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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因應臨床試驗出現多重評估指標或比較時，若未能採用適當統計方法，

可能會擴增試驗之型一誤差(Type I error)，進而導致試驗結果解讀的不

確定性。因此，查驗中心參考 US FDA 制定之 Draft Guidance for Industry: 

Multiple Endpoints in Clinical Trials (2017)制定「臨床試驗多重檢定考

量」指導原則，作為臨床試驗設計與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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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係參考 Multiple Endpoints in Clinical Trials Guidance for Industry 之規範，亦代表

醫藥品查驗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CDE) 對此議題的當前想法。如果未來有相

關的科學證據，則會進一步修訂此指導原則。此外，本指導原則不具任何約束力，凡涉及

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與適用，仍應依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為準。 
 

若對此指導原則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至 feedbackbox@cde.org.tw 

 

1 引言 

本指導原則針對試驗結果於分析與解讀時，多重指標所產生的問題，以及人類用藥(包括需

要許可的生物製劑)臨床試驗中如何處理此項問題，提供試驗設計者及審查人員相關的考量。

藥物發展過程中所執行的臨床試驗，大都包含多重指標，以評估藥物的效果，並紀錄藥物

有利於一項或多項疾病特徵的能力。當單一試驗中，分析的指標數目增加時，假若未能對

多重性做適當的調整，則其中一個或多個指標，對藥物效果做出錯誤結論的可能性將成為

一個問題。本指導原則的目的為描述各種不同的分析指標分組及排序之策略，並且應用一

些公認的統計方法，來處理試驗的多重性問題，以使對藥物效果做出錯誤結論的機會得以

控制。結論若是基於尚未適當控制錯誤結論風險的分析，可能導致對於藥物的效果，做出

錯誤或誤導性的表述。 
  

2 背景與範圍 

當試驗中評估多個臨床指標時，未能考慮多重性，可能導致對藥物效果錯誤的結論。雖然

法規單位有關多重性的考量，主要針對意圖證明藥物有效性並支持核准上市之臨床試驗的

評估；惟此項議題在整個藥物發展過程中都很重要。 

2.1  試驗指標介紹 

療效指標為意圖反映一個藥物效果的測量。它們包括臨床事件的評估(例如：死亡、中風、

肺部惡化、靜脈血栓栓塞)，病人的症狀(例如，疼痛、呼吸困難、憂慮)，功能的測量(例
如，走路或運動的能力)，或是此等事件或症狀的替代指標。 

由於大多數的疾病都不只一種後果，因此許多試驗都設計多於一個指標，以檢視藥物的

效果。在某些情況，只基於單一指標無法適當地確立療效。在其他情況，幾個指標中任

一個的效果，即足以支持一項上市申請案的獲得核准。當單一事件的發生率預期很低時，

通常會合併幾個事件(例如，心血管疾病死亡、心臟病發作、與中風)成為一個「複合事

件指標」，其中任一事件的發生都將構成一個「指標事件」。 

當臨床試驗預先設定許多指標時，它們通常被歸類為三個家族：主要、次要、及探索性

指標家族。 

 主要指標集(set)包括建立藥物有效性、和/或安全性以支持法規單位決策的一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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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結果(基於藥物預期的效果)。當多於一個主要指標，且任何單獨一個指標的成

功，即認為足以證明藥物的有效性時，由於多重的比較，錯誤的做出藥物有效性結

論的比率將會增加(參見章節 2.5)。 
 在主要指標成功之後，次要指標可能被選擇用來證明藥物額外的效果。舉例來說，

一個藥物可能在主要指標「存活(survival)」證明有效性後，次要指標諸如功能狀態

的效果，也將被檢定。次要指標對於一個已證明的臨床效果，亦可提供其潛在特殊

機轉的證據(例如，針對骨質疏鬆症的藥物，以骨折為主要指標，且以改善骨密度

為次要指標)。 
 所有其他指標，在本文件中皆被稱為探索性指標(參見 3.1 章節)。 

指標通常依其臨床重要性來排序，最重要的指定為主要指標(例如，死亡或不可逆的疾

病)。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並非總是如此，不依臨床重要性排序最常見的原因，可能因臨床

較重要指標的事件數太少，不能提供試驗適當的檢定力；或因臨床較不重要指標的效果

預期會較好。在這種情況下，指標通常會以能成功顯示藥物效果的機率來排序。例如癌

症試驗「疾病惡化時間」時常被選為主要指標，即使「存活」幾乎總被認為是最重要的

指標；其原因包括疾病惡化的效果較容易證明、其效果可能較早被偵測到、及存活效果

往往被惡化後的接續治療所稀釋以致於疾病惡化的療效大小(effect size)通常較大等。本

指導原則章節 3.1 針對主要及次要指標家族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至於決定那些指標為主

要、次要、或探索性指標，不管其決定的原因為何，都須預先設定。 

雖然本指導原則著重於意圖證明藥物有效性的指標，然而一項特別為評估安全性而設計

的試驗，亦可能有主要及次要指標，同樣有本指導原則所描述的多重性考量。 
 

2.2  有效性試驗目標的證明 

試驗已經證明藥物效果之結論，對於符合必須有實質有效性證據以支持一個新藥核准之

法定標準，是至關重要的。一項藥物的臨床試驗，若要設計適當及控制良好，除其他要

求外，必須包含「試驗結果的分析可適當地評估該藥物的效果」，這是「執行藥物臨床試

驗的目的」外進一步的要求，以將藥物的效果與其他諸如疾病過程中自發性的變化、安

慰劑效果、或者偏差性觀察的影響加以區別。臨床試驗各界已經接受一個確立療效的方

法，即當臨床試驗觀察到的明顯療效不太可能因機會發生時才會下決策。該方法一般藉

由限制結果是因機會發生的機率來完成。 

於選擇的臨床指標評估療效時，解決確定/不確定性常用的統計方法為假說檢定(test of 
hypothesis)。此方法開始於對每一個指標陳述相關的假說，最簡單的情況，在執行臨床

試驗前，針對每一個指標設定兩個彼此互斥的假說。 
 其中一個假說為虛無假說(null hypothesis)，陳述選擇的臨床指標沒有療效。療效以

一個參數來表示。例如，T – C 為測試組平均的結果測量(T)與對照組平均測量值(C)
的差異，T/C 為兩組反應率的比值。虛無假說分別以 T – C = 0 或 T/C = 1 之方程式

表示，陳述測試組與對照組之間其結果真正的差異為 0，風險比值為 1 (即，沒有

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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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假說為對立假說(alternative hypothesis)，認定測試藥物至少有一些療效，通

常以 T – C > 0 (或 T/C > 1)來表示(藥物具有益的效果)。 
假說檢定可以決定是否(1) 試驗結果與沒有療效的虛無假說一致，或 (2) 假若虛無假說

為真，則不太可能獲得對試驗有利的結果以致於推翻虛無假說並接受有療效的對立假說。 

有時(例如，某些疫苗試驗)證明效果至少達到某個最低標準，對於一個藥物的核准是重

要的。在這種情況下，虛無假說可能須修正為 T – C ≤ m 或 T/C ≤ r，其中 m 或 r 都是可

接受的最小效果。此項虛無假說的修正，對於試驗樣本數可能會有影響。 
 

2.3 型一誤差 (Type I Error) 

推翻虛無假說可支持各治療組間具有差異的試驗結論，但並不構成虛無假說為錯之絕對

證明。當虛無假說事實上為真，總會有些可能性是錯誤地推翻虛無假說，如此一個錯誤

的結論稱之為型一誤差。虛無假說的推翻，其決定是基於假設虛無假說為真，觀察到至

少與試驗結果一樣極端的機率(p-value，p 值)足夠地低。若各治療組間事實上沒有差異，

卻下了因藥物的效果而有差異的結論，其機率稱之為型一誤差機率(probability)或率(rate)，
以α來表示。 

型一誤差機率可用於雙邊假說檢定，該情況是指當測試藥物組與對照組間事實上沒有差

異，結論卻為具有差異(有益或有害的)的機率。型一誤差機率亦可用於單邊假說檢定，

此情況是指當事實上沒有差異，結論卻為有效益的差異(因藥物效果)之機率。最廣泛使

用的α值，雙邊檢定為 0.05，單邊檢定則為 0.025。在單邊檢定情況下α為 0.025，是指當

藥物不存在效果卻錯誤地下具有益效果的結論之機率不多於 2.5%，或四十分之一的機

會(以 p ≤ 0.025 表示)。在雙邊檢定情況下α為 0.05，是指當不存在差異卻錯誤地下測試

藥物組與對照組具任一方向(有益的或有害的)差異的結論之機率不多於 5%，或二十分

之一的機會(以 p ≤ 0.05 表示)。使用α為 0.05 之雙邊檢定，一般也可保證當沒有效益卻

錯誤地下具有效益的結論之機率不會多於約 2.5%。因此使用上述任一檢定皆可強力保

證偽陽性結果的可能性很低，且提供法規單位良好的決策基礎，尤其當有另一項試驗或

其他確認性證據提供進一步證實時。 

為簡單起見，本指導原則僅討論雙邊假說於 5%水準之統計檢定，惟須理解具有益的藥

物效果之單邊對立假說才是我們的重點，發生偽陽性(false positive)結論的機會才是我們

主要的關注。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試驗設計者可自行決定進行單邊或雙邊假說檢定。  

本指導原則的討論，將聚焦於試驗的最終分析。假若一項試驗欲於試驗期間內執行期中

分析(interim analysis)，須有前瞻性的計畫，以確保此等額外的分析，不會增加偽陽性結

論的機會。當期間分析檢視多重指標時，適當的調整可能會變得複雜；關於此議題的討

論，不在本指導原則的範圍。 

控制型一誤差機率的考量，在於試驗中任何主要或次要指標，無論無效的是那一個或有

多少個，將其錯誤地做出有利結論的機會減至最低(稱為嚴格控制(strong control)型一誤

差機率)。當考慮的指標多於一個時，確定是否達到嚴格控制可能較為複雜，因為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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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指標皆可能支持治療具有效益的結論。當多於一個指標時，須審慎地確保多重假說的

評估不會導致該試驗任一個規劃的指標分析得到偽陽性結論的機會增加，即依試驗劃分

之型一誤差(study-wise Type I error)機率的擴增。 

本指導原則章節 4 有關特定統計方法用於處理多重性的討論，說明當某些虛無假說應該

被推翻，而其他不應該被推翻時，型一誤差機率的控制，可能變得複雜。其挑戰來自於

檢定一個試驗中多重指標相關之多項假說，必須確保對試驗指標產生偽陽性結論的所有

可能途徑，皆有適當的考慮(參見章節 2.5)。 

控制型一誤差率的基本要素為前瞻性地設定： 
 即將檢定的所有指標，與 
 即將進行的所有資料分析，以檢定與預設指標相關的假說。 
對於具多重指標的試驗，分析計畫書應描述如何檢定指標(或者決定如何檢定指標的方

法)，包括檢定的順序、以及各個特定的檢定所使用的α水準。 
 

2.4 觀察的與真正的療效之關係 

和假說檢定相關的統計分析會產生三個主要測量： 
 點估計， 
 信賴區間，與 
 p 值。 
療效一般以點估計呈現(觀察之 T – C 差異)，代表最可能的真正效果。信賴區間通常為

雙邊，顯示在試驗所觀察到的資料中包含真正療效的範圍。 

療效除了點估計外，信賴區間的寬度是重要的考量。信賴區間提供療效估計精確度的測

量，其寬度愈狹窄，且下限(lower bound)距離沒有療效的虛無假說(T – C = 0 或 T/C = 1)
愈遠，則對於療效的存在及其大小愈有信心。一般而言，信賴區間下限距 0 (或 1) 愈遠，

p 值愈具說服力(較小)，有效性結果因機會發生的可能性也愈低。 

假說檢定與信賴區間通常有一個關係；各自聚焦在相關卻不完全相同的問題： 
 假說檢定聚焦在是否有效果。 
 信賴區間聚焦在效果的大小及效果的精確度。 

本指導原則的重點不在於信賴區間，而在於假說檢定，考量的問題為療效在特定的指標

是否存在。當療效存在時，雖然信賴區間的解讀很重要，惟若以章節 4 所描述的某些處

理多重性的統計方法來決定信賴區間是相當複雜的。本指導原則的主要目標為提供試驗

設計的建議，以控制錯誤地下了關於特定指標治療有效的結論之機會。然而在某些領域，

信賴區間被用於如章節 2.2 末段所描述類型的假說檢定(例如，T – C ≤ m)。在此等情況

下，確保信賴區間適當地反映假說檢定的多重性是至關重要的。 
 

2.5 多重性 
如章節 2.1 所述，臨床試驗常包含一個以上的指標作為有效性的認定。當試驗被設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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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一個試驗指標或比較(治療組相較於對照組)可導致有效性結論的成立時，每個指標

