操作項目應該是過去累積的經驗所規劃出的測試項目，

以現今新穎的影像醫學技術，應該可以發展出較不具侵害性的測試內容，以降低對

動物的損害度。 

專家會議補充評估方向與提示： 

1.世界衛生組織（WHO）2020 年發表，憂鬱症為世界的前三大疾病。約有三分之二

的憂鬱症患者曾經企圖自殺，約有 15%的憂鬱症患者最後會死於自殺。 

2.評估其多種誘發小鼠產生憂鬱之方法是否皆可模擬憂鬱病人情況。 

3.本計畫若僅建立小鼠憂鬱模式，是否為重複性實驗。 

4.單以藥物治療的效益。 

5. 1.試驗的動物數量是如何計算?  是否有預試驗的結果，再透過統計學的計算所獲

得的各組合理動物數量。行為學試驗的實驗動物數量的合理性是需要多加考慮，

以避免因各組隻數不足，導致實驗失敗。 

5.2 共有 7 種動物模式，是否都需要兩種不同品系的小鼠?  各組的實際實驗隻數應

提供較明確的設計資料。 

6.動物操作之傷害性： 

6.1 電擊實驗、游泳實驗皆有規範與限制，應參考與評估，可參考 Mouse Behavioral 

Testing - 1st Edition, 2010。 

6.2 預告電擊可能造成精神錯亂。 

6.3 限食 24 小時是否有科學性依據，限食應同時評估低血糖與內分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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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7 專家損害利益評估 - AALAS-FELASA 工作小組案例 1 

案例說明及評估 

案例一 小鼠流感感染和新化學品的治療 

背景說明及計畫內容，請參閱本研究第 41 - 45 頁 

 

評估專家： 國家研究院動物中心 /張維正博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說明： 

本研究計畫對於人類健康與科學知識提升，具有特殊價值及意義。 

本計畫運用小鼠進行流感病毒感染途徑、發病機制、新藥開發與治療效果的研究。

在未來應該可將此測試經驗與數據，運用在臨床測試階段之試驗設計與執行，以降

低人體測試風險，縮短藥物開發時程及成本，最終對高風險族群提供更有效的治療

措施。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低 

說明： 

由前驅試驗結果已得知病毒劑量及感染後病症嚴重程度的相關性。此試驗模式將可

被用在後續的主試驗計畫中，以測試新開發的不同測試藥物在預防性投藥或感染後

投藥，是否可以達到病毒減量及舒緩病症的治療效益。 

本計畫成果具有下列可能的效益: 

1. 模式動物之產生。 

2. 流感病毒感染及治療測試流程之建立。 

3. 產生研究報告，揭露測試藥物與病毒間之作用機制，提升藥物開發之知識。 

4. 可能產生未來治療流感疾病的新藥及治療方法。 

可能的損害等級： 低 

說明：(在評估表單中可以設定幾類問題設定，供 PI 思考與填寫，項目如下) 

1. 基於研究流感病毒機制，無法使用活體動物以外的方式進行試驗，因此使用動物

有其必要性。 

2. 所選擇的物種為實驗小鼠，為人類長期性培育出的實驗動物物種，無論在與遺傳

或生理表現都相當穩定，在過去也常被應用在感染性疾病研究，因此將有足夠的

背景資訊作為試驗設計或動物照顧之參考。也因為是標準培育出的模式動物，因

此同一品系之個體間的差異性相當小，有利於降低測試時個體間誤差值的發生。

因此選用小鼠進行本計畫應屬適當，且對一般民眾及社會族群之接受度會較高。 

3. 本計畫所設定的操作程序對於測試動物較不具侵害性，例如採用尾部(定量)採血方

式、投藥間給與麻醉、使用感知器收取資訊以降低對於動物操弄的頻度等措施。

整體而言，所選擇的事項對於動物的損害程度是相當低，且對照於試驗資訊取得

上應該是適當的。 

4. 對於動物隻數的推估有所依據，包括參考過去類似試驗之文獻資料、也有實驗設

計統計學推估之理論基礎、過程中也有與統計專家討論是否有使用更少動物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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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但是在測試藥物給予的劑量及批次試驗的敘述應該要更清楚的予以說

