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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採取外部對照之相關設計考量 

彭偉倫 蔡貴鳳1 王亞蕾2 

前言 

隨機分派的對照雙盲試驗(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被認為是

最客觀的因果關係判定黃金標準。隨機分派機制可以將受試者公平的分派到各治療組中，

而當樣本數夠大時，這樣的分派可以使得治療組間對治療結果可能有影響的大部分因子

達到平衡，以增加試驗中各組間結果的可比較性。 

然而，有時基於疾病本身特性或倫理考量，例如：罕見疾病或某些特定的癌症，執

行同步對照臨床試驗十分困難，僅能執行單臂(single-arm)無對照組的臨床試驗。在缺

乏適當對照組的情況下，欲評估單臂臨床試驗所觀察到的治療效果及安全性[1]，可能須

仰賴外部數據作為對照。 

採用外部對照組的一個關鍵挑戰，是在沒有隨機分派的情況下，試驗組和外部對照

組之間的病人特徵可能具有差異。另外，外部對照組之治療結果變項的定義及測量的方

式也可能與臨床試驗不同。上述的差異均可能影響治療效果以及評估結果，導致結果判

讀時的偏差。 

本文將介紹外部對照數據之種類、如何評估單臂臨床試驗採用外部對照數據的適用

性、可能遭遇的偏差、說明用於支持藥品研發的外部對照數據重要的考量因子，以及可

能適用的範圍[2-8]。 

外部對照的種類 

外部對照組數據可為前瞻性(prospective)或是回溯性(retrospective)收集數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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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兩者皆採用。 

以單臂試驗開始時間為準，若數據來源為該時間之前接受對照治療的病人群，此類

外部對照稱為歷史對照(historical control)；若數據來源為單臂試驗執行期間接受對照

治療的病人群，則稱為同步對照(concurrent control)。另外，亦有合併歷史對照與同步

對照的外部對照設計。 

考量到疾病的診斷標準、標準照顧方式、醫療常規、病人健康行為模式等因素，可

能隨時間而改變，因此，相較於歷史對照，同步對照是較佳的選擇。不過，在前述因素

沒有隨時間發生明顯變化的狀況下，使用歷史對照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依外部對照數據來源區分，外部對照組的數據來源可以是其他已完成之臨床試驗，

或是真實世界數據，如疾病或藥品登記資料庫、電子健康紀錄、健康保險申報資料庫、

或各種整合型的健康資料庫。 

使用其他臨床試驗的數據做為外部對照組，由於臨床試驗數據收集較為嚴謹，優點

在於可獲得品質較佳的數據。然而，已完成的臨床試驗在時間上，通常早於欲研究的單

臂臨床試驗，也就是多為歷史對照。因此，在疾病相關醫療常規大幅變動的情況下，可

能造成外部對照的代表性不佳。另外，過去已完成的臨床試驗資料大多僅能參考公開文

獻 ， 其 所 能 提 供 的 數 據 為 總 體 層 級 數 據 (aggregate-level data) 的 摘 要 性 統 計 量

(summary statistics)，而非病人層級數據(patient-level data)，無法與單臂臨床試驗數

據直接執行病人層級的比較。 

若外部對照組數據來源為真實世界數據，其優點在於提供更大量的數據來源，也可

能擷取到病人層級數據。然而，因真實世界數據是在常規臨床照顧中產生的數據，其中

的療效評估頻率、評估方式、病人特徵等，可能與執行較嚴謹的臨床試驗不同，亦可能

有數據收集上的缺漏。因此，真實世界數據若要作為單臂臨床試驗的外部對照，需要更

嚴謹的計畫，且需藉由統計方法對數據進行適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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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對照數據之適用性 