分別以α = 0.05 來檢定，將使型一誤差率擴增，並誇大其統計顯著性。若有許多的比較，

型一誤差的擴增可能會非常地大。由於這種形式的型一誤差的擴增是多重比較的結果，

故稱之為多重性問題。 

臨床試驗只有單一指標，以α = 0.05 來檢定，則治療組與對照組之間單純由機會產生具

差異的結果之機率最多為 0.05 (5%的機會)。相比之下，如果有兩個獨立的指標，每一個

皆以α = 0.05 來檢定，且任一指標本身成功都可導致藥物有效的結論，就有多重性的問

題。對個別指標而言，當藥物無效時最多有 5%的機會得到治療有效的結果，而錯誤地

得到至少一個指標有療效(一個偽陽性結果)的機會約為 10%。更精確地說，當兩個指標

彼此獨立，且藥物真正對於任一個指標皆無效，則每個指標正確地未偵測到效果的機會

為 95%，兩個指標都正確地未偵測到效果的機會為 95% × 95% = 0.9025，因此至少一個

指標錯誤地偵測到效果的機會為 1 – 0.9025 = 0.0975。若未進行校正，則整體試驗產生型

一誤差的機會為 0.1，因此沒有適當地控制整體試驗型一誤差率。當考慮多於兩個的指

標時，問題會更加地嚴重，三個指標的型一誤差率為 1 – (0.95 × 0.95 × 0.95) = 14%，

十個指標的型一誤差率約為 40%。 

即使評估單一的結果變數(outcome variable)，若評估試驗資料的方法為分析該結果變數

的多個面向(例如：多個劑量組別、多個時間點、或基於人口學或其他特徵所定義的多個

病人次群體)，且假若任一項分析為正向(positive)，則認定試驗結果為正向(即，藥物已經

證明產生有益效果的結論)，則分析的多重性會造成型一誤差率的擴增，如此增加了對藥

物效果做出錯誤結論的機率。同樣地，單一指標使用多個分析方法，藉由提供其他能使

試驗成功(「贏」)的方法，也會產生多重性。範例包括執行未調整及共變數調整之兩項

分析，採用不同的分析群體(意圖治療群體、完成試驗群體、依計畫書群體)，採用不同

的評估(試驗者評估、中央指標評估委員會)，以及其他種種等。多重性會造成型一誤差

的擴增，使得試驗結果的解讀產生不確定性，如此結果的強度變得不清楚，有關該試驗

是否已經証明有效性的結論也變得無法信賴。有各種方法可以前瞻性地規劃與應用，以

維持型一誤差率於 5%，其中包括決定個別指標檢定結果為正向之α的調整、構建指標檢

定的排序、以及其他種種。此等方法將於章節 4 詳細討論。 

控制多重性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前瞻性地設定所有規劃的指標、評估時間點、分析群體、

以及分析方法。一旦此等因素設定好，即可視需要針對多個指標及分析方法，規劃及採

用適當的調整方法。改變分析計畫以執行額外的分析，則可能重新造成多重性的問題，

對於解讀試驗結果的能力，可能有負面的影響，除非此等改變在資料分析前擬定，且執

行適當的多重性調整。以往於試驗解盲(unblind)及分析之後，從事各種各樣的設計特徵

(例如指標、分析)之事後(post hoc)調整並不少見，從表面上看通常是合理的。此種由一

項失敗的試驗中引出正向試驗結果的作法，有時稱之為資料挖掘(data-dredging)。雖然於

試驗預先設定的指標失敗後從事事後分析，對於生成假說以供未來檢定可能有用，它們

卻不能產生確定性的結果。如此分析的結果可能有所偏差，原因為所選擇的分析可能受

到渴望成功的影響。由於沒法知道到底進行了多少不同的分析，且沒有可信的方法去校

正統計分析的多重性及控制型一誤差，其結果也呈現多重性的問題。因此事後分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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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確立有效性。另外，即使是在一項成功的試驗中，額外的指標未預先設定或其評估

雖有必要卻未能調整多重性，一般亦無法用來證明藥物的效果。 

在具對照組試驗之安全性評估中，多重性問題也是一項議題。除非為了評估一項感興趣

的特殊安全性結果，而特別設計的試驗外，典型的安全性評估通常 (1) 沒有事先的假說；

(2) 許多看似合理的分析；(3) 眾多值得關注的安全性發現；以及(4) 對大型個別試驗及

合併試驗的結果都感興趣。 除此之外，很難分辨出分析計畫是什麼，以及該計畫可能如

何地被更改。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容易補救的方法，除非認清問題的所在，並且尋求其他

的支持認為一項發現並非偶然。舉例來說，若許多的試驗都有一致性的發現；基於公認

的類別效應(class effect)、藥物作用機轉、或非臨床試驗認為是可預測的；或與劑量或暴

露量有關，則所觀察的不良事件與藥物之間的因果關係就較為可信。對於此類型安全性

分析所產生的多重性問題，不在本指導原則討論的範圍。 

本指導原則的重點，乃對於規劃之臨床試驗的主要及次要指標型一誤差的控制，以使試

驗主要的發現得到完全的支持並證明藥物的效果。一旦試驗是成功的(證明對主要指標

的有效性或「贏」)，則藥物效果的許多其他屬性可能被描述。描述藥物其他屬性之分析

可能會提供信息，也時常包含於醫師的仿單中。範例包括：療效的時程(time course)；參

與者反應之完整分布；對複合指標(composite endpoint)組成(components)之療效；以及對

次群體之療效。 

然而須瞭解描述藥物效果的其他屬性並不是證明藥物有其他的效果，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的，除非分析都預先設定，並且使用適當的多重性調整。因此，於描述性分析(即，未預

先設定且未採用適當的多重性調整)中提出 p 值是不合適的，因為如此做意味著一個統

計上嚴格的結論，並表達其效果有一定程度的確定性，卻沒有由試驗得到支持。描述性

分析並不是本指導原則的主題，因此不做詳述。 

以下的章節，將以具有不同試驗指標的幾個範例來說明多重指標的議題與處理它們的方

法。議題與方法應用於多重指標，亦可應用於其他多重性來源，包括多個劑量、多個評

估時間點、或多個試驗次群體等。 
 

3 多重指標：一般原則 

3.1 指標家族的階層(hierarchy) 

適當且控制良好的藥物試驗中，指標時常按階層來分組，通常依據他們臨床的重要性，

但也將預期的指標事件發生的次數以及藥物預期的效果納入考量。指標分組決定的關鍵

在於它們是否能確立有效性以支持藥物的核准，或能顯示其他有意義的效果。確立有效

性以支持藥物核准必要的指標稱為主要指標，次要指標可用於支持主要指標及/或證明

藥物其他的效果。階層的第三類別包含所有其他的指標。探索性指標可能包括臨床上重

要的事件，預期罕見發生以致於無法顯示療效，或因其他原因較不可能顯示出效果，但

可納入做為探索新假說的指標。階層中各類別可能包含單一指標，或一個家族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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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主要指標家族 

試驗能下達到其目標(即，試驗「贏了」)的結論，所根據的指標被指定為主要指標

或主要指標家族。當只有單一預設的主要指標，則在決定試驗是否達到目標時，沒

有多重指標相關的多重性問題；然而，若要證明對次要指標的效果，可能仍然有多

重性的問題。 

多個主要指標以三種方式出現，於章節 3.3 會做進一步地描述。第一種方式是多個

主要指標對應於多個「贏」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調整多重性可能導致錯誤

地宣稱藥物是有效的結論。第二種方式其藥物有效性的決定取決於兩個或更多主要

指標同時都要成功。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多重指標相關的多重性問題，也因此沒有

型一誤差率擴增的疑慮，但卻有型二誤差率擴增的考量(參見章節 3.2)。第三種方

式，將有效性關鍵的各方面，合併起來成為單一的主要複合(或其他多組成

(multicomponent))指標，因此避免多指標相關的多重性問題。舉例來說，許多心血

管試驗，時常合併幾個指標(例如，心血管死亡、心臟病發作、與中風等)成為單一

的複合指標作為主要指標，並將死亡認定為次要指標(章節 3.1.2)。在藥物早期發展

的階段，廣泛地檢視藥物的效果，可能對確認性試驗中，選擇一個對於藥物效果敏

感且能提供信息的測量，並作為單一的主要指標有所幫助。 
 

3.1.2 次要指標家族 

所有次要指標的集合稱之為次要指標家族。次要指標可能對主要指標提供有關藥物

效果支持性的信息，或者證明對於疾病或狀況的其他效果。次要指標可能包含藥理

效應(pharmacodynamic effect)，不被視為可接受的主要指標，卻與主要指標關係密切

(例如，與藥物宣稱的作用機轉一致的效果)。次要指標可能為與主要指標相關的臨床

效果，以延伸對主要指標效果的理解(例如，當心血管藥物已顯示對心衰竭相關住院

之主要指標的效果時，以對死亡的效果為次要指標)，或提供有別於主要指標所顯示

的效果之另一項臨床效益的證據(例如，多發性硬化症治療試驗之失能指標，其試驗

以復發率為其主要指標)。在所有情況下，當主要指標的效果已經顯示，檢視次要指

標可能會對於藥物的有效性，提供重要的支持性訊息。 

次要指標的正向結果僅有在主要指標家族的療效已經獲得證明時才可解讀，而此種

控制整個試驗的型一誤差率，章節 2.3 定義為嚴格控制，包括在主要及次要指標的

家族內及家族之間控制型一誤差率。除此之外，對於任何預先計畫要合併多個試驗

結果的分析，亦應控制型一誤差率；合併分析很少作為規劃的主要指標執行，但有

時會用來評估發生次數很少的事件，例如心血管死亡，而其個別的試驗則使用複合

指標，例如以死亡加上住院為主要指標。達成此項設計的檢定策略將於本指導原則

章節 4 討論。對於所有指標型一誤差率的控制，取決於預先指定所有的主要與次要

指標。一般而言，指標與分析計畫須於完成試驗計畫書最終版時提供，統計分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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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不應於分派的治療處置解盲之後(包含任何期間分析的解盲)再作修改。  

由於試驗樣本數通常僅基於能適當評估主要假說所需的訊息量來決定，許多試驗缺

乏足夠的檢定力來證明對次要指標的效果。假若次要指標的成功是重要的，則在確

定試驗設計(例如樣本數)時，必須將次要指標納入考量。 

次要指標用來進一步表徵藥物效果的一個案例，為一項試驗對於主要結果變數的測

量為第 30 天，而該試驗主要指標則為相同結果變數於 6 個月的測量。另一個案例為

當主要指標是病人症狀具任何改善的百分比時，次要指標則為相同症狀達到「非常

改善」的百分比。而欲證明此等額外的效果，多重性的調整是必要的。 

建議次要指標的清單要短，因為當次要指標的數目增加時，經適當的多重性校正後，

任一指標欲證明其效果的機會變得越來愈小。以產出假說為目的的指標，不應包含

於次要指標家族，此等指標應考慮列為探索指標。 
 

3.2 型二誤差率與多重指標 

對於意圖支持藥物核准的臨床試驗，其設計最大的考量為型一誤差率的擴增，因為可能

導致錯誤的結論認定藥物是有效的。此外也會考量型二誤差(Type II Error)，即藥物實際

有效卻未能顯示出來的風險。型二誤差風險的預期水準通常以符號β來表示。假若藥物

實際上具有特定的效果，則試驗避免型二誤差的可能性(1 – β)，稱之為試驗的檢定力。

試驗渴望達到的檢定力為決定樣本數的重要因素。 

一般試驗選擇的樣本數能提供相當高的檢定力來顯示療效，假若特定大小的效果事實上

存在的話。除了療效外，試驗的最佳樣本數會受到指標的變異及該指標假說檢定設定的

α水準的影響。對於意圖擁有良好檢定力的試驗，試驗主持人對於所有指標之上述因素

都應納入考量。 

章節 4 所討論的針對多重性所採用的控制型一誤差率之統計調整方法，許多會降低試驗

的檢定力，主要由於它們降低個別指標用於假說檢定的α水準，使得達到統計顯著更為

困難。適當地增加樣本數能克服此項檢定力降低的問題。一般而言，指標(分析)的數目

愈多，需要的統計調整愈多，並且為維持所有個別指標的檢定力必須增加的試驗樣本數

也愈多。如此由於多重性所導致的試驗檢定力的降低(即增加型二誤差)，在無需過多樣

本數的前提下，通常成為指定為試驗成功之指標數目選擇上的一個實際限制的因素。 

舉例來說，某些於章節 4 討論的處理多重性的方法很複雜，可能以試驗指標真正的結果，

以及導致的假說檢定的序列，來決定任何特定假說檢定之α水準。在某些情況，試驗設

計者可能希望除了主要指標家族外，試驗亦能在一、二個次要指標有良好的檢定力，進

一步增加了複雜度。在此等情況下，決定適當的試驗樣本數以確保試驗具有適當的檢定

力可能是困難的，通常須仰賴電腦模擬，而不是較簡單情況所用的分析公式。 

採用兩個或更多的指標，且每一個指標都須證明其效果始能支持法規的核准(稱為共同

主要指標；參見以下章節 3.3.1)，增加了型二誤差率並減少了試驗的檢定力。例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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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選擇的試驗樣本數，對兩個指標之每一個，皆提供了 80%的檢定力以顯示成功(即每

一個指標的型二誤差率為 20%)，且兩個指標彼此完全獨立，則兩個指標都顯示成功的

檢定力將只有 64% (0.8 × 0.8)：即，當藥物的效果存在，而試驗結果卻未能支持此一有

利藥物效果的結論之可能性(型二誤差率)將為 36%。當然，可以藉由增加樣本數來恢復

試驗的檢定力。對於共同主要指標，由於只有一種成功的方法，多重性與型一誤差率的

擴增將不是考量的問題。 

當指標間彼此相關(即，不是完全獨立)時，檢定力的損失可能不會那麼嚴重。在正向相

關下，假若其中一個指標成功，則第二個指標證明療效的機會將會增加，潛在地增加了

試驗的檢定力使其遠高於 64%的估計值。除此之外，由於不同指標有不同的療效大小與

變異性的估計，通常所有個別指標不會有相同的影響檢定力的特徵。假若試驗以最難證

明效果的指標檢定有 80%的檢定力來設計，則其他指標可能有超過 80%的檢定力會顯示

預期的效果。在那種情況下，即使指標間彼此完全獨立，整體試驗檢定力也會高於假設

所有指標都有相同檢定力的情況。然而，當試驗考慮採用共同主要指標時，必須意識到

使用多於兩個的指標，可能會明顯地降低試驗的檢定力。 
 

3.3 多重指標的類型 

當藥物臨床效益的認定，仰賴多於一個受影響的疾病面向(aspects)或結果時，多重指標

可能是需要的。多重指標也可能被用於當 (1) 疾病有幾個重要面或一個重要面有幾種方

法去評估，(2) 關於那一個指標最符合試驗目的尚無共識，(3) 藥物對任一個指標的效果

即足以作為有效性的證據支持其核准。在某些情況下，多個疾病面可適當地合併成單一

的指標，惟接續對其組成的分析基本上也是重要的，以能適當瞭解藥物的效果。以下討

論上述多重指標的情況： 
 

3.3.1 臨床效益的確立必須兩個或更多不同指標的療效證明(共同主要指

標) 

