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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關於診斷性造影劑之臨床研發考量，國際間無論是 USFDA 或 EMA，

皆有出版相關指引，然國內目前尚無相關指導原則，因而撰寫此篇指

導原則以提供廠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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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導原則主要係參考美國所公告之診斷性造影劑臨床試驗指引，以及歐盟發布之相關指引

所編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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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 

1.1 前言 

診斷性臨床試驗主要是探討新型診斷性造影劑或新的檢查方式是否可以增加影像品質、對

臨床病情診斷提供幫助。診斷性臨床試驗所須遵守的規範，大多與治療用藥品的臨床試驗

相同，然而由於造影劑的效果取決於影像判讀結果，而影像判讀結果容易受多種因素影響

(例如：造影程序、影像評估分析方式等)，因此試驗設計上便必須考量諸多因素，以避免

診斷效能的評估受到偏差影響，此乃診斷性臨床試驗的特色。 
 
診斷性造影劑可以大致分為顯影劑 (contrast agents)以及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 (diagnostic 
radiopharmaceuticals)兩大類。我國有關診斷性造影劑開發的相關法規指引，主要是針對核

醫放射性藥品，包括民國 88 年公告的「核醫放射性藥品審查基準」、民國 108 年公告的「核

醫放射性藥品非臨床藥毒理研發策略指導原則」，以及民國 110 年公告修訂的「核醫放射性

藥品臨床試驗基準」。上述公告針對核醫放射性藥品開發，提供了非臨床藥毒理試驗及臨床

試驗評估和設計的重要原則。 
 
我國目前尚未針對診斷性臨床試驗提供詳細的試驗設計指引。美國 FDA 於 2004 年陸續發

表三份有關診斷性造影劑的臨床試驗指引，內容涵蓋了安全性評估、適應症考量以及相關

臨床試驗之設計、分析、解讀，歐盟於 2010 年亦有發表診斷性造影劑之相關指引。本指導

原則主要從診斷性臨床試驗角度，針對臨床試驗設計提出建議和考量的重點，以期能輔助

診斷性造影劑開發之臨床試驗規劃。本指導原則並未著重不同類型適應症的詳細設計考

量，亦未涵蓋診斷性造影劑之安全性評估。  
 

1.2 指導原則適用範圍 

本指導原則適用對象為使用於人體內、用以診斷或監測疾病狀態之造影劑，造影劑的檢查

方式包括 X 光平面攝影及透視攝影、電腦斷層 (computed tomography，CT)、超音波、核

磁共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核子醫學影像等。此指導原則並不適用於體外

用途或者是治療用造影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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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性造影劑可分為兩大類： 

1.2.1 顯影劑 (Contrast agents) 

顯影劑是指藉由放大體內不同區域影像訊號強度的差異，使組織、器官、生理變化或病

灶更為清楚呈現的造影劑。顯影劑種類包括：(1) 用於 X 光平面攝影與電腦斷層的碘化

物；(2) 用於核磁共振的順磁性金屬離子，如釓、鐵、錳等；(3) 用於超音波成像的微氣

泡粒子等。 
 

1.2.2 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 (Diagnostic radiopharmaceuticals) 

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係指用以診斷或監測人體疾病活性的藥品，通常包含放射性核種

部分 (radionuclide)和非放射性的載體部分 (carrier or ligand)   
 放射性核種 (radionuclide)：放射性核種為具有放射性的原子核，常用於診斷的放射

性核種如鎝-99m、氟-18 等。放射性核種會衰變而放出光子，此光子具足夠能量可

穿透人體組織並被儀器偵測，因此可以成像。通常會選擇物理半衰期相對較短的放

射性核種作為診斷用途，以避免核種在人體內持續進行衰變而造成過高的輻射暴露。 
 非放射性的載體部分 (carrier or ligand)：載體通常具有某種程度的特異性，可以與體

內細胞的特定運轉子 (transporter)、接受器 (receptor)、酵素或分子結合。載體與放

射性核種進行標幟反應 (labeling reaction)後，便可將放射性核種攜帶至人體內特定

部位，藉由放射性核種釋放出訊號，使得該特定部位得以在影像中呈現，因此達到

示蹤 (tracing)的功能。  
 
通常所謂的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是同時包含上述兩部分，但廣義而言，這兩部分若各

別已製備好，臨床上使用時直接混合進行標幟反應，則此時可將已製備好的核種及載體

一同歸類為核醫放射性藥品。 
 
隨著科技進步，許多新型造影劑可能無法歸類為上述兩種造影劑，例如光學成像造影 
(optical imaging)、磁振頻譜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等，對這些造影劑或成像方

式而言，此份指導原則提出的建議與考量應可同樣適用於其臨床試驗設計。 
 

2 診斷性臨床試驗一般性考量 

2.1  第一期臨床試驗 

第一期臨床試驗的目標是評估不同劑量的造影劑對於藥物動力學與人體安全性之影響，若

為核醫放射性藥品，劑量評估除質量劑量  (mass dose)外另應包含放射性活度劑量 
(radioactivity dose)。放射性活度是指一定量的放射性核種於每單位時間進行自發性衰變的

個數，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在投予時通常是以放射性活度劑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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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臨床試驗應仔細觀察造影劑在器官組織的分布和其隨著時間的變化，作為之後訂定

造影程序的參考，並同時初步估算此造影劑在人體造成的輻射劑量 (radiation dosimetry)。 
 
對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而言，除了應評估藥品整體的藥物動力學和藥理反應以外，亦應

