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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之統計審查考量 

蔡貴鳳1
 

前言 

體外診斷醫療器材(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 IVD)是指藉由取自於人體之檢體(如

血液、尿液、其他體液或組織)，作為診斷疾病或評估人體健康狀態所使用的診斷試劑

或儀器等醫療器材[1]。對許多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而言(尤其是高風險性醫療器材)，上市

前必須執行臨床試驗以評估產品用於所宣稱預定檢測標的(intended use)的安全性與有效

性[1] [2]。 

臨床診斷效能試驗(diagnostic clinical performance studies)通常是用來評估體外診斷

醫療器材的臨床效能，主要是以量化的測定方式，評估每一個受試者之檢體與真實情況，

或與其他已核准之對照方法比對臨床效能的研究。探索性效能評估試驗包括first in 

human、先導性試驗(pilot study)與可行性試驗(feasibility study)，主要是為確認產品的設

計及規格是否適當，是否具有研發之價值。若產品未達預期之效能，可行性試驗中允許

產品做部分修正，也有終止該產品研發之可能性。探索性試驗目的是獲得產品更多正確

訊息，以設計更完整而適當的樞紐性試驗來證明產品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樞紐性臨床診

斷效能試驗應有嚴謹的試驗設計及適當的統計方法，以獲得產品臨床效能的無偏估計。 

本文主要是針對樞紐性臨床診斷效能試驗的統計考量作討論。內容包括樞紐性臨床

診斷效能試驗之研究設計的考量重點[3]，以及常見臨床效能評估指標之定義，並佐以範

例說明。 

樞紐性臨床診斷效能試驗之考量重點 

一、試驗目的 

臨床試驗應以所宣稱的預期用途來設計。預期用途與下列因子有關，包括檢測標的，

用於哪特定疾病、狀況或風險因子的檢測，為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檢體的種類（如血

清、血漿、全血、組織切片或尿液）與目標受檢族群。計畫書中應依據擬宣稱預期用途

清楚訂定試驗目的與假說。 

二、檢體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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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以前瞻性研究(prospective studies)來收集檢體以驗證臨床性能。如果需要使用到

庫存的樣本或進行回溯性研究(retrospective studies)時，應提供充足的理由說明這些樣本

族群與預期用途之目標族群間的關係。收納族群太窄，代表性差，很容易日後需再重新

執行試驗；收納族群太寬，容易因為納入不適當之次族群而導致試驗失敗。 

三、評估指標 

評估一個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之臨床效能，最常用的方法是自目標族群中抽樣採集

足夠檢體，並將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的判讀結果與黃金標準方法(gold standard method)

做比較。黃金標準方法係指目前公認最精確的診斷方式，必須為經過良好確效的分析程

序，且其造成系統性錯誤或隨機性錯誤的可能性，小至可以忽略的診斷方法。當一個新

的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黃金標準方法做比較是不可能、不實際、或太昂貴時，則可選擇

與非黃金標準(non-gold standard)方法做比較。若與非黃金標準方法比較時，應選取有相

同預期檢測標的且經核准之產品。 

當一個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黃金標準方法比較時，臨床效能的基本測量為靈敏度

(sensitivity)及專一性(specificity)。靈敏度代表醫療器材偵測到受試者實際屬於特定條件

(如有病)的能力，靈敏度高的醫療器材比較不會遺漏有特定條件的受試者。專一性代表

醫療器材偵測到受試者實際不屬於特定條件(如沒病)的能力，專一性高的醫療器材比較

不會遺漏沒有特定條件的受試者。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該具備多高的靈敏度與專一性，需

視醫療器材所檢測的標的與目的而定。 

當一個新的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比較時，靈敏度及專一性之估計值

會有統計偏差，不適合做為體外診斷醫療器材效能之測量，適當的評估指標應該是兩者

診斷結果的一致性(agreement)。 

四、 樣本數選擇 

檢體之樣本選擇須視預期檢測標的之族群而定。樣本數的決定與計算應詳細描述於

試驗計畫書中，包括所需的相關參數，以及所採用的估算方法。相關參數包括測量變數

(如靈敏度)之臨床與統計有意義的增加或減少值、型一誤差(type I error)、檢定力(power)

