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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指月」―不是你看到什麼，而是你看
出了什麼

在禪宗公案中記載禪師語錄的《指月錄》就

明示了「指」與「月」的譬喻關係。佛教語「以

手指月」典出《楞嚴經》(《大佛首楞嚴經》)卷
二，經上說：「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

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

失月輪，亦亡其指。」用白話解釋，就像有人用

手指頭指著月亮，告訴我們月亮在哪裡！照道

理，我們應該是通過他的手指頭去看到月亮。但

如果我們只注意那個手指頭，一看再看，還把手

指頭就當成月亮，問題就大了，這樣的人不但看

不到月亮，就是連手指頭也看不到了(因為誤以
為手指是月亮)。臨床上常見的名詞：敏感性、
特異性、正確率、貝氏定理等名詞，到底要告訴

我們什麼事？

英文比中文精準

翻譯的專有名詞，一直困擾著我，心中一直

有個疑問，難道英文本質上比中文精準？舊式茶

壺蓋上有五個字排成環狀----可、以、清、心、
也。這五個環狀單字，依起始的字的不同，繞一

圈，可以有五個意思，而且文意通暢。分別是：

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

可以清；也可以清心。「中華隊大敗日本隊」跟

「中華隊大勝日本隊」意思完全一樣；「屢敗屢

戰」跟「屢戰屢敗」其實指的是同一件事，但感

覺完全不同。

又如中華文化有一本易經，號稱「群經之

首」，雖然叫「易」經，但是很難讀懂。中醫四

大經典(《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
論》、《神農本草經》)中有一本難經，雖然叫
「難」經，但是相對地易讀易懂。有一個流傳甚

廣的笑話，美女興致勃勃地問醫生：「我想豐

胸，但是豐胸後會有什麼效果？」醫生淡定地

回答：「豐胸後，一般會有四種結果：1.大不一
樣；2.不大一樣；3.一樣不大；4.不一樣大！」
中文這種文字遊戲(文法結構)，絕對可以整死老
外。我自己在門診解釋單純性疱疹的時候，都必

須小心注意在什麼地方停頓換氣，否則單純性~
疱疹會變成單純~性疱疹，造成的誤會就大了。

崇洋媚外！外國月亮比較圓？從中英文語言

的角度，中文主象形，英文主拼音，兩者原本就

背道而馳，硬是要翻譯到精準根本不可能。華人

世界一般成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字彙也就2328
字，而大學生平均的識字量約為5150字(中文系
的學生則為8000-10000字)。也就是說，一般人
只要認識2000個常用漢字就可以看懂任何書面
90%以上的訊息。而在英文方面，我們要求高中
畢業最基本的英文字彙是7000字(美國高中生字
彙量约18000字)，但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普通美
國人字彙量大約有25000-30000字。同一本英文
書，假如原文本只有200頁，譯成中文就變成至
少250頁，或400-500頁都有可能。英文的確比中
文較容易表達得精準。

當年還是醫學生時，看到這三個名詞敏感

性、特異性、正確率，就傻眼了，無法望文生義，

更糟的是文章翻譯各異。敏感性(sensitivity)，
「敏感」？到底在敏感什麼？跟過敏反應有關係

重溫檢驗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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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個人覺得翻譯成靈敏度更合適些(本文仍採
通用的敏感性這個翻譯)。特異性(specificity)，
「特異」是特別奇怪的意思嗎？喔！原來是說

很特定的意思，個人覺得翻譯成特定性或專一

性更合適些(本文仍採通用的特異性這個翻譯)。
那很「特定」跟「正確」(accuracy)一樣嗎？
Accuracy有翻譯成正確率，也有翻譯成精確度
的，常常以為是兩個不同的名詞(本文採用正確
率這個翻譯)。又有假陰(偽陰)性、假陽(偽陽)
性----等。再看看各項定義，光是除來除去就可
以變出這麼多花樣(名詞)，令人眼花撩亂。當年
功課重，囫圇吞棗、死記硬背，先求考試過關再

