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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缺失資料之分析方法 

林資荃1
 

前言 

新藥發展須依賴臨床試驗來評估藥物的安全性與有效性，臨床試驗執行過程中，難

免會有試驗資料無法完整收集的情形。例如受試者因為療效太好或太差而退出試驗，受

試者因搬家、或藥物副作用太大而無法完成試驗等，導致缺失資料(missing data)的產生。

這些原因可能與試驗藥物有關，也可能與試驗藥物無關。若進一步討論臨床試驗缺失資

料的類型，則大約可以分為三類:(1) 最終型(terminal pattern) ：受試者自某個時間點退

出試驗後就再也不會回到此試驗；(2) 中間型 ( intermittent pattern) ：受試者某個時間點

退出試驗後之後還會再返回此試驗； 及 (3) 混合型(hybrid) ：混合最終型與中間型兩

種型態，即受試者某個時間點退出試驗後隔一段時間再回到此試驗，之後又退出試驗。 

    若缺失資料處理的方式是將不具完整資料的受試者完全排除在分析外，則會造成諸

多的問題，包括 (1) 違背了「意圖治療(intent to treat，ITT)」的定義(所有接受隨機分

配的受試者皆應納入統計分析)，造成選擇偏差(selection bias); (2) 排除因療效太好或太

差而退出試驗的受試者，可能造成療效估計的偏差; (3) 由於樣本數減少，參數估計變

異數增大，導致統計檢定力降低; (4)中途退出試驗的病人對試驗藥物的順從性

(compliance)大多不佳，而缺少此類病人訊息，將會低估試驗藥物療效及安全結果的變異

性; (5) 許多統計檢定皆假設資料呈常態分配，若排除資料太多，可能不再符合常態的

假設，檢定結果可能導致錯誤的推論; (6) 完整受試者群體(complete patient population)

無法代表整個目標病人群體(target patient population)。   

    因此，缺失資料的處理有一定的困難度，目前仍沒有一個普遍被接受的標準作法，

法規單位也只能針對一般原則訂定相關指引。最早的指引為 1998 年 ICH E9「臨床試驗

統計指導原則(Statistical Principles of Clinical Trials)」(1)，之後歐盟於 1999 年公布「缺失

資料的考量重點(Points to Consider on Missing Data)」，2010 年發布「療效確認性臨床試

驗中缺失資料的處理基準(Guideline on Missing Data in Confirmatory Clinical Trials)」(2)。

美國 FDA 雖然沒有公布正式的指引，但委託美國國家科學院針對此項議題集結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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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討論，並於 2010 年出版『臨床試驗缺失資料的預防與處理(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issing Data in Clinical Trial)』(3) 一書。書中針對臨床試驗設計、管理、不

同缺失機制下統計分析方法、與未來研究方向均給予建議。這些相關的指導原則，可以

作為醫師、藥廠、或臨床試驗申請者的參考依據。 

本文將針對上述缺失資料的相關問題，包括缺失資料的機制分類、對應的統計分析

方法、及如何預防缺失資料的產生等問題逐一闡述。第二節將介紹缺失資料的機制分類

與其假設;第三節說明臨床試驗常用的缺失資料插補方法，並討論其優缺點;最後對於如

何有效降低臨床試驗的缺失資料提出討論。 

 

缺失機制分類 

臨床試驗缺失資料之機制可分為三類:完全隨機缺失(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MCAR)、隨機缺失(Missing at random, MAR)、與不隨機缺失(Missing not at random, 

MNAR)。分別說明如下: 

一、 完全隨機缺失(MCAR) 

此種缺失機制是假設缺失資料是隨機出現，與觀察到及未觀察到的資料皆無

關;也就是說受試者缺失資料的產生與本身健康狀態與試驗藥物沒有任何關係。

例如:受試者因為搬家的原因無法繼續參與試驗，或問卷未翻譯成該國語言導致

受試者看不懂而無法回答。在此種缺失機制假設下，具有完整觀察的受試者群體

仍可以視為母群體的一組隨機樣本，只不過因為樣本數變小檢定力可能降低，且

估計值的變異程度會加大。由於缺失資料是完全隨機出現，所以具完整觀察的受

試者群體的分析也可以得到不偏的估計量。MCAR 是屬於可忽略的(ignorable)缺

失機制。 

二、 隨機缺失(MAR) 

此種缺失機制是假設缺失資料的發生與觀察到的資料有關，但是與未觀察到

的資料無關。例如:糖尿病臨床試驗，受試者若試驗期間空腹血糖值超過 270 mg/dl，

則須要退出試驗;或是高血壓臨床試驗，受試者若試驗期間發生嚴重高血壓(舒張

壓 ≥110 mmHg 及/或 收縮壓 ≥180 mmHg)，則須要退出試驗。MAR 也是屬於可

忽略的缺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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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隨機缺失(MNAR) 

