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群健所）於2008年9月成立，主要任務為：1.確認重要群
體健康問題並進行高品質研究；2.發展創新有效之研究方法並協助研擬前瞻務實之衛生政策；
3.促進所內及國內外學術研究單位之整合性研究。

群健所研究主題囊括：兒童醫學及健康研究、國民健康監測管理、重要疾病之分子基因及

環境科學方法學、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臨床試驗與介入研究、醫療管理與社會經濟效益、老

年醫學與照護、健康教育推廣與轉譯、健康政策研擬與評估。群健所針對重要且迫切之議題，

例如慢性腎臟病、藥物成癮、醫事人力發展推估、癌症研究、塑化劑事件、兒童健康、健康老

化、原住民健康、社會福利等，組成跨領域、跨科際、跨部會之團隊，以實證研究政策轉譯方

法之研發為基礎，將各項研究成果轉化為政策建言，提供予政府單位作為政策制定之參考，以

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

研究架構

任務

23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代表成果

以蘊含哲學觀的大數據分析協助提升醫療體系運作公平與效率─呼吸器使
用之範例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196(6):792–795, 2017
PLoS ONE 10(4):e0122675, 2015
Critical Care 17(4):R144, 2013

本院長期與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

健保署）共同努力開發呼吸器使用決策輔助

資訊系統，並廣邀傑出之重症醫師、安寧緩

和療護醫師、呼吸治療師共同參與研議與研

發工作，幫助社會大眾瞭解「在各種重症情

況下，若繼續使用呼吸器，還有多少機會可

以在未來恢復正常生活」以促進社會理性面

對末期醫療照護使用的抉擇。研究團隊開發

之資訊網（http://mvp.nhri.org.tw/）的可信
度與可用性廣為相關領域醫師接受，已成為

台灣醫界促進醫病溝通的主要工具之一。這

些涵蓋在資訊網內的資訊庫呈現了相關臨床

決策與社會保險政策所需的多面向資訊，並

納入逐日變化考量，取動態觀點，嚴謹控制

臨床流行病學裡競爭風險與不死時間偏差的

估計誤差，也考慮行為經濟學重視之人類決

策裡的資訊缺乏以及思維短視問題，具有豐

富參考價值。此資訊庫之建構不僅可以促進

台灣之醫病溝通效率、協助改善台灣醫病關

係，研究團隊也陸續將資訊庫建構之經驗發

表在國際一流期刊，提供國際醫界參考。

另外，此資訊庫對於扭轉台灣健保資源

之利用模式的效果也是無庸置疑的。健保署

發布之歷年長期使用呼吸器新患者人數資料

顯示，自本院與健保署在2012年開始共同努
力開發呼吸器使用決策資訊系統以來，長期

使用呼吸器新患者人數已經持續五年下降，

而且每當本院宣布資訊系統開發有新的進

展，長期使用呼吸器新患者人數就會繼而出

現一波明顯的下降，顯示此資訊庫對於相關

醫病溝通確實有明顯輔助效果。若以2012年
長期使用呼吸器新患者人數為基準，則2013
至2017年間平均每年減少之長期使用呼吸器
新患者人數為2,652人；以每位長期使用呼吸
器新患者之個人未來健保費用期望值50萬元
來計算，這五年間每年可轉移到更好之應用

模式的健保經費為13.26億元。本院很欣慰能
在對於導正健保資源之應用，以及改善台灣

末期患者之照護模式這些領域能有所貢獻。

	▲圖1：長期洗腎患者使用侵入性呼吸器一星期之預後 	▲圖 2：2005至 2017年長期使用呼吸器新患者人數

Number of patients

22~6364
長期洗腎患者－插管第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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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醫學研究
Sleep 41(3), 2018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8
Aggressive Behavior 44(1):69–82, 2018

台灣中老年健康因子及健康老化長期研究（HALST）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2018 (in press); 72(7):937–944, 2017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17(12):2396–2402, 20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46(4):1106–1106j, 2017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104(5):1334–1344, 2016

兒少時期的不健康行為對成年後的健康

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瞭解早期不健康行為的

發展可預防日後疾病的發生，亦可改善生活

品質。

研究團隊以「兒童與青少年行為之長期

發展研究計畫」的資料，分析睡眠與青少年

的一些問題；睡眠型態有性別差異，如女生

週間在床上的時間（time in bed, TIB）較男生
短，但到了週末女生的TIB就長過男生。進
一步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的睡眠型態以及時