說。當住院醫師時請教前輩醫師，只見對方比手

畫腳、口沫橫飛，可惜我天資駑鈍，還是一知半

解。升上主治醫師之後，幾次下定決心搞懂它。

當下明白了，一轉身，過了一段時間又迷糊了。

敏感性(sensitivity)加特異性(specificity)等於
正確率(accuracy)

敏感性(sensitivity, positive in disease)，也稱
為真陽性率true positive rate (TPR)，「有病的
偵測率」，所以是越高越好。特異性(specificity, 
negative in health)，也稱為真陰性率true negative 
rate (TNR)，「沒病的偵測率」，也是越高越
好(表1)。敏感性及特異性是臨床上常常看到的
兩個指標，但基本上這兩個指標是trade-off。
Trade-off，字典解釋為（公平）交易，折衷，權
衡。它的意思與中文的「取捨」很接近，取捨之

間，即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要選A就不能同時有
B，兩者之間只能選擇其一而已。

敏感度和特異度可以作為診斷工具一致

性(concordance)的指標，數值愈高愈好；相
對的，假陽性率和假陰性率可作為不一致性

(discordance)的指標，數值愈低愈好。所謂的假
陰性率(false negative rate, FNR)是指有病的人，
經工具診斷，結果卻是陰性的比率；假陽性率

(false positive rate, FPR)則是指沒病的人卻被診
斷為陽性的比率。正確率(accuracy)也是診斷工
具效能的另一種參考指標，正確率是指所有病

人中真陽性加真陰性所佔的比率，其計算公式

如下： a (true positive)+d (true negative)/ a (true 

positive)+b (false positive)+c (false negative)+d 
(true negative)，即：a (有病的人又檢驗出陽
性)+d (沒有病的人而且檢驗是陰性)/ a+b+c+d 
(有病的病人+沒有病的人)。

臨床上對於一些預後差，漏診後果嚴重，早

期診斷可以達到很好治療效果的疾病，我們就把

靈敏度定高一點，不要錯放過一個病人。梅毒就

是這樣的疾病，所以，RPR/VDRL檢測的靈敏度
高，特異度低。對於一些治療效果不好，確診和

治療費用高，或者預後不太嚴重，或誤診時對病

人心理生理和經濟上有嚴重影響的疾病，我們就

把特異度定高一點，不要冤枉一個正常人。愛滋

病就是這樣的疾病。換句話說，當某個症狀、徵

候或檢驗方法敏感性很高時，陰性(negative)結果
幾乎可以排除某種診斷；反之，特異性很高時，

陽性(positive)結果代表某種診斷之高度可能性。

自編的口訣

現在大家都在說evidence-based medicine，
其中有一些與生物統計相關的東西，說實話很

容易搞混。像是diagnostic tests的specificity與
sensitivity的高低與其臨床應用的關係，我以前
就常常搞混。所以想出一個口訣，我覺得還滿好

記的。在這邊提出來，請大家指教。「敏感錯抓

不錯放，陰性結果可釋懷；針對偽陽說特異，陽

性請君入甕來。」，前半段「敏感錯抓不錯放，

陰性結果可釋懷」解釋：當檢驗結果是negative
時，就要強烈rule out(OUT)這個診斷。(高敏感
性的檢驗，假陰性率低，因此結果陰性時越能排

除得病，即「可釋懷」)。後半段「針對偽陽說
特異，陽性請君入甕來。」解釋：當檢驗結果是

positive時，就要強烈rule in(IN)這個診斷。(高特
異性的檢驗，假陽性率低，因此結果陽性時越能

確認得病，即「請君入甕來」)。另一個口訣也
不錯，請參酌：「敏感錯抓不錯放，陰性結果沒

狀況；針對偽陽說特異，陽性請君入陣仗。」

以假想的喪屍病毒為例

就以前陣子流行的「屍速列車」電影為例

來改編情節，某鎮因為濫砍深山中的大樹，致使

樹幹中潛伏多年的喪屍病毒擴散流行，受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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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經過短暫潛伏期之後，開始出現痙攣、抽搐、