決定藥物有效性的主要指標應包含疾病重要特徵的一項或多項，並且應具有臨床意

義。有兩種類型的情況單一指標無法適當地滿足此目的： 

有某些疾病，兩個或多個不同的特徵對疾病極為重要，以至於藥物若未證明對於所

有此等疾病特徵的效果將不被認為是有效的。本指導原則描述此種多個主要指標的

情況使用的術語為共同主要指標，當有必要證明對每一個指標的效果，才能獲得藥

物有效的結論時，多個主要指標變成共同主要指標。 

治療偏頭痛的療法說明了這種情況。雖然疼痛為最突顯的特徵，偏頭痛通常也存在

畏光、恐懼與噁心等特徵，所有這些在臨床上都很重要。這三個指標那一個在臨床

上最為重要則因病人而異。最新偏頭痛治療的試驗，認為只有在疼痛及個人指定最

煩人的第二種特徵上，經由藥物治療皆有所改善，才認為藥物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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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證明對兩個指標都有效果的第二種情況，是當疾病有一項確定的關鍵性特徵，

惟對該指標單獨的效果是否即有臨床意義則不確定。在此等情況下，通常會使用兩

個指標，其中一個指標特別針對欲以藥物影響的疾病特徵，然而對於臨床的意義卻

不容易解讀，第二個指標則在臨床上可以解讀，惟測試藥物意圖的作用卻不明確，

證明有效性取決於兩個指標皆顯示藥物的效果，一個指標確保在核心的疾病特徵上

發生效果，另一個指標則確保療效具有臨床意義。 

說明第二種情況的一個案例，為治療阿茲海默病症狀之藥物的開發。一般預期治療

阿茲海默病的藥物要能顯示對定義的疾病特徵(認知功能的降低)的效果，以及那個

效果對臨床相關影響的一些測量。由於沒有單一的指標能提供上述兩者具說服力的

證據，因此採用共同主要指標。其中一個主要指標為對阿茲海默病認知測量 (例如，

阿茲海默病評估表–認知部分(the Alzheimer’s Disease Assessment Scale – Cognitive 
Component)) 的效果，第二個指標則為對臨床可解讀的功能測量之效果，例如臨床

醫師整體評估或日常生活活動評估。 

如章節 2.5 所討論的，多重性問題的發生，是當有多於一種的方式來確定試驗的成

功。然而當使用共同主要指標時，只有一種結果可認定試驗是成功的，亦即所有個

別的指標都須達到統計顯著。因此，以 0.05 檢定所有個別的指標並不會造成型一誤

差率的擴增，反而，共同指標檢定的影響在於增加型二誤差率，增加多少將取決於

共同主要指標之間的相關性。一般而言，除非臨床上非常重要，使用多於兩個的共

同主要指標，由於造成檢定力的損失，應該慎重考慮。 
 

3.3.2 多個主要指標中至少一個指標證明療效即已足夠 

許多疾病有多個後遺症，並且藥物在其中任何一個證明其效果，也許即可支持有效

性的結論。然而，假若對藥物有反應的疾病面或者較能偵測藥物效果的評估方法事

先(試驗設計時)無法知道，選擇一個單一的主要指標可能就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

試驗可能設計成於幾個指標中任何一個成功即可支持有效性的結論。如此就創造了

一個主要指標家族。舉例來說，試想一個用於治療燒傷的藥物，藥物會增加傷口閉

合率或是減少疤痕尚不知道，然而證明上述任何單獨一項的效果被認為在臨床上都

是重要的。在此情況下，一項試驗可能將傷口閉合率及疤痕測量都作為主要指標。 

使用多個指標造成多重性的問題，乃是由於試驗可透過多種方法成功地證明療效。

控制主要指標家族的型一誤差率是至關重要的，有多種方法可以用來解決多重性的

問題；本指導原則章節 4 致力於描述與討論其中的一些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預先設定的主要指標之任何一個無法證明藥物的效果，並不能排除

其他預先設定的主要指標做出藥物有效的結論。從法規的觀點，所有預先設定的主

要指標的結果，無論是正向的或是負向的，於整體風險效益評估中都將納入考量。 
 

3.3.3 複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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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疾病於臨床試驗中有多於一個的臨床結果被認為是重要的，而且預期所有結

果都會受到治療的影響。與其將所有指標分別作為主要指標(造成多重性)，或只選其

中一個作為主要指標而將其他指定為次要指標，不如合併那些臨床結果成為單一變

數來得恰當。這就是所稱的「複合指標」，其指標定義為病人發生或達到其指定組成

的任何一個。當其組成對應於不同的事件時，複合指標通常以首次發生任一組成事

件的時間來評估，但是針對病人可能有多於一個事件的疾病，亦可能會分析總指標

事件數(參見章節 3.4.1)。複合指標僅執行單一的統計檢定，因此不會出現多重性的

問題，亦無須從事統計調整。 

使用複合指標一個重要的原因為各個事件的發生率可能太低，以致於合理規模的試

驗無法有適當的檢定力；而複合指標可以提供實質上較高的整體事件率，使得一項

具合理樣本數與試驗期限的試驗有適當的檢定力。當治療目標為預防或延緩致病的、

臨床重要惟罕見的事件(例如，使用抗凝血藥物於冠狀動脈疾病病人以預防心肌梗塞、

中風及死亡)時，複合指標常常被使用。 

對於複合指標組成的選擇應該要謹慎。由於任一個組成的發生皆可視為一個指標事

件，因此於分析複合指標時，其每一個組成都同等重要。當所有個別事件的臨床重

要性相當相似時，複合指標率的療效，可以解讀為表徵對整體的臨床效果。然而，

若不同的組成其臨床重要性差異很大，並且藥物的效果主要在最不重要的組成事件，

則藥物對複合指標的效果，將不會是對所有組成效果的合理標示，或為藥物效益的

一個正確的描述。另外，也有可能較為重要的組成受到治療不利的影響，即使一個

或多個較不重要的類型事件得到有利的影響，以致於雖然整體仍然得到有利的統計

結果，關於治療的臨床價值，疑慮仍然可能產生。在此情況下，儘管整體統計分析

指出治療是成功的，仔細檢視資料可能會質疑這個結論。基於這個理由，也為了對

療效有更深入的瞭解，複合指標組成的分析是必要的 (參見章節 3.4)，並且可能會

影響整體試驗結果的解讀。 
 

3.3.4 其他多組成指標 

一個不同類型的多組成指標為在同一位病人結合兩個或更多的組成來觀察。這種類

型的指標，對於個別病人的評估取決於對該病人所有指定組成的觀察。根據設定的

規則來決定單一的整體評分或狀態。 

當指標的組成為序位性類別尺度或連續性數值尺度時，形成整體分數的一個方法為

使用所有個別面向分數(domain scores)的總和或平均數，試驗假說的檢定則比較兩個

治療組間整體平均值。思覺失調症試驗(schizophrenia research)之「正向與負向症狀

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評估頸肌張力障礙之「多倫

多西部痙孿性斜頸評分量表(Toronto Western Spasmodic Torticollis Rating Scale)」、「憂

鬱症之漢彌爾頓評分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簡要精

神評分量表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以及許多的「病人自我報告結果(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PROs)」等都屬於此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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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多組成指標亦可能為二分法(事件)指標，亦即個別的病人對於多組成的每一

項，都要達到指定的標準。當保證個別病人在幾個疾病特徵上都有效益為必要時，

此種二分法形式之多組成指標可能會優於多個獨立的指標。舉例來說，美國 FDA 的

指引 (Considerations for Allogeneic Pancreatic Islet Cell Products)，針對第一型糖尿病

的同種異體胰島細胞(Allogeneic Pancreatic Islet Cell)臨床試驗，建議其主要指標為一

個複合指標，僅當病人符合兩項二分法反應標準：糖化血色素(HbA1c)在正常範圍及

沒有低血糖狀況，才能被視為反應者。相反地，當個別的指標以共同指標來分析時

(即，幾個指定的疾病面都要顯示效果)，試驗雖然提供藥物在群體基礎上影響了所有

指標的證據，惟並不確保所有指標都獲得有利影響的個別病人數目的增加。 

當有幾個不同的疾病特徵都很重要時，較複雜的指標配方可能是適當的，但並不是

病人所有特徵都必須正向地受到影響，才可視為獲得效益。舉例來說，美國風濕學

院(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 針對風濕性關節炎的評分系統，個別

病人的正向反應可定義為在疾病一個或二個特定要求方面有所改善，以及至少一個

但不是全部其他指定的疾病特徵也獲得改善。定義對治療有反應的 ACR20 標準為

在兩項特定的疾病特徵(壓痛和腫脹關節數目)有 20%的改善，及其他五項特徵(疼痛、

急性期反應物、病人或醫師的整體評估、或失能)中至少三項有 20%的改善。此類指

標非常有疾病特殊性，並且一般由針對特殊疾病及其病徵 (manifestations)的試驗來

引導此類定義的、複雜的合併評估的開發。這些合併儘管結合多個不同的疾病特徵，

卻提供單一主要指標以評估療效，且不會造成多重性的疑慮。 

假若治療對於不同組成的效果大致都相同，使用病人內(within-patient)多組成指標可

能是有效率的，然而，若指標間相關性有限，則對於試驗的檢定力可能有不利的影

響。雖然相較於共同主要指標，多組成指標可能提供一些效率上的好處，一個特別

的病人內多組成指標的合宜性，一般是由臨床而非統計的考量來決定。然而，對於

這些組成執行正式的統計分析，而未事先設定並調整多重性，可能導致關於藥物對

於每一個個別組成的效果之錯誤結論，正如章節 3.4 所討論的。 
 

3.3.5 臨床重要指標因罕見發生而不適合作為主要指標 

對於許多嚴重的疾病，會有一個指標於臨床上是如此地重要，以致於沒有收集與分

析該指標的資料是不合理的；通常的例子為死亡率或主要發病事件(例如，中風、骨

折、肺部惡化)。即使這類事件預期在試驗中發生得相當稀少，它們可能會被納入複

合指標中(參見章節 3.3.3)，而且也會被指定為規劃的次要指標，假若藥物在複合主

要指標的效果獲得證明，可潛在支持藥物於該個別臨床指標的效果之結論。然而某

些情況，主要指標的效果未達到統計顯著，卻於死亡率或主要發病率上出現效果。

主要指標未能證明療效，次要指標原本不能作統計上的評估，惟對於如死亡率等主

要事件上有利結果的建議，可能難以被忽視。 

避免此情況的一個方法為指定死亡率或發病率指標為另一個主要指標，且應用章節

4 統計方法之一，將α作不相等的拆分。採用此方式，指標可以有效地被檢定，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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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效果很大，將可提供療效的證據。維持試驗的檢定力可能僅小幅增加樣本數，

端視α如何分配。 
 

3.4 複合指標及其他多組成指標的個別組成 

3.4.1 評估複合指標的組成 

對於其組成為事件的複合指標，事件通常定義為任何指定的組成事件中首先發生者。

此類複合指標的分析，或可以於試驗結束時從事試驗組別間百分比的比較，或是以

事件發生時間(time-to-event)來分析。當在試驗觀察的時間範圍內，無事件發生的時

間具有臨床意義時，事件發生時間的分析為較常見的方法。雖然預期藥物對於複合

指標的所有組成都會產生有利的效果，但這不是確定性的。因此每一個組成事件的

結果應該個別地去檢視，並始終將其納入試驗報告中。這些分析不會改變關於複合

主要指標之統計顯著性，僅視為描述性分析，而非假說的檢定。然而，若有興趣分

析複合指標之一個或多個組成，作為證實藥物效果之不同的假說，此等假說應為前

瞻性設定之統計分析計畫書的一部分，並將此分析包含的多重性納入考量，正如之

前針對死亡率所描述的。 

有兩種方法用於分析複合指標每一組成的貢獻，差別在於如何考慮經歷一種以上事

件類型的病人。 
 其中一種方法只考慮每位病人的初始事件。這個方法所展示的各種類型組成事

件的發生率，只有考慮該事件為一位病人的首發事件。所有類別首發事件的總

和，將等於複合指標的總事件數。 
 另一種方法考慮每位病人每種類型的事件。使用這種方法，各個組成也可視為

不同的指標，而不考慮其發生的次序，從而給出曾經經歷每種類型事件的病人

總數。這種方法每位病人可被納入一個以上組成事件的計數中，並且所有組成

類型事件的總合，將會多於只採用首發事件之複合指標的總事件數。 

說明此兩種方法的一個案例為 RENAAL 試驗，是一項探討 losartan 對於延遲發展為

糖尿病性腎病變能力之試驗 1。主要指標為複合指標，為三個組成事件(血清肌酐加

倍、進展為末期腎病[ESRD]、或死亡)之任一個首發的時間。表一顯示複合指標事件

之粗發生數：losartan 組有 327 件複合指標事件，安慰劑組有 359 件，導致在事件發

生時間的分析中，兩組具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於試驗結束時，發生指標事件的病

人數以兩種方式列表: 第一種方式，複合指標的拆解，只顯示每一位病人首發的事

件。依此，於 losartan 組，有 162 位病人以血清肌酐加倍為首發事¬件，64 位病人以

ESRD 為首發事件，101 位病人以死亡為首發事件，總數為 327，與整體複合指標事

件數相同，因為只計數首發事件的緣故。表一亦包括主要複合指標的風險比(hazard 
ratio)、信賴區間、和 p 值，並未提供複合指標個別元素的信賴區間和 p 值，因為它

們並未被指定為次要指標，且未針對多重性設定適當的控制以支持它們的評估。 
                                                       
1 RENAAL: The Reduction of Endpoints in NIDDM with the Angiotensin II Antagonist Losarta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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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分析顯示個別組成任何發生的結果，與只有首發事件的拆解分析非常地不同。