若經評估後認為藥品研發採用外部對照組是適當的，考量外部對照數據使用的目的，

須要注意所選擇之外部對照數據的適用性(fit for use)，也就是須評估外部對照數據是否

適合用於作為單臂臨床試驗的對照組。 

適 用 性 的 關 鍵 考 量 在 於 數 據 關 聯 性 (data relevance) 以 及 數 據 可 靠 性 (data 

reliability)，考量的面向包括數據來源、數據完整性及可取得性、病人族群選擇、評估

指標的定義與量測方法等。關於數據的關聯性與可靠性，建議參考食藥署公告之相關指

引[9-13]，如「真實世界證據支持藥品研發之基本考量」，以及「真實世界數據—關聯性與

可靠性之評估考量」。 

在收集外部對照數據前，應預先制定研究計畫，並且在詳細的計畫書規範下執行外

部對照數據的收集以及處理；此外，數據收集過程要盡可能與臨床試驗的執行流程相符，

例如：收納排除條件、重要評估指標的追蹤頻率和執行方式等。這樣較能夠確保所收集

的外部對照病人族群以及數據，與相比較的單臂臨床試驗之間具有可比性。外部對照數

據中各個評估項目的數據收集完整度，以及是否針對該評估項目提供確效(validation)，

都是影響數據可靠性的關鍵。為了日後能評估數據可靠性，選擇外部對照數據過程須透

明以利後續查核(inspection)。 

偏差(bias)與干擾(confounding) 

任何研究都可能存在偏差與干擾，傳統的隨機分派臨床試驗藉由隨機分派有利於使

各類干擾因子(confounding factor)，無論是可測量的或是不可測量的干擾因子，在各

個治療組別之間均等地分布。但即使如此，仍無法避免所有偏差[14-19]。 

外部對照組沒有經過適當的隨機分派，因此對於干擾因子難以完全控制。採用外部

對照時，須考量下列的偏差與干擾。 

  



 

RegMed 2022 Vol. 144  4 

選樣偏差(selection bias) 

當所選取的外部對照病人無法反映單臂臨床試驗病人族群時，就會產生選樣偏差。

參與的機構或地區不同、研究標準不同、臨床照護與診斷標準不同、或其他許多原因，

皆可能造成單臂臨床試驗病人特徵與外部對照病人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採用外部對照前，應先考量欲做比較的單臂臨床試驗之納入排除條件，來判

定作為外部對照的過去臨床試驗之受試者是否適當；或是，由複雜多樣的真實世界常規

醫療照護體系數據中，篩選出適當的對照人群，取得有意義且具代表性的臨床數據。若

單臂臨床試驗中採用的特殊診斷條件，例如特定生物標記檢測 (biomarker test)或之前

治療的反應等，則選取外部對照數據源時，須先考量該數據源是否包含這些重要數據。

有些納入排除標準之檢驗項目在外部對照組無法獲得，或是採用不同方式記錄。因此，

試驗報告應針對事先定義的納入或排除標準，以及重要預後因子，以表格來顯示臨床試

驗受試者與外部對照組間的可比性。 

時間性偏差(Temporal Bias) 

由於臨床照護標準可能隨時間而改變，就算是使用相同藥物與劑量治療，過去病人

的治療結果也可能與現今病人的治療結果不同。這種偏差被稱為時間性偏差。通常這樣

的時間性偏差會有利於現今治療的病人，因此若採用歷史資料作為外部對照組，可能會

高估試驗用藥的治療效果。因此，若必須採用歷史對照，則計畫書應討論臨床常規照護

的改變是否會對治療結果有任何的影響。 

清楚定義病人的研究起始時間是必要的，此日期為病人開始追蹤的起始日，也是療

效或安全性數據分析的基準。此日期可以是病人接受診斷篩選後知情同意進入試驗的日

期、接受隨機分派的日期、或首次藥物治療的日期。外部對照組更要明確定義起始時間，

尤其是採用真實世界數據時。這是因為在真實世界中，病人在疾病診斷後到治療時間有

時會有較長的延遲，而在這段時間是不可能發生感興趣的結果事件(如死亡)，這段延遲

的時間則稱為不死期間(immortal time)。特別是死亡率較高的疾病（如晚期/轉移性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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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較容易產生不死時間偏差。例如，外部對照是選擇接受有效藥品治療的病人，在診