身體反折，接著瘋狂追咬他人的症狀，藉口水

傳播喪屍病毒，被咬者遭受感染，變成另一具喪

屍，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現場醫官發現喪屍病毒

病人早期會出現眼結膜充血的症狀(敏感性高)，
為了把有感染的人統統抓起來了，一個不漏。於

是下令把所有眼睛充血的居民加以隔離，沒有出

現眼結膜充血的病人排除(negative，rule out)在
外。但是眼結膜充血，也有可能是因為受驚害怕

而失眠所造成的，也有可能是過敏性結膜炎搓揉

眼睛造成的，所以這些被隔離的病人當中有一些

是無辜冤枉的，接著醫官發現病人的唾液中會出

現異常的鬼細胞ghost-cell(特異性高)，利用這個
方法，陽性的病人確診(positive，rule in)，其餘
為無辜的病人釋放。

以刑事案件為例

某國政治動盪不安，執政黨為壓制反對勢

力，除了直接鎮壓街頭抗議活動之外，更鼓勵民

眾舉報可疑「破壞份子」。因密告而被逮捕收

押的不計其數，因為當局的心態是「寧可錯抓，

不可錯放」(敏感性高)，能經過這樣「嚴格」檢
驗沒事的，大概可以排除(rule out)是「破壞份
子」。然而這些被逮捕的嫌疑犯當中，有些可能

是被人夾怨報復或覬覦其財產，冤枉入獄者(假
陽性)。若這些人能經過正當的刑法審判程序，
遵循刑法的原則如：無罪推定原則、罪疑惟輕原

則、刑法證據主義、罪刑法定主義、刑法最後手

段性(刑法謙抑性格)等(特異性高)，判決有罪的
就是真正的「破壞份子」(rule in)，這樣就可以
免除冤獄的悲劇。 

流感快篩檢驗為例

最佳的檢驗方法當然是有病的人檢驗結果

都是陽性，無病的人檢驗結果都是陰性，但實際

上，大多數的檢驗方法是無法同時兼顧兩者，只

能依據臨床上的需求來選擇檢驗方法。以流感快

篩檢驗為例，其特異性可達90-95%，因此快篩結
果陽性時，幾乎能確認受到流感病毒的感染；但

快篩檢驗的敏感性卻只有50-70%，陰性結果並不
能用來作為排除流感病毒感染，仍是必須依病人

的臨床症狀來加以判斷。

這樣就陷入了一個矛盾，固然流感快篩陽

性表示患者得病的機會高(特異性高)，但是快篩
陰性又不能排除他很有可能得病(快篩的敏感性
差，表示漏網之魚多。)換句話說，醫師面對一
個有流感症狀的病人但快篩結果陰性，他會非常

困惑到底是真的不是流感或者是流感快篩的漏網

之魚。

敏感性及特異性是「事後諸葛」，醫師需要
PPV(陽性預測值)及NPV (陰性預測值)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陽性預測值)：
診斷試驗結果呈現陽性且確實有病者的比率。即

表1  實施某一檢驗的可能結果(附：比擬刑事案件為例)

Disease (+) 生病

如同犯罪的人

Disease (-) 健康

如同守法的人
小計

Test Result(+) 陽性收押
a 真陽性

如同判決確定的罪犯

b 假陽性

如同無辜的人 ( 冤枉 )
a+b

Test Result(-) 陰性自由
c 假陰性

如同消遙法外的歹徒 ( 漏網之魚 )

d 真陰性

如同清白的人
c+d

小計 a+c b+d a+b+c+d

Sensitivity ( 敏感性 )：= a / a+c

Specificity ( 特異性 )：= d / b+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 陽性預測值 )：= a / a+b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 陰性預測值 )：= d / c+d

Prevalence( 盛行率 )：P =(a+c)/(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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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V=真陽性 / 陽性試驗結果= a / a+b。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陰性預測值)：診斷試驗結
果呈陰性且確實無病者的比率。即NPV=真陰性 
/ 陰性試驗結果= d / c+d(表1)。

