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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試驗模擬簡介及於醫療科技評估之應用 

劉鈞源 1 

前言 

醫療科技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中許多新興治療的效果，常

藉由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來呈現相對療效證據，由於隨

機對照試驗研究設計的特質，使得其研究結果可信度高，得以推論因果關係並產生穩健

的證據；然而在某些情況下，隨機對照試驗提供的證據，無法滿足醫療科技評估的需求，

例如無法獲得所有參考品的治療結果比較、無法提供長期的治療效果證據、以及其他臨

床指標的觀察，此時可以藉由其他方式來得到相關資訊。 

近年來真實世界數據(real-world data, RWD2)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國際醫療科技評

估組織，應用真實世界數據搭配適當的研究設計與統計分析，生成真實世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 RWE)，並進一步用於治療效果與成本效益的評估，亦可用於提供相對

療效證據或長期治療效果。一項 2020 年的研究調查顯示，約有 82%的醫療科技組織在

決策過程中，會有系統地使用真實世界數據，而使用的真實世界數據種類，以病人登記

資料最常見，評估內容則以罕見疾病治療或伴隨式診斷為主 [1]，另外英國 NICE3於 2010

至 2015 年間完成的評估案件中，約有 38%的案件參考非隨機分派研究的治療結果[2]；

而國際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也開始發展相關指引[3, 4]，以透過系統性方式來檢視真實世界

數據與證據，包含評估數據的適用性，研究設計與分析方法是否會帶來偏差(bias)，適

當的研究執行與報告等，進一步評估應用真實世界數據生成的真實世界證據適用性及可

靠性。 

真實世界數據雖能補充隨機對照試驗以外的訊息，但在實際的情況中，仍有許多挑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醫藥科技評估組 
2 廣義來說 RWD 指 RCT 以外所蒐集到的數據，包含特定疾病登記資料、電子健康紀錄、行政資料、健康保險資料等 
3 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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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須要克服。首先真實世界數據通常不是為特定研究目的而蒐集的資料，其次是資料品

質與完整性的挑戰，真實世界蒐集到的資料可能包含大量的訊息，但可能存在著紀錄不

一致、不準確或是不完整的問題，進而對於資料解讀及適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加諸許多挑

戰；再者於研究的過程中，若關於研究對象、篩選條件、治療藥品、研究結果終點、追

蹤期間等定義不恰當時，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產生偏差，由於真實世界數據缺乏隨機分派

的特性，若存在著不可測量或無法確實控制的干擾因子(confounding)存在時，可能會

影響到結果的估計。 

為能使得利用真實世界數據產生出的研究結果更為穩健，英國 NICE 於近期發布關

於真實世界證據的框架(real-world evidence framework)[4]，內容提及利用真實世界數

據的研究設計 4，可以參考隨機對照試驗的試驗設計準則來進行，不僅可以在研究設計

階段大幅度地減少偏差，亦可透過詳細說明研究過程中每個步驟讓研究流程更加透明，

使得研究結果更接近隨機對照試驗的結果；運用類似於 RCT 的研究設計框架於真實世

界數據進行研究，此一方法稱為目標試驗模擬(target trial emulation, TTE)。以下將就

目標試驗模擬方法學進行介紹，就構成目標試驗模擬的要素簡要說明，並呈現目標試驗

模擬於醫療科技評估中應用的情形。 

目標試驗模擬簡介 

目標試驗模擬即為是參考隨機對照試驗的試驗設計準則，使用真實世界數據進行研

究[5]，其概念原應用於流行病學領域，運用大型觀察數據來模擬隨機分派試驗，並藉由

因果關係的推斷原則來回答重要的臨床議題，例如停經婦女使用賀爾蒙療法是否會增加

乳癌罹患風險[5]、評估第三期大腸直腸癌病人手術後，使用輔助性化療時間長短對於整

體存活率的影響[6]、評估 statins 對癌症病人的死亡率影響[7]、評估糖尿病病人第一線藥

品治療失敗後，使用不同第二線藥品控制血糖的效果[8]。 

                                                      
4 研究設計係指非隨機分派的研究設計，包含世代研究、病例對照研究、橫斷式研究等，以下研究設計主要指世代研究設計； 

NICE 指引[4]中提及，世代研究包含同一數據中比較不同群體暴露與結果的關係，以及結合外部數據來源形成的研究，外部數據包

含其他觀察性研究或單臂試驗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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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試驗模擬包含兩個概念，分別為目標試驗計畫(target trial protocol)和模擬計