明。 

5. 有明確的實驗終點及人道終點的設定及定義，且動物將在病程為嚴重前即予以安

樂死。 

6. 由有經驗的人員進行照護與觀察，動物將飼養在標準穩定的環境空間中，給予群

飼及環境豐富化物件，雖然是在人造環境下，但已有考慮病盡可能減輕對於動物

個體在生理及心理所產生的焦慮損害之可能性 

評估專家： 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動物中心 /陳燕輝主任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中 

說明： 

1.巿面上已有抗流感、抗病毒藥物（例如 Relenza，Tamiflu），雖然需在症狀發作後很

短的時間內給予這些藥物才能起作用，但也可經由推廣高風險族群施打流感疫苗

來減低其得流感的可能性。 

2.治療流感新化學品的開發，如果可以克服上述需發作後很短的時間內給予的問題，

仍可能對高風險族群有助益。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低 

說明： 

作者進行初步研究，以確定病毒劑量相關的峰值病理為主，得知 25 TCID50 組在第

10 天開始恢復並幾乎恢復正常；但初步研究未包含要測試的新化學品有降低病毒量

的可能證據，如以 in vitro study，如細胞感染研究證實新化學品可有效降低病毒量的

結果；沒有這些先前試驗而直接進行動物試驗，失敗率高。 

可能的損害等級： 中 

說明： 

1 作者有進行了初步研究，以確定與給定病毒劑量相關的峰值病理。監測動物長達

21 天以監測體重減輕並確定它們是否開始增重並從感染中恢復。正如其他出版物

報導的研究所預測的那樣，到第 14 天時，處於 25 TCID50 組的動物已基本恢復正

常。 

2.動物在實驗過程因接受 IFV 感染試驗，可能產生肺炎或呼吸窘迫等不適；不過作者

有和 IACUC 針對實驗設計和人道終點設定討論，而得出合適人道終點。所以動物

雖然可能有感染而造成的損害，但屬可接受。 

3.該機構為 AAALAC 國際認證的機構，其動物照護和使用計畫在囓齒動物的飼養設

施良好，並由經驗豐富（平均超過 5 年）的動物照護人員提供支持，所有人員均

獲得美國實驗動物科學協會（AALAS）的認證，動物可獲良好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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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8 專家損害利益評估 - AALAS-FELASA 工作小組案例 2 

案例說明及評估 

案例二 豬隻心肌梗塞後左心室重塑 

背景說明及計畫內容，請參閱本研究第 46 - 54 頁 

 

評估專家： 國家研究院動物中心 /張維正博士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中 

說明： 

要了解心臟結構與生理機能間的關係，本案將採用與人類心臟大小及結構相似的實

驗豬隻為心肌梗塞模式建立的動物物種，以及後續手術操作的對象。 

近年來的醫學研究報告顯示導致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主要原因為個體病患於心臟病發

作時，由於心肌梗塞對於局部心臟肌肉結構造成的損傷。再者，有些試驗結果也證

實利用手術方式就梗塞區域進行局部修補重塑，可以有效地恢復心臟既有的功能。

因此，本案將使用 MRI 及適當的顯影劑在實驗過程中擷取心臟解剖構造與血流改變

等資訊，並利用這部份的影像資訊進行探討分析，最終應用在了解充血性心力衰竭

發生機制及後續治療方法的開發。這些資訊應有其重要的貢獻度。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高 

說明： 

利用實驗豬隻建立心肌梗塞疾病的模式，並透過 MRI 在不同術後的時間點擷取心臟

收縮動能影像，以及受損部位血流改變資訊，雖有其難度，如透過有經驗的操作者

來執行次計畫，其目的應不難達成。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基於物種在心臟組織結構及生理機能的相似程度，而選用實驗豬隻作為試驗模式。

然而在豬隻個體上實施心肌梗塞的存活性手術，對動物會造成極大的疼痛損害，

如操作不當更會出現動物死亡的狀況。 

2.執行手術操作者，並無實際在實驗豬身上執行過類似的手術，這對手術成功與否或

動物健康狀態品質會有一定的風險與危害。 

3.所需的動物使用需求，並無明確推估說明及試驗分組資訊。 

4.無明確定義出人道終止時機及術後動物觀察照護評估表，恐無法及時給予必要的醫

療協助。 

5.基於實驗需求，動物採單獨飼養方式管理，此操作方式對於群居動物而言，會對心

理狀態產生一定程度的壓力。可以透過環境豐富化物間或者與照護人員間之互

動，舒緩動物緊迫程度。 

評估專家： 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動物中心 /陳燕輝主任 

潛在利益的重要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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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心肌梗塞是造成死亡的重要疾病，但治療及預後都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如果研究