這邊有個很重要的概念，即敏感性及特異

性是「事後諸葛」，看看敏感性的定義為：「有

病者」檢驗結果為陽性的比率；特異性的定義

為：為「沒病者」檢驗結果為陰性的比率。這一

組(敏感性及特異性)是給研究人員用的。已經知
道誰有病誰沒病了，研究人員只是想知道那一種

檢驗方法更為勝出？因此「敏感性不是罹患疾病

的機率」，而「特異性也不是沒有罹患疾病的機

率」，因此如果某個篩檢工具的敏感性是90%而
病人檢驗結果是陽性，請病人先不用緊張；或某

篩檢工具特異度為95%而檢驗結果是陰性，也請
病人先不要急著高興。

一般來說，我們在臨床看診使用檢查(檢驗)
的時候，我們無法得知這個病人實際上到底是真

的有病還是真的沒病，我們臨床醫師更想知道的

是「如果檢驗陽性，那麼患病的機率是多少」

或「如果檢驗陰性，那麼沒有患病的機率是多

少」，必須使用「陽性預測值(陽性檢測率)」跟
「陰性預測值(陰性檢測率)」來回答這個問題。

可是麻煩的是，PPV(陽性預測值)和NPV(陰
性預測值 )會受到該疾病盛行率 ( pre v a l e n c e )
的影響，PPV= a  /  a+b，其分子a(真陽性 )=
罹病人口數(a+c)×敏感性(a  /  a+c)。而罹病
人口數 (a+c)=tota l總人數 (a+b+c+d)  ×盛行
率 ( a + c ) / ( a + b + c + d )，所以最後P P V的分子
a=total×prevalence×sensitivity。所以疾病盛行
率高時(如：流感大流行時)，分子變大，PPV(陽
性預測值)就會增加。盛行率是影響陽性檢測率
的最大因素，當疾病盛行率越高時，PPV就會越
高，亦即篩檢陽性能正確診斷疾病的機率會大

增；而疾病不流行時(不是流行季時)，PPV(陽性
預測值)就會降低，篩檢陽性能正確診斷疾病的
機率則會減少。相反的，NPV(陰性預測值)的演
算法，經由上述同樣的步驟，演算法公式中可看

到分子有「1-盛行率」，分母有「(1-敏感性) ×
盛行率」，因此可推估當疾病盛行率越高時，分

子變小，且分母變大，那麼NPV會越低，也就

是說越是流感流行時，檢驗陰性的人越有可能不

準，就是說可能實際上有得流感但測出來卻是陰

性。這個也呼應前文「快篩的敏感性差，表示漏

網之魚多。」的推論。(NPV演算法公式中，分
母有「(1-敏感性)×盛行率」，敏感性低，分母
變大，NPV會越低) 。

擺脫疾病盛行率 (prevalence)的影響 - - - -
機率(probabi l i ty)、勝算(odds)、相似比
( l ikel ihood rat ios)及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

孫子兵法上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

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

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意思是說，沒打仗

前得比較敵我優劣，若我優勢多，就可以得勝，

少就難得勝，更何況沒有優勢？孫子兵法的勝

算，在分析敵我的優勢。與孫子兵法異曲同工，

醫學篩檢的勝算指一件事情「發生的機會」除以

「不發生的機會」(兩個機率相除)。用白話再講
一遍，勝算是一個比值，比一件事會「發生的機

會」是「不發生的機會」的幾倍。

在平時口語probability和odds通常是可以互
換的，但是在數學角度上來看兩者是有一定區別

的。請注意，機率是指「一件事情發生的機會」

佔「所有可能性」的機率，所以你有時會看到它

以%(百分比)出現，取值從0到1。勝算指的是一
件事情「發生機會」跟「不發生機會」，兩個機

率的比值(比例)(兩個機率相除)。如：投擲一枚
硬幣，正面的機率為50%(取值0.5)，反面的機率
為50%(取值0.5)。若是用odds來表示，投正面的
odds就是50%/50%= 0.5/0.5=1了  (even odds)。又
譬如有一匹賽馬，每出賽100次贏80次，則其贏
的probability為80/100 =80% or 0.80。若是用odds
來表示，其贏的odds為80%/20% = 0.8/0.2=4。一
定要記得這個分別，不然下面的名詞一定會搞

混。

前測機率(pre-test probability，即prevalence
盛行率)，英文比較好懂，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ith the target disorder in the population 
at risk at a specific time (point prevalence) or time 
interval (period prevalence) 亦即盛行率。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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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學中是指某特定時間總人口中患有某病或症狀