此種缺失機制是假設缺失資料的發生與缺失資料本身的觀察值有關，這往往

違反了許多統計模式中缺失資料是隨機發生的假設。例如：高所得者普遍傾向於

拒絕回答收入的問題，此即為不隨機缺失。因為「收入」資料是否會缺失與收入

的高低有關；又如氣喘臨床試驗，受試者於試驗期間因為療效太好或太差而退出

試驗，導致缺失 FEV1測量值(缺失值與未觀察到的 FEV1有關)。MNAR 是不可被

忽略的(non-ignorable)缺失機制。 

以上所介紹三種缺失機制的假設皆無法印證(unverifiable)。MCAR 假設太強且不切

實際，臨床試驗幾乎無法滿足此缺失機制的假設；臨床試驗主要療效分析大多假設缺失

機制符合 MAR，然而，也不能排除某些缺失值符合 MNAR 機制的可能，在此種情況下，

須執行 MNAR 機制的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 

 

缺失資料的插補方法 

療效確認性試驗以 ITT 群體為主要分析群體，為了不違反 ITT 的定義，通常會對缺

失資料進行插補。插補意指對缺失值給予一個或多個合理數值來取代該缺失值。若將每

位受試者缺失的資料給予一個合理的數值，此方法稱為「單一插補法  (single 

imputation)」，若將每位受試者缺失的資料給予多個合理的數值，則稱為「多重插補法

(multiple imputation)」。此兩種作法，都可以使臨床試驗在不減少樣本數前提下建立完

整資料，其目的在於降低缺失資料在療效評估上所造成的偏差。以下將介紹臨床試驗缺

失資料常用的分析或及插補方法，並討論其優缺點: 

一、 完整觀察案例分析(Complete Case Analysis) 

完整觀察案例分析是將中途退出試驗之受試者的資料排除，不納入分析。此

方法優點為操作容易，僅分析具完整資料之受試者群體;其缺點為樣本數的減少

導致統計檢定力降低，且違反 ITT 的定義，而且僅在 MCAR 的假設成立時，這

種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療效估計值才不會有偏差。此外，中途退出試驗之受試者可

能因為療效太好或太差，而將這群受試者排除在外，可能造成剩餘的樣本無法代

表整個目標病人群體。歐盟 2010 年指引值(2)即認為療效確認性試驗不宜以完整觀

察案例分析作為主要療效分析方法，而僅能當作敏感度分析，用以評估主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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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否具穩健性(robustness)。    

二、 基礎值推估(Baseline Observation Carried Forward, BOCF) 

BOCF 是屬於單一插補法，作法為以受試者隨機分派前的基礎值來插補缺失

值。其優點是符合 ITT 的定義，缺點是忽略試驗期間試驗藥物的療效，且容易造

成變異數的低估。歐盟2010指引(2)中指出，對於慢性疼痛試驗(chronic pain trial)，

若受試者退出試驗後疼痛狀況會返回到基礎值，始可考慮使用此一插補法。 

三、 最後觀察值推估(Last Observation Carried Forward, LOCF): 

LOCF 是臨床試驗中最常用的單一插補法，作法為以受試者退出試驗前最後

觀察值作為主要療效分析的數值。其優點為操作容易，且符合 ITT 的定義。若缺

失資料符合 MCAR 的假設，且受試者從退出試驗到評估點這期間病情無時間趨

勢(即病情不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則以 LOCF 方法插補，才能產生不偏估

計量(unbiased estimate)。若此項假設(無時間趨勢)不成立時，LOCF 將可能高估

或低估治療的效果。例如以下兩種狀況: (1) 預期病情會隨時間進展而自然趨於

好轉(如感冒)，則以 LOCF 方法來插補缺失資料，會低估各組的治療效果；(2)預

期病情會隨時間進展而逐漸惡化 (如阿茲海默症)，則以 LOCF 方法來插補缺失資

料，會高估各組的治療效果。 

美國國家科學院出版的『臨床試驗缺失資料的預防與處理(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issing Data in Clinical Trial)』(3)一書中提到:若試驗主要療效指標為

基期(baseline)到某一固定時間的改變值，當受試者退出試驗的時間點與主要療效

評估時間點可替換(exchangeable)時，採用 LOCF 插補法比較適當；但若主要療效

指標為計算曲線底下面積或發生率時，LOCF 插補法可能會低估其不確定性。 

四、 多重插補法(Multiple Imputation, MI) 