成功，對於人類健康有重要貢獻。 

2.心肌梗塞病患接受治療而存活者，後續心室擴張導致心臟衰竭也是一個重要課題，

病患可能死於後續的心衰竭。所以，研究心肌梗塞後續心肌的變化是相當重要的。 

獲得利益的可能性： 高 

說明： 

1.MRI 可精確測量心臟收縮及心肌移動，是測量心臟收縮的標準，所以作者想達成的

結果應可達成。 

2.心肌梗塞後早期梗塞的加劇是左心室擴張加速的獨立預測因素，並且可能是心肌梗

塞後心臟衰竭發展的獨立預測因子。此研究的目標是縱向測量同一隻豬心肌梗塞

後的區域和整體左室幾何形狀，以建立梗死區幾何形狀的早期區域變化（區域性

梗死擴大）與後來的左室尺寸增加（整體左室重構）之間的關係，有助於了解心

肌的變化。 

可能的損害等級： 高 

說明： 

1.動物使用數量多，特別是豬是大型動物，應更謹慎評估使用數量，例如提供統計諮

詢結果等。 

2.作者自評死亡率約為 20%，顯示心肌梗塞動物模式對動物產生相當大痛苦與不適。

應加強人道終點的設定評估方式，否則動物將經歷痛苦的死亡。 

3.良好做法：如將豬在大學設施內適應環境至少七天。手術過程有先給予抗生素（紅

黴素（250mg PO，TID）），在使用儀器前後都給予 Naxcel（3-5 mg / kg，IM），可

預防感染。手術前也要給予止痛藥，如肌肉注射 Buprenorphine 外，再應用 100 mg 

Fentanyl 貼片，因為心肌梗塞動物動物模式造成動物極大痛苦，提前給予止痛藥可

有較好的止痛效果。手術及照護皆由訓練有術的醫師或獸醫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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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動物實驗管理系統乃基於「動物保護法」以強制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成

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進行動物實驗的人道管理，並以「動物科學應用

機構監督及管理執行要點」運用具公信力的獨立單位進行動物設施的審核評

估，建立實驗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內部自主管理之制度，並強化外部機關之查

核，以使動物實驗內容透明化、人道化、並能達到高品質的動物福祉(3R- 取

代、減量、及精緻化)要求。冀望確保實驗動物得到良好的飼育及照護管理，並

達到同時兼顧多元化之科學研究需求。因此，各機構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為實驗動物福祉落實與提升之關鍵因素。 

但由於各機構任務不同、規模大小不一、人員流動等各項因素，造成其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職責與功能不易發揮。因此於2018年4月24日修訂並公

告「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如附件1-1)第二、

三、四條，修正重點如下： 

1、提供照護及使用小組成員人數上更大彈性、納入獸醫師及外部人士等多

元監督，落實定期教育訓練，並強化照護委員會或小組裁撤之管理。

(修正條文第二條) 

2、納入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作為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督導之依

據。(修正條文第三條) 

3、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審查實驗動物進行科學應用時，應優先考慮使

用非活體動物，並適時由外部專家提供意見。(修正條文第四條)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冀望以最新的國際法規及趨勢，結合我國國

情狀況進行編修及導入，將其管理內涵精簡為234項「必要」及「重要」之指導

原則，以利各機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能更快速地吸收與應用，並將其

導入內部自主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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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研析國際上動物試驗之損害、利益評估規範及危害分級規範，冀望