評估載體部分的藥物動力學和藥理反應。若已知該載體被標幟的比例低，代表藥品內非放

射性成分比例相對較高，此時更應特別注意載體的藥物動力學和藥理反應評估。理論上，

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的載體，其質量劑量應遠低於在人體內可能產生藥理作用的劑量。 
 

2.2  第二期臨床試驗 

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目標包括決定合適的劑量以及給予的方式 (例如：bolus or infusion)等。

此階段應持續探討質量劑量 (mass dose)、放射性活度、比活性 (specific activity，每單位質

量的放射性活度)的改變對於影像品質、診斷效能以及安全性的影響，以探索出最合適的作

法。此外，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目標還包括持續改進造影程序，包括造影時間點、擷取影像

的時間和儀器的設定等，並逐步確立影像分析的方式和診斷標準。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果應

該能夠初步呈現此造影劑的診斷效能，並累積一定程度的安全性資料。 
 
第二期臨床試驗所使用的配方 (formulation)應盡可能與未來上市預計使用的配方相同，若

上市預計使用不同的配方，則不同配方之間應有適當的連結，以支持原始配方所得的資料

可適用於新配方。 
 

2.3  第三期臨床試驗 

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目標是確認造影程序和影像分析方法的適用性、驗證造影劑對目標族群

的診斷效能、並持續評估安全性。 
 
第三期臨床試驗對於受試者族群、劑量、造影程序、影像分析和判讀方法、診斷效能指標

等都應確立。在進行第三期試驗的臨床試驗申請(IND)時，除了臨床試驗所須檢附的一般性

資料(如試驗計畫書和主持人手冊)以外，還應該檢附有關造影程序、影像分析方法、判讀

方法等完整說明，並提供影像評估個案報告表。另外，計畫書應說明病人的處置是否將根

據影像分析結果而有所改變。 
 
若預計執行多個第三期臨床試驗，則每個試驗應盡可能各自獨立，在不同的試驗機構以不

同的試驗主持人和盲性判讀者評估，以確保診斷效能數據之可外推性。 
 
而如同第二期臨床試驗，第三期臨床試驗應使用上市預計採用的配方，若上市預計使用不

同的配方，則不同配方之間應有適當的連結，以支持原始配方所得的資料可適用於新配方。 
 

3 其他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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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試驗族群 

臨床試驗在早期階段，對於收納族群的限制可以較為寬鬆，不必限定在某特定疾病，例如：

可收納所有晚期腫瘤病人，而不限定於特定腫瘤型態；但到第二期臨床試驗時，便應縮小

範圍至有特定疾病(或特定腫瘤型態)的病人和健康受試者兩種，以初步呈現出造影劑的診

斷效能；但應注意若使用的造影劑有免疫原性或其他毒性，便不適合收納健康受試者。第

三期臨床試驗時，應明確規範收納族群與臨床使用時機，例如：用於診斷、分期、評估預

後、偵測復發、監測治療反應、用以提供額外資訊或是取代既有檢查等，作為擬宣稱適應

症的依據。  
 
在第三期臨床試驗收納病人時，所有可能影響影像診斷的疾病情況都應該被納入試驗中，

以評估造影劑在各種情況下的表現，例如：評估一個診斷肺腫瘤的造影劑，試驗族群應該

包含不同的肺部情況，包括肺癌和肺發炎病灶的病人，呈現該造影劑在不同肺部情況下的

表現。另外，試驗的納入條件盡量不要包括對照組造影劑的結果，因為若以對照組造影劑

結果來選擇受試者，會使整體收納族群有所偏差 (selection bias)，可能會大多呈現一致且預

期的結果，如此一來便無法涵蓋各種可能影響影像診斷的情況。 
 
決定試驗的收納族群後，實際篩選病人時採取連續或隨機抽樣的方式，亦可能導致選擇偏

差，因此計畫書也應明確說明實際篩選病人的方法。 
 

3.2  造影條件與影像評估 

以下段落為綜合概述，詳細情況以及評估標準會隨著造影劑和影像檢查的種類不同而有所

差異。 

3.2.1 造影條件 

試驗早期階段便應該探討改變各種造影條件，如：注射造影劑後的掃描時間點、擷取影

像訊號的時間、造影角度、儀器設定、病人擺位姿勢等，對於影像的品質與再現性 
(reproducibility)的影響。試驗早期階段便應該對上述造影條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在後

期試驗進一步確認其合適作法和限制。日後上市時，經確認的造影條件和限制都應該在

仿單上詳列清楚，以確保有良好的影像品質。 
 

3.2.2 影像評估過程 

a. 分析客觀影像特徵 
「客觀影像特徵」是指可透過儀器偵測和測量的參數，或是指肉眼可辨識且可區分程度

差別的性質，例如：訊號雜訊比 (signal-to-noise ratio)、病灶範圍、大小、數量、密度 
(density)、病灶邊緣清晰的程度 (degree of delineation)等。客觀影像特徵的呈現方式可以

是連續性參數 (例如腫瘤直徑)、等級性 (例如描述：「確定增加」、「可能增加」、「無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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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減少」等不同程度)、或二分法 (例如僅描述是否具有此特徵)。 
 