前者總事件數較多，由於有些病人經歷多於一種類型的事件，並且這些病人被納入

各個組成事件的計數中。在這個案例中， ESRD 事件在任何時間的危險比為 0.71，
與只為首發事件的分析所得的危險比 0.93 明顯地不同。因此，限於首發事件的拆解

分析無法完全表徵 losartan 在 ESRD 上的效果。 

表 3.4.1-1、RENAAL 試驗指標事件的拆解* 

指標 
Losartan 組 

(N=751) 
安慰劑組 
(N=762) 

風險比 ‡ 
(95%信賴區間) 

p 值 

主要指標 
血清肌酐加倍、

ESRD、或死亡 
327 359 0.84 (0.72, 0.97) 0.022 

主要指標的拆解 
血清肌酐加倍 162 198 0.75  
ESRD 64 65 0.93  
死亡 101 96 0.98  
個別組成的任何發生 
血清肌酐加倍 162 198 0.75 (0.61, 0.92)  
ESRD 147 194 0.71 (0.57, 0.89)  
死亡 158 155 102 (0.81, 1.27)  

*摘錄自 US FDA/CDER/DBI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02/20-

386s028_Cozaar.cfm) 

ESRD：末期腎病；  
‡ 風險比係由 Cox 比例風險事件發生時間分析(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time-to-event analysis)的結果 

 
然而，針對任何事件發生的分析，可能會因統計上廣為人知的競爭風險(competing 
risks)問題而變得複雜。此為同一位病人發生某些指標事件使得其他事件不可能被觀

察到的現象。舉例來說，於 RENAAL 試驗，首發事件為死亡的那些病人，絕不可能

被觀察到血清肌酐加倍。假若其中一個試驗組別早期死亡率較高，對於其他指標事

件表面上似乎有利，惟其單純是因為很少的病人存活下來，減少了處於其他類型事

件風險的病人數。 

試驗設計與病人處理的問題也可能使拆解分析的解讀變得複雜。例如，於某些試驗，

病人經歷任何指標事件都將造成其試驗治療的被移除，並且開始替代藥物的治療，

其中包括接受試驗之另一種治療的可能性。如此治療的改變掩蓋了初始的試驗治療

與後續發生事件之關係，以致於只有首發事件的分析才是有用的。當規劃的試驗具

有複合指標時，考量拆解分析解讀的複雜性是必要的。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02/20-386s028_Cozaar.cfm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02/20-386s028_Cozaar.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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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報告與解讀複合指標的個別組成結果 

複合指標不同的組成之所以會被選擇，是由於它們在臨床上是重要的；然而，由於

每一個組成不一定受到藥物同等的影響，檢視藥物對個別組成以及整體指標的效果

是適切而且重要的。當一個複合指標效果的建立，實際上可能在某些個別組成的效

果極其微小或甚至於沒有效果時，僅提供複合指標的資料可能隱含對所有個別組成

都具有意義的療效。另一方面，呈現每一個別組成的分析結果可能隱含對某一個個

別組成具有效果，而適當的統計分析卻沒有支持該項結論。因此，以一種不誇大結

論的方式，呈現各個組成之組間差異的描述性分析是重要的。 

複合指標其中一個組成過度影響療效是常見的，然而即使是所有組成都有貢獻，複

合指標納入一個特定的組成，通常不是支持那個組成有獨立療效的結論。於仿單中

呈現複合指標的組成，但不須有個別組成的統計分析，除非組成預先設定為個別的

指標，並且有預先定義的假說與統計分析計畫來評估。在這種情況下，統計分析通

常會考慮每一類型的所有事件，而非只有首發事件(如上述表一的說明)。只有預先設

定的指標，經由多重性調整後具有統計顯著的結果，才被認定為證明藥物的效果。

所有其他的發現則視為描述性的，必須有進一步的試驗來證明它們是藥物真正的效

果。例如，一個複合指標納入死亡為一個組成，假若死亡人數極少，關於死亡的效

果幾乎沒有提供任何訊息，而顯示實際死亡人數則可使其清楚許多。因此，清楚呈

現複合指標組成的結果，對於描述藥物效果在何處發生是至關重要的。舉例來說，

LIFE 試驗 2比較 losartan 與 atenolol 在高血壓患者的效果，結果顯示 losartan 對於死

亡、非致命的心肌梗塞、或中風的複合指標，具有清楚地、統計上顯著的益處，然

而這似乎與致命和非致命中風方面的效果有關，卻對急性心肌梗塞或心血管死亡的

發生沒有益處。欲證明對複合指標的一個特定組成或多個組成的效果，則這個組成

或這些組成應該預先納入為試驗的次要指標，或可能的話為其他的主要指標(參見章

節 3.3.5)，並且有適當的型一誤差率的控制。假若除了控制複合指標的型一誤差率

外，也確保對個別組成或幾個組成型一誤差率的控制，試驗將可能支持藥物在個別

組成或幾個組成以及複合指標效果之結論。 
 

3.4.3 評估與報告其他多組成指標的結果 

與複合指標相同，病人內多組成指標(例如，症狀分級評分量表諸如 HAM-D)瞭解那

些組成對整體統計的顯著貢獻最大，對於正確地瞭解藥物之臨床效果可能是重要的。

因此，可能須要考慮執行個別組成(或者，於某些情況，相似的組成群)試驗結果的描

述性分析，然而正如之前所述，假若如此做，應該以一種不會誇大結論的方式呈現。

不像複合指標之用於許多臨床結果的試驗，其每一個組成通常都具有明確的臨床重

要性(死亡、急性心肌梗塞、中風、住院)，這些病人自我評估量表其組成之臨床重要

性可能較不明確。因此，對於許多此類之多組成指標，整體分數被視為具有全面性，

                                                       
2 LIFE: The Losartan Intervention For Endpoint reduction in hypertens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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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臨床上可以解讀，而量表的個別組成可能無法在臨床上單獨地來解讀。雖然有

些分級量表已發展廣泛的多組成面向(domains)，以容許各面向成為整體量表可解讀

的子集，惟個別面向與分量表分數，一般都未預先設定假說檢定。若認為除了整體

多組成指標外，證明藥物對於一個或多個分量表的效果是重要的，則預先設定具有

適當多重性控制的分量表分數是必須的。  

將一個症狀分級量表中的特定組成項目(一個或多個)作為主要或次要指標家族之明

確指標以進行分析，可能是合理的，取決於臨床上可以解讀。有以下兩種情況： 
(1) 較早的試驗指出藥物的目標療效僅在一個或少數特定的症狀，或者 
(2) 由該項目所測量的特定症狀被認為具有實質內在的臨床重要性。 

第一種情況的案例，譬如有一個創新藥物用於治療風濕性關節炎，在具對照組的第

2 期試驗中，發現對於減輕病人的疼痛特別有效。在這個案例中，試驗設計者可能

希望在一項試驗中當主要指標 ACR20 (包括疼痛組成)的改善符合標準時，繼續檢定

疼痛分數之次要指標假說。第二種情況的組成分析案例，可以於抗精神病藥物的試

驗中尋得，此等試驗之正向與負向症狀為「正向與負向症狀量表(PANSS)」所收集的

兩個領域，並且除了分析整體分數外，通常還會單獨地分析兩個領域。然而，對於

任何分量表領域分析的解讀，取決於該分量表領域是否先前已被評估過，並且作為

獨立的臨床測量是否確定是有效的。另外，如上所述(參見章節 3.3)，控制主要與次

要指標家族的型一誤差率仍然是必需的。 
 

4 統計方法 

本指導原則章節 2 與 3 討論造成多重性的不同情況，統計方法針對其中許多提出可接受的

校正多重性及控制型一誤差率的方法。有標準的統計方法可用，例如： 
 檢視多個指標的療效，其中任一個指標成功都可以接受，以及 
 容許循序檢定，一個指標成功才允許分析其他的指標。 

本章節描述具對照組的臨床試驗檢視多重指標的療效，常用的處理多重性問題的方法。 
 

4.1. 一個指標家族之型一誤差率與個別指標的結論 

對於一個指標家族 (曾於章節 2.1 及 3.1 討論)，其試驗指標群的型一誤差率稱之為依家

族劃分之型一誤差率(Family-wise Type I error rate，FWER)或家族之整體型一誤差率。

FWER 為不管其他指標的療效存在與否，家族內至少有一個指標被錯誤地認定為具有統

計顯著療效的機率。這個錯誤率通常都保持在 0.05 (單邊檢定則為 0.025)。本指導原則

章節 4.3 所討論的統計方法，維持對 FWER 的控制，以找到具顯著療效的個別試驗指標，

從而對每一個指標可以下個別有效性的結論。 

也有其他統計分析方法，通常稱之為整體程序(global procedures)，所控制的 FWER 是關

於某些指標(一個或多個)具有療效而事實上任一個指標都沒有這樣效果之錯誤結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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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法允許在整體意義上做治療有效性的結論，但並不支持對家族內個別指標做結論。

當試驗設計與個別檢定指標的方法為可行時，一般不鼓勵使用這些方法；因此這些整體

程序在本指導原則中不予描述。 

由於複合指標及其他多組成指標(參見章節 3.3.3 及 3.3.4)皆被構成單一的指標，當它們

是指標家族的一部分時，章節 4.3 所描述的方法也可應用。 
 

4.2. 當型一誤差率沒有擴增時或當無須從事統計調整或以其他方法解決多

重性問題時 

本章節指出兩種包含多重指標的情況，其型一誤差的擴增被避免，以致於無須從事多重

性的調整，此兩種情況假設試驗沒有期間分析或試驗中期的調整設計。 
 

4.2.1. 所有設定的主要指標都須具有臨床相關效益 -「共同主要指標」案

例 

如章節 3.3 曾詳細討論的，當多個指標都要被檢定，且試驗的成功取決於所有指標

都成功(即，它們是共同主要指標)，則無須做多重性調整，主要原因為沒有機會在幾

個指標間選擇最有利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多重性的影響在於增加型二誤差率(章
節 3.2)。 
 

4.2.2. 在預先設定的主要分析方法成功後，對單一指標使用多個分析方法 

許多的試驗，對個別指標進行一系列合理、密切相關的分析。例如，主要分析可能

以某些共變數(covariates)來調整、以不同選擇的共變數來調整、不以共變數來調整、

以意圖治療(ITT)群體或各種改良的群體執行分析、或使用各種的假說檢定方法。接

受這些分析的任何一個成功即可作為具有療效結論的根據，將會增加試驗的型一誤

差率，然而，由於這些不同分析的結果可能相似，而且可以做出多少選擇也不清楚，

增加的誤差率很難估計。與其他多重性的問題相同，前瞻性地設定分析方法可以排

除關於偏差(以結果為導向)選擇的疑慮。 

一旦預先設定的主要分析效果已被清楚地證明，可能須要對主要指標進行其他替代

分析，以正確地解讀試驗的結果。為了對觀察的療效有更好的瞭解，可能必須對主

要指標進行額外的分析(例如，以較不保守的分析，對療效大小作較佳的估計)。在其

他的情況下，多個相關的分析，係用來評估結果對預先設定的分析方法其重要潛在

假設的敏感度。例如，當主要分析方法須依賴缺失資料(missing data)之無法驗證的

假設時，可能須要執行敏感度分析以確定缺失資料對於主要分析結果的影響。應注

意這些額外的分析並不是證明藥物任何新的效果，相反地，他們闡明一項成功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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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其主要分析已經證明的效果。 
 

4.3. 解決多重指標相關的多重性問題常用的統計方法 

本章節提供某些常用的統計方法或途徑，來解決具對照組試驗以多重指標來評估療效所

導致的多重性問題。針對特定的臨床試驗，方法的選擇將取決於試驗的目標與設計，以

及對所開發藥物與臨床疾病的認識。然而，所用方法的決定應該是前瞻性的。由於多重

性調整方法的選擇，考慮的因素可能非常複雜，並且針對個別產品開發計畫有特定的考

量，本指導原則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不會企圖去建議任何一種方法勝過另一種方法。試

驗設計者應該考慮各種可用的方法，並在前瞻性的分析計畫中，選擇適合試驗設計與目

標，且維持型一誤差率控制的最具檢定力的方法。例如在很少數情況，一種方法無疑地

較另一種方法更具檢定力，而不會擴增型一誤差超過名目水準(nominal level) (例如，針

對主要指標，Holm 方法比 Bonferroni 方法較具檢定力)。這些情況將在以下介紹。 

這裡所提供的方法為一般性的，並且所討論與假想的案例，一般都侷限在檢視治療組與

對照組於多重指標上差異之雙臂(two-arm)試驗。類似的考量可應用於其他種類之多重性，

諸如評估不同時間點或不同劑量的療效等。雖然以下的討論以一般讀者為導向，許多這

些方法的應用可能在技術上是複雜的，且在使用上應仰賴統計專業的知識。因此，當設

計一項臨床試驗產生多重指標的問題，且考慮這些方法的一種或多種時，諮詢相關領域

的專家是必要的。 

解決多重性問題的統計方法大致分為兩類型：單步驟(one-step)及多步驟(multistep)程序。

單步驟程序提供平行(同時)檢定和同時(調整後)信賴區間以評估療效的大小。單步驟程

序往往造成試驗檢定力的損失，以致於與單指標試驗相比，樣本數必須增加。一般而言

多步驟程序較有效率，較能保留檢定之檢定力，但不容易提供調整後的信賴區間。有幾

種多步驟程序，例如逐步下降(step-down)、逐步上升(step-up)、及循序(sequential)程序。

逐步下降程序在同一時間計算所有納入考慮之檢定的 p 值，並且從最小的 p 值(即，統

計上最強的指標檢定)開始假說檢定，然後逐步下降到次小的 p 值(即次強的指標檢定)，
再依此類推。於逐步上升程序，則採用相反方向的程序，亦即，開始於最大的 p 值(即最

