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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設計與分析時對共變數之考量 

李雅巽1 

前言 

從臨床試驗設計的觀點而言，共變數主要來自受試者接受試驗藥品治療前，蒐集到

的基線因子，常見的共變數包含人口學基線因子，如年齡、性別、體重、種族等，或是

可能會影響預後的疾病基線因子，如疾病病理學分類、病情嚴重程度、疾病存在時間等。

由於共變數可能混淆試驗藥品的效果，造成試驗療效估計的偏差，因此研究者須於試驗

設計及規劃分析時，將預期會對主要指標產生影響的共變數進行校正。共變數校正

(covariate adjustment)是指使用共變數測量值來估計，以及檢定隨機分派組間的藥品

治療效果(treatment effects)。校正共變數的目的為減少共變數對主要分析造成影響，

從而使療效估計主要來自試驗組與對照組的療效差異，校正共變數不僅可以提高療效估

計的精確度，更同時可以增加檢定力。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於 2021 年 5

月，發表新版共變數校正指引 Adjusting for Covariates i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for Drugs and Biological Products[1]（本文中將此指引簡稱為 FDA 共變數指引），建

議在隨機分派臨床試驗的療效指標分析，廠商可以對基線共變數進行校正，此舉可減少

療效估計的變異性，使信賴區間縮小並使假說檢定的統計檢定力增加；但若廠商於主要

療效指標分析中不校正共變數，亦是可以接受的。 

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於 2015 年發佈 Guideline 

on adjustment for baseline covariates in clinical trials[2] (本文中將此指引簡稱為 EMA

共變數指引），亦說明雖然校正基線共變數並非絕對必要的，但若基線共變數與主要療

效指標間有中度或強度的相關，則校正此共變數會增加試驗的效率(efficiency)，並且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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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共變數在試驗組間不平衡而產生的估計偏差。 

本文主要探討隨機分派臨床試驗中對於共變數的考量，然非隨機分派試驗或觀察性

研究非屬本文所探討範圍。減少共變數影響的方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試驗

設計中，儘可能使兩組間基線共變數達到均衡。第二階段為分析時，使用統計方法校正，

廠商於設計試驗時，可以靈活運用使兩階段設計相輔相成，使試驗達成最大效益。 

➢ 共變數相關指引回顧 

臨床試驗統計指導原則[3]第 5.7 章節中，提到「主要指標通常系統性地受到治療以

外的其他因素影響，例如，主要指標可能與年齡或性別等共變數有關，或者於多中心試

驗中，不同中心接受治療的受試者之特定次群體間可能存在差異。於某些情況下，對共

變數影響的調整，或者對次群體效應的調整是分析計畫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應於試驗

計畫書中陳述。試驗執行前，須確定預期對主要評估指標有重要影響的共變數和因子，

並應考慮如何將其納入分析，以提高估計的精準度，以使得治療組間達到均衡可比。」 

EMA 共變數指引[2]主要聚焦於確認性臨床試驗，分別於臨床試驗之設計、分析及解

讀階段，提供處理重要共變數時之建議，而此指引並不涵蓋非隨機分派試驗。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雖於 2019 年 4 月即發表「Adjusting for Covariates i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for Drugs and Biologics with Continuous Outcomes[4]

指引」，其內容僅針對隨機分派試驗中連續性指標的共變數校正進行討論，且聚焦於

ANCOVA（analysis of covariance）。 

美國 FDA 於 2020 年提出的「用以預防或治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臨床試驗準

則(FDA Guidance on COVID-19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trials)」[5]中，對於試驗

設計中共變數的考量，有更清楚的規範，「為增進對於療效估計及推論的精準度，廠商應

考慮將事先訂定的預後基線共變數(例如年齡、基線體況、共病症等)，納入主要分析中

進行校正，並且應提出校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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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共變數指引[1]，則擴增探討的範圍，包含連續性指標、二元指標、事件發生時