間的發展與吸菸的發展有關，例如：短時間

內增加睡眠時數的青少年比其他睡眠發展狀

況的同儕有高的吸菸風險，而影響睡眠的因

子中，較高的憂鬱症狀會增加日後的睡眠問

題。此外，青少年長期遭受霸凌比較會從睡

得好變成睡不好，研究也看到睡眠在霸凌受

害與反社會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在身體質

量指數與憂鬱之間，睡眠也有中介效應。

為促進兒童健康，群健所與臺大兒童

醫院合作共同成立兒童醫學及健康研究中心

（簡稱兒研中心），致力研討許多兒童健康

議題，以提供國家未來制訂兒童相關政策時

的遠景與實務建議。兒研中心首先協助衛福

部草擬《2030兒童醫療與健康政策白皮書》
共13個重要兒童醫療與健康行為章節。為草
擬白皮書內容，兒研中心協助成立了28個團
隊，包含了學者、臨床實務工作者與政府官

員，並已於2018年完成白皮書草案且提交衛
福部。其將是台灣首部兒童醫療照護與健康

相關的白皮書，在台灣醫療健康照護歷史上

必將成為重要的里程碑。

此外，兒研中心與衛福部醫事司合作，

協助優化兒童醫療照護網絡，在分析52個次
級醫療區的台灣兒科醫師的人力分布後，發

現主要問題為人力分布不均。此外，兒研中

心也協助改善兒童重難症與高危險妊娠產婦

等之醫療照護品質，針對兒童醫療照護網絡

的規劃進行討論。兒研中心同時進行相關資

料分析，以瞭解偏遠地區兒童醫療利用率以

及醫療人員的人力分布，提供未來改善偏遠

地區兒童健康策略擬定的重要依據，消弭偏

遠地區健康不平等的問題。

兒少研究團隊所完成的這些重要任務與

成果，將協助政府單位擬定更完善的政策與

方案，促進台灣兒童與青少年的生長環境。

群健所研究團隊自 2 0 0 9年開始進行
「台灣中老年健康因子及健康老化長期研究

（HALST）」之世代研究，收集長期有關我
國健康老化的本土性研究資料，深入探討影

響中老年人身體功能、衰弱症及其變化之因

子；健康的生活型態對中老年人心血管、代

謝疾病與癌症的影響；個人與環境層次危險

因子之交互作用；中老年人精神疾患之相關

因子，以及影響成功老化之生物、遺傳標記

與環境因子等。至2013年底，研究團隊已經
從包括北、中、南、東7家醫院（城市化及
鄉村化約各一半）附近社區之中老年人收錄

5,664位年紀在5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從2014
年起更開始進行HALST第二期訪視與生物樣
本之收集，預期至2020年會完成第二期樣本
之訪查。研究團隊將這些資料串聯死亡檔、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17:48–54, 2017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73:126–133, 20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41(10):1510–15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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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HALST 計畫參與醫院之分布

重大疾病預防與藥物流行病學
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140:279–287, 2018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 118:72–81, 2018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doi:10.1210/jc.2018–00040, 2018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18:277.e7, 2017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71:1049, 2016
Stroke 47:2262–2268, 2016
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23:116, 2016
PLoS ONE 10:e0129922, 2015

心血管代謝疾病為國人主要死因之一，

也是群健所在流行病學研究的主要課題。近

年來，群健所著重於肥胖型肌少症、慢性炎

症、中風因子預測、藥物流行病學等研究主

題，並對心血管代謝疾病相關的上市藥物進

行一系列監測研究，以確保藥物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隨著年齡增加，老年人的肌肉會逐漸