斷日期之後被觀察到接受對照藥物治療的前提是必須先活著，則可能因不死時間太長而

納入存活機會較高的病人。為減少不死時間偏差，建議外部對照組應參考臨床試驗的情

境，正確定義對照組病人的研究起始日期，如此才能公平的測量試驗組與外部對照組的

治療期間以及追蹤時間。 

資訊偏差(Information Bias) 

可能來自於參與臨床試驗的醫院與其他未參與臨床試驗的醫院有所不同；此外，參

與臨床試驗的病人相較沒有參加試驗的病人，通常有更好的治療結果，這是因為參與臨

床試驗之病人的治療過程可能與常規臨床照護中的病人不同，例如，在治療次數和治療

間隔規律性方面，臨床試驗可能比常規醫療更加頻繁，臨床試驗的病人也通常會受到更

高的關注。此外，在追蹤疾病之病生理演變的評估標準也可能存在差異，這些都可能造

成臨床試驗病人和真實世界病人之間的差異。再則，單臂臨床試驗，往往是開放性設計，

盲性通常不可行。若欲採用高度主觀性的評估指標來與外部對照數據比較，可能有因評

估偏差(assessment bias)而產生資訊偏差的疑慮。因此，採用外部對照時，宜選擇客觀

的療效評估指標，如整體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以降低評估偏差。 

臨床試驗中的評估指標可能與臨床實務中的評估指標定義不同，或者甚至可能在臨

床實務中不被測量，而即使是同一個評估指標，兩者的測量品質和水準也可能相距甚大。

例如，抗癌藥品臨床試驗中常見的客觀反應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腫瘤

惡化(progression)等指標，臨床實務中可能沒有辦法做到規則的評估，或嚴格地遵循反

應評估標準來判定結果。為了要從外部對照數據中獲得與臨床試驗中相同品質的數據，

減少此類偏差，可以考慮成立評估委員會，針對外部對照腫瘤影像檔，進行類似臨床試

驗中採用 RECIST 的腫瘤反應評估。 

不論是臨床試驗或是真實世界研究，都會有數據無法完整收集的情形，缺失數據

(missing data)也是試驗偏差的來源。計畫書應清楚說明外部對照數據如何收集，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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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評估的時間點，並且在研究執行前，相關人員須要了解整個數據收集的過程。不論外

部對照組是來自臨床試驗或真實世界數據，計畫書中應詳細說明在療效或安全性指標測

量方面，以及對病人的追蹤方式上，外部對照數據與單臂臨床試驗之間有什麼不同之處。

計畫書亦應說明不同數據缺失機制下，處理數據的方法。進行數據分析時，若將受試者

於治療或評估中移除，則須紀錄其原因。 

干擾因子(confounding factor) 