不強的指標檢定)，並逐步上升至次大的 p 值，最終到達最小的 p 值(即最強的檢定)。這

些方法涵蓋於以下的章節；例如 Holm 程序為一個逐步下降程序，而 Hochberg 程序為一

個逐步上升程序。 
 

4.3.1. Bonferroni 方法 

Bonferroni 方法是一種常用的單步驟程序，也許由於其簡單性和能夠廣泛適用的緣

故。這是一種保守的檢定，所以經 Bonferroni 調整仍然可以存活而成功地證明效果，

應該是一個可信的試驗結果。經由此檢定方法而成功的每一個指標，將被視為藥物

於其中已經顯示效果。Holm (章節 4.3.2)與 Hochberg (章節 4.3.3)方法比 Bonferroni
方法較具檢定力，因此在許多的情況較多被採用；然而，由於詳述於章節 4.3.2-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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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為了極大化次要指標的檢定力，或由於 Hochberg 方法假設的不合理，試驗設

計者可能仍希望於主要指標使用 Bonferroni 方法。 

Bonferroni 方法最常用的形式是將可用的總α (通常為 0.05)平均分給所有選擇的指

標。然後對 m 個指標中每一個 p 值小於𝛼𝛼 𝑚𝑚⁄ 的指標，下療效顯著(於α水準)的結論。

如此，如果有兩個指標，每個指標的臨界點α為 0.025，如果四個指標，臨界點α則為

0.0125，依此類推。因此，假若一項試驗有四個指標，其四個指標所產生的雙邊 p 值

分別為 0.012、0.026、0.016 及 0.055，Bonferroni 方法將每一個 p 值與平分的α亦即

0.0125 相比。由於只有第一個指標的 p 值(0.012)小於 0.0125 (0.012)，此方法將下僅

有第一個指標於 0.05 水準具有顯著療效(於 0.05 水準)的結論。假若有兩個 p 值低於

0.0125，則藥物將被視為在兩個指標所評估的特定效果上已經證明其有效性。 

假若指標之間具有正相關的關係，則 Bonferroni 方法對於試驗的整體型一誤差率傾

向於保守，尤其當有大量正相關的指標時。試想有一個案例，其三個指標名目上的

p 值都介於 0.025 與 0.05 間，亦即於 0.05 水準所有指標皆「顯著」，然而於 Bonferroni
方法下卻沒有一個顯著。這樣的結果直覺上似乎三個指標皆能顯示有效性，但使用

Bonferroni 檢定每一個都將失敗。當有多於兩個指標，它們之間的相關性如為 0.6 至

0.8 時，則真正之依家族劃分之型一誤差率(FWER)可能會由 0.05 分別減少到大約

0.04 至 0.03，其對型二誤差率有負面的影響。由於不同指標間真正的相關結構難以

知道 (不是單純的某一項試驗資料檔內觀察到的相關性)，如此的相關性，一般不可

能以統計調整(放鬆)型一誤差率。當使用多臂(multiple arm)的試驗設計時(如有幾個

劑量組別)，已有方法能將各治療組與共同對照組比較的相關性納入考量。 

Bonferroni 檢定也可以不同的權重分配給各指標來進行，惟相對權重的總和要等於

1.0 (例如，四個指標相對權重各為 0.4、0.1、0.3 及 0.2)。這些權重在試驗設計時就

要預先設定，將指標的臨床重要性、成功的可能性、或其他因素都納入考量。有兩

種方式可以進行加權 Bonferroni 檢定(weighted Bonferroni test)： 
 不等加權 Bonferroni 方法，通常將整體α (例如 0.05)分成不等的部分，藉由將整

體α乘以分配的權重因子，預先分配特定量的α給各指標。指標特定α的總和一

定要等於整體α，並且各指標估算的 p 值要與分配的指標特定α相比。 
 另一個替代的方法是將各指標原始估算的 p 值，以分配給它的分數權重來調整

(即各指標原始的 p 值，除以其權重因子)，然後將調整後的 p 值與整體α相比。 
這兩種方法是相等的。 
 

4.3.2. Holm 程序 

Holm 程序是一種多步驟逐步下降的程序，它適用於任何相關性程度的指標。它與

Bonferroni 方法相比，較不保守，原因是當最小 p 值(相同於 Bonferroni 方法之指標

特定α水準)的指標成功之後，它允許其他指標在比 Bonferroni 方法較大的指標特定

水準上檢定。進行這項檢定的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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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已完成的試驗結果得到的指標 p 值，首先將其自最小排到最大，假設有 m 個指標

要檢定，p(1)代表最小的 p 值，p(2)代表次小的 p 值，p(3)代表第三小的 p 值，依此類

推。 

i. 檢定開始於最小的 p 值，p(1)，與α⁄m (相同於相等權重 Bonferroni 所使用的閥值)
相比，假若這個 p(1)小於α⁄m，則這個 p 值對應的指標之療效被認為是顯著的。 

ii. 接著將次小的 p 值，p(2)，與總α除以尚未檢定的指標數目得到之指標特定α相比

(例如，次小 p 值與略不保守的顯著水準，α⁄[m-1]，相比)。假若 p(2) < α⁄(m-1)，
則對應於 p(2)指標之療效也被認為是顯著的。 

iii. 檢定接著將排序在下一個的 p 值，p(3)，與α⁄(m-2)相比，然後依此類推直到最後

一個 p 值(最大的 p 值)與α相比。 

iv. 然而，只要某一步驟得到不顯著的結果，程序就會停止。一旦排序的 p 值有一

個不顯著，則其餘較大 p 值的指標將不會被評估，且不能下顯示療效的結論。 

舉例來說，當α = 0.05 且有四個指標(m = 4)，最小 p 值的顯著水準為α⁄m = 0.05/4 = 
0.0125，接續在後的 p 值顯著水準依序為α⁄(m-1) = 0.05/3 = 0.0167、α⁄(m-2) = 0.05/2 
= 0.025 及α⁄(m-3) = 0.05/1 = 0.05。 

為了說明，我們將 Holm 程序應用於解釋 Bonferroni 方法所用的試驗結果之雙邊 p
值：0.012、0.026、0.016 及 0.055 分別對應於指標一到四(p1、p2、p3、p4)。針對四

個指標，其指標特定α依序為 0.0125、0.0167、0.025 及 0.05。這組指標最小的 p 值

是 p1 = 0.012，比 0.0125 小，因此指標一的療效成功地獲得證明，且檢定繼續到步

驟二。於第二個步驟，次小 p 值為 p3 = 0.016，與 0.0167 相比，由於 0.016 小於 0.0167，
因此指標三也成功地證明其療效。檢定現在可以進行到步驟三，排序的下一個 p 值

為 p2 = 0.026 與 0.025 相比。在這個比較中，由於 0.026 大於 0.025，檢定為統計不

顯著，這個不顯著的結果停止了進一步的檢定。因此，在這個案例，Holm 程序所下

的結論為指標一與指標三已顯示療效。 

如前所述，Holm 程序比 Bonferroni 檢定較不保守(因此檢定力較高)，它在檢定最小

的 p 值時，採用與 Bonferroni 檢定相同的α，但是只要那個指標得到統計顯著的結

果，它以較高的顯著水準檢定隨後的 p 值。在上述的案例中，Bonferroni 檢定能下的

結論為僅有指標一在整體 0.05 的水準下有顯著的療效；Holm 檢定能下的結論則為

在整體 0.05 的水準下，指標一與指標三有顯著的療效。然而，兩者都要求至少一個

指標的 p 值 < 0.05/m。Holm 程序也比單純預先排定指標檢定順序(章節 4.3.5)來得

有彈性。它容許首先檢定 p 值最小的指標，惟無須事先知道將是那一個指標。Holm
程序的一個缺點是可能無法將「未使用的α (unused alpha)」(參見章節 4.3.6)傳遞給

次要指標家族，原因為當家族內依序檢定的指標中有一個無法推翻虛無假說，則檢

定任何其他的指標是不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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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Hochberg 程序 

Hochberg 程序是一種多步驟逐步上升程序，它將 p 值與 Holm 程序相同的閥值(α⁄ m、
α⁄[m -1]、…)比較，但是與 Holm 程序相反，Hochberg 程序是一種逐步上升程序。

該程序由最大的 p 值開始，而不是由最小的 p 值開始，與最大的指標特定臨界值(α)
相比。而且，基本上與 Holm 程序相反，假若第一個假說檢定沒有顯示統計顯著，

則檢定繼續進行將次大的 p 值與次大的經調整後的 α，α⁄2 相比，循序檢定以這樣方

式繼續進行直到一個指標的 p 值達到統計顯著，於是 Hochberg 程序所下的結論為那

個指標和所有 p 值比它小的指標都有統計顯著的療效。例如，當最大的 p 值小於 α，
則此方法下的結論為所有指標都具顯著的療效。在另一種情況，當最大的 p 值沒有

小於 α，但是次大的 p 值小於 α⁄2，則此方法下的結論為所有指標除了最大 p 值對應

的指標，皆已證明療效。 

為了說明，考慮與先前案例使用相同的雙邊 p 值：0.012、0.026、0.016 及 0.055 分

別對應於指標一到指標四(p1、p2、p3、p4)。 

i. 最大的 p 值，p4與它的 α 臨界值，α = 0.05 相比。由於 0.055 的 p 值大於 0.05，
這個 p 值對應的指標四的療效認定為不顯著。而程序則繼續進行到步驟二。 

ii. 於步驟二，次大的 p 值，p2 = 0.026，與 α⁄2 = 0.025 相比；p2也大於所分配的 α，
對應於這個 p 值的指標二統計上也不顯著。 

iii. 於步驟三，下一個最大的 p 值，p3 = 0.016，與它的 α 臨界值 α⁄3 = 0.0167 相比，

這個指標確實顯示顯著的療效。 

iv. 指標三顯著的結果造成所有尚未檢定的指標(具有較小的 p 值)之療效自動地成

為顯著(即，這個案例的指標一)。 

雖然在這個特殊的案例，Hochberg 程序統計上顯著的指標與 Holm 程序相同，

Hochberg 程序潛在具有較高的檢定力。其可能得到具有顯著療效的指標數會多於

Holm 程序結論的情況，取決於試驗中得到的特定 p 值。這是由於 Hochberg 程序其

指標的檢定由最大的 p 值，到最小的 p 值，並且一旦一個檢定是成功的，立刻下所

有其餘的指標都是成功的結論，即使其餘的指標以它們適當順序的 α 水準檢定並不

會成功。相反地，Holm 程序檢定由最小的 p 值，到最大的 p 值，並且只要一個檢定

不成功，即決定其餘所有的指標都不成功，即使那些其餘的指標假若以它們適當順

序的 α 水準檢定將會是成功的。 

因此，在兩個指標的案例，假若雙邊 p 值為 0.026 與 0.045，Hochberg 程序將下兩個

指標都具顯著療效的結論，但是 Holm 程序兩個指標都將失敗。於 Hochberg 程序，

兩個指標 p 值較大者，p = 0.045 (< α = 0.05)，為顯著的結果，並且第二個指標自動

地被視為顯著。於 Holm 程序，兩個指標 p 值較小者，p = 0.026 (> α/m = 0.05/2)，為

不顯著的結果；因此，較大 p 值的指標不會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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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ferroni 與 Holm 程序眾所皆知無須假設，無須考量指標的類型、它們的統計分

布、及相關性結構的類型，其方法都可以使用。而另一方面，Hochberg 程序在這樣

的情況則非無須假設。Hochberg 程序已知對於具有標準檢定統計值，如常態 Z、
student’s t、及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為 1 的 chi-square 等之兩個獨立指標的檢

定，與兩個相依正向相關的指標之檢定，提供適當的整體α控制。當符合某些情況時，

它也是一個有效的檢定程序。各種模擬實驗針對一般的情況(例如多於兩個的指標具

有不等的相關性結構)結果指出，Hochberg 程序對於正向相關的指標通常會但並不

保證會控制整體型一誤差，但對於某些負向相關的指標則無法做到如此的控制。因

此除了上述提及的那些案例，已知 Hochberg 程序是有效的，一般都不建議在確認性

臨床試驗的主要比較中使用該方法，除非能顯示已提供適當型一誤差率的控制。 
 

4.3.4. 前瞻性的α分配方案 (Prospective Alpha Allocation Scheme) 

前瞻性的α分配方案(PAAS)是一種單步驟的方法，檢定力有略勝於 Bonferroni 方法

的優點。此方法容許將相等或不相等的α分配給所有的指標，惟與 Bonferroni 方法相

同，每一個特定的指標必須預先接受整體α一個特定量的分配，α分配必須滿足以下

公式： 
(1 − 𝛼𝛼1)(1 − 𝛼𝛼2) … (1 − 𝛼𝛼𝑘𝑘) … (1 − 𝛼𝛼𝑚𝑚) = (1 − 𝛼𝛼). 