導入國際觀點，學習國際上對於動物保護議題發展的經驗，以接軌國際潮流。

此外亦召開4次專家會議，調合目前我國實驗動物科學應用的發展進度，最後提

出下列3項結論與2項建議： 

結論一：國際上對於損害利益評估的觀念雖然有所發展，但評估的模型仍須再

探究 

將實驗依損害的嚴重性進行分類有助於識別需要額外關注或投入資源，相

關的分類系統已在歐洲和美國發展，如歐洲的四個類別-終點（terminal）、輕

度（mild）、中度（moderate）和重度（severe），提供了分類指南，並提供如

何應用分類方案的具體示例；美國農業部（USDA）則根據動物是否遭受疼痛

或痛苦而進行分類。 

目前國際上已經提出了幾種對損害利益進行評佑的模型以及如何衡量這些

損害的算法，如類別法、演算法、圖示法、面向流程法等，但人們對HBA原理

的理解可能仍然存在差異，很多的實驗可能會因時空背景的不同、新的技術或

替代方法的發展而有不同的考量，因此可能會對它們的應用方式有所不同。 

儘管已經知道諸如Bateson cube之類的用於說明損害利益概念的模型，但是

只要這些模型對如何放入模型的定義沒有清晰的解釋，這些模型就無法運行。

演算法模型更具啟發性，但因將道德問題簡化為算術而受到批評。 

結論二：動物“損害”相對明確，但實驗的“利益“尚未能突顯 

討論損害的專業術語已經很成熟，即3R、嚴重性等級、精緻化，減少損

害、人道終點都是討論損害時使用的表述，尤其是在最小化損害方面；但在利

益方面的討論似乎沒有類似的術語，利益的討論更為籠統，即某些群體或特定

目的的利益，而不是增加利益的行動。AALAS–FELASA工作小組認為，這需要

利益相關者以更明確的措辭發展來突出其動物實驗的預期利益，可能包括

（1）.據稱結果的重要性。（2）.目標清晰。（3）.轉譯潛力。（4）.成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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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5）.公認的科學努力的連續性。（6）.實驗設計的質量。（7）.創新水

平。（8）.結果發佈。因此，HBA可能是一項時間和勞動密集型任務。 

結論三：我國動物保護法及其相關配套法規對於損害利益評估原則已接軌國際

趨勢 

我國雖然沒有像英國一樣在動物實驗計畫申請時必須填寫損害利益評估

表，但已隱含其精神，將各項可能的損害因子列為「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

引」的必要及重要指導原則，並且在附件二實驗動物疼痛評估、人道終點及安

樂死方法指導原則，以及附錄1-1常用實驗動物的疼痛程度評估、附錄1-2疼痛

程度評估及止痛計畫表皆闡明損害的相關重點。 

然而，與損害相比，利益在分類上或在操作上加強利益的方法方面定義得

不太明確。實驗數據對立即應用、商業化的有用性，或者取決於社會最終認為

有價值的科學工作未來性等直接利益、間接利益，甚至只是基礎研究可能產生

的未來應用利益，其實相當模糊。 

AALAS–FELASA工作小組承認，動物倫理審查委員會目前處於評估“損

害”的良好位置，但對“利益”評估可能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因此，這不是只

有我國IACUC在計畫審查才有的疑慮，而是目前各國IACUC普遍的困境。 

 

建議一：廣泛納入合格人員做為IACUC委員協助計畫書的審查，是提供平衡

HBA流程和決策的唯一方法 

大部份的動物實驗都可能造成動物的損害，科學界和公眾都希望對特定病

例進行某種評估，因此，逐案評估是常見的做法，不僅因為它以法規和指導方

針為基礎。但無論他們是否贊成特定類型的動物實驗，IACUC在決策中運用損

益-利益評估的訊息仍大有幫助。 

由於主觀意見會影響HBA的評估，因此，廣泛納入合格人員做為審查代表

是提供平衡HBA流程和決策的唯一方法。AALAS–FELASA工作小組贊成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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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權責單位（IACUC）使用共識而不是對HBA的決策方法進行投票。權責單位

應能夠在其如何評估損害和利益以及如何得出最終結論時保持透明度。這種透

明性可在必要時請求外部團體進行外部審查、改善資訊進行交流，以利建立更

廣泛、更明智的共識，以及有助於就動物為什麼被使用提供幫助。 

我國2018年公告修訂「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

法」，提供IACUC成員人數上更大彈性，並要求應包括獸醫師及非隸屬於該機

構之人士（外部委員）各一人以上。希望機構 IACUC 委員至少有一名來自外

部的非科學背景成員，以表達社會大眾對於適當管理和使用動物的關注。另

外，在審查時若超過IACUC成員的專業能力時，亦鼓勵可請外部專家協助提供

專業意見，以利IACUC審查。 

建議二：持續辦理IACUC進階教育，利用專家引導、個案討論的方式，強化損

害利益評估原則之思辨 

誠如上述所敘，損害利益評估的因子及倫理議題的主觀意見都會影響

IACUC的決策，逐案評估是較好的做法。 

2018年「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及「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用指引」的公告，2019年邀請國外專家來台協助我國進行二場次