萎縮，身體脂肪的分布會逐漸改變，內臟脂

肪堆積的情況更為嚴重。群健所研究團隊使

用台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的資料研究發

現，肥胖型肌少症的老年人有明顯較高的心

血管疾病死亡率（風險比率4.13）與總死因
（風險比率2.63）。此外，團隊研究結果也發
現慢性發炎體質的老年人，有較高失智症的

風險（風險比率1.55）。在心臟血管疾病長期
追蹤研究（CVDFACTS）中發現，頸動脈流
速搏動合併中央動脈收縮血壓，可以顯著改

善預測中風的能力；由團隊研究的實證資料

顯示，應該要重視頸動脈血流動力學指標在

急性腦血管疾病的預測能力與臨床意義。

癌症登記檔與健保資料庫，建置了一個完整

的整合性中老年族群世代資料庫，將可以提

供未來流行病學、長期照護與臨床研究之

用。研究結果顯示：

1. 糖化血色素與身體功能變化之間存在U型
的相關性。相較於糖化血色素介於5.5至
6.0%之間的老年人，糖化血色素小於5.5%
或大於（等於）7.0%的老年人有較高的身
體功能下降之風險。更值得注意的是，此

非線性的關聯性在soluble interleukin-6 recep-
tor（sIL-6r）高的老年人族群中特別顯著；

2. 低粒線體DNA複本數與高敏感度C-反應蛋
白、介白素-6、纖維蛋白原和白血球數的
升高等發炎表現有關，並加強了發炎與身

體功能低下的關聯；

3. 進行維他命D與身體活動功能之橫斷性研
究；結果顯示，22%男性與35%女性有維
他命D缺乏現象，且維他命缺乏在高教育
程度者、肥胖者、魚類及乳製品攝取量低

者中較為明顯；

4. 研究團隊發現在老年人中，流感疫苗的接
種確實會受到包含社會人口學以及其他健

康相關因素的影響。建議政府針對容易受

流行性感冒影響的族群（老年人），應該

持續努力改善其流感疫苗的接種率。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台北）

怡仁綜合醫院
（桃園）

弘大醫院
（苗栗）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

阮綜合醫院
（高雄）

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花蓮；2 個分院）

朴子醫院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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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高暴露對健康危害之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gie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20(5):869–879, 2017
PLoS ONE 12(4):e0175536, 2017; 11(3):e0151070, 2016
Environmental Research 156:158–166, 2017; 149:197–205, 2016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89–90:129–137, 2016
Scientific Reports 6:30589, 2016

因應2011年5月國內所爆發之塑化劑摻入
起雲劑事件，而DEHP等塑化劑對人體健康之
影響未知，故群健所結合國內專家組成「The 
Risk Assessment of Phthalate Incident in Taiwan
（RAPIT）」研究團隊，特別針對塑化劑事件
受害之高暴露族群進行追蹤研究，包含問卷

調查、身體健康檢查及兒童心智發展評估、

尿液塑化劑代謝物檢測等，並由專業醫師針

對檢查異常之民眾給予醫療建議，協助政府

提供此些受害民眾後續諮詢與對應措施。研

究結果顯示：

1. 將事件發生後一年DEHP暴露量AvDIENV與

事件發生前的DEHP暴露量AvDIALL比較可

發現，事件發生後一年DEHP暴露量已比事
件發生前低很多，可見食品直接摻塑的情

形已得到有效控管，但與歐美國家相比仍

然偏高；

2. DEHP暴露量越高，尿微蛋白與肌酸酐的比
例（microalbumin/creatinine ratio, ACR）及
異常ACR的頻率增加得越顯著（p < 0.001
和p = 0.021），且暴露量超過每日TDI 0.05 
mg/kg之高暴露兒童，其ACR異常的機率
為低暴露及無暴露兒童的10.395倍（p = 
0.041），顯示塑化劑暴露造成孩童早期腎
臟損傷的可能性；

3. 塑膠容器/包材的使用為MEHP、MEHHP、
MEOHP與MnBP的主要暴露來源，室內環
境則為MMP、MBzP、MiBP的主要來源，
且海鮮的攝取與MEHP顯著相關。此外，
第二次回訪時由於兒童的飲食習慣與生活

環境已改變，兒童的尿液中塑化劑代謝物

濃度降低，顯示塑化劑暴露可有效降低；

4. 塑化劑高暴露可能會影響兒童青少年的生
長發育，也與女童的性荷爾蒙濃度改變有

關，且塑化劑DEHP及DnBP暴露會影響學
齡前兒童以及學齡兒童的智力發展，但與

藥物流行病學也是預防心血管代謝疾病

的重要研究方向，研究團隊利用全民健康保

險研究資料庫的藥物研究資料，探討數種治

療糖尿病藥物包括：metformin、thiazolidine-
diones、dipeptidyl peptidase-4抑制劑、新型
口服抗凝血藥等，在相關治療上的效果與副