臨床研究主要是探討治療處置與結果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然而除了治療處置外，可

能還存在其他因子會影響治療結果判讀，例如併用藥物、共病、疾病嚴重度、年齡、性

別等。這些因子則為干擾因子。 

評估治療效果之關鍵因素是各組別間是否公平可比較。同步隨機分派可以確保組別

間，大部分影響治療效果的重要因子達到平衡，為解決干擾因子的方法之一。外部對照

臨床試驗因未執行隨機分派，則較難避免干擾因子的影響。若忽略了這些對結果有影響

的重要因子，未進行適當的處理，就可能出現錯誤的結果推論。 

尤其是真實世界臨床實務上，醫師的決策並非隨機，而是依據病人的疾病狀態、年

紀、重要器官功能等因素，決定病人應接受何種治療，因此無可避免地將產生適應症干

擾(confounding by indication)的問題。例如：醫師傾向對於腸胃道出血風險高的病人

開立 cyclooxygenase (COX)-2-selective inhibitors 的處方。然而這樣的藥物使用傾

向，容易被解讀成使用 COX-2 inhibitor 與腸胃道出血風險有高度相關。 

採用外部對照組之研究設計 

一個單臂臨床試驗採用外部對照之設計是多步驟的。必須先設定明確的試驗目標，

定義單臂試驗人群、詳列試驗中要蒐集的重要變項，再評估該單臂臨床試驗是否適合採

用外部對照。若採用外部對照組是可行的且合理的，再進一步設計選取外部對照數據的

流程。這個過程須考量外部數據源是否有病人層級的數據，以及其適用性。適用性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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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外部數據的關聯性與可靠性。亦即外部數據源是否涵蓋足夠資訊且內容能反映目標

族群的特徵與藥品使用狀況，以及外部數據源的品質是否符合法規要求，包括完整性

(completeness)、準確度(accuracy)、一致性(consistency)與透明度(transparency)等。 

確定外部數據源後，制定詳細的試驗計畫書，內容除單臂試驗族群納入排除條件、

試驗藥品相關執行細節外，亦應包含外部對照組病人數據蒐集的相關細節，包括數據來

源、蒐集時間區段以及蒐集條件等。由於外部對照數據經常是回溯性地從過去歷史資料

中擷取，為避免人為偏差，須於試驗執行前完成統計分析計畫書的制定。計畫書應明確

定義缺失值處理方法，以及辨識可能的干擾因子及其處理方式。 

外部對照組之可能的應用範圍 

使用外部對照數據可用以提供早期臨床試驗的假說建立、評估疾病自然進程、一般

臨床治療效果、或是治療效果基準的證據，這些情況是外部對照數據過去常使用的範圍。 

然而，若是要在新藥查驗登記申請應用外部對照數據作為單臂臨床試驗的正式對照

組，考量前述可能存在的各類偏差，外部對照組僅適用於少數特殊的情境。例如：可預

測高度致死率的疾病(如某些癌症)、嚴重且具有醫療迫切需求的罕見疾病等，而這些目

標疾病的自然病史應已被非常瞭解且被清楚定義，研究藥品的藥理作用機轉清楚且明確

可用於目標疾病，外部對照數據的適用性已被清楚詳細清楚評估，偏差與干擾因子可被

辨識且有適當的處理方式，外部對照病人數據與單臂臨床試驗受試者數據之間具有可比

性。此外，分析結果應能顯示顯示研究藥物與外部對照組間有明顯且穩健的治療效果

(treatment effect)差異[20]。有鑑於此，過去使用外部對照數據作為單臂臨床試驗的正式

對照組獲得核准的案例非常稀少。 

結語 

外部對照組的數據來源可以是其他已完成之臨床試驗，或是真實世界數據。不同的

數據來源各有其優缺點。在單臂試驗設計階段，若須採用外部對照，必須先就疾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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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族群、評估指標等特性，來評估該單臂臨床試驗是否適合採用外部對照，而後再

進一步設計選取外部對照數據的研究方式。外部對照數據採用時，應注意其面對的各種

偏差之可能性，數據來源越廣泛、能提供病人層級的數據、且具有標準化數據項目的來

源，方能作為較適當的外部對照。此外，也須注意外部對照數據與單臂臨床試驗受試者

族群間的可比性，因此，外部對照組的選擇流程應盡可能的比照單臂臨床試驗受試者的

收納排除條件，且評估指標的定義與測量方式在外部對照數據與單臂臨床試驗之間要相

似。 

在法規決策上，使用外部對照數據作為單臂臨床試驗的各種適用狀況及限制，須視

適應症對象、藥品特性以及臨床試驗設計與定位等有不同的考量。若欲使用外部對照數

據做為單臂臨床試驗的對照，建議在研發階段提早評估及規劃，並且事先諮詢法規單位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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