的人口所占比例。盛行率的計算方式是將一研究

中，發現有特定病症的人數除以被研究的總人

數，會以百分比或是分數表示，或是以每一萬人

或是每十萬人患病的人數來表示。Prevalence，
盛行率（也就是前測機率）是一個機率值，

指某一群體中疾病發生的百分比，P =(a+c)/
(a+b+c+d)。意義：盛行率告訴我們，這個人出
現在disease (+)生病這一欄的背景機會為何。

前測勝算(  pretest  odds)是什麼？英文比
較好懂，The odds that the patient has the target 
disorder before the test is carried out也就是P/(1-
P)。我們想知道「某人」有病的勝算為何？要先
知道「族群」有病的盛行率(P，前測機率)，把
P當成有病的機會的背景值，盛行率(P))除以(1-
P)，即P/(1-P)變成有病的勝算(前測勝算)。為什
麼這樣相除，再複習一次，勝算(odds)指的是一
件事情「發生機會」跟「不發生機會」，兩個

機率的比值(兩個機率相除)。意義：勝算告訴我
們，這個人出現在disease (+)生病這一欄的機會
是出現在disease (-)健康這一欄的機會的幾倍。

相似比(LR，likelihood ratio，或譯為概似
比)是一用以評估檢驗效能優劣的方法/指標。
如同預測值(PPV、NPV)一樣，相似比也可再分
為陽性相似比與陰性相似比。陽性相似比LR(+) 
=真陽性率/假陽性率= (a/a+c) / (b/b+d)；陰性
相似比LR(-) =假陰性率/真陰性率= (c/a+c) / (d/
b+d)。陽性相似比和陰性相似比，其實也是勝
算，告訴我們一件事「發生的機會」是「不發生

的機會」的幾倍。陽性相似比[LR(+)]即：若篩
檢陽性，「有病的機會」是「沒病的機會」的

幾倍，如果疾病有一定的盛行率，基本上LR(+)
＞10代表的是這個病人罹患的機率是增加的！
陰性相似比[LR(-)]即：若篩檢陰性，有病的機會
是沒病的機會的幾倍，當然這個數字越小就表

示病人罹患疾病的機率是下降的，一般臨床使

用LR(-)若小於0.1，大概可判斷為這個病人罹患
疾病的機會是不大的。相較於敏感度(sensitivity)
與特異性(specificity)，LR較不受疾病的盛行率
(prevalence)影響，故檢驗方法對診斷所提供的訊
息，能有效的由相似比傳達出來，較預測值更具

有臨床上的實用性。意義：檢驗的相似比進一步

告訴我們，視結果為陽性或陰性而定，此人出現

在disease (+)生病這一欄的機會是disease (-)健康
這一欄機會的幾倍，而非僅單靠盛行率(背景機
會)。

後測勝算(post-test odds)是什麼？英文比
較好懂，The odds that the patient has the target 
disorder after the test is carried out白話文，「檢
驗結果為陽性的條件之下，(某人)罹患疾病比未
罹患疾病的比值」，也就是＝前測勝算×陽性相

似比。這是很容易可以接受的邏輯，因為陽性

相似比代表，當檢驗結果為陽性時，病人「患

病的機率(真陽性率)」是「沒有患病機率(假陽
性率)」的幾倍」，所以說如果陽性相似比非常
大，那麼就代表事後會發生這件事情的勝算就很

大了！意義：「針對目前檢查的資訊，來修正之

前的勝算。」，把經過檢查後再重新計算出來的

勝算稱為「後測勝算」。經過這個檢查及計算步

驟，我們就能更準確地預測這個人有病的機會，

後測機率(post-test  probabi l ity，事後機
率)，英文比較好懂，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that particular test result who have the target 
disorder根據機率與勝算之間的轉換(「機率=勝
算/勝算+1」↔「勝算=機率/1-機率」)，算出後
測機率post-test probability ＝後測勝算/後測勝算
+1。亦即檢驗結果為陽性（真陽性+假陽性）的
條件之下，罹患疾病的機率」，這不就是我們一

