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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臨床試驗是探索與確認研發中新藥療效與安全性的重要研究方法。根據其研
究目的，可分為兩種類型的試驗，一種為較優性試驗 (superiority trials)，一種為
不劣性試驗 (non-inferiority trials)。較優性試驗是以新藥優於對照組（安慰劑或
活性對照藥）的方式來證實新藥的療效。不劣性試驗旨在評估新藥與已上市藥物
間之相對療效，以新舊藥物間療效差異不小於一個事先選定的量（即不劣性臨界
值）來證明其療效。
一般來說，較優性試驗的試驗的設計、執行以及結果分析都相對簡單，但是
在有些情況下，不劣性設計是需要的：例如基於倫理的考量，對於治療危及生命
之疾病，若市面上已經有確認療效且安全的藥物，安慰劑組的設計則是不能被接
受的，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或細菌感染疾病等的用藥。或是已上市藥物的療效
很好，新藥的療效要超過標準治療藥物的可能性較小，但是新藥又具備其他的特
點 (例如更安全、更方便使用或者尊醫囑性更好)，則可以考慮採用不劣性設計。
舉例來說，warfarin 之類的藥物用於預防心房顫動患者的中風與血栓栓塞性疾病
效果顯著，但是這類藥物需要定期監測凝血功能，以調整使用劑量，使用上並不
是很方便。因此，不少藥廠努力研發新型口服抗凝血劑藥物，希望取代 warfarin；
因此臨床試驗的目標是設計新藥在預防中風與栓塞性疾病的藥效與 warfarin 相
當，但是新藥具有固定劑量、不需定期驗血監測之優點。近年來發表在新英格蘭
醫學雜誌(NEJM)，有關 Pradaxa (Dabigatran) (2009)以及 Xarelto (Ribaroxaban) (2011)
的臨床試驗，便是具體的例子。這一類型的臨床試驗，我們稱為不劣性試驗。
不劣性試驗的一個重要假設是新藥的療效不次(低)於活性對照藥，這個假設
的基礎最重要是對照藥在該臨床試驗中要顯示一定的療效，然而這個試驗設計多
不包括安慰劑，因此在藥物臨床試驗中應注意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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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照組的選擇

由於不劣性臨床試驗的目的是要確認新藥的療效不劣於以上市之活性對照
藥，因此對照藥物的選擇就非常重要。宜針對所擬宣稱之適應症，選取目前廣泛
使用的標準治療藥物。除此之外，對照藥的療效是從至少兩個試驗設計良好的臨
床試驗所證實，其療效 (treatment effect) 之評估亦應具有設計良好、以安慰劑
為對照的試驗中獲得，並且有可靠的資料顯示其結果。

二、

臨界值的選擇

選擇活性對照藥的同時，也要考慮臨界值的大小。臨界值是臨床試驗在統計
學上試圖拒絕的新藥與活性對照藥比較的劣效程度。如果新藥與活性對照藥療效
間的差異之信賴限區間(常用的是雙尾 95%信賴區間)排除此劣效程度，就可以宣
稱新藥不劣於活性對照藥，也就可以確認新藥的療效；如果信賴限區間包含臨界
值大小的差值，則不能確認新藥的療效。
臨界值的選取應該要保證新藥的效果顯著優於安慰劑。臨界值的選取除了需
要根據統計學推論也需要臨床的判斷，為反映賴以選定的證據之不確定性，宜適
當且保守。臨界值的選取多以統合分析方式(meta analysis)推算出對照藥與安慰
劑的差值(M1)，再考慮現今對照組與安慰劑療效差異可能會有減少的情形 (詳見
(三))，經臨床判斷後決定臨界值為 M2 (M2 < M1)。由於 M1 的決定是建立在對照藥
與安慰劑比較之較優性試驗的基礎上，因此對照組的選擇以及歷史文獻資料的全
面收集與分析是必要的。若不能從歷史文獻中得到計算臨界值的資訊，臨床試驗
採用不劣性設計宜謹慎。建議不宜在沒有充分資訊下任意選取臨界值，或是以非
良好設計(如無對照組設計或是開放性設計等)之試驗結果來決定不劣性試驗之臨
界值。
另外，臨界值的選取必須在試驗設計階段確定，並在計畫書或統計分析計畫
書中詳細說明其選取之依據，試驗執行前宜與法規單位討論以確定臨界值的選取
是否合理可接受。一旦試驗開始執行後，不得再修改臨界值，以免有型一誤差擴
增之疑慮。由於所欲偵測之新藥、對照藥療效差異(M2)是比一般對照藥與安慰劑
組療效(M1)的差異小，一般來說，不劣性試驗所需的樣本數是比較優性試驗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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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驗的檢測靈敏度和一致性