臨床試驗應完整紀錄並詳細分析施打造影劑後客觀影像特徵的改變，觀察何種參數在施

打造影劑之後產生明顯的改變。並同時探索隨著「判讀單位 (regions of interest，ROI)」
圈選範圍的不同，所得到的影像參數變化是否有所差異。應探索出合適的判讀單位範圍、

選擇理想的客觀影像參數，做為後續判讀的依據。客觀影像參數例如：病灶的明顯程度 
(conspicuity)、SUVmax等 (SUV 為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指的是該判讀單位內

攝取程度的最大值)。 
 
另外，若客觀影像特徵有預期之外或不希望產生的變化，也應一併紀錄下來，以盡可能

充分了解此造影劑的限制，例如，用於心血管造影的診斷用核醫放射性藥品，可能因為

會被肝臟吸收並經由膽道排除，而使肝臟和腸胃道區域有較強的訊號，肝臟和腸胃道的

訊號過強可能會遮蔽部分心臟的影像，此為不希望產生的影像特徵，應該在試驗早期階

段就被發現並紀錄下來。 
 
值得注意的是，臨床實務上，儀器的定量分析有時執行有困難，往往僅能依靠肉眼觀察

來做診斷，因此造影劑診斷效能的宣稱通常不能僅倚賴儀器定量分析的結果，應該用肉

眼觀察便能呈現出差異，才有足夠的臨床實用性。因此造影劑的臨床試驗中，通常肉眼

定性分析的結果與儀器定量分析的結果應同時具備。某些特殊情況，例如：短半衰期的

放射性核種，其檢查目的是以取得儀器測量的數據為主而非肉眼觀察結果，此時以儀器

定量分析的結果為主便屬合理。 
 
b. 影像判讀 
「影像判讀」是指根據客觀影像特徵給予診斷。一個合理的診斷是以客觀影像特徵為基

礎而來。以核醫心肌灌流掃描為例，在診斷心臟組織是梗塞 (infarcted)、缺血 (ischemia)
或正常時，是依據造影劑在心臟分布的範圍、被攝取的程度、運動或藥物壓力測試之下

的改變等特徵做出的診斷。 
 
上述影像分析和判讀方式，在經過早期臨床試驗的探索並確立之後，應該在後期臨床試

驗進一步確認其適用性和可行性。上市時，經確認的影像分析方法和判讀標準同樣應該

在仿單上清楚列出。 
 

3.2.3 試驗指標分析項目  

臨床試驗的指標依造影劑特性所設定的使用目的而訂： 
 若造影劑會被特定組織攝取，則可以幫助定位該特定組織，或是顯示出組織的構造

以判斷是否有構造上的異常。例如：一個可以被胃黏膜黏液分泌細胞 
(mucin-secreting cells)攝取的造影劑，可用來偵測異位性 (ectopic)胃黏膜組織，以診

斷 Meckel’s diverticulum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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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造影劑的標的為體內特定生化反應的其中一分子，則可以診斷身體生化反應功能

是否有異常。 
 若造影劑的標的為病灶表面特有的分子，則可以偵測疾病。例如：可以與 somatostatin 

receptor 結合的造影劑，便可以用來偵測病灶表面有高度表現 somatostatin receptor
的神經內分泌腫瘤。 

 若造影劑的標的為病灶表面或病灶內的分子，也可以根據攝取的強度提供危險分級 
(risk stratification)或預後的資訊，有助於決定病人在後續診斷或治療上的處置。 

  
無論造影劑使用目的為何，納入試驗指標分析的影像結果，應該要能直接反映出臨床實

質意義，所謂的實質意義意指：可以促進診斷的準確性、促進臨床病情的進步、或是能

夠準確地預測預後。 
 
舉例來說，若影像診斷結果為判定病灶屬良性或惡性，此為具直接的臨床意義，便可將

此類影像診斷結果納入主要指標分析。若一項客觀影像特徵的臨床實質意義很明顯，如：

造影劑偵測出異位性胃黏膜組織或腫瘤病灶，便可以將之納入主要指標分析。若一項客

觀影像特徵未經進一步的詮釋和判讀前，本身不具有明確的臨床意義，例如：若某造影

劑可以改變腫塊的明顯程度 (conspicuity)，或某造影劑可以被腫塊攝取 (uptake)，但是尚

須進一步判讀才能作出諸如良性或惡性、急性或慢性等診斷，此類客觀影像特徵通常不

宜直接納入主要指標分析。但某些情況下，疾病的診斷以臨床表現為主，無法僅依據影

像結果作出診斷，例如阿茲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其診斷以臨床表現為主，而

評估腦中澱粉樣蛋白 (amyloid)沉積密度的造影劑，僅能作為輔助診斷的工具之一，因此

將「造影劑攝取程度 (即澱粉樣蛋白密度)」納入主要指標分析亦有合理性。 
 
主觀認定不宜納入主要指標分析，例如：認定一個造影劑是否會「改變診斷的信心度 
(diagnostic confidence)」，或是是否可以「提供更多診斷上的資訊」，這樣的認定十分主觀，

難以驗證和重現，因此不宜將主觀認定納入主要指標分析。 
 

3.2.4 個案報告表 

個案報告表應完整規劃擬收集的項目，以利後續作充分的評估。個案報告表除了常規收

集的項目(如收納/排除條件、與效果相關的數據、安全性數據)以外，應該包括下列有關

藥品和儀器的紀錄： 
 若是診斷用核醫放射性藥品，應紀錄藥品本身的特性以及製備過程，如載體與放射

性核種標幟成功的比例、未標幟的比例、比活性 (specific activity)。 
 影像檢查儀器的設定和相關品質管制測試結果，如背景值測試 (background flood)、