間（time to event）指標等。此指引所提供建議之適用範圍，包括隨機分派、平行組別

之臨床試驗，並聚焦於如何處理可能影響預後的基線因子(prognostic baseline factor)。 

試驗設計中對共變數的考量 

➢ 隨機分派 

於試驗設計時，控制共變數的最主要方法是隨機分派，在隨機分派的過程中，可以

使目標族群平均分配於試驗的治療組別，不論是可測量或不可測量的共變數，都可以在

兩組間達到平衡，以支持統計假說檢定的理論基礎。理想上，在樣本足夠大的狀況下，

共變數於兩組間之分布會傾向平衡，但實際上，若僅使用簡單隨機分派 (simple 

randomization)，實難以確保重要的共變數會平衡，尤其在樣本數不夠大的狀況下，更

是如此。 

FDA 共變數指引[1]中說明，雖然在隨機分派的過程中，理想上會使共變數平均分配

於試驗組與對照組間，然而，若將會影響預後的基線因子納入主要分析中，仍可在對偏

差及型一誤差有最小的影響下，更有效的運用臨床試驗資料，以證實療效並將其量化。 

➢ 分層 

為解決上述的問題，在採用隨機分派的同時，試驗設計者可以選出重要的共變數進

行分層隨機分派，此方法可確保所選定的分層因子在兩組間平均分佈，理想上，若分層

因子越多、每個因子分越多層，可以使這些因子在兩組間的分佈越理想，然；上述設計

於試驗實際執行時，會增加試驗收案的難度，因此在進行分層時，分層因子與每個因子

的分層皆不宜太多。採用隨機分派設計以及在隨機分派時，進行分層是試驗設計時，控

制共變數的主要方法，接下來談到分析時使用統計方法校正共變數。 

臨床試驗統計指導原則[3]第 2.3.2 章節中提到，依基礎值資料中的重要預後因子(如

疾病的嚴重程度、年齡、性別等)進行分層，有時對各層內各組人數達到平衡很有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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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小型的臨床試驗很有助益。一般很少須要多於兩個或三個的分層因子，因為很難達

到平衡且很麻煩。 

FDA 共變數指引[1]中說明，試驗設計中常將基線共變數設為隨機分派時的分層因子，

對此，此指引建議在分層的隨機分派中，不論是否針對分層因子進行校正都應計算標準

差[6]。否則，若標準差被高估，可能導致區間估計及假說檢定過度保守。EMA 共變數指

引[2]中提到，分層的目的除確保試驗組間共變數平衡外，亦可因行政考量而分層(例如

Block randomization 中的 block)；在主要分析模型中，應將分層因子納入共變數校正，

然而對於純粹因行政考量而分層的因子，可不必納入校正。 

主要分析時對共變數的考量 

共變數校正有不同的統計方法，通常依主要療效指標的資料型態(如連續型、類別型、

與事件發生所需時間等)做考量，可以依照共變數的資料型態來選擇合適的方法。值得強

調的是，不論分析時使用何種方法校正共變數，廠商務必於設計試驗時預先規劃並敘述

於計畫書中，並且在試驗解盲前於統計分析計畫書中，詳細敘述其執行方式。 

FDA 共變數指引[1]中說明，廠商應於試驗的比較性結果解盲前，預先指定納入校正

的共變數，並於統計分析計畫書中列出共變數校正估計量的數學式，於藥品審查時，即

便事後分析(post-hoc analysis)中，使用不同的模型或共變數，美國 FDA 更重視預先設

定的主要分析結果。EMA 共變數指引[2]中，除強調主要分析時，須預先規劃共變數校正

外，若申請者擬在試驗解盲前新增或減少納入校正的共變數，須提供明確的說明。 

➢ 選擇納入主要分析的共變數 

FDA 共變數指引[1]及 EMA 共變數指引[2]中皆提到，若主要指標為「自基線的改變

量(change form baseline)」時，仍可以對基線進行共變數校正。 

FDA 共變數指引[1]中說明，當共變數為治療成果的預後因子時，校正共變數可以增

加臨床試驗的效率。因此，此指引建議應選擇與治療成果強烈相關的共變數進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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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選擇非預後因子的共變數進行校正，相較於未進行校正並不會增加分析的精確