此公式的每一個元素，(1 − 𝛼𝛼𝑘𝑘)，為當 k 指標被檢定於所分配的α (𝛼𝛼𝑘𝑘)時，能正確地

不推翻 k 指標之虛無假說的機率。當試驗的整體型一誤差率設為 0.05，正確地不推

翻任一個別的虛無假說的機率(即，當所有虛無假說都為真)必須是 1 – 0.05 = 0.95 = 
(1 – α)。這個公式表示正確地不推翻任何個別的虛無假說的機率，係由 m 個機率相

乘來計算，必須等於選擇的目標機率(例如，0.95)。對於任何個別指標檢定的α可以

任意地分派(如果希望)，而整組的總分配必須能滿足上述的公式。一般而言，當對某

些指標進行α的任意分配時，至少最後指標的型一誤差率必須經由計算，以滿足整體

的公式。如先前所述，Bonferroni 方法亦依賴類似的約束定義 (constraint-defining)公
式，只是 Bonferroni 方法必須是個別α的總和等於整體試驗α (study-wise alpha)。 

試想三個指標的案例，兩個指標的α為任意分配，其中𝛼𝛼1 = 0.02 及𝛼𝛼2 = 0.025 分配

給前兩個指標。假若總計的 α = 0.05，則第三個指標的α為 0.0057，因為上述的等式

變為(0.98)(0.975) (1 − 𝛼𝛼3) = 0.95，因此第三個指標的𝛼𝛼3 = 0.0057，而非以 Bonferroni
方法所分配的 0.005 (0.02 + 0.025 + 0.005 = 0.05)。當所有α的分配均相等時，則個別

比較所分配的α為1 − (1 − 𝛼𝛼)1/𝑚𝑚。這個調整的方程式也就是眾所周知的�̆�𝑆 id�̇�𝑎 k 調整

方程式。針對三個指標的案例，經方程式調整後的α為 0.01695，僅略大於 Bonferroni
方法所分配的 0.0167。些微α的節省提供檢定之檢定力些微地增加。當所有比較彼

此獨立或正向相關時，PAAS 保證能控制家族之誤差率 (FWER)。假若指標之間為

負向相關時，可能無法保證 FWER 獲得控制。 
 

4.3.5. 固定序列方法 (The Fixed-Seque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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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性問題的產生乃由於對於多重指標的每一個指標皆執行檢定，而每一次檢定皆

提供一個決定試驗成功的機會。任何能適當地調整多重性機會的方法，都將解決這

個問題。在許多的試驗，指標的檢定可依特定的序列來排序，通常依據臨床的關聯

性或成功的可能性來排序。固定序列統計策略即以預先定義的次序來檢定指標，所

有檢定皆在相同的顯著水準α(例如，α = 0.05)，而只有在前一個指標成功之後，才

會移到次一個指標。如此的檢定程序不會擴增型一誤差率，只要 (1) 前瞻性地設定

檢定的序列，以及 (2) 一旦序列中斷，則不再有進一步的檢定，亦即當一個在序列

中的指標無法於α水準(例如，α = 0.05)顯示顯著性時，進一步的檢定立刻停止。 

此項固定序列方法背後的概念為，當一個指標具有顯著的療效時，則此檢定的α水準

繼續保留可用(傳遞)到序列中的下一個指標。然而，一旦一個不顯著的結果出現，這

個方法就會用盡所有可用的α。因此，檢定的排序至關重要。 

由這個方法所提供的統計結論與其他方法所提供的統計結論可能不同，且取決於檢

定的排序。舉例來說，試想一項試驗有三個主要指標：A、B、及 C，它們療效的雙

邊 p 值分別為：pA = 0.045、pB = 0.016 及 pC = 0.065。由 Bonferroni 檢定，此試驗將

下的結論為僅指標 B 具有顯著的療效，因為 pB = 0.016 < 0.0167 (即，0.05/3)，但不

會下指標 A 或指標 C 具有顯著效果的結論。同樣地 Holm 檢定不會找到其他具顯著

效果的指標，除非指標 A 的 p 值為 p < 0.025。假若此項試驗規劃的序列檢定其排序

為(C、B、A)，它將是一項完全失敗的試驗，其原因為 pC = 0.065 > 0.05，且在第一

個針對指標 C 的檢定失敗後，不會再進行進一步的檢定。反過來說，假若試驗規劃

的序列檢定其排序為(B、A、C)，則會顯示指標 B 與 A 具顯著的療效，原因為 pB = 
0.016 < 0.05，且排序在它之後之 pA = 0.045 < 0.05 的緣故；假若排序為(A、B、C)，
將會顯示相同的療效。 因此，固定排序循序檢定方法具有較單步驟方法找到更多成

功指標的潛力，但它同樣地也有找到較少成功指標的潛力，端視所選擇的排序。 

固定序列檢定方法吸引人之處，在於它無須對任何個別的檢定做任何α的調整。而它

主要的缺點為假若序列中一個假說沒有被推翻，則無法對規劃在其後之假說對應的

指標下統計結論，即使它們有極小的 p 值。例如，假若有一項試驗，序列中第一個

檢定的指標之 p 值為 p = 0.250，而第二個指標的 p 值為 p = 0.0001；儘管第二個指

標有明顯「強有力」的效果，卻無法對這個指標下正式有利的結論。雖然忽視如此

明顯強有力的效果似乎違反直覺，惟容許根據第二個指標來下藥物有效性的結論，

事實上將忽視第一個指標的結果，這又回到有多個不同的機會宣稱試驗成功的情況。

如此事後的補救重新產生多重性的問題，並造成整體試驗型一誤差率的擴增。當然，

在這裡討論的案例，使用 Bonferroni 檢定會顯示一個有效果。 

因此，謹慎選擇假說檢定的排序是必要的，序列中一個較早的檢定無法顯示統計顯

著，將使得其餘的指標無法在統計上顯著。通常不可能事先確定檢定的最佳排序，

也還有其他可解決多重性問題的方法，將於以下次章節中介紹。 
 

4.3.6. 後備方法 (The Fallback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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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備方法為固定序列方法的改良，它提供了一些機會去檢定序列中排序在後的指標，

即便是序列中較早檢定的指標無法顯示統計顯著。指標的排序仍然是重要的。後備

方法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假若序列中一個排序較後的指標具有穩健的療效，而排序在

前的指標沒有成功，有適量的α保留當作後備，以容許解讀排序在後的指標而不會擴

增型一誤差率。 

後備方法的應用開始於將總α分給所有指標(不一定要等分)，且維持固定序列的檢定。

當檢定的序列前進時，一個成功的檢定保留它所分配的α，作為「節省的」(未用的) 
α，可傳遞給序列中下一個檢定，就如同序列方法一樣。這個傳遞的α將附加於下一

個指標預先所分配到的α (假若有)，並且使用加總的α來檢定那個指標。因此，隨著

序列檢定的成功，序列中排序較後的指標之α便可累積；然後這些指標便以逐漸增大

的α來檢定。 

為了說明這點，試想一項心血管試驗，其第一個主要指標為運動容量(exercise 
capacity)，針對此指標，試驗有適當的檢定力。第二個主要指標為死亡率，針對此指

標，試驗的檢定力不足。 
i. 在後備方法下，我們可分配α1 = 0.04 給第一個指標的檢定，並且省下 0.01 的α

給第二個指標的檢定。其他任何對於整體α可用的分配也是允許的。 
ii. 假若第一個指標於α1 = 0.04 水準檢定的結果為顯著，則這個α未使用且可傳遞

給第二個指標的檢定，做為額外的α，以致於第二個指標檢定的總α為 0.05 (0.01 
+ 0.04)。然後第二個指標於 0.05 顯著水準進行檢定。 

iii. 假若第一個指標於 0.04 水準檢定的結果為不顯著，則這個 0.04 的α無法使用，

且不能傳遞給第二個指標的檢定。第二個指標於起初所保留 0.01 之α水準進行

檢定。 

實際上，儘管其他分配也是有效的，但是這個方法的使用者通常會將大部分的α分配

給第一個主要指標，其餘的分給第二個指標。後備方法通常使用於當認為有一個指

標比另一個指標較不可能為統計顯著，也因此不會被指定為第一個指標，卻有相當

的臨床重要性時。即使第一個主要指標失敗了，後備方法仍然可以對一項非預期、

穩健的發現，下統計上可解讀的正向結果的結論，而不會擴增型一誤差率。 

後備方法的統計檢定力主要取決於每個排序指標效果的大小及被分配到的α。與單

純的固定序列方法相同，後備方法的整體檢定力高於 Bonferroni 檢定，由於當排序

較早的指標顯示顯著的結果時，後備方法使排序較後的指標使用的α比 Bonferroni 方
法可能的α都大。 
 

4.3.7. 守門檢定策略(Gatekeeping Testing Strategies) 

臨床試驗通常在多個指標中評估一項治療的療效，時常會將指標組成一個主要指標

或主要指標家族，以及次要指標或次要指標家族(參見章節 2.1 及 3.1)。通常的策略

為根據之前討論過的方法之一(例如 Bonferroni、後備方法)，來檢定主要指標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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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指標，並且只有在主要家族統計上成功之後，才繼續進行次要家族的檢定。如

此容許所有可用的α水準僅在主要家族(包含最重要的試驗指標)內分配，也因此將那

些指標的試驗檢定力極大化。反之，若將可用的α在主要與次要家族中一起分配，主

要指標的檢定力將會降低。若有其他的指標家族也有必要控制型一誤差率，亦可指

定為序列中的第三家族，雖然一般都不建議。  

這種首先檢定主要家族，然後根據主要家族內的結果檢定次要家族的方法稱之為守

門檢定策略，以強調指標家族以一個序列來分析的事實，每個家族充當下一個家族

的守門員。次要家族(以及隨後的家族，如果有的話)在家族內以適當的多重性調整的

方法來進行檢定，但是只有在主要家族的檢定已經成功的條件下。 

臨床試驗中通常有兩種類型的守門檢定策略，分別為依次(serial)與平行(parallel)策略，

依據如何檢定主要家族內的指標來決定。當主要家族的指標以共同指標(章節 3.3)來
檢定時，使用依次策略這名稱。此策略當主要家族的所有指標在同一α水準上(例如，

α = 0.05)皆統計顯著時，次要家族的指標才會被檢定。次要家族的指標以幾種可能

的方法之一 (例如，Holm 程序、固定序列方法、或其他描述於章節 4.3 的方法)來檢

定。然而，假若主要家族中至少一個虛無假說沒有被推翻，則主要家族沒有達到標

準，且次要指標家族不會被檢定。 

當主要家族的指標不全是共同指標，並且設定一種檢定方法(例如，Bonferroni 方法、

或下一個章節將討論的截斷式 Holm 方法)，容許由個別的檢定傳遞α到後續的檢定

時，則使用平行守門策略這名稱。於此一策略中，當主要家族中至少有一個指標顯

示統計顯著時，次要指標家族才會被檢視。 

Bonferroni 方法有時候被用於平行守門策略，因為它是最簡單的方法。次要指標家族

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固定序列方法、或 Holm 方法)。使用此策略，假若主要

家族內某一個指標的比較，於其所分配的(或累積的)指標特定α水準上為統計顯著時，

則這個α水準可以有效地傳遞給下一個家族。另一方面，假若家族內某一個指標的比

較，於指標特定α水準上為不顯著時，那個α就不會傳遞給下一個家族。檢定次要家

族可用的整體α，為主要家族認定為顯著的那些比較之累積的(未用的)指標特定α水
準。 

為了說明這點，試想有一項試驗其主要目標為針對五個指標：A、B、C、D、與 E，
去檢定一項治療優於安慰劑。針對這個目標，試驗按等級將指標組織成一個主要家

族 F1 = {A、B}與一個次要家族 F2 = {C、D、與 E}。統計計畫係將總可用的α (0.05)
分配給 F1，並且以 Bonferroni 方法檢定 F1 中的指標 A 與 B 分別於指標特定α水準

0.04 與 0.01。沒有保留α給次要家族，次要家族使用任何傳遞給它們的α數量以 Holm
程序來檢定。假若在 F1 完成檢定時，指標 A 與 B 的 p 值分別為 0.035 與 0.055，而

指標 C、D、與 E 的 p 值分別為 0.011、0.045 與 0.019，則： 
i. 指標 A 的結果為顯著，惟指標 B 的結果為不顯著，留下 0.04 為未用的α，而

0.01 為已經使用的α。 
ii. 檢定 F2 中的指標總計可用的α為 0.04，而非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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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指標 C 與 E 在 0.04 的水準上，以 Holm 檢定為顯著(C、E、與 D 分別在 0.0133、
0.02、0.04 水準上檢定)。 

以上所描述的守門方法，控制試驗有關於主要與次要家族之整體試驗型一誤差率(例
如，於 0.05 水準)。整體試驗型一誤差率對於任何家族的任何指標與多個可能性之療

效潛在錯誤結論，不管藥物對於任何的指標真正為有效或無效，皆能納入考量。當

使用只傳遞統計顯著檢定之未用α的原則時，守門策略可控制整體試驗型一誤差率。

然而，相反地，若各家族 FWER 採用獨立誤差率的控制(即，檢定各家族分別於 0.05)，
當主要指標家族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虛無假說事實上為真時，可能會導致整體試驗

型一誤差率的擴增。 
 

4.3.8. 平行守門之截斷式 Holm 與 Hochberg 程序 (The Truncated Holm 

and Hochberg Procedures for Parallel Gatekeeping) 

當使用守門策略去檢定主要家族的指標時，Bonferroni 方法與其他一些單步驟方法 
(例如，Dunnett’s 檢定，此方法不包含於本指導原則中)有一個重要的屬性，當主要

家族中至少有一個指標為統計上顯著時，會保留某些α來檢定次要指標家族。於

Bonferroni 方法中，每一個成功推翻虛無假說的檢定其指標特定α被加總，總和即為

次要指標家族可用的α。舉例來說，於相等加權的 Bonferroni 方法中，當主要家族有

兩個指標，則可用於檢定次要家族假說之α可以為 0.05、0.025、或 0，取決於主要指

標檢定分別有兩個、一個或零個推翻它們各自的虛無假說。 

然而，傳統的 Holm 與 Hochberg 方法 (參見章節 4.3.2 與 4.3.3)則沒有此項屬性。此

等方法只有當主要家族的所有虛無假說都被推翻時，才能將α由主要家族傳遞給次

要家族。這兩種方法在家族內回收利用所有的α得到較高的檢定力，但僅當家族內所

有假說都被推翻時才能釋出α。當試驗有一個或更多個主要假說無法被推翻時，卻彷

彿仍有一些保留的α，而不恰當地繼續進行檢定，將造成一個擴增的整體型一誤差

率。 

然而，若希望有傳統 Holm 或 Hochberg 檢定力的優勢，且如果主要指標中至少有一

個成功時，亦希望有一些α可用於檢定次要指標家族時，有稱之為截斷式 Holm 與截

斷式 Hochberg 的程序可用。於截斷式 Holm 或 Hochberg 程序，保留每一步驟未使

用α之一部分傳遞給次要指標家族。截斷式 Holm 與截斷式 Hochberg 的程序乃為其

傳統的形式與 Bonferroni 方法的混和體。因此，對於主要指標第一個檢定後緊接著

的每一個接續的假說檢定，其指標特定α不像傳統的 Holm 或傳統的 Hochberg 程序

那麼大。當然，這兩種方法的任何一個，假若主要指標家族中所有個別指標的假說

檢定都成功地推翻虛無假說，則次要指標家族可使用 0.05 完整的α。由接續的假說

檢定所保留的α量應該僅慎地選擇，因為這個選擇將在降低主要家族指標的試驗檢

定力與保證(假若至少第一個檢定推翻虛無假說)有一些檢定力來檢定次要指標家族

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以下案例以一個有三個指標的主要家族來說明這兩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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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治療組與對照組於主要家族有三個指標的比較，控制α在 0.05 水準。針對這個