不劣性試驗必需具備檢測靈敏度 (assay sensitivity)。由於不劣性試驗旨在評
估新藥與已上市對照藥物間之相對療效，且多數不劣性試驗設計是沒有安慰劑組
的設計。因此，對照藥組在此不劣性試驗試驗當中必須顯現出療效，因為只有這
樣，不會將無效的新藥推論為不劣於有效的對照藥(型一誤差)。當一個試驗有能
力區分無效藥物和有效藥物，這樣的試驗我們稱為具有檢測靈敏度。
若是不劣性試驗有包含安慰劑組之設計(即新藥、對照藥物與安慰劑三組)，
則可經由對照藥物組與安慰劑組之比較判定對照藥物是否具有療效(或是判定試
驗是否具有檢測靈敏度)；但是針對兩組的不劣性試驗設計（即只包括新藥與活
性對照藥），由於試驗中沒有衡量/保證檢測靈敏度的內部標準(即沒有安慰劑組
的設計)，因此試驗是否具有檢測靈敏度很難判定，只有根據以往對照藥歷史資
料來判斷，以及從試驗是否被良好執行的證據來加以檢視。
在不劣性試驗中，期望得到的結果是新藥與活性對照藥之間的差異不超過臨
界值，而許多臨床試驗的執行上的偏差會縮小新藥與活性對照藥之間的差異，導
致增加了將無效藥物判斷成不劣性藥物的可能性。基於此，雖然不劣性試驗是否
有檢測靈敏度通常無法驗證，但必須控制不具有這種靈敏度的已知原因。如不劣
性的試驗設計和執行必需與歷史的較優性試驗一致，例如主要病人族群(targeted
patient population)之納入排除條件、主要評估指標、評估時間點及對照藥用法用
量之選取，應與歷史的較優性試驗選取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兩個試驗
主要病人族群之納入排除條件完成相同，但是兩個試驗之人口統計學變數 (如男
女比例、年齡分佈、種族等) 或是基值疾病特徵分佈情況是否相似，必須等不劣
性試驗完成後方能確定。若兩者病人族群在一些重要且會影響療效的變數很不相
同，會導致此不劣性試驗的結果是無法解讀的。
另外，因為不劣性試驗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嚴謹的檢測之後，宣稱新藥藥效
不比對照藥差，任何可能使得新舊藥差異被低估的風險，都需要特別注意。受試
者對計畫書的遵從度(compliance)不佳，即是常見的情形，需要小心維護及評估。
遵從度不佳的情形，如：提早退出試驗、中斷服藥、不定時服藥、自行減少服藥
劑量或頻率等，可能導致對照藥物組真正的藥效因為未能確實服藥而被低估，使
得試驗結果易於達到新藥不劣於對照藥之假象。因此，不劣性試驗執行的品質是
需要高度要求的。
由前述所知，不劣性試驗臨界值選取是來自歷史資料推算出來的，因此在試
驗中若沒有安慰劑組的設計，則必須要求此試驗之對照藥物的療效效果應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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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一致，這是所謂一致性假設(consistency assumption)。但是這個假設有
時也是很難確認的。例如於 paroxetine 藥物治療憂鬱症之長期研究顯示，於 1981
至 2004 年間所執行的安慰劑對照試驗中，主要評估指標(change in HAMD score)
在用藥組(paroxetine)與安慰劑組的反應均會隨時代進展而有改善，惟安慰劑組比
試驗藥物組改善更多(詳見圖一)，這種現象叫做 placebo creep。可能的原因也許
是安慰劑組所接受的背景治療方式、併用藥物，或是臨床上的處置(medical
practice)會隨時代演進而有所改進。這種現象若出現在現今仍有安慰劑組設計的
試驗，則不用擔心；但是若是兩組不劣性設計的試驗 (只有新藥與對照藥組)，一
致性的條件是否成立，將很難驗證，也就是說，即使不劣性條件達成了，新藥是
否能優於現今的安慰劑組仍是有疑慮的。