LOCF 與 BOCF 皆為單一插補法，單一插補法的缺點為沒有考慮到插補值的

變異性，且療效估計之變異數可能會被低估，因此有多重插補法的使用，若 MCAR

或 MAR 假設的條件成立，此方法所得到的療效估計值則沒有偏差。多重插補法

是由 Rubin(1987)
(5)首先提出，其作法有三個步驟: (1) 決定缺失資料所呈現的分

配，並從此分配(如:常態分配)中隨機抽取多個數值進行插補； (2) 對每次插補完

所得到完整資料作分析；(3) 透過多次插補分析所得的估計值取其平均值作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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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估計值，而結合抽樣樣本變異數之平均值與插補之間變異數，求得參數變異

數的估計值。 

此一方法的優點是考量到插補之間的變異性，可以提升估計的有效性。當樣

本數夠大，及插補次數夠多時，此結果與重複測量的混合效果模型(mixed-effect 

models for repeated measures, MMRM)結果會相當接近;其缺點為計算較為複雜，

須要有軟體的輔助，且插補次數不一樣可能得到結果也不會相同。當解釋變項較

多，或是共變量(covariate)有缺失值的情形下，此模式是不錯的選擇。 

五、 重複測量的混合效果模型(mixed-effect models for repeated measures, MMRM): 

臨床試驗通常會對受試者在治療後不同時間點上觀察測量，且此等時間點的

觀察值皆納入分析考量，以評估其治療效果。重複測量的混合效果模型則常用於

此種資料的統計分析。混合式模型(mixed-effect model)由兩部分所組成，分別為

固定效應(fixed effect)與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例如臨床試驗常將重要的解釋

變數當作固定效應，而將研究間的變異當作隨機效應。例如:降血壓藥臨床試驗

常將受試者每次訪視(visit)相較於基期血壓值的改變作為反應變數，治療組別、

訪視、治療組別與訪視交互作用為固定效應，受試者基期血壓值為共變量，而受

試者多次測量的變異則為隨機效應。 

MMRM 分析方法不必對缺失資料作插補，而是將受試者於試驗期間各個訪

視的觀察值皆納入分析。若 MCAR 或 MAR 的假設成立，此方法所得到的療效估

計值不會有偏差。尤其當模式的解釋變項較少時，此模式是不錯的選擇。 

連續變項 (continuous variable)評估指標較常用的缺失資料處理方法為

MMRM 與以 LOCF 插捕的共變數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前

者對於缺失資料不作插補，後者以受試者退出試驗前最後一次觀察值作為其缺失

資料插補值。臨床試驗大都假設缺失機制符合 MAR 機制，而在此假設下 MMRM

方法是適當的，而 LOCF 方法則會有偏差產生。然而基於操作與計算上較簡單，

許多試驗仍會採用 LOCF 作為其主要療效分析缺失資料的處理方法。Siddiqui 等

人(2009)
(8)曾以模擬研究的方式，比較 MMRM 與 LOCF 分析方法所得結論是否具

一致性，並以 25 個新藥查驗登記申請案為例。 

第一種模擬方法是針對三種不同的缺失機制，討論 MMRM 與 ANCOVA 



 
 

 
RegMed 2015 Vol. 58                                                      6 

LOCF 的表現。結果顯示在 MCAR 與 MAR 機制下，MMRM 比 ANCOVA LOCF

的估計較準確，且型一誤差的發生的機率較低；但在 MNAR 機制下，兩者估計

值皆不準確，且型一誤差皆無法控制在 5%以下。第二種模擬方法是混合三種缺

失機制(1/3 資料來自 MCAR，1/3 資料來自 MAR，與 1/3 資料來自 MNAR)，比

較 MMRM 與 ANCOVA LOCF 兩種分析。結果顯示不管試驗中途退出率高或低，

MMRM 仍然可以得到一致性的估計，且型一誤差也可以控制在 5%以下；然而

ANCOVA LOCF 在缺失率不高時，就呈現估計值不準確且型一誤差偏高的現象。 

另外，25 個申請查驗登記的案例包括 48 個第三期隨機、雙盲試驗，108 個

組間比較(治療組與安慰劑組、或對照組與安慰劑組)。結果顯示在 108個比較中，

MMRM 與 ANCOVA LOCF 達到一致性(兩種方法都達統計顯著或兩種方法都未

達統計顯著)比率為 94% (101/108)，剩下 7個不一致結果的比較中，其中5個LOCF

是顯著，但 MMRM 的結果是不顯著，顯示 MMRM 仍是較為保守的方法。 

由於 LOCF 須要在某些假設條件成立下，才不會有偏差，因此對於連續變項

的指標，兩大醫藥法規單位包括美國 FDA 與歐盟 EMA 都建議，主要療效分析缺

失值的處理方法以 MMRM 模式較 LOCF 來得恰當。 

六、 選擇模型(Selection models)與組型混合模型(Pattern mixture-models): 