脈高分析儀 (pulse height analyzer)的測試結果等。 
 影像擷取 (acquisition)方式的設定和影像後處理的方式。 
 
上述項目對於影像品質十分重要，應詳細紀錄並進行分析，分析後的重要結果應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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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仿單上說明，以確保影像品質。 
 

3.2.5 影像評估個案報告表 

診斷性臨床試驗應有專門紀錄影像結果的個案報告表，紀錄項目應包括納入試驗指標分

析的影像結果，以及其他重要客觀影像特徵和判讀者的診斷等。若影像診斷是綜合多個

項目評分的結果，則每個項目的評分都應該被紀錄下來，不應該只保留最終診斷的結果。 
 
客觀影像特徵和診斷結果應有各自獨立的欄位，且各欄位紀錄的內容應有明確的定義，

例如：positive results、negative results、indeterminate、intermediate、technically inadequate
等。個案報告表的呈現應妥善設計，避免對判讀結果產生偏差的影響。計算造影劑的診

斷效能數據應該完全依據影像評估個案報告表所紀錄的內容。 
 

3.2.6 盲性影像評估 

第三期臨床試驗應該以盲性影像評估作為主要的影像評估方式。盲性評估可以區分為完

全盲性或是僅對於真實標準 (truth standard)為盲性(如表一)，亦可在同一試驗採用兩種盲

性方式評估(即「逐次解盲」，詳見以下段落說明)。無論採取何種盲性方式，試驗過程都

應該有標準化的作法以維持盲性程度的一致性。 
 

   表一、造影劑臨床試驗中各種盲性程度可得知的資訊 

 

真實標準結果 
(如：病理診斷結果、

臨床病情追蹤結果) 

病情相關資訊 
(如：受試者病史、理

學檢查、實驗室檢驗、

其他影像檢查結果) 

試驗設計細節 
(如：收納排除條件) 

影像檢查方式 
(如：使用何種造影

劑、劑量、給藥方式、

病人擺位方向) 
完全盲性 x x x x 

僅對真實標準為盲性 x o o x 
非盲性 o o o o 

x: 不可得知；o: 可得知 

 
a. 完全盲性 
完全盲性係指判讀者不能得知以下任何資訊： 
 真實標準之評估結果，如：病理診斷結果，或臨床病情追蹤結果。 
 病情相關的資訊，如：受試者病史、理學檢查、實驗室檢驗、其他影像檢查結果等。 
 
此外，若採完全盲性，有關試驗設計的細節 (包括收納排除條件)、影像檢查執行的方式

亦應該盡可能不使判讀者得知。影像檢查方式包括使用何種造影劑、劑量、給藥方式，

以及掃描時病人的擺位方向等，都不應該提供給判讀者，除非影像判讀方式會因應影像

檢查方式不同而有所改變，才可合理告知判讀者檢查方式，除此之外，應盡量使判讀者

在無相關資訊輔助的情況下進行判讀，才能盡可能排除偏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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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情況下，根據影像本身即可得知是否有注射顯影劑或是注射何種造影劑，但建議仍

由判讀者自行判定，不應告知判讀者這些資訊。 
 
b. 僅對真實標準為盲性 
判讀者同樣不能得知任何有關真實標準的結果，如最終病理診斷結果，或病情追蹤結果，

但可以得知某些病情相關的資訊和部分試驗設計的細節，惟影像檢查執行方式，包括使

用何種造影劑、劑量、給藥方式等，仍應該盡可能不讓判讀者得知。 
 
無論是完全盲性或是僅對真實標準為盲性，執行試驗時均應注意下列事項： 
 試驗計畫書應完整明確地列出判讀者維持盲性的項目和可以得知的資訊。 
 影像評估個案報告表所紀錄的內容要有明確的定義，如 positive、negative、

indeterminate、technically inadequate 等詞，以確保評估標準之一致性。在第三期試

驗之前，可以使用前期試驗的影像樣本來訓練參與盲性判讀的人員，使其對評估紀

錄的方式有確實的了解。 
 影像上應去除所有可供辨識病人身分的細節。 
 應盡量打散取得影像的順序，再以隨機的方式將影像呈現給判讀者。 
 
c. 逐次解盲 (Sequential unblinding) 
所謂「逐次解盲」係指判讀者最初評估時為完全盲性，之後重複評估影像，在每次影像

評估時逐步得知更多臨床資訊。此方式為模擬臨床上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如：無任何

臨床資料、僅有有限的臨床資料、或有完整臨床資料時進行影像判讀。逐次解盲的重複

評估方式可以得到判讀者在不同情境下的診斷結果，這些結果有助於決定該造影劑在整

個診斷流程的使用時機。 
 
基本的逐次解盲包含兩種情境：完全盲性的影像評估和僅對結果為盲性的評估，但還可

以進一步變化擴充其情境，例如提供更多臨床資訊，或是變換影像評估方式等等，以觀

察各種情境下的診斷效能。 
 
逐次解盲最重要的，是每次判讀結果均應被詳細紀錄，且不可因為後續診斷的改變而更

動紀錄。另外，計畫書應載明每一評估階段要驗證的假設，以及整體試驗的主要診斷效

能指標是以哪一階段的評估結果為準。 
 
d. 非盲性影像評估 
非盲性影像評估代表判讀者已得知真實標準的結果，也可得知其他臨床病情資訊、試驗

設計細節、以及影像檢查執行的方式等，對判讀者已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影響，因此非盲