作用。而在非類固醇類消炎止痛藥使用研究

中，研究團隊發現，高血壓及糖尿病患者長

期使用非類固醇類消炎止痛藥與其後續發生

慢性腎臟疾病可能有關聯，此研究結果可提

供臨床醫師開立處方予高血壓患者之參考。

	▲圖 4：塑化劑事件衛教資訊手冊

27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多區域臨床試驗設計之臨床試驗統計方法學
Statistical Methods in Medical Research, 962280217751277, 2018
Statistics in Medicine 35(14):2301–2314, 2016

近年來，為了縮短新藥在全球上市的時

間，許多的藥廠與法規單位，積極推動多區

域臨床試驗的設計。多區域臨床試驗定義為

在同一個計畫下，同時於全球多個國家或多

個區域收集受試者；一旦多區域臨床試驗成

功，便可同時評估新藥在參與區域同步上市

的可能。針對多區域臨床試驗，如何決定各

區域所需之樣本數以及如何評估各區域間之

藥品效能性與安全性之一致性，是一項重要

課題；另一項重要課題是由於各區域之種族

可能有所差異，便可能導致各區域藥物的效

能性之不同。為了探究這些議題，國際醫藥

法規協合會於2017年頒布《ICH E17法規》，
清楚地闡明當計畫在執行多區域臨床試驗的

階段時，須先評估區域種族因素可能造成之

差異性。種族差異可能會導致各區域的藥物

效能性或各區域的藥物反應之族群變異不盡

相同。

當各區域之藥效變異皆不相同的情況，

如要評估藥效時，會導致無法有準確的統計

檢定方法，此為Behrens-Fisher問題。針對此
問題，已有數種方法如Howe、Cochran-Cox、
Satterthwaite等漸進方法可以解決之；然而，

設計臨床試驗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為樣本數計

算。當變異數不同且未知的狀況下，亦可透

過信賴區間檢定此多區域臨床試驗之藥物療

效，來推導其樣本數計算法則。透過模擬研

究證實，此方法得以提供充分且準確的統計

檢定力。

已於許多臨床試驗已觀察到藥物療效在

區域之間的異質性，研究團隊採用Lan & Pin-
heiro提出的離散隨機效應模型（DREM）以
解釋試驗區域間藥物療效的異質性，並應用

在多區域臨床試驗的設計與評估上。在離散

隨機效應模型下，研究團隊推導出測試藥物

療效有效性的檢定力函數，並且估算出執行

此多區域臨床試驗所需要的總樣本數；根據

日本厚生勞動省指導書中評估區域間療效一

致性（方法2）的概念，推導出使各個參與區
域的最佳化樣本數分配。研究團隊提出的統

計設計方法具下列優點：1.能確保足夠的統計
檢定力偵測出有效的新藥；2.在設計臨床試
驗時已考量到測試新藥在各區域療效的一致

性，將助於新藥在各區域的核准，提升試驗

的成功率，亦不會額外增加過多的樣本數。

年輕族群的血清甲狀腺功能生化指標無顯

著相關性。

RAPIT研究團隊也整合已發表的研究成
果，並參照國內外相關研究完成《塑化劑事

件衛教資訊》，提供塑化劑申訴族群如何減

少塑化劑接觸的自我保護資訊，包含：食品

非法添加塑化劑事件源起、事件後歷年追蹤

之兒童暴露趨勢、塑化劑的日常應用及潛在

對健康的影響、如何預防塑化劑的暴露並選

擇合適的容器或用品、查詢塑化劑的相關資

訊等面向，此衛教手冊已置於群健所成果典

藏館（http://iphs.nhri.org.tw/archives/?page_
id=860）等處，供民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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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人類基因體中的基因功能有較全