度(甚至可能減少精確度)。即使是對高度相關的基線共變數(例如體重與 BMI)，同時進

行校正亦是可接受的，然而，慎選納入校正的共變數數量有助於提升試驗效率。 

EMA 共變數指引[2]中指出，將與主要療效指標有中度或強度相關的共變數納入分

析後，可增進試驗效率因而產生更強力(例如更小的p值或更窄的信賴區間)的療效證據，

然而，此處須強調的是，就提供臨床療效上的具有說服力證據而言，更小的 p 值是不足

夠的，還須要考量治療效果的大小(size of treatment effect)及治療效果，於共變數的

分層間表現是否一致。 

此外，EMA 共變數指引[2]中，提醒要特別注意受治療組別分派所影響的共變數。當

共變數受到治療組別分派的影響(不論是直接造成影響或透過其他因子造成影響)，對其

進行校正可能會造成療效被高估或低估，使結果難以解釋，因此受治療組別分派所影響

的共變數(例如：隨機分派後才測量的共變數，如治療時間長短、受試者依從程度、使用

救援藥物等)，不應被納入確認性試驗的主要分析中。然而，這些共變數(例如治療時間)

於次要分析中，進行校正是可接受的，這些探索性分析的結果，可能在藥物發展過程中

提供廠商某些訊息。 

➢ 模型校正 

共變數若與主要療效指標有較強相關性時，將該共變數納入統計模型中，可提高估

計的精確度。此外，當使用統計模型校正共變數時，須檢視模型的適切性。當主要療效

指標為連續型變數，可採共變異數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統計模型，進行

連續型或類別型共變數的校正。簡單來說，共變異數分析是以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為基礎，加入共變數進行迴歸分析。當主要療效指標為二分法變數

時，可使用邏輯斯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 統計模型進行共變數校正；主要指標為事

件發生數目(number of events)，可使用卜瓦松回歸模型(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主要指標為探討事件發生時間(time to event)時，可使用 Cox 比例風險模型(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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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若在隨機分派時已使基線共變數在各組間達到平衡[7]，此時進行共變數校正仍可提

高療效估計的精確度。以線性模型為例，假設基線(𝑦0)、組別(Treat)與結果變量(y)的關

係為y = 𝛽0 + 𝛽1 ∗ 𝑇𝑟𝑒𝑎𝑡 + 𝛾 ∗ 𝑦0 + ε，假設基線與結果變量間的關係在試驗組與對照組

間相同，則在試驗組及對照組間y的變異數為var(y) = 𝛾2 ∗ var(𝑦0) + var(ε) = 𝛾2𝜎0
2 + 𝜎2，

此處基線的變異數為𝜎0
2，殘差(ε)的變異數為𝜎2；如果考慮扣除基線的影響，校正後結果

變量的變異數為𝜎2，減少了𝛾2𝜎0
2。 

FDA 共變數指引[1]中分為線性模型及非線性模型來討論，以線性模型或廣義線性模

型進行估計校正為例，指引建議廠商可使用 Huber-White robust ＂sandwich” 

estimator 方法[8]估計標準差，或無母數拔靴法(nonparametric bootstrap method)[9]

進行估計，不建議使用名目標準差(nominal standard error)，名目標準差雖為許多統

計軟體估計標準差時的預設方法，但此方法若模型設立錯誤，估計值將會不準確。若廠

商欲在主要分析中使用非線性回歸以估計條件下的療效，應先與法規單位討論。 

FDA 共變數指引[1]中說明，由於透過非線性回歸估計條件下的療效時，模型有可能

不完全正確，若模型設定錯誤，則難以解釋分析結果、且不同次群體間的療效，將大相

逕庭。若廠商欲在主要分析中，使用共變數校正估計及推論非條件下的療效是可以的，

惟使用的方法，應具有有效的統計推論並對未校正的參數，在統計上的假設越少越好。

若廠商欲使用一些統計上性質尚未明朗的新方法進行分析，則應針對此模型與審查部門

進行討論。 

EMA 共變數指引[2]中敘述，若共變數與療效指標間關係未確立時，應採用型式較為

簡單的模型；反之，若共變數與療效指標間已有明確的關係時，則主要分析模型應將此

資訊納入考量。若設計臨床試驗時，預期可能會有離群值時，預先訂定合適且穩健的分

析方法(例如無母數分析)可以將離群值的影響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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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層分析 