IACUC外部委員研討會，以不同的面向協助IACUC審查，學員反應相當正面與

熱絡。2020年利用4場次專家會議持續研析適合我國國情的損害利益評估教材。 

未來規劃持續辦理IACUC進階教育，利用專家引導、個案討論的方式，並

將專家會議討論的7點建議做為現階段教育訓練的核心內容，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強化損害利益評估原則之思辨。 

(1).本研究損害利益評估研究報告中，AALAS-FELASA的分析方法雖然很

有參考價值，但目前對IACUC委員及研究人員而言可能太深入而不易執

行。另外，現有的動物實驗計畫書已融入了損害評估的3R精神，所以

在推廣方面不宜操之過急，避免過度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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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近二年剛依「指引」指導原則強化IACUC職能，現階段尚不宜將損

害、利益評估原則強制納入，僅先提供案例討論，讓IACUC委員在計畫

審查時能更謹慎地考量到相關議題。 

(3).直接利益、間接利益的評估大家比較不熟悉，雖然可以練習像科技部計

畫的陳述模式，但畢竟農委會以動物保護為出發點，比較重視損害的評

估，因此我國現階段在個案評估方面先以半定性半定量的模式做為現階

段IACUC進階教育訓練教材。 

(4).二位獸醫師各提供3件案例，加上AALAS-FELASA工作小組提出的2件

案例，以專家同儕探討的方式，建立8個個案在潛在利益的重要性、獲

得利益的可能性、可能的損害等級等方面評估為高、中、低不同等級的

理由及觀點，未來讓IACUC進階教育的計畫審查學員增加思考的面向。 

(5).由於損害利益評估非常專業，甚至牽涉到動物疼痛評估，須由實驗動物

獸醫師的專業介紹，尚無法強制推行。 

(6).初期對IACUC職能要求仍以落實「指引」為核心，第二階段再利用上述

個案分析引導IACUC思考損害利益評估，後續再輔以動物疼痛評估之課

程強化其感受，第三階段再導入替代方案的導入及落實。 

(7).明年度持續規劃依動物試驗之損害、利益評估原則，結合「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指引」指導原則，建立IACUC計畫書審查之必要及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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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第2、3、4條 

第 2 條 

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組成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以下簡

稱照護委員會或小組）；由三人以上組成，其中應包括獸醫師及非隸屬於該機

構之人士（以下簡稱外部委員）各一人以上。 

前項之外部委員，應優先由非動物實驗研究背景者擔任，且不得具獸醫師資

格。 

第一項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應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實

驗管理訓練十二小時以上，並取得合格證書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成員兼任，負

責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任務之整合、協調及執行，並擔任照護委員會或小組之聯

絡窗口。 

前項合格證書之有效期限，以三年為限。 

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未符合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者，視為未組成。 

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於照護委員會或小組組成後三十日內，將機構名

稱、地址、成員名冊、符合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動物房舍地址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照護委員會或小組裁撤時，應敘明裁撤原因併同年度監督報告，報所屬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檢查後，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與其動物房舍位於不同直轄市或縣（市）者，該機構將照護

委員會或小組成立、異動或裁撤等情形報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時，應副知動物房舍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 

 

第 3 條 

照護委員會或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審核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二、提供該機構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及訓練計畫。 

三、提供該機構有關實驗動物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及飼養設施之改善建議。 

四、監督該機構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   

學應用。 

五、提供該機構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年度監督報告。 

六、每半年應實施內部查核一次，查核結果應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並應

保存該查核結果六年以上備查。 

七、使用猿猴、犬、貓進行科學應用時，應將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請表

影本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 

八、受理該機構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九、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督導該機構之科學應用。 

前項第五款之年度監督報告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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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知所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第一項第六款之內部查核項目如下： 

一、軟體查核：包括機構政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照護及動物飼養管理。 

二、硬體查核：包括動物飼養區域與供應區域、儀器與設備及動物手術或實驗

場所。 

 

第 4 條 

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核該機構之動物科學應用時，應由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

應用者事先提出申請，申請內容包括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實驗動物種類、

品種、數量、實驗設計、執行期限、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相關人員名冊、依本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進行之替代、減量及精緻化之評估說明等資料，經照

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經核可之內容變更時，亦同。 

前項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時，應優先建議使用非活體動物替代方式，並得依

據科學應用影響動物生理程度，由一位以上具備與申請利用動物科學應用專業

有關或實驗動物福利背景，且非隸屬於該機構之專家，提供諮詢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