畫(emulation protocol)，目標試驗計畫應制定研究計畫書，說明目標試驗計畫內容如

何回答特定的臨床議題，而模擬計畫則描述如何運用真實世界數據來模擬目標試驗，獲

得接近隨機對照試驗的研究結果，並透過詳細檢視研究流程來提升研究的透明度，避免

因設計不良而導致的偏差。過去相關研究提出，透過結合目標試驗模擬的研究方法和適

當的統計分析方法，可以得到近似於隨機對照試驗的研究結果[6, 7, 9]，另外目標試驗模擬

的研究概念，亦可用於評議現有真實世界數據研究結果與隨機對照試驗差異的地方，同

時了解不同真實世界數據研究的侷限性[10]。 

目標試驗模擬中包含數個要素，包含資格篩選(eligibility criteria)、治療策略

(treatment strategies)、分派程序(assignment procedures)、追蹤期間(follow-up 

period)、欲分析的結果(outcome of interest)、估計因果關係(causal contrast of 

interest)以及分析計畫(analysis plan)，說明請如後。 

1. 資格篩選(eligibility criteria) 

如同隨機對照試驗，在研究開始之前應對目標族群設有明確的標準，包含納入條件

(inclusion criteria)及排除條件(exclusion criteria)，且應設定一個基期(baseline 或稱

time zero of follow-up)，並依基期之前的條件做資格篩選，判斷納入研究的病人是否

符合納入條件；資格篩選的條件不應包含在基期之後的事件，這才能避免研究結果可能

產生的偏差；此外，在設定標準時應參考臨床路徑(clinical pathways)，包含用藥原則或

鑑別診斷方式，才能使研究結果更能反映臨床現況。 

2. 治療策略(treatment strategies) 

治療策略比較上可以是選擇不同臨床介入效果的比較，或是和其他參考品比較，包

括不同劑量的比較、不同介入措施、或是和沒有介入相比較。理想情況下，治療策略的

選擇應參考臨床治療指引，但隨著探討的臨床議題不同，在執行目標試驗模擬時可能須

要視情況調整，另外，不同介入比較時盡量選擇類似的治療環境或是類似的醫療保健系



 

RegMed 2023 Vol. 149  4 

統，儘可能減少干擾因子的產生。值得注意的是，在目標試驗模擬中很難模擬安慰劑對

照試驗(placebo-controlled trial)，且有密切追蹤監測的環境[5]。 

3. 分派程序(assignment procedures) 

在隨機對照試驗的環境中有隨機分派(randomization)及盲性(blinding)設計，但

在利用真實世界數據模擬的環境中，為臨床醫療人員依照個案情況不同給予適當的治療

策略，因此不可能進行隨機分派和盲性設計；此時可以透過配對(matching)、分層

(stratification)、傾向分數方法(propensity score methods)或其他方法[5, 11, 12]，來降低

干擾因子的影響，以及模擬隨機分派的環境。 

4. 追蹤期間(follow-up period) 

在研究中須明確定義研究的開始時間點(baseline)以及結束的時間點，在隨機對照試

驗中，會詳細定義追蹤開始時間點和追蹤終點，但在真實世界數據中，通常是病人回診

日期或就醫日期，這可能與病人或疾病特性有關，應依不同的疾病別或研究主題訂定，

並且應設定足夠長的追蹤期間，以觀察到特定結果。 

5. 欲分析的結果(outcome of interest) 

應在研究開始前訂定欲觀察的結果，可視情況訂定主要觀察結果及次要觀察結果，

或是可考慮替代結果指標(surrogate outcome)，並確保該結果可在真實世界數據中獲

得；結果應可適時反映不同治療策略的介入成效，如臨床指標變化、功能改善、存活情

形等。隨機對照試驗中的結果選擇通常與統計檢定力(power)計算有關，雖然統計檢定

力並非目標試驗模擬的要素之一，但研究人員應在設計階段計算是否有足夠的統計檢定

力，並且應儘量避免因統計檢定力不足所導致的研究限制[10]。 

6. 估計因果關係(causal contrast of interest) 

隨機對照試驗中通常藉由估計不同治療策略組別的治療效果，來推論因果關係的效

應值，其一為意圖治療(intention-to-treat, ITT)分析，即為納入所有經隨機分派的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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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論個案是否退出試驗，為估計一開始隨機分派的效果，另一為依計畫書(per-

protocol, PP)分析，排除未遵循試驗計畫書的受試者，即是評估完全遵守治療策略的效

果；但在真實世界數據分析中不可能進行隨機分派，可以使用開始治療效應(as-started 

effect) 分析及持續治療效應(on-treatment effect)分析來取代，開始治療效應為考慮

開始治療的效果，無論治療過程中轉換治療策略，或發生中斷治療的情形皆納入分析，

類似於隨機對照試驗中的意圖治療分析，而持續治療效應則是分析完全遵守治療策略的

結果，類似於依計畫書分析。英國 NICE 在其發布的指引中提及[4]，他們首要關注開始

治療效益，然而若研究中發現治療中斷情況嚴重、治療策略未反映臨床指引，則應呈現

持續治療效應。 

7. 分析計畫(analysis plan) 