性影像評估不可作為建立造影劑診斷效能的主要依據。 
 

3.2.7 獨立影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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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影像評估」是指判讀者不能得知其他人 (包括所有盲性判讀者和試驗機構主持人)
的判讀結果，亦不可間接被其他人的判讀結果影響。第三期臨床試驗應該設置多名獨立

盲性的判讀者，以評估判讀結果之再現性。 
 
a. 共識性判讀的獨立性考量 
共識性判讀係指在同一時間聚集多位判讀者共同評估影像，達成共識，得到單一評估結

果。在共識性判讀之前，判讀者亦可各自進行獨立影像評估，因此獨立影像判讀與共識

性判讀兩種方式可在同一個試驗中執行，但執行共識性判讀時判讀者已非各自獨立，因

此不宜僅依據共識性判讀的結果來宣稱造影劑的診斷效能。 
 
b. 同一判讀者重複進行影像評估的獨立性考量 
若試驗設計令判讀者需要重複評估影像，例如：逐次解盲，或為了分析同一判讀者本身

的變異性 (intrareader variability)，則重複評估時應該盡量降低前次評估對本次的影響，使

不同次評估之間仍保持獨立不受干擾。可能的作法包括：不同次評估之間間隔足夠時間

以盡量降低前次評估的記憶，以及影像評估個案報告表應該使判讀者無法觀察到前次評

估的紀錄。 
 

3.2.8 外部 (Offsite)與內部 (Onsite)影像評估 

「外部影像評估」係指執行影像評估的機構本身並未參與該臨床試驗，且判讀者也未與

試驗相關人員(包括主持人和病人)接觸，外部影像評估較能維持判讀者的獨立性和盲

性，因此第三期試驗應盡可能具外部影像評估的結果。通常外部評估機構僅有一個或少

數，比較能確保其獨立性。 
 
「內部影像評估」係指判讀者本身參與臨床試驗計畫或病人的照護，或是執行影像評估

的機構有參與臨床試驗的進行。因判讀者容易獲知有關病人的額外資訊而造成診斷的偏

差，因此「內部影像評估」原則上不宜作為建立造影劑診斷效能的主要依據。但倘若計

畫書能具體闡明判讀者保持盲性的執行方法，確保試驗執行時判讀者對真實標準 (truth 
standard)為盲性，並詳列各個判讀者可能得知的資訊，且確認這些資訊對於判讀不致於產

生偏差的影響，在此情況下，亦可考慮以內部影像評估做為診斷效能的主要依據。 
 

3.2.9 判讀者之間 (Interreader)與判讀者自身 (Intrareader)之變異性 

臨床試驗應至少有兩名 (最好有三名以上)盲性獨立的判讀者，探討判讀者之間的差異性 
(variability)或一致性 (agreement)，以評估診斷結果的再現性 (reproducibility)。診斷結果

具有良好的再現性時，才能在上市後廣泛使用時達到預期的診斷效能。 
 
一致性的分析應由量化的型式來呈現 (如 kappa statistics)，且除了探討判讀者之間的一致

性，也應探討判讀者本身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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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判讀者之間或本身的一致性時，原則上不應挑選影像，應依據所有影像的診斷結果

來評估一致性，但倘若試驗影像的數目過於龐大，判讀者無法檢視所有影像，則可適當

地挑選其中一部份影像令每位判讀者檢視，以部份的影像來評估一致性，惟計畫書應清

楚說明挑選影像的方法，避免因挑選而產生偏差。 
 

3.2.10 符合試驗規定 (Protocol)與非試驗規定 (Nonprotocol)的影像 

a. 符合試驗規定的影像 
「符合試驗規定的影像」係指按照試驗計畫規定的條件和時間點而執行的影像，這些影

像是建立診斷效能的依據，因此原則上所有符合試驗規定的影像都應該被判讀者檢視且

納入分析，即遵循 intention-to-diagnose 的原則。Intention-to-treat 原則常用於治療性藥品

的臨床試驗，意指所有納入試驗的受試者都應該被評估藥品治療的療效，此概念也適用

於診斷性試驗。 
 
符合試驗規定所獲取的影像，可能包括難以判讀  (uninterpretable)或難以下診斷 
(indeterminate)的情況，由於這些影像均代表各種臨床實務上可能會發生的情況，因此都

應該盡量交由判讀者檢視。此外，符合試驗規定的影像即便數量龐大或是為影片的形式 
(如心臟超音波)，亦應該盡量減少由影像處理人員選取影像的過程，以免選擇過程中產

生偏差。 
 
符合試驗規定的影像可能會有缺失 (missing)的情形，如因病人退出試驗或掃描時發生技

術問題導致無影像等，計畫書應預先針對缺失數據的問題規劃合適的分析方法。 
 
b. 非試驗規定的影像 
「非試驗規定的影像」常是因應某些探索性的目的而執行，通常不會被納入第三期臨床

試驗的主要結果分析。判讀者應先將符合試驗規定的影像評估完成後，才可檢視非試驗

規定的影像，以免受到干擾。 
 

3.2.11 單組 (Separate)或合併 (Combined)多組之影像評估 

臨床試驗中，一位病人可能僅接受一次影像檢查而有一組影像，亦可能接受多次影像檢

查而有多組影像，多次影像的情況例如：不同造影條件、時間點所得的影像、分別以新

造影劑和對照造影劑所得的影像、或施打顯影劑之前與之後的影像等。影像評估方式可

區分為一次評估單組影像或多組影像合併評估。 
 
a. 單組影像評估 
單組影像評估亦可稱為非配對式 (unpaired)的評估。判讀者一次僅可檢視一組影像，不

參考該病人的其他組影像，每組影像的評估都獨立於其他組影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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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組影像評估時，可將每位病人的各個影像組 (set)與其他病人的各個影像組混和，