與特定條件盛行率(prevalence)等。樣本數大，自然檢定力高，但試驗成本、時間亦隨之

增高。樣本數若太少，試驗亦可能因檢定力太低，真正具臨床效能的器材卻無法得到有

意義的結果，浪費許多寶貴的醫療資源。 

五、 降低試驗偏差的方法 

新的體外診斷醫療器材的評估環境應與最終將應用的環境相同(例如，在醫療場所

或實驗室中判讀)，評估者身分(受過訓練之專業人員或醫護人員)亦應相同。如果是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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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讀結果，試驗設計宜採用判讀者盲性(evaluator blind)並確實執行，以避免評估偏差

(evaluation bias)。檢體隨機分派也是排除人為判定偏差的重要方法。計畫書中應清楚寫

明所採用降低試驗偏差的措施。多中心的研究，收集的樣本較具有代表性，並且試驗結

果較易外推至不同族群。如果臨床試驗於多個中心執行，建議評估各中心間效能的差異

性。 

六、 統計分析方法 

效能評估須採用適當的統計分析方法，以避免造成結果判讀的偏差。試驗計畫書應

事先定義分析群體以及統計分析方法。不論是靈敏度、專一性或一致性的估計值，都應

提供其頻數比率 (如490/500)與百分比 (如98.0%)，以及對應之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s)以反映估計值的精確性(precision)。當執行假說檢定時，除選擇適當的統計檢定

方法外，尚需考慮檢定之型一誤差機率。一般法規單位可容忍的型一誤差機率為雙尾不

超過5%，亦即單尾之型一誤差機率不超過2.5%。 

常見臨床效能評估指標之定義與範例 

體外診斷醫療器材檢測判讀最簡單的情況為判定目標族群中之受試者屬於某特定

條件或不屬於某特定條件。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所選擇的對照器材之比較，通常是以一

個 2×2 列聯表來表示。計畫書中應明確定義何謂陽性(positive)、陰性(negative)，及其判

定單位。例如，是以個別基因型別為單位判定陽性、陰性，或是以受試者(可能包含數

個基因型別)為單位判定其陽性、陰性。 

以下將分別討論一個新的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黃金標準方法，以及與非黃金標準方

法比較時，常用的效能評估指標其定義與應用範例，範例主要參考 US FDA 於 2007 年

頒布的指引「Statistical Guidance on Reporting Results from Studies Evaluating Diagnostic 

Tests」[4]。 

一、與黃金標準方法比較 

    表一呈現受試者檢體分別由黃金標準方法與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判讀所建立的 2×2

列聯表。一個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黃金標準方法比較時，靈敏度與專一性是最常被使

用的評估指標，此二評估指標的優點為與特定條件(如疾病)的盛行率(prevalence)無關。

以下將分別定義靈敏度與專一性，並以實際範例(範例 1)來說明。 

 靈敏度亦稱為真陽性率(true positive rate)，即受試者由黃金標準方法判讀真正屬於

特定條件(有病)，且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亦正確地判讀有此特定條件的比率，估算

公式為100% × 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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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一性亦稱為真陰性率(true negative rate)，即受試者由黃金標準方法判讀真正不屬

於特定條件(沒病)，且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亦正確地判讀為沒有此特定條件的比率，

估算公式為 100% × d/(b+d)。 

表一、 檢體經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比較之 2x2 列聯表 

 
(非)黃金標準方法 

總數 
陽性(＋) 陰性(－) 

新體外診斷 

醫療器材 

陽性(＋) a b a+b 

陰性(－) c d c+d 

總數 a+c b+d a+b+c+d 

範例 1 

 臨床試驗針對目標族群之 220 名受試者採集檢體。每個檢體分別以新體外診斷醫療

器材與黃金標準方法判讀，其結果如表二所示。在黃金標準方法判定為陽性的 51 位受

試者中，有 44 位受試者亦由新的體外診斷醫療器材正確地判讀為陽性(＋)；而在黃金標

準方法判定為陰性的 169 位受試者中，有高達 168 位受試者亦由新的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正確地判讀為陰性(－)。估計的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的靈敏度為 86.3% (44/51)，專一性