面的瞭解，研究團隊對調控DNA或其他參與
基因調控的分子進行研究，在過去幾年來已

取得一些進展。利用生物資訊學、分子演化

和系統生物學方法，研究團隊解析了轉錄調

控的原理，並探討基因調控機制與功能間的

相關性。目前，已經探測出能夠預測人類基

因功能的因子，發現了涉及人類疾病和衰老

中心過程（例如：mRNA劑量維持）中，重
要的調節調控相關機制，並開發了功能基因

體學的生物資訊工具。第一部分研究發現，

導致表達組織中表型畸變的突變傾向是高轉

錄基因、組織專一性的基因、早期胚胎階

段表達的基因或具有演化保守性的基因；因

此，轉錄豐度、組織特異性、表達的胚胎階

段和演化保守性是基因功能的預測因子。至

於第二部分，研究團隊利用ENCODE/modEN-

CODE數據集以研究幾種控制模型動物mRNA
豐度的組蛋白標記。在蠕蟲和果蠅中（但不

是在小鼠中），發現多個組蛋白修飾有助於

在基因複製事件後維持mRNA劑量。此外，
也發現參與在重複基因事件後基因劑量調整

的組蛋白標記種類，會隨著物種的變化而不

同；該研究強調了組蛋白修飾在mRNA劑量
維持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至於第三部分，

研究團隊開發了mod PhEA線上生物資訊工
具，此工具能夠針對6種主要模式生物（酵
母菌、線蟲、果蠅、斑馬魚、小鼠和人類）

中任何一種生物的突變表型進行富集分析。

modPhEA允許用戶在分析時納入不同實驗方
法所產生的表型來進行分析。這個新開發的

工具，能夠在http://evol.nhri.org.tw/phenome2/ 
網頁上免費取得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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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統計與藥物基因體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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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健所遺傳統計研究著重於開發統計方

法及軟體，偵測影響複雜型疾病的基因交互

作用，以及開發在不同的疾病模型下能模擬

基因對疾病影響的軟體。

複雜型疾病如阿茲海默症、糖尿病、高

血壓等，是由多個基因的主效應、基因間及

基因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然而，在

全基因組裡存在上億個可能的基因配對，因

而需要快速且保持高檢定率的統計方法及軟

體，才能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巨量的統計測

試與找出影響複雜型疾病的基因交互作用。

研究團隊發展了一套針對家族資料能有效率

地測試基因交互作用對疾病影響的統計軟

體，此軟體和用迴歸分析偵測基因交互作用

的方式有相近的檢定率，然而卻有高於迴歸

分析約二十倍以上的執行效率，在真實資料

應用上，此軟體能在一週內完成約二百億個

SNP配對的基因交互作用測試；因此，此軟體
在對利用全基因組研究基因交互作用上將會

非常有幫助。

於遺傳研究上，模擬在不同疾病模型下

基因對疾病的影響非常重要，因為此模擬軟

體能在設計新的流行病學實驗時，估算所需

的樣本數以及預期的檢定率，另外也能用以

評估新開發的遺傳統計方法是否有正確的型

一誤差（Type I error），以及比較各方法間的
檢定率。研究團隊開發了能模擬基因資料及

其對疾病影響的軟體SeqSIMLA，在使用者給
定的家族結構、染病狀態與疾病模型下，能

有效率地產生基因資料；因此，這套軟體有

助於流行病學實驗設計以及遺傳統計方法評

估（圖5）。

	▲圖 5：SeqSIMLA 能模擬在此大家族裡的基因資料及其對疾病的影響

	▲圖 6：針對不吸菸肺腺癌一線標靶治療的
患者，研究團隊發現一組新穎單核
苷酸多型性（SNPs）與無惡化存活
期（PFS）及基因表現量之間的強
關聯性，並結合基因表現量和臨床
表徵之間的相關性，可加強瞭解藥
物基因體的生物性質

此外，研究團隊針對使用酪胺酸激酶抑

制劑（TKI）為一線治療的患者的研究中發
現，腫瘤達到惡化時間與4q12染色體區域內
的單核苷酸多型性有關，且已達到基因組規

模的意義；也在另一個非小細胞肺癌獨立樣

本下進行了驗證。這些變異與EGFR突變狀
態、BIM gene是獨立的新穎標記，且有表現
數量性狀位點（eQTL）基因功能性。這個發
現位於染色體4q12的變異，可作為研判TKI治
療的晚期肺腺癌患者腫瘤達到惡化時間的生

物標記（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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