再以隨機的順序供判讀者檢視，以避免同一位病人的各組影像在相近的時間內被檢視。

亦可將不同造影條件 (或不同時間點)的影像組直接分在不同次進行評估，以確保同一位

病人各組影像被檢視時已間隔了足夠的時間。 
 
若試驗目的是探討新造影劑之診斷效能是否優於已核准造影劑，擬以新造影劑取代舊造

影劑時，由於兩者在臨床上預期不會同時使用、合併評估，因此試驗便應該針對新造影

劑與舊造影劑分別執行單組影像評估，才能確實客觀地比較新造影劑與已核准之造影

劑。若將新舊造影劑兩組影像合併評估時，可能會發生各種偏差，包括：判讀者可能在

參考舊造影劑的影像後，才發現新造影劑影像的病灶、或是判讀者傾向在新造影劑影像

中找出較多的病灶等等。 
 
b. 多組影像合併評估 
多組影像合併評估亦可稱為配對式 (paired)的影像評估，判讀者在同一次檢視該位病人

的多組影像而做出診斷。多組影像合併評估較接近臨床實際情況。  
 
若試驗目的是探討施打顯影劑是否比不施打顯影劑提供更多的資訊，由於臨床實際情況

通常是顯影與未顯影兩種影像合併評估，因此採取多組影像合併評估為符合臨床情況，   
但仍建議至少針對未施打顯影劑的影像進行額外的單組獨立評估，之後再將單組評估與

合併評估的結果進行成對比較，才能較為客觀地呈現施打顯影劑後所得到的額外資訊。  
   
一個臨床試驗可以同時包含單組獨立和多組合併這兩種方式，但計畫書應說明何種評估

方式為診斷效能的主要依據。且應有適當規劃以降低前次判讀記憶，確保兩者獨立進行。

可能的作法包括：兩種評估方式之間應有足夠的時間間隔、影像評估個案報告表上，針

對兩種評估方式所列的項目或問題應該要相同，且應該使判讀者無法觀察到前次評估的

紀錄等。 
 

3.3  真實標準 (Truth standards)或黃金標準 (Gold standards) 

真實標準代表的是病人真正的疾病狀態或檢驗的真實數值。第三期臨床試驗必須依據真實

標準來驗證影像診斷結果的正確性，並得出敏感度 (sensitivity)、特異度 (specificity)等數

值，以完整呈現造影劑的診斷效能表現。 
 
選擇真實標準有以下不同層次的考量： 
 真實標準實際上也是某種檢驗方法或某種現象的觀察，惟該方法已被公認為最接近真

實狀態，例如病理診斷結果、臨床病情追蹤結果。由於真實標準的可靠性是建立造影

劑診斷效能的基礎，因此第三期臨床試驗應採用公認可接受的真實標準。 
 某些特殊情況無法使用公認的真實標準時，僅能以其他方法替代時，計畫書應說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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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標準不可行的合理原因，並充分分析替代性真實標準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以及說明

試驗如何設法排除因替代性標準本身有誤而錯估造影劑診斷效能的可能性，例如：合

併多項檢查結果 (如臨床徵兆、抽血、常規影像檢查)並搭配臨床病情追蹤等，以盡可

能達到替代性真實標準的正確性。 
 在選擇真實標準或考慮使用替代性真實標準時，應注意與擬研究之造影劑有關的任何

影像檢查，都不能作為真實標準的項目之一。真實標準的項目應該獨立於該造影劑檢

查之外，若納入相關聯的項目，可能會導致評估偏差。舉例來說，若試驗欲探討在電

腦斷層掃描使用顯影劑是否對於偵測腹部腫瘤有幫助，則真實標準項目可以包括核磁

共振或超音波，但不應該包含未施打顯影劑的電腦斷層影像。 
 
真實標準設立後，應遵循以下原則： 
 以真實標準評估疾病狀態時，不應該得知影像判讀結果。 
 原則上，所有納入試驗的受試者都應該接受真實標準評估，不應僅篩選部分受試者接

受評估，例如，僅選擇影像結果為陽性的病人接受真實標準評估，而不評估陰性的病

人，這樣篩選的作法，會導致試驗未完整釐清受試者的真實疾病狀態，很可能會誤判

造影劑的診斷效能。 
 原則上，所有納入試驗的受試者都應該接受相同的真實標準評估，但某些情況下，若

考量部分受試者並不適合接受原訂的真實標準 (如開刀或穿刺檢查)，則試驗應預先針

對此群受試者規劃其他替代性的標準 (如臨床病情追蹤結果、抽血合併常規影像檢查

等)，以盡可能釐清受試者的疾病狀態。 
 

3.4  對照組 

臨床試驗中選擇對照組的一般性原則可參考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準則 E10 Choice of 
Control Group and Related Issues in Clinical Trials (ICH E10)。 