為 99.4% (168/169)。依據二項式分布(binomial distribution)計算，靈敏度及專一性的精確

(exact) 95%信賴區間分別為 (73.7%, 94.3%) 和 (96.8%, 100%)。 

表二、 檢體經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黃金標準方法分別判讀的結果 

 黃金標準方法 總數 

陽性(＋) 陰性(－) 

新體外診斷 

醫療器材 

陽性(＋) 44 1 45 

陰性(－) 7 168 175 

總數 51 169 220 

二、與非黃金標準方法比較 

 一個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比較時，一致性是較適當的評估指標。

一致性測量評估包括整體一致性(overall agreement)、陽性一致性(positive agreement)與陰

性一致性(negative agreement)。表一 2×2 列聯表同樣可用於一致性的定義，並以範例 2

來說明。 

 整體一致性為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兩者結果一致的比率，估算公

式為100% × (a+d)/(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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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性一致性為非黃金標準方法判定屬特定條件(有病)且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亦判定

具此特定條件的比率，估算公式為100% × a/(a+c)。 

 陰性一致性為非黃金標準方法判定不屬特定條件(沒病)且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亦判

定不具此特定條件的比率，估算公式為100% ×d/(b+d)。 

範例 2 

同範例 1 中的 220 位受試者檢體，每個檢體均接受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

準方法的判讀，結果整理於表三。如表三所示，新醫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相比，整體一

致性為 95.9% (211/220)，精確 95%信賴區間為(92.4%, 98.1%)；陽性一致性為 90.9% 

(40/44)，精確 95%信賴區間為(78.3%, 97.5%)；陰性一致性為 97.2% (171/176)，精確 95%

信賴區間為(93.5%, 99.6%)。 

表三、 檢體經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分別判讀的結果 

 非黃金標準方法 總數 

陽性(＋) 陰性(－) 

新體外診斷 

醫療器材 

陽性(＋) 40 5 45 

陰性(－) 4 171 175 

總數 44 176 220 

至於為何需提供陽性與陰性一致性的估計值，而不能僅提供整體一致性的估計值，

主要原因為整體一致性估計值常有誤導的疑慮，此部分可由以下範例 3 加以說明。 

範例 3 

某試驗收集 572 位受試者的檢體，每個檢體均由兩個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A 與 B)

判讀，並與非黃金標準方法判讀作比較。器材 A、器材 B 與非黃金標準方法比較結果分

別整理於表四之一與表四之二。結果顯示，與非黃金標準方法相比，醫材 A 與醫材 B

的「整體一致性」雖然相同(皆為 96.5%)，然而「陽性一致性」卻差異很大(醫材 A 67.8%，

醫材 B 97.6%)。因此，一致性的估計應將整體一致性、陽性一致性與陰性一致性一併納

入考量。 

表四之一、 檢體經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A 與非黃金標準方法分別判讀的結果 

 非黃金標準方法 總數 

陽性(＋) 陰性(－) 

新體外診斷 

醫療器材 A 

陽性(＋) 40 1 41 

陰性(－) 19 512 531 

總數 59 513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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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一致性= 100% × (40+512)/572 = 96.5% 

新體外診斷醫材對非黃金標準方法的陽性一致性 = 100% × 40/59 = 67.8% 

新體外診斷醫材對非黃金標準方法的陰性一致性 = 100 % × 512/513 = 99.8% 

表四之二、 檢體經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B 與非黃金標準方法分別判讀的結果 

 非黃金標準方法 總數 

陽性(＋) 陰性(－) 