直想要得知的結果嗎？意義：我們進一步把「後

測勝算」轉成「後測機率」。

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是會使用到機率的概

念，但是在語句用詞上若不夠周延，就很容易把

「在 A 事件發生的情況下，B事件發生的機率」
與「在  B 事件發生的情況下，A事件發生的機
率」混為一談，也就是把  P(B|A)和  P(A|B)在邏
輯上的不同給忽略了。例如：某工廠生產燈泡，

共有甲乙兩台機器，相關資料如下：甲機器生產

總量60%，不良率3%( P(B|A))；乙機器生產總量
40%，不良率5%。若已和某燈泡為不良品，則此
燈泡為甲機器生產的機率(P(A|B))為多少？

貝氏定理以下面的例子：「今天會下雨

嗎？」來解釋。住在台中的志雄一大早要出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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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整理妥當，正在考慮要不要帶傘出門。他

想：「這地區不太會下雨，不需要帶傘吧！」這

時往窗外一看，發現烏雲密佈。「啊！有烏雲，

感覺下雨機率上升了。」但是懶得帶傘，怎麼

辦？想著想著正在躊躇之間，太太春嬌在廚房唱

著：「天黑黑欲落雨，阿公仔舉鋤頭欲掘芋----
二個相打弄破鼎，弄破鼎，  咿呀嘿嘟真正趣
味」，學過統計學貝氏定理的春嬌，充滿暗示，

最後志雄放棄掙扎，帶著雨傘出門(表2)。
貝氏定理本身是一種條件機率。一般的條件

機率是指在A事件(e.g.下雨天、生病)發生的前提
之下，B事件(e.g.烏雲密佈、檢驗陽性)發生的機
率有多少？但是貝氏定理的問法，恰好相反，它

問是已知B事件(e.g.已知烏雲密佈、檢驗陽性)前
提之下，A事件(e.g.下雨天、生病)發生的機率有
多少？這個才是我們臨床醫師想要的。把這個故

事再重新看一遍，請注意括弧裡面所加的文字。

看看志雄決策的轉變過程，其實就是貝氏定理的

精神：「針對眼前收集的資訊，來修正一開始的

想法。」

住在台中的志雄一大早要出門上班，整理妥

當，正在考慮要不要帶傘出門。他想：「這地區

不太會下雨，不需要帶傘吧！」(這個地區一年
365天中有90天是下雨天，前測機率是24.6%。)
這時往窗外一看，發現烏雲密佈。「啊！有烏

雲，感覺下雨機率上升了。」(依據志雄的過

往經驗，他發現：雨天時，早上烏雲密佈的頻

率是晴天時出現烏雲的11.5倍。即陽性相似比
LR+=11.5)但是懶得帶傘，怎麼辦？想著想著正
在躊躇之間，太太春嬌在廚房唱著：「天黑黑

欲落雨，阿公仔舉鋤頭欲掘芋----二個相打弄破
鼎，弄破鼎，咿呀嘿嘟真正趣味」，學過統計學

貝氏定理的春嬌，充滿暗示(經由貝氏定理的計
算，下雨的機率，前測機率由24.6% 上升到後測
機率的79%)，最後志雄放棄掙紮，帶著雨傘出
門(表2)。

臨床應用

假如某D病的盛行率為3%，用T檢驗方法檢
查。發現罹病的人中呈現陽性結果有98%，但健
康的人呈現陽性的有5%。若某人經過T檢驗方法
檢查，結果為陽性。那麼可能罹患該病的概率為

多少(參見表3)？
再來兩個例子，熟悉一下算法。假如某病的

盛行率為7%，結果某人檢驗結果為陽性。若此
工具的陽性相似比是10，那麼可能罹患該病的概
率，如下所示：

前測機率(即盛行率) 7%＝0.07

前測勝算＝
0.07

(1 0.07)
＝0.075

後測勝算＝前測勝算×相似比＝0.075×10
＝0.75

表2  實施某一檢驗的可能結果(附：今天會下雨嗎？)