3.4.1  對照組之選擇 

若該適應症已有核准的造影劑，且待測造影劑擬替代已核准之造影劑時，則試驗應該盡

量採活性對照，將已核准造影劑作為比較對象，在同一個試驗內比較兩者的診斷效能。

若該適應症目前並無已核准的造影劑，則試驗是否設置安慰劑組則視情況而定。就安全

性考量而言，與安慰劑比較有助於評估新造影劑的耐受性。但就診斷效能評估而言，由

於大部分影像在施打造影劑之後的變化十分明顯，且未施打造影劑的影像通常不會具有

安慰劑效應 (placebo effect)，因此不一定需要安慰劑做為比較對象。某些檢查如超音波，

未運送造影劑的空食鹽水氣泡亦有增強影像對比的可能，因此超音波診斷性試驗可視情

況納入食鹽水氣泡組作為比較的基準。 
 

3.4.2  與對照組的比較方式 

若一個試驗有試驗組及對照組兩種檢查，原則上兩種檢查都應該在同一名病人身上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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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且應注意兩種檢查之間不可間隔太久而導致兩檢查之間病情產生變化。若兩種檢查

並未在同一名病人身上執行，則不同病人之間的變異性可能影響影像結果，可能無法確

實呈現出造影劑本身的差異。 
 
某些情況下，若考量一位病人不適合接受兩次以上的檢查，則可以考慮使兩群受試者各

自接受不同的檢查，惟計畫書應說明不適合接受兩次以上檢查的原因，且試驗設計上應

確保兩族群有相近的基本病情特徵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一致的影像評估原則、盲性

程度和真實標準評估情況。  
 
新舊造影劑的影像診斷結果都應分別與真實標準比較，與真實標準比較後的診斷效能數

值，包括敏感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概似比 (likelihood ratio)、相關測

量值、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線等，都應仔細評估，並探討新造影劑相

對於舊造影劑的優勢或不足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兩造影劑對試驗族群可能有相近的敏

感度與特異度，但不一定代表兩者之間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樣的，兩種造影劑可能有高

度的一致性，但不一定代表兩者皆有理想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另外，兩造影劑在 ROC 曲

線下的面積 (area under curve)可能相近，但曲線面積的分布可能有明顯差異，因此隨著

閾值 (cut-off value)的不同，兩者的診斷效能便可能有明顯不同。 
 

3.4.3 與對照組比較的統計方法 

統計分析方面，兩者之間可以是較優性 (superiority)、不劣性 (non-inferiority)、一致性 
(agreement)的比較。有關不劣性 (non-inferiority)和一致性 (agreement)比較的說明詳見以

下段落。 
 
a. 不劣性試驗 (Non-inferiority studies) 
比起較優性試驗，不劣性試驗有較複雜的考量以及必須克服的問題： 
 Non-inferiority margin：不劣性試驗會根據對照組過去的表現訂出 non-inferiority 

margin，藉由觀察新造影劑與對照組的診斷效能差異是否落在 non-inferiority margin
以內，以決定是否達到不劣性，然而，影像檢查診斷效能的數據，在文獻中往往不

一致，可能與受試者族群和造影程序不同有關，時常難以根據對照組的歷史性資料

決定適當的 non-inferiority margin。 
 檢測靈敏度 (assay sensitivity)：檢測靈敏度是指對照組在試驗當中有達到預期的表

現。不劣性試驗中的對照組應該要有理想的檢測靈敏度，才適合作為不劣性比較的

標準。然而，診斷性試驗不容易達到檢測靈敏度，可能原因除上述受試者族群不同、

造影程序不同，同時還可能包括未使用客觀影像特徵作為診斷效能指標，以及未選

用正確之真實標準等，可能的原因眾多，有時難以釐清診斷效能的表現是受到哪些

因素影響。 
  
考量上述問題，若考慮執行不劣性試驗，應審慎評估可行性並詳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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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致性試驗 (Agreement studies) 
一致性試驗的目的為比較新舊造影劑影像結果的一致性，不以真實標準來驗證影像結果