圖一：placebo creep 現象
由上所述，可知道兩組不劣性試驗 (只有新藥與對照藥組)的缺點就在很難判
定試驗是否具有檢測靈敏度或是一致性假設在現今試驗是否適用。若對試驗之檢
測靈敏度和一致性的假設有疑慮或難確認，試驗者可考慮以下其他就優性試驗設
計：例如採用 add-on 的設計，即新藥+背景治療 vs.安慰劑+背景治療之較優性試
驗，或針對使用目前市面上藥物效果都不佳的一群受試者，採用新藥 vs.安慰劑
之 較 優 性 試 驗 ， 或 是 採 用 無 效 及 早 退 出 (early-escape) 設 計 或 是 隨 機 退 出
(randomized withdrawal)設計，藉以排除驗證試驗檢測靈敏度和一致性的難題。
另，針對適應症是症狀改善或是所選取之主要療效指標客觀性不夠，如治療
憂鬱症、焦慮、失眠、有徵狀的心衰竭、腸躁症徵狀、癡呆、心絞痛等疾病狀態；
此類試驗變異性大，活性對照藥的療效不一定總是能夠預期或是重複。因此對於
這些適應症的臨床試驗，如果想執行不劣性試驗，建議應採用包括安慰劑的三組
的試驗設計（新藥、活性對照藥和安慰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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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分析群體的選擇

在較優性試驗中，主要分析群體多以「意圖治療」（Intention-to-treat, ITT）
群體為主，根據 ICH E9 準則，這是比較保守嚴謹的選擇；但這個選擇在不劣性
試驗中的效果並不保守。採用 ITT 群體時，不論試驗對象是否遵從服藥原則、是
否中途退出試驗，仍然列入分析，不會排除於分析群體之外。這可能會使得兩組
間藥效差異被低估，比較不容易做出新藥與對照藥之間有顯著差異的推論。在較
優性試驗中，這樣的保守作法將可減少「將沒有療效的藥物宣稱為有顯著療效」
的機率，被視為是嚴謹的分析群體；然而，在不劣性試驗中，若 ITT 分析群體的
結果導致新藥與對照藥療效間可能存在的差距被低估，此時反而犯下「將不夠有
效的新藥宣稱為與對照藥一樣好」的錯誤。
為了避免上述問題，通常會同時考量「依據計畫書」
（per protocol analysis, PP）
分析群體，即排除未能遵從試驗計劃書、中途退出者；僅納入符合試驗計劃書執
行方式的受試者進行資料分析。但是，這種作法的缺點是破壞了隨機分派的平衡
狀態，可能導致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因此，在較優性試驗中，常以 ITT
為主要的分析群體，但在不劣性試驗中，EMA 準則多建議應同時考慮 PP 與 ITT
分析群體的結果，當兩種分析群體的結果相同時，其研究結果才比較可信。

結語
不劣性試驗旨在評估新藥與已上市藥物間之相對療效，統計部份的審查重點
在於臨界值選取的依據是否合理、試驗設計是否與歷史的較優性試驗相同，試驗
的執行是否嚴謹、受試者的遵從度是否良好、試驗是否具有檢測靈敏度，ITT、
PP 分析群體的療效結果是否一致，以整體評估這個不劣性試驗是否是成功的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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