此外，分層分析亦是共變數校正的方法之一。選擇分層分析的統計方法，須考慮主

要療效指標的類型。當主要療效指標為二分法變數時，可採用 Cochran-Mantal-

Haenszel 方法(CMH method)進行分層分析，其方法為將共變數以離散方式分層，每

層為一次群體，並假定在各次群體間的療效為常數。另，當主要療效指標為探討事件發

生時間(time to event)時，可使用分層 log-rank 檢定(stratified log-rank test)或分層

Cox 比例風險模型(stratifie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等。 

倘若於分層隨機分派試驗，不慎發生將受試者錯誤地分層，建議廠商於後續分析時，

除須清楚說明發生錯誤分層的原因外，並同時執行兩種分析：1) 根據隨機分派分層因子

之統計分析結果；以及 2) 根據正確分層因子的分析結果，並評估兩者結果是否一致。 

➢ 交互作用項 

臨床試驗統計指導原則[3]第 5.7 章節中提到交互作用項。FDA 共變數指引[1]中認為

線性模型中可以加入治療與共變數的交互作用項。而 EMA 共變數指引[2]中指出，若沒

有證據支持治療與共變數間具有交互作用，則主要分析只須納入治療與共變數項；反之，

若於試驗設計階段時，認為治療與共變數的交互作用項對試驗結果有影響，則應於隨機

分派進行分層且/或預先規劃次族群分析。 

➢ 缺失值之處理 

FDA 共變數指引[1]中敘述，若基線共變數出現缺失資料時，可採用單一或多重插補、

或將是否缺失設為一個指示變數(missing-indicator)，並將其加入模型中進行共變數校

正[10]。然而，廠商不應針對不同的治療組別，使用不同的插補方法，且須確保插補的基

線值，皆獨立於所有的後基線變數(post-baseline variables)，其中亦包含結果變數。

EMA 共變數指引[2]中說明，將共變數缺失的受試者排除於分析外，並不符合 ITT 原則，

通常是不被接受的。因此，在試驗設計階段則應將分析時如何處理缺失資料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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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報告時對共變數的考量 

➢ 參數之可合併性與不可合併性 

FDA 共變數指引[1]中說明，在一般的狀況中，療效可能會因不同的次群體而有所不

同，然而，在某些參數(例如勝算比，odds ratio)中，即便所有的次群體療效皆相同，但

以次群體為條件的療效(subgroup-specific treatment effect)，卻與非條件下的療效

(unconditional treatment effect) 不 同 ， 這 種 狀 況 稱 作 不 可 合 併 性 (non-

collapsibility)[11]，不可合併性可能發生在隨機分派中或是大樣本中，與受到干擾因子的

影響是不同的。表一是假想的臨床試驗結果，其中男性與女性個別次群體中的勝算比均

為 8.0，但與目標群體中非條件下的勝算比(4.8)不同，此結果說明勝算比不具可合併性。 

表一、於目標群體與男性/女性次群體中之勝算比(摘自 FDA 共變數指引[1]) 

 

➢ 基線變數比較 

EMA 共變數指引[2]中提到，若預期療效在某些預先訂定的次群體中是有差異的，則

試驗設計時，依這些次群體分層在解讀報告時，將對療效有更好的解釋，並且可以呈現

在不同次群體間療效是否具有一致性。此外，若隨機分派進行的過程並無瑕疵，則事後

(post hoc)觀察到治療組間的基線共變數不平衡可以視為隨機現象，因此，不適合將事

後觀察到的基線變數不平衡納入主要分析中校正。然而，若不平衡之基線共變數為預後

因子，則應將其納入敏感分析中校正，以評估主要分析之穩健性。 

➢ 確認模型假設 

EMA 共變數指引[2]中說明，於評估結果時須先確認模型的假設是有效的，特別是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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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線性或非線性模型的設定錯誤(mis-specification)，會使療效估計出現偏差。若模型

假設不成立，則應提供其他分析方法(若能預先訂定在試驗計畫書中，則最為理想)，以

評估主要分析的穩健性。 

結語 

雖然在新藥申請時，未校正的分析仍是被接受的，但校正基線預後因子，可以提供

更精準的估計與更大的檢定力，況且，使用既有的臨床試驗資料，即可校正基線因子，

並不須要廠商再去收集更多的資訊。但本文仍要再次強調，不論分析時使用何種方法校

正共變數，廠商務必於設計試驗時，預先規劃並敘述於計畫書中並且在試驗解盲前，於

統計分析計畫書中，詳細敘述其執行方式。 

希望透過本文的介紹，協助國內廠商及研究人員於設計試驗時，可以預先選擇重要

的共變數、並於計畫書中規劃適當的控制方法，則能提升試驗檢定力，俾能促進藥品的

研發，加速我國的醫藥生技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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