的正確性。通常是在臨床試驗無法使用真實標準或替代性真實標準時，才考慮以一致性

試驗呈現新造影劑的診斷效能。由於舊造影劑是唯一比較的基準，因此應該選擇在試驗

族群已經核准的、診斷效能已經被廣泛驗證的舊造影劑作為對照組。此外，試驗的檢測

靈敏度亦極為重要，應審慎選擇受試者族群、嚴格規範造影程序，以客觀影像特徵作為

指標，並選取合理的真實標準，才可能達到好的檢測靈敏度。 
 
新舊造影劑必須在各種疾病情況之下都進行比較，例如，若兩造影劑在影像結果大多數

為陽性時，以及影像結果大多數為陰性時均進行比較，才可完整評估兩造影劑的一致性。

此外，若試驗指標是等級性或是連續性數值的形式，而不是二分法，則兩者在整個數值

範圍內均必須呈現一致性，這樣一致性的證據才夠充分。 
  
考量一致性試驗無真實標準以驗證診斷效能，原則上一致性試驗僅可作為新造影劑診斷

效能的間接支持證據。就一個診斷效能確認性試驗而言，應優先考量納入公認的真實標

準來驗證診斷結果的正確性，若真實標準的評估難以執行，再進一步考慮調整試驗設計

或採取其他替代方法來驗證疾病狀態，在上述方法均不可行的情況下才考慮執行一致性

試驗。 
 

4 統計分析 

臨床試驗應有完整的統計分析計畫，統計分析計畫應明確指出欲驗證的假說、計算樣本數

所需的參數假設、預計採用的統計方法、其他數據分析方面的考量等。可參考「臨床試驗

統計指導原則」的說明。 

4.1 統計方法 

診斷性試驗主要是評估影像結果有多大程度可以代表真實標準，影像結果與真實標準比較

後所得的參數如敏感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概似比等，可以代表整體診

斷效能。亦可觀察臨床長期追蹤的情況來驗證影像結果。 
 
影像結果的信度 (reliability)則可反映出再現性的程度，即是否在同一名病人身上得到一樣

的影像結果、不同的判讀者對同一影像是否作出同樣的診斷，或同一名判讀者對同一影像

在不同時間是否有同樣的診斷。 
 
影像結果的數據型式可以是二分  (dichotomous)變項、等級  (ordered)變項或類別  
(categorical)變項，應依照不同數據型式而使用適當的假設與統計方法。二分法型式的數據

適合用計算比例與比率的統計方法，等級型式的數據則適合用以排序為基礎的方法。

Mantel-Haenszel 法可以有效檢驗等級性或二分法型式的數據。另應注意試驗的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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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ification)要適宜，比如以試驗中心或重要預後因子 (prognostic factor)作為分層的因

子。建議以模型的方式分析，二分法型式的數據用羅吉斯迴歸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等級型式數據用比例優勢模型 (proportional odds models)，而名義 (nominal)變項

的分析則適合用對數線性模型 (log-linear models)。 
 
試驗在比較使用造影劑前後的影像時，常是以成對方式分析兩者的差別，應注意這種試驗

設計可能無法達到盲性與隨機化，而可能使判讀結果有所偏差。另外，在有對照組的試驗，

包括劑量反應試驗，採用交叉設計 (crossover design)通常可用於提高效率。例如，將受試

者隨機分為兩組，一組先接受新造影劑，再接受舊造影劑;另一組則是先接受舊造影劑，再

接受新造影劑。採用交叉設計時，受試者接受新舊造影劑之順序應以隨機的方式進行；若

未採隨機分配的方式，則至少受試者影像應當以隨機化的順序進行評估。 
 

4.2 診斷效能表現 

評估診斷效能表現的方式有許多種，常見是將新舊造影劑的影像診斷結果分別與真實標準

比較後，再評估兩者的敏感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ROC 曲線等。診斷效

能數值的呈現，除了列出點估計值以外，亦應列出信賴區間。ROC 分析可評估造影劑在不

同閾值時的診斷效能。此外，當一個診斷有兩種結果或超過兩種結果時，可分別採用麥內

瑪檢定 (McNemar test)與斯圖爾特馬克斯韋爾檢定 (Stuart Maxwell test)比較診斷上的差

異。所有分析方法的細節都應在統計分析計畫書裡詳細說明。建議可於試驗執行前與法規

單位討論試驗設計與統計分析方法。 
 

5 參考文獻 

5.1 US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eveloping medical imaging drug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Part 1: Conducting safety assessments); June 2004. 

5.2 US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eveloping medical imaging drug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Part 2: Clinical indications); June 2004. 

5.3 US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eveloping medical imaging drug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Part 3: Desig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inical studies); June 2004. 

5.4 EMA: Guideline on clinical evaluation of diagnostic agents; February 2010. 
5.5 ICH E9: Statistical principles for clinical trials; February 1998. 
5.6 ICH E10: Choice of control group and related issues in clinical trials; July 2000. 
5.7 核醫放射性藥品審查基準，衛署藥字第 88057722 號，1999 
5.8 核醫放射性藥品臨床試驗基準，FDA 藥字第 1091413704 號，2021 
5.9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網站：核醫放射性藥品非臨床藥毒理研發策略指導原則，

2019 
 


	診斷用造影劑之臨床研發策略指導原則(公告封面)
	診斷用造影劑之臨床研發策略指導原則(無封面)
	1 介紹
	1.1 前言
	1.2 指導原則適用範圍
	1.2.1 顯影劑 (Contrast agents)
	1.2.2 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 (Diagnostic radiopharmaceuticals)


	2 診斷性臨床試驗一般性考量
	2.1  第一期臨床試驗
	2.2  第二期臨床試驗
	2.3  第三期臨床試驗

	3 其他重要考量
	3.1  試驗族群
	3.2  造影條件與影像評估
	3.2.1 造影條件
	3.2.2 影像評估過程
	3.2.3 試驗指標分析項目
	3.2.4 個案報告表
	3.2.5 影像評估個案報告表
	3.2.6 盲性影像評估
	3.2.7 獨立影像評估
	3.2.8 外部 (Offsite)與內部 (Onsite)影像評估
	3.2.9 判讀者之間 (Interreader)與判讀者自身 (Intrareader)之變異性
	3.2.10 符合試驗規定 (Protocol)與非試驗規定 (Nonprotocol)的影像
	3.2.11 單組 (Separate)或合併 (Combined)多組之影像評估

	3.3  真實標準 (Truth standards)或黃金標準 (Gold standards)
	3.4  對照組
	3.4.1  對照組之選擇
	3.4.2  與對照組的比較方式
	3.4.3 與對照組比較的統計方法


	4 統計分析
	4.1 統計方法
	4.2 診斷效能表現

	5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