研究人員應描述預計使用哪種分析方法來估計因果效應、解決可能的偏差，以及校

正干擾因子，此外於分析開始治療效應(意圖治療分析)時，首要注重比較不同治療策略

的結果，而分析持續治療效應(依計畫書分析)時，則須進一步考慮治療配合度等因素，

然而若治療中斷、轉換治療策略、或是失去追蹤比例過高等情況發生，則分析方法須要

進行適當的調整。 

在校正干擾因子方面，應校正相關文獻中提及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進一步可以使

用有向無環圖 5(directed acyclic graphs, DAG)的概念[13]，來識別所有可能的干擾因子，

若研究中存在些可能無法測量的干擾因子，可以考慮使用其他統計方法來分析，例如工

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s)[14]、暴露/結果控制(exposure/outcome controls 或稱

negative controls)[12]。 

另外，關於遺漏值(missing data)造成的偏差，應進行分析方式的調整，遺漏值的

比例關係到資料品質，研究人員應考量研究中不同治療策略組別的遺漏值比例，並考慮

遺漏值是否與研究結果相關，處理遺漏值的方法則可參考插補法(imputation)、逆機率

                                                      
5 在探討暴露(exposure)與結果(outcome)間因果關係時，可用圖示列出可能影響因果關係的干擾因子及其方向性，包含可觀察

到與不可觀察的干擾因子、或是中介因子(mediator)等，並列出所有可能的路徑(causal path)，藉此識別所有干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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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最大概似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等方法。錯誤測量(measurement error)亦是造成偏差的來源之一，若有錯誤測量的發

生，則應評估誤差的大小和方向性，以及對結果的影響。 

目標試驗模擬可以提供類似隨機對照試驗的結果，進而提供醫療科技評估所需的

訊息。目標試驗模擬有幾項特點，首先，目標試驗模擬可以避免非隨機對照研究中，因

研究設計導致的問題，例如篩選研究對象不恰當造成的偏差，其次，可以提供結構化的

流程來識別潛在的研究限制，亦可以透過大量的真實世界數據進行目標試驗模擬，納入

更長的研究時間及更多的研究對象，最後，與隨機對照試驗相比，目標試驗模擬更可以

反映實際的臨床照護環境，讓結果可以更貼近臨床議題。若真實世界數據研究中符合了

目標試驗模擬中的要素，則其研究結果應該會得到類似隨機對照試驗的結果，不過並非

所有真實世界數據研究，都可以運用目標試驗模擬研究方法，來完美地模擬隨機對照試

驗，當無法貼近隨機對照試驗時，應清楚地列出研究可能的限制，並適時地權衡與調整；

而在某些情況下，資料品質與資料完整性等議題，可能導致無法進行目標試驗模擬，則

須考慮採用其他真實世界數據，或制定真實世界數據蒐集計畫。 

目標試驗模擬於醫療科技評估之應用 

1. 提供單臂試驗外部對照組 

隨機對照試驗常被認為是評估藥物治療效果的黃金準則，但在某些癌症或罕見疾

病用藥上，因疾病特性或是倫理等考量，僅執行單臂試驗(single-arm trials)，這類藥品

在進行醫療科技評估時，最大的挑戰是缺乏對照組或是參考品的治療效果，此時可以應

用外部資料來產生相對療效數據，外部資料的來源可以是真實世界數據或其他試驗資料。

目標試驗模擬可應用於外部資料的生成，並基於現有的資料中生成適當的相對療效證據。

近期英國 NICE 評估的案件中，如治療遺傳性脂肪失養症(lipodystrophy)的藥品[15]、及

具基因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藥品[16]，其主要證據皆來自單臂試驗，但透過選取適當的外

部資料，搭配合適的分析方法，如傾向分數配對、逆機率加權等，進一步形成相對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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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 

2. 提供更充足的間接比較證據 

醫療科技評估中若想比較不同治療策略的效果，當缺乏直接比較證據時，通常會採

用間接比較的方法學來獲得比較結果，如網絡統合分析(network meta-analysis)、或是

參考觀察性研究，但統合分析通常是彙整數個隨機對照試驗數據而成的結果，無法充分

說明各試驗之間的重要差異，在這種情況下適時地運用目標試驗模擬，可以補充不同治

療策略的效果證據；例如英國 NICE 曾針對 7 項 6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生物製劑藥物

進 行 評 估 [17] ， 其 目 標 族 群 為 針 對 未 使 用 過 DMARDs (disease ‑ 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治療或傳統 DMARDs 治療失敗的病人，評估 7 項生物製劑的治