案例，傳統 Holm 之指標特定α為 0.05/3、0.05/2、及 0.05 (參見 4.3.2 章節)，而相等

加權 Bonferroni 方法則每一個比較之指標特定α都相同為 0.05/3 (參見 4.3.1 章節)。
截斷式 Holm 之指標特定α，則結合上述兩種方法之指標特定α水準，以事前選擇的

一個「截斷分數(truncation fraction)」f，其值介於 0 與 1 之間來建立。以下的計算說

明採用 f = 1/2 之這樣的結合；其中 f 為傳統 Holm 指標特定α水準的乘數，1- f 則為

相等加權 Bonferroni 方法指標特定α水準的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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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這個特殊的案例，當 f 值為 1/2 時，截斷式 Holm 檢定第一個檢定於𝛼𝛼1 =
0.0167執行，此與傳統 Holm 檢定相同。然而在第一個檢定成功後，第二個檢定於

𝛼𝛼2 = 0.0208執行，且在最先的兩個檢定成功後，第三個檢定於𝛼𝛼3 = 0.0333執行。傳

遞給次要家族之未使用α的計算如下： 

i. 假若三個檢定都成功，未使用的α = 0.05； 

ii. 假若前二個檢定成功，惟最後一個檢定沒有成功，則未使用的α = (0.05 – 𝛼𝛼3) = 
0.05 – 0.0333 = 0.0167，； 

iii. 假若第一個檢定成功，惟其他二個檢定都沒有成功，則未使用的α = (0.05 – 2𝛼𝛼2) 
= 0.05 – 2(0.0208) = 0.0084，。 

截斷式 Hochberg，除了第一個檢定開始於α3 = 0.0333 水準檢定 p 值最大者(即，三

個指標治療組與對照組相比的 p 值最大者)之外，其α1、α2、與α3之α水準與截斷式

Holm 相同。假若其第一個檢定成功，則其他兩個檢定也會被視為成功，並且 0.05 的

α傳遞給次要家族。然而，假若第一個檢定沒有成功，則第二個檢定於α2 = 0.0208 水

準檢定 p 值中次大者。假若此第二個檢定成功，則剩餘的最後一個檢定也會被視為

成功，並且 0.0167 的α傳遞給次要家族。然而，假若第二個檢定沒有成功，則最後

一個檢定於α3 = 0.0167 水準檢定 p 值中最小者，且若該檢定成功，則 0.0084 的α傳
遞給次要家族。此項說明是在 f = 1/2 的情況，對於不同值的 f，可依類似的方式計

算。 
 

4.3.9. 多分支之守門程序 (Multi-Branched Gatekeeping Procedures) 

某些多重性的問題是多維的(multidimensional)，一維可能對應於多個指標，第二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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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多個劑量組(每一個劑量所有的指標都要檢定)，還有一維則對應於單一指標的

多個假說，諸如不劣性(non-inferiority)與較優性(superiority)檢定(針對每一個劑量與

每一個指標)。每一個別的假說檢定隸屬於一項特定的指標、劑量與分析的目的。總

假說數為每一維之選項數目的乘積，可能變得很大，即使每一維僅有二或三個選項。 

多個多重性來源為多個途徑之假說檢定創造了潛力。舉例來說，假若一項試驗的目

標為證明不劣性以及較優性，則循序檢定的單一途徑是首選。一個指標於證明不劣

性之後，再以未調整的α水準檢定其較優性是可能的。在一個固定序列(未分支)的方

法中，於第一個指標成功地顯示不劣性之後，在相同的α水準上分析第二個指標的不

劣性也是適當的。然而，假設在第一個指標顯示不劣性之後想要執行上述兩個分析，

則檢定途徑由初始的檢定分支成兩個途徑，亦即，針對第一個指標檢定其較優性，

針對第二個指標檢定其不劣性，有可選擇的統計調整應用於此種情況。 

將假說視為彼此獨立，而應用一個諸如 Bonferroni 之簡單方法，會導致以很小的α水
準去檢定這些假說，且造成可能需要一個非常大型的試驗，以確保有好的試驗檢定

力。或者，應用固定序列方法，也可能因為檢定的最佳序列通常不能預先確定，導

致許多指標檢定不被允許。多分支守門程序可解決此種多維類型的多重性問題。多

分支守門程序允許將檢定的序列排序，假若前一個檢定是成功的，可選擇多於一個

指標的檢定。當這個循序階層(sequential hierarchy)有多層，且幾個步驟都使用分支

時，指標檢定的可能途徑變成一個複雜、多分支的結構。 

下圖(圖 4.3.9-1)作一個簡單的說明，試想一項臨床試驗，比較治療組與對照組的兩

個主要指標(指標一與指標二)，首先確定治療組是否至少一個指標不劣於對照組。假

若兩個指標中的任一個的結果為不劣於對照組，則希望也去檢定那個指標治療組是

否優於對照組。試驗的分析計畫因此設置了以下邏輯上的限制： 
i. 檢定指標二僅在指標一已先確立不劣性之後。 

ii. 於一個指標檢定較優性僅在此指標已下不劣性的結論之後。 

下圖顯示檢定策略的決策結構。在這個圖中，每一區塊(節點)表示其檢定的虛無假

說。 

 
圖 4.3.9-1、一項試驗指標一與指標二不劣性與較優性檢定之流程圖範例，其邏輯限



32 
 

制：為檢定指標一及/或指標二之較優性，該指標之不劣性須先確立。 

 

因此，上述檢定策略具備二維的層次結構，其中一維針對兩個不同的指標，另一維

則針對不劣性與較優性檢定，其邏輯限制如上所述。一項不同的試驗可能有三維，

其中兩個指標檢定兩個劑量水準 (和一個對照組比較)，每個指標皆檢定不劣性與較

優性，包含的限制，例如，低劑量要在高劑量成功後才能檢定，及一個指標要在顯

示不劣性之後才能檢定較優性等。 

針對圖 4.3.9-1 的檢定策略，可能會不恰當地檢定每個假說在相同的顯著水準(例如，

α = 0.05)，原因為針對兩個指標的不劣性檢定是依照一個循序性的排列，容許完整

地傳遞α；而每個指標的較優性檢定，是在先證明其不劣性之後自然而然的接著進

行。然而，這個方法可能會擴增整體的型一誤差，因為在圖一，在 H1節點之後的檢

定途徑(序列)拆分為兩個分支；一個繼續檢定 H2，另一個則檢定 H3。因此，一旦試

驗針對指標一下治療組不劣於對照組的結論，H2與 H3檢定錯誤的結論可能以多個

方式發生；亦即，或錯誤地推翻 H2，或錯誤地推翻 H3，或者 H2與 H3兩個假說都被

錯誤地推翻。假若這些分開的假說都於 0.05 水準檢定，將明顯造成型一誤差的擴增。

以下為型一誤差擴增的另一個說明，假若事實上治療組在兩個指標都不劣於對照組，

但任一指標都不優於對照組。在這種情況下，檢定方案(未做α調整)可以多個方式下

治療組優於對照組的結論，即，治療組優於對照組，或指標一、或指標二、或兩個

指標。 

處理這個問題，可以使用基於 Bonferroni 的守門方法，藉由將假說分組如下： 
 第一組僅包含 H1 (針對指標一之不劣性檢定) 
 第二組包含 H2 (針對指標一之較優性檢定)與 H3 (針對指標二之不劣性檢定) 
 第三組僅包含 H4 (針對指標二之較優性檢定) 

這程序由檢定第一組之單一假說 H1於整體試驗型一誤差率(例如，α = 0.05)開始，第

一組充當第二組的守門。因此，一旦 H1於α水準的結果為顯著(即，指標一治療組不

劣於對照組於α水準)，檢定繼續進行至第二組之 H2與 H3假說，其α為家族一內未使

用的α，於本案例為整體試驗的α。 

家族二中 H2與 H3的檢定可使用 Bonferroni 方法，根據基於 Bonferroni 的守門方法，

各檢定之指標特定α為 0.025。由於 4.3.2 與 4.3.8 章節所討論的理由，在這裡標準

Holm 程序並不考慮。於兩個指標分配可用的α，將減少這兩個指標之試驗檢定力(或
必須增加樣本數以維持試驗的檢定力)，使得試驗要在這兩個指標成功較為困難；但

是維持型一誤差率的控制是必要的。 

因此，假若 H2與 H3都被推翻，則 H4 在α = 0.05 水準上檢定。然而，假若只有 H3

被推翻，則 H4在α = 0.025 水準上檢定。假若 H3沒有被推翻，而 H2被推翻，可以按

照計畫在α = 0.025 水準上檢定 H4，但這是不符邏輯的，因為指標二既無法顯示不

劣性(H3)，較優性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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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三維以上與多個分支點時，規劃檢定的序列變得複雜，難以用這裡說明的方式

來描述。在此等情況下，以圖示方法(graphical approach)來展示與評估分析路徑(附錄

A)可能是有價值的。 
 

5 結論 

作出偽陽性結論的機會，亦即當藥物沒有效果卻下一個它具有效益的結論，會是主要的考

量。廣為接受的標準是，控制關於一項藥物效果得到偽陽性結論的機會(型一誤差機率)於
2.5% (單邊)以下。當指標或分析的數目增加時，做出一個偽陽性結論的機率可能增加至遠

超過 2.5%的標準。如本指導原則所述，當對於藥物的效果有多重分析時，多重性調整提供

一個控制型一誤差的方法。正如本指導原則所描述的，有許多的策略及/或方法的選擇可以

使用(如果適用)。這些方法每一個都有其優點與缺點，而選擇合適的策略和方法是在試驗規

劃階段一項必須解決的挑戰。應該加入統計專業人士，以協助選擇最適當的方法。無法適

當地控制型一誤差率可能導致偽陽性的結論；本指導原則旨在闡明何時與如何處理因多重

指標造成的多重性，以避免得出這樣錯誤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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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錄：圖示方法(The Graphical Approach) 

圖示方法可用於發展與評估階層多重分析(hierarchal multiple analysis)。這種方法提供一個

方式去設定、傳達、與評估不同的假說檢定策略，而它本身不是解決多重性(例如，章節 IV
所描述的那些方法)的另一種方法。相反地，圖示方法為描繪一項策略包含前述基於

Bonferroni 之循序方法，如固定序列、後備類型、及守門程序等的一種方式。此方法闡明指

標重要性的不同以及指標之間的關係，藉由投射到一項檢定策略來確保型一誤差率的控制，

並有助於塑造與評估不同的檢定策略。此項技巧當分析計畫因須要於幾個指標間(或為初始

指標，或為一個特定指標成功之後)拆分整體α而變得複雜，特別是對一個指標於初始分配

之指標特定α上統計不顯著，惟可由另一個不同的成功指標接受傳遞的α (循環回傳[loop-
back]特性，將於以下描述)，希望有第二次機會時最為有用。由於錯綜複雜的指標關係和指

標重要性的不同，當考慮使用複雜的檢定策略時，此種情況可能會發生。 

以圖示展示複雜的分析策略，藉由展示指標假說檢定之間的所有邏輯關係，有助於清楚描

述與評估所擬的計畫。此外，簡單修改初始的圖示，可輕易地創造出不同變化的檢定策略，

有助於在變化之間做比較。圖示方法對於試驗設計可能是有用的，能針對試驗目標量身定

做找出合適的檢定方案。 
 

7.1 圖示方法之基本概念：頂點(節點)與路徑(排序或方向)之使用(Basics of 

the Graphical Approach: Use of vertex (node) and path (order or 

direction)) 

在圖示方法中，檢定策略由一個圖形來定義，圖形顯示每一個假說(H1、H2、…. ，Hm)
位於一個頂點(或節點，檢定排序路徑的連接點)，並以線(以箭頭指出路徑的方向)連接假

說來描繪檢定排序路徑。每一個頂點(假說)被分配到一個初始數量的α，這裡我們稱之為

「指標特定α」(須理解一個指標的檢定與一個假說的檢定相關聯，反之亦然)。一項關鍵

的要求是，所有指標特定α水準的總和應等於試驗可用的總α水準(整體試驗型一誤差率)。
若指定兩個或更多假說為共同指標組，以致於該組所有檢定皆使用相同的指標特定α，
則上述要求可能有例外。 

每一個檢定排序路徑也分配一個 0 與 1 之間的數值，稱之為該路徑的權重，並顯示於箭

頭上，表示當位於路徑尾端的假說成功(即，被推翻)時，保留的α沿著路徑轉移到接收的

假說之分數。離開頂點的所有路徑之權重的和必須是 1.0，以致於全部保留的α都用於檢

定後續的假說。 

所有潛在可能提供療效穩固結論的試驗假說都顯示於圖示中。使用此種技術，就無須明

確地將假說指定為主要或次要家族的一部分；根據初始指標特定α的分配，以及傳遞的

α在離開各頂點之檢定路徑之間的分配，能達到更細微的層次結構。很顯然地，接受的

初始指標特定α分配為 0 的假說，通常為那些被認為較不重要的假說，這隱含類似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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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指標指定為次要指標。 