Rubin(1976)
(4)提出當缺失機制為 MNAR 時，須同時考量整個資料(包括可觀

察部分與觀察不到的部分)與缺失變數(為二元變數;缺失變數=1，代表此資料是

可觀察;缺失變數=0，代表此資料是缺失)。兩種最常用來處理 MNAR 缺失機制

的統計方法為選擇模型(Heckman, 1976)
(6)與組型混合模型(Rubin, 1977)(7)。 

選擇模型的作法為把整個資料與缺失變數的聯合分配(joint distribution)拆成

兩部分，一部分為整個資料的邊際分配(marginal distribution)，另一部分為缺失

變數給定整個資料的條件分配(conditional distribution)，此分配也稱為選擇函數

(selection function); 而組型混合模型作法則恰好相反，其方法是將此聯合分配拆

成缺失變數的邊際分配，與整個資料給定缺失變數的條件分配。 

舉例來說，一項抗高血壓藥臨床試驗，若受試者退出試驗是符合 MNAR 機

制，其主要療效指標為治療 24 週後舒張壓相較於基期的改變值;若 Y 代表所有受

試者的資料(包括完成 24 週評估與未完成 24 週評估者)，X 代表可觀察到的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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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年紀、性別等等)，R 為缺失變數(R=1，代表此資料是可觀察到的;R=0，

代表此資料是缺失值)。若採用選擇模型來分析，則模式分解為 P(Y,R) = 

P(Y)P(R|Y)，其中 P(Y)為所有資料之分配;P(R|Y)為缺失變數給定整個資料的條件

分配，常用的條件分配為邏輯斯回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logit(R=1|Y,X) = a0 + a1Y + a2X ; 

若執行假說檢定，未推翻 a1=0 的虛無假說，表示缺失資料的發生僅與觀察到的

資料有關，則此缺失機制可簡化為 MAR 機制;若檢定結果皆未推翻 a1=0 與 a2=0

的虛無假說，表示缺失資料的發生與觀察到及未觀察到的資料都無關，則此缺失

機制可再簡化為 MCAR 機制。若採用組型混合模型來分析，則模式分解為 P(Y,R) 

= P(R)P(Y|R)，其中 P(R)為缺失變數的邊際分配;P(Y|R=0)為未完成 24 週舒張壓

評估的受試者分配，而 P(Y|R=1)為完成 24 週舒張壓評估的受試者分配。 

 

結語 

缺失資料的存在造成統計分析上的困難，且缺失值的比例越高，臨床試驗結果的可

信度越低。基於缺失資料對於療效分析所造成影響，主要的預防方法(primary prevention)

為在試驗設計與執行階段，盡其可能避免缺失值的產生。例如 (1) 採用電子數據採集系

統(electronic data capture, EDC)來收集資料，可以即時監控資料，如果受試者忘記回答可

以馬上告知；(2) 試驗主持人與臨床護士須要協調與監視試驗進行，包括計畫書清楚說

明資料如何收集與評估的時間點，並且臨床試驗執行前，相關人員須要了解整個試驗資

料收集的過程; (3) 若主要評估指標取自問卷，則問卷應翻譯為該國語言，且問卷內容

應當簡單明瞭，以降低受試者答題的負擔;(4) 試驗時間避免太長，時間太長缺失值出現

的可能性越高。 

即使試驗設計與執行再完美，也無法避免缺失值的出現，這時就要透過次要預防方

法(secondary prevention)，清楚得知受試者是因為那種原因退出試驗。此訊息將有助於了

解缺失資料符合的機制，進而選擇正確的統計插補方法。例如受試者退出試驗與健康狀

態與試驗藥物皆無關，則可能符合 MCAR 機制；若受試者是因為健康因素而退出試驗，

則可能符合 MAR 機制或是 MNAR 機制。另外，了解受試者退出試驗原因，也可以收集

到一些有用因子放入模式校正，例如受試者接受醫護人員照顧的退出率可能低於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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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照顧，則評估者即是一個重要因子。 

由於缺失值處理沒有普遍適用的方法，法規單位一般要求廠商在試驗執行前於計畫

書中清楚說明主要療效分析所選用的缺失資料插補方法，樣本數計算也應評估缺失值的

比例，以便有適當的樣本數確保足夠的檢定力。為了避免療效評估偏差，法規單位也會

要求執行不同缺失機制下之敏感度分析，以了解試驗結果的穩健性，並且這些敏感度分

析須要在計畫書中預先說明。敏感度分析常包括兩個極端插補方法，一為最佳插補方案

(best case imputation)，另一為最差插補方案(worst case imputation)。最佳插補方案為評估

治療效果最有利的插補方法，最差插補方案則為最不利的插補方法;此兩種方法可以用

來評估缺失資料的最大與最小效應，若兩個分析結果皆一致性地支持療效，顯示缺失值

的效應不大，試驗主要療效分析結論是可靠的。相反地，若兩個分析結果差異甚大，則

對試驗主要療效結論將有所置疑，必須進一步探討缺失值對療效評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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