療效果，評估過程中納入了 60 篇隨機對照試驗，但僅有 6 篇文獻有不同生物製劑間的

直接比較研究，在有限的直接比較研究情況下，除了可以進行統合分析來獲得間接比較

證據外，亦可運用目標試驗模擬與相關的真實世界數據，來進行治療效果評估，如生物

製劑登錄資料庫 FORWARD[18]中，蒐集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及其使用生物製劑治療的

資料，故可用於同時比較不同生物製劑的治療效果，或者可以從現有類風濕性關節炎相

關的非隨機分派研究，或觀察性研究中獲得間接治療的訊息，透過目標試驗模擬的框架

來檢視每篇研究是否存在偏差[10]。 

3. 協助建立真實世界數據蒐集框架 

某些情況下在進行醫療科技評估後，會須要定期檢視真實世界數據，並依據治療效

果來評估是否修改給付條件，然而真實世界中該蒐集哪些資料，才可以反映治療效果，

即成為重要的議題。運用目標試驗模擬的概念結合適當的臨床治療訊息，可以在資料蒐

集初期，識別哪些是重要的數據，例如：資格篩選的重要變項及定義、區分不同的治療

策略、追蹤期間不同時間點的設定、治療結果的測量、識別可能的干擾因子等等，並視

情況考量，是否須要串接不同的資料庫，來獲得足夠的資訊；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將

                                                      
6 Adalimumab, etanercept, infliximab, certolizumab pegol, golimumab, tocilizumab 及 abata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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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醫療科技評估組織進行更有意義的評估。 

4. 評估長期療效結果或不同群體的治療效益 

隨機對照試驗雖可提供穩健的證據，但常無法提供長期的療效結果，相較之下真實

世界數據中，可能包含更長的追蹤時間、更多不同治療群體的特徵、更多影響治療結果

的重要因素，適當地利用目標試驗模擬研究設計，除了可以了解長時間的治療效果，亦

可了解不同群體的治療差異、或者找出其他影響治療結果的重要因素，進一步提供個人

化以及適應性的治療策略。目標試驗模擬研究結果，可應用於優化慢性病的治療策略，

例如目標試驗模擬中，可以觀察到不同糖尿病病人群體的治療結果[19]，或是糖尿病病人

使用不同治療策略帶來併發症的比例[20]，藉此優化糖尿病的治療策略，由於資料來自真

實世界數據，透過目標試驗模擬更可以反映臨床治療情形，並補充隨機對照試驗中額外

的治療訊息。 

目標試驗模擬可以在醫療科技評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目標試驗模擬應用於醫療

科技評估仍有些限制[8]。首先，目標試驗模擬的研究設計，在醫療科技評估中是一個相

對較新的觀念，儘管醫療科技評估中，經常利用真實世界數據來協助，但關注對於真實

世界數據帶來的研究結果多於研究設計，運用目標試驗模擬的要素，來檢視真實世界數

據可以協助識別研究潛在的限制，為真實世界數據研究結果提供更穩健的結果。其次，

真實世界數據是否可以在醫療科技評估時，提供重要的資訊，資料內容的正確性及完整

性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不同的真實世界數據（如癌症登記資料、電子健康紀錄、保險資

料，其包含的訊息及合適運用的方式）也有所差異，不同資料所提供的訊息深度及廣度

也有不同，如何串接不同資料獲得必要的訊息，是應用於醫療科技評估中的重要議題。

此外，並非所有真實世界數據都適合應用於目標試驗模擬，若缺乏足夠的訊息來進行研

究對象的資格篩選、研究變項定義或識別相關的干擾因子等要素，則無法成功進行目標

試驗模擬。最後，數據來源也是其中一項障礙，建立訊息豐富的真實世界數據，需要充

足的經費及很長的時間，且若是藉由公部門或是醫療衛生機關來建立，可能會因行政流

程或處理優先順序，無法及時建立符合需求的真實世界數據。此外，數據管理也與資料



 

RegMed 2023 Vol. 149  9 

品質息息相關，包含資料結構、資料蒐集機制、個案如何進入或退出資料、資料變項的

定義等都需要充分被了解。 

結語 

應用目標試驗模擬於醫療科技評估中，可為隨機對照試驗提供額外的訊息，包含長

期的治療效果、不同參考品的治療結果等，亦提供了一項可用來檢視真實世界數據研究

方法的框架，有助於檢視真實世界數據研究設計中，每個流程是否存在潛在偏差，以提

供更充足可靠的資訊。雖然目標試驗模擬在應用上仍存在些限制，但應參考目標試驗模

擬要素設計真實世界數據研究，讓每個研究步驟保持透明，並依不同真實世界數據內容

進行適當的研究方法調整，透過明確描述目標試驗模擬和隨機對照試驗之間的一致性，

將有助於提供更完整的資訊，以及識別潛在問題對研究結果的影響，讓醫療科技評估的

過程和參考證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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