遵循本指導原則前面幾個章節所概述的原則，當一個指標的檢定成功地推翻對應的虛無

假說時，該指標特定α可以傳遞給箭頭所指示的下一個檢定，而當離開頂點有幾條路徑

時，可以在後續的幾個假說之間劃分。僅有在箭頭尾端的頂點其相關的假說檢定結果為

顯著時，這個α的轉移才會發生。因此，與簡單的後備方法相同，在試驗結果完成與假

說檢定開始前，無法決定一個指標檢定真正使用的指標特定α；必須經由循序檢定決定

那些頂點相關的α水準能傳遞給後續檢定去累積，那些不能。 

以下有幾個圖示方法的範例，以幫助說明這些圖形的概念、構造、解讀、與應用。這些

範例的前幾個為簡單的案例，其圖示方法不比非圖形的描述(文字撰寫)來得有用，惟可

更清楚地說明此方法的原理。 
 

7.2 固定序列方法 (Fixed-Sequence Method) 

固定序列檢定策略(章節 4.3.5)，顯示於圖 7.2-1，以一個具有三個假說之簡單案例來說明

圖示方法。在此方案中，指標(假說)被排序，由第一個指標檢定於完整的α水準開始，並

順著序列繼續進行，一直到有一個指標不具統計顯著為止。此圖形顯示假說 H1、H2、

及 H3相關的指標特定α水準，於開始時設為α、0、與 0。箭頭指出檢定的順序，假若檢

定是成功的，則完整的α轉移到下一個檢定。因此，假若虛無假說 H1被成功地推翻，則

H2之指標特定α水準變成 0 +1 × α = α，這樣就容許 H2檢定於α水準。然而，假若 H1的

檢定沒有成功，由於沒有預先分配非 0 的α給 H2以容許 H2做檢定，因此檢定就停止。 

 

 

 

7.3 循環回傳特性指出雙向傳遞α的可能性(Loop-Back Feature to Indicate 

Two-Way Potential for Alpha Passing) 

當可用的α於兩個或更多的指標之間拆分成指標特定α水準時，圖示方法另一個有價值

的特性就會出現；這些圖形能輕易地說明指標特定α循環回傳的可能性。假若一個假說

於其指標特定α水準沒有被推翻，惟另一個不同的假說被推翻，則被推翻的第二個假說

未使用的指標特定α，可被引導循環回傳到第一個假說，使其可以較高的α水準再檢定。

因此，於圖 7.3-1，假若分配給檢定 H1與 H2之指標特定α水準分別為𝛼𝛼1 = 0.04與𝛼𝛼2 =
0.01，並且若 H1沒有被推翻而 H2被推翻，則 H2未使用的α (0.01) 循環回傳給 H1，使其

得以 0.04 + 0.01 = 0.05 較高的α水準再檢定。若沒有自 H2循環回傳至 H1的機制，就是

圖 7.2-1：以圖形說明具有三個假說之固定序列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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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後備方法 (描述於章節 4.3.6)。 

 

  

 
Holm 程序(章節 4.3.2)於兩個假說的檢定，為具有循環回傳特性的特殊案例，其中圖示

方法使其程序及合理性的描述變得簡單。Holm 程序指示的第一個步驟為檢定 p 值較小

者於指標特定α，α/2，並且只有在成功的情況下，才能繼續檢定 p 值較大者於α水準 (例
如 0.05)。由於 Holm 程序將α平均拆分為兩半，假若 p 值較小的假說檢定不顯著，很顯

然 p 值較大的檢定也將無法達到顯著；進行這個比較是不必要的。Holm 程序的圖形(圖
7.3-2)顯示兩個頂點，相關的指標特定α水準分別為α1=0.025 與α2=0.025，滿足總α等於

0.05 的要求。兩個箭頭顯示α可以由 H1傳遞給 H2，或由 H2傳遞給 H1。假若第一個檢定

成功，0.025 之指標特定α完全轉移給另一個假說，並加到那個假說已經分配到的指標特

定α，以提供 0.05 的淨α。由於任一個假說都有可能先被檢定，因此圖形顯示循環回傳

的配置。由於有循環回傳的程序，且可能以較大的累積指標特定α進行再檢定。圖 7.3-2
顯示 Holm 程序的規則，無須由 p 值較小者開始。檢定可由任一個頂點開始，因為另一

個頂點總是可以被檢定，並且第一個頂點假若在第一次檢視時沒有成功，可以再被檢定。

兩個假說將有至少 0.025 之指標特定α，並且假若一個頂點的檢定成功，另一個假說將

被檢定(或再檢定)於 0.05 之完整α。這是以圖示方法描述分析策略的一般原則。在具有

循環回傳的圖形，檢定可由初始圖形中具有非 0 的α之任一個頂點開始，並且具有非 0
的α之所有頂點都可被檢定，直到有一個出現成功(即，假說被推翻)為止。然後檢定循著

箭頭，如圖形所指示的來傳遞α。無論那一個頂點首先被檢視，最後的結論哪些假說具

統計顯著哪些沒有都會相同。圖示方法使得複雜的α拆分與檢定路徑分支特性，能被清

楚地識別為分析計畫的一部分，並且正確地執行。 

 

  

 

7.4 改良式後備方法 (An Improved Fallback Method) 

圖 7.3-1：以圖形說明指標特定α自 H2循環回傳至 H1 

圖 7.3-2：以圖形說明具有兩個假說之 Holm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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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1(a)顯示具有三個假說之傳統後備檢定(章節 4.3.6)，每一個假說分配一個指標特

定α，以使它們的總和 α1 + α2 + α3 = α。假若 H1檢定結果為顯著，則其α1水準傳遞給

H2，如同由 H1至 H2箭頭所指示的。此外，假若 H2在其指標特定α水準(α2或α1 + α2)檢
定結果為顯著，則這個α水準轉給 H3，如同由 H2至 H3箭頭所指示的。因此，假若 H1與

H2的檢定結果都為顯著，則檢定 H3總共可用的α水準為α1 + α2 + α3 = α。 

檢視傳統的後備方法，建議可以有如圖 7.4-1 (b)所顯示的改良。在傳統的方案中，若 H3

的檢定結果為顯著，則其指標特定α水準不會轉移給其他假說。然而，即使 H2的檢定沒

有成功，假說 H3仍然被允許檢定。於 H3的檢定結果為顯著的情況，其指標特定α水準

可以被 H1或 H2或兩者(若 H3循環回傳的指標特定α水準在 H1與 H2之間劃分)再使用，

如此，兩個循環回傳的箭頭可以加到傳統的後備圖，以顯示某些部分的 H3指標特定α回
傳給 H1、H2、或兩者。真正回傳給 H1的分數，及給 H2的分數，應該預先設定，而且不

能在檢視試驗結果後(當可看到兩個較早指標那一個可由α回傳得到最大效益時)再行調

整。圖 7.4-1 (b)顯示這個程序，將未使用的指標特定α以 r 分數轉移給 H2，剩餘的 1-r 分
數α水準則轉移給 H1。r 值應於試驗分析計畫書中預先設定。 

 

 

7.5 當假說被成功地推翻時逐步更新圖形 (Progressive Updating of the 

Diagram When Hypotheses Are Successfully Rejected) 

圖示方法每當成功地推翻一個假說時，藉由持續更新初始圖示來引導多個假說之層次檢

定。初始圖示代表完整的檢定策略(包含所有的假說)。每一個新的圖示藉由消除已被推

翻的假說並保留那些將被檢定或再檢定的假說，來顯示檢定策略的進展。 

當考慮使用具有複雜α劃分的分析策略時，圖示方法與逐步更新圖示，可能有助於瞭解

各種不同假說情境下之不同策略的含意。逐步更新亦可能有助於選擇特定的策略進入最

 圖 7.4-1：後備(a)與改良式後備(b)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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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試驗之統計分析計畫書。 

圖 7.5-1 為如何以圖示方法協助制定具有 H1、H2、及 H3三個假說之檢定的一個範例，

並且說明當一個假說的檢定為成功時，圖示的更新。在這個範例中，分析計畫書指定兩

個假說 H1與 H2為最重要(即，主要指標)，並且除非 H1與 H2兩個檢定的結果都成功，

H3才會被檢定。假設希望 H1與 H2都能被檢定(即，願意在它們之間拆分可用的α)，但

H1或 H2中任一個被成功地推翻，若有須要，那個檢定的α水準將被傳遞給另一個假說，

以致於該假說可被檢定於最大可能的α水準(即，後備方法被指定用於兩個重要的指標，

以α1分配給 H1開始的檢定，α2保留作為檢定 H2最少可用的α)。因此，如圖 7.5-1(a)所
示，假若 H1檢定的結果為顯著，則其指標特定α水準α1傳遞給 H2，以致於 H2檢定於α1 
+ α2 = α之指標特定α水準。另一方面，假若 H1的檢定結果為不顯著，H2仍然可以使用

保留的α2來檢定。而在這個案例，假若 H2的檢定結果為顯著，其α2的α水準回收回來，

以便再檢定 H1於α1 + α2 = α的水準。注意到圖示方法協助傳達 H1可於一個增加的指標

特定α上再檢定，此應為前瞻性分析計畫書的一部分。 

然而，原本打算的分析為，當而且僅當這些假說檢定(包含潛在以傳遞的α水準再檢定)成
功地推翻 H1與 H2時，完整可用的α才會傳遞給 H3。此種條件式傳遞α，以一條自 H2至

H3，權重為ε的路徑來描繪。於開始時(任何假說之任何檢定前)，ε被設定為一個可忽略

的數量，也因為如此，即使有一條路徑自 H2至 H3，當仍未成功地推翻 H1時，基本上所

有的α2都將比 H3優先地傳回給 H1。根據循序更新的圖形，這個方案最終將容許對 H3進

行有意義的檢定(如果適用)。 

圖 7.5-1 (b)顯示當圖 7.5-1 (a)之 H1於α1水準的結果為顯著，檢定 H2於現今累積之指標

特定α (α1 + α2，於這個案例中等於試驗的總α)前的更新圖形。注意自 H2至 H3的路徑，

現在的權重設定為 1。這個情況的發生，是由於一項假說檢定為顯著，進行圖形的更新

所致。圖示更新的過程，首先由成功的假說(頂點)根據離開那個頂點箭頭的權重來傳遞

保留的α，然後由圖形中消除該頂點，並且建構一個新的圖形，連接所有傳入的路徑(箭
頭)到現在消除的頂點所有傳出的路徑(尾部)，並調整路徑的權重。新路徑的新權重按照

新路徑之前每部分相對的權重來決定。路徑權重的再調整，最重要的原則是由每個頂點

傳出的路徑權重的總和必須為 1.0。這個規則使得自 H2至 H3路徑的權重變為 1(由先前

可忽略的分數ε)，原因為它是離開 H2僅剩的路徑。在某些策略中，由消除一個成功的頂

點所產生新創造的連接路徑，將複製先前存在的兩個頂點的直接連接。在這種情況下，

複製路徑的權重合併，並畫成單一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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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圖 7.5-1 所描繪的案例，假若 H1起初並不顯著，且 H2於α2水準為顯著，圖 7.5-1 (c)
顯示再檢定 H1於現今累積的指標特定α前的更新圖。H2頂點於更新圖中消除，且顯示自

H1至 H3的直接路徑。圖 7.5-1 (b)與圖 7.5-1 (c)皆指出當 H1與 H2的檢定結果都為顯著時，

H3可以被檢定於完整的α (= α1 + α2 + 0)，但是除非 H1與 H2都為顯著，不會有α傳遞給

H3。 

當檢定出現顯著時，迭代更新圖示之詳細算法由最後的範例來說明。圖示的更新包括確

定新的指標特定α水準與路徑的權重，基於滿足以下的條件 (1) 所有指標特定α水準的

總和等於α；及 (2) 由一個頂點至其他頂點所有傳出箭頭之權重的總和等於 1.0。 

三個假說其假說之間的路徑具有固定的權重的案例，將被用來說明這個算法(圖 7.5-2(a))。
假若假說 H3被推翻，圖示必須被更新來移除這個假說，並保留 H1與 H2假說。其計算如

下： 

1. H1新α水準 = H1舊α水準 + w31 × (H3之α水準) = α/3 + (1) × (α/3) = 2α/3。 (權重

w31 為 H3至 H1之箭頭。) 

圖 7.5-1：後備程序應用於三個假說的圖型說明，其中前兩個為最重要，第三個

假說僅在前兩個假說都為顯著時才檢定。 
(a) 初始圖形顯示所有的假說與路徑。符號ε表示一個接近於 0 的正數，通常

表示有可能傳遞α給 H3，但僅在沒有必要自 H2 傳遞α至 H1 時(參見文字

說明)。 
(b) 更新圖形顯示只有 H1被檢定且顯示統計顯著的情況。 
(c) 更新圖形顯示於初始分配的指標特定α，H2為第一個具統計顯著的假說

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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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2新α水準 = H2舊α水準 + w32 × (H3之α水準) = α/3 + (0) × (α/3) = α/3。(注意從

H3至 H2沒有顯示箭頭，因為它的權重 w32 = 0。)  

3. 從 H1至 H2箭頭新的權重 w12 = (舊的 w12 + A)/(1 – B)，其中 A = H1至 H2經過 H3附

加的權重 = w13 × w32 = (1/3) × (0) = 0 ，且 B = 自 H1至 H3並返回至 H1箭頭的調

整 = w13 × w31 = 1/3 × 1 = 1/3。因此， 新的 w12 = (2/3 + 0)/(1－1/3) = 1。 

4. 同樣地，從 H2至 H1箭頭新的權重 w21 = (舊的 w21 + w23 × w31 )/(1 - w23 × w32 ) = 
(1/2 + 1/2 × 1)/(1 – 1/2 × 0) = 1。 

這樣就得到圖 7.5-2 的更新圖。若 H2被推翻，針對 H1與 H3的圖示，以及推翻 H1，針對

H2與 H3的圖示，亦可做類似的計算。 

 
 

圖 7.5-2：初始圖 (a)為三個假說其連接的路徑有固定的權重；及更新圖(b)當 H1與 H2

皆還未被推翻惟 H3被推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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