新體外診斷 

醫療器材 B 

陽性(＋) 40 19 49 

陰性(－) 1 512 513 

總數 41 531 572 

整體一致性= 100% × (40+512)/572 = 96.5% 

新體外診斷醫材對非黃金標準方法的陽性一致性 = 100% × 40/41= 97.6% 

新體外診斷醫材對非黃金標準方法的陰性一致性 = 100 % × 512/531 = 96.5% 

此外，檢視表二與表三的結果，可發現非黃金標準方法並未完全正確地判讀這 220

位受試者。非黃金標準方法判讀 44 位為「陽性」，176 位為 「陰性」，而根據黃金標準

方法的判讀真正陽性者有 51 位，真正陰性者有 169 位。因此以「一致性」評估體外診

斷醫療器材的臨床效能至少有以下兩項缺點：首先，「一致性」並不等於「正確性」，我

們可由合併表二及表三為表五來闡述此項缺點。如表五所示，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

黃金標準方法兩者判讀結果的整體一致性高達 95.9% (211/220)，但判讀結果一致的 211

位(40+171=211)受試者中有 7 位(6+1=7)是錯誤的判讀。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

準方法的靈敏度分別為 86.3% ((39+5)/51)與 78.4% ((39+1)/51)。 

表五、 檢體經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判讀結果(盛行率 23.2%) 

新體外診斷 

醫療器材 

非黃金 

標準方法 

總數 黃金標準方法 

＋ － 

＋ 

＋ 

－ 

－ 

＋ 

－ 

＋ 

－ 

40 

5 

4 

171 

39 

5 

1 

6 

1 

0 

3 

165 

總數  220 51 169 

其次，一致性的估計會受到特定條件盛行率的影響。即便有相同的靈敏度與專一性，

若盛行率不同，估計的一致性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以表五與表六為例來闡述此項

缺點。表五試驗族群特定條件盛行率為 23.2% (51/220)。在黃金標準方法判讀為「＋」 的

受試者中，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之一致性為 88.2% ((39+6)/51)；在黃

金標準方法判讀為「－」的受試者中，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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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98.2% ((1+165)/169)。整體一致性為 95.9% ((39+6+1+165)/220)。 

表六假設試驗族群中黃金標準方法判定為「＋」的人數維持不變，但黃金標準方法

判定為「－」的人數增加至 676 位(169×4，表五族群的四倍)，即特定條件盛行率減至

7% (51/(51+676))。 

表六、 檢體經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判讀結果(盛行率 7%)  

新體外診斷 

醫療器材 

非黃金 

標準方法 

總數 黃金標準方法 

＋ － 

＋ 

＋ 

－ 

－ 

＋ 

－ 

＋ 

－ 

43 

5 

13 

666 

39 

5 

1 

6 

4 

0 

12 

660 

總數  727 51 676 

表六中黃金標準方法判定為 「＋」 的受試者中，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

準方法判讀的一致性維持不變，仍然是 88.2% ((39+6)/51)；黃金標準方法判定為「－」

的受試者中，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與非黃金標準方法判讀的一致性亦不變，仍然是 98.2% 

((4+660)/676)。惟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相較於非黃金標準方法的整體一致性變成 97.5% 

((43+666)/727)，較表五的 95.9%稍高。明顯的差異發生於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相較於非

黃金標準的陽性一致性降為 76.8% (43/(43+13))，遠低於表五的 90.9%；而新體外診斷醫

療器材相較於非黃金標準方法的陰性一致性是 99.2% (666/(666+5))，稍高於表五的

97.2%。而表六中新體外診斷醫療器材對黃金標準方法的靈敏度與專一性分別為 86.3% 

(44/51)與 99.4% (672/676)，與表五所估計的靈敏度與專一性數值相同。從表五與表六分

析的結果可知，盛行率的改變並不會影響靈敏度與專一性的估計，然而卻可能改變新體

外診斷醫療器材相較於非黃金標準方法判讀一致性的估計。 

結語 

樞紐性臨床效能試驗為體外診斷醫療器材是否獲准上市最重要的根據。試驗設計宜

嚴謹並符合所宣稱的預期用途，選擇適當的黃金標準或非黃金標準方法作為對照器材，

且試驗族群應與將來使用的標的族群相同，亦須採用適當的措施(例如判讀者盲性或檢

體隨機分派)以避免試驗操作與評估的偏差。樣本數估計宜使用合理的參數假設，並有

檢定力的考量。主要及次要效能評估指標應有明確的定義，測量評估的方式需適當，統

計分析需符合科學原則，不可造成結果的偏差與錯誤的推論。唯有設計良好的臨床試驗

方能提供有意義的臨床數據以支持上市許可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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