Disease (+) 生病
如同雨天

Disease (-) 健康
如同晴天

小計

Test Result(+) 陽性
烏雲密佈

a 真陽性
83天

b 假陽性
22天

a+b

Test Result(-) 陰性
晴空萬裏

c 假陰性
7天

d 真陰性
253天

c+d

小計 a+c 90天 b+d 275天 a+b+c+d 365天

台中雨天盛行率也就是前測機率 Prevalence：(a+c)/(a+b+c+d)= 雨天 90天 /一年 365天 =24.6%=0.246
前測勝算 =0.246/(1-0.246)=0.327
陽性相似比 LR(+) =真陽性率 /假陽性率 = (a/a+c) / (b/b+d)=0.92/0.08=11.5
後測勝算 =前測勝算 *相似比 =0.327×11.5=3.76
後測機率 =後測勝算 /(後測勝算 +1)=3.76/(3.76+1)=0.7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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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機率＝
後測勝算

(後測勝算＋1) ＝
0.75

(0.75＋1) ＝
0.428＝42.8%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如果疾病有一定的盛行

率，基本上LR(+)＞10代表的是  這個病人罹患的
機率是相當高的！需要更進一步確認診斷。

相反地，若是一個盛行率很低的疾病為例，

例如：盛行率為0.2%，結果某人檢驗結果為陽
性。若此工具的陽性相似比是10，那麼可能罹患
該病的概率，如下所示：

前測機率(即盛行率) 0.2%＝0.002

前測勝算＝

0.002
(1 0.002) ＝0.002

後測勝算＝前測勝算×相似比＝0.002×10
＝0.02

後測機率＝
後測勝算

(後測勝算＋1) ＝
0.02

(0.02＋1) ＝
0.0196＝1.96%
仔細觀察這種盛行率很低的情況，前測機率

(即即盛行率0.2%)幾乎等於前測勝算(0.002)；而
後測勝算(0.02)幾乎等於後測機率(1.96% )。由前
測勝算→後測勝算的過程是「×相似比」，因此

可直接將前測機率(盛行率0.2%)乘以相似比(10)
當成後測機率(1.96%，大約就是2%)。

結 語
「以手指月」―不是你看到什麼，而是你看

出了什麼。數據怎麼算出來的不重要，怎麼解讀

和怎麼應用才重要。敏感性及特異性是「事後諸

葛」，這一組是給研究人員用的。已經知道誰有

病誰沒病了，研究人員只是想知道那一種檢驗方

法更為勝出？此兩者臨床應用常常搞混，所以我

想出一個口訣：「敏感錯抓不錯放，陰性結果可

釋懷；針對偽陽說特異，陽性請君入甕來。」，

另一個口訣也不錯，請參酌：「敏感錯抓不錯

放，陰性結果沒狀況；針對偽陽說特異，陽性請

君入陣仗。」直覺上臨床醫師看病，想知道某項

檢驗做完後，若是異常，有病的機會是多少？陽

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才是想要的。可惜的是，

預測值會受到盛行率的影響。貝氏定理的問法，

與一般條件機率的問法，恰好相反，這個才是我

們臨床醫師想要的。利用貝氏定理，我們可以根

據「盛行率」，算出該族群的「前測勝算」，再

把「前測勝算」乘上「相似比」得到「後測勝

算」，再用「後測勝算」來估算「後測機率」，

即受測者檢驗陽性時罹病的機會。

(本文口訣部份承蒙國文老師江寶珠小姐潤
飾平仄韻腳特此致謝)

表3 實施某一檢驗的可能結果

Disease (+) 生病 Disease (-) 健康 小計

Test Result(+) 陽性
a 真陽性

98
b 假陽性

161
a+b

Test Result(-) 陰性
c 假陰性

2
d 真陰性

3071
c+d

小計 a+c(100) b+d(3232)
a+b+c+d

(3332)

前測機率 Prevalence：(a+c)/(a+b+c+d)= 3%=0.03
前測勝算 =0.03/(1-0.03)=0.030
陽性相似比 LR(+) =真陽性率 /假陽性率 = (a/a+c) / (b/b+d)=0.98/0.05=19.6
後測勝算 =前測勝算 *相似比 =0.030×19.6=0.60
後測機率 =後測勝算 /(後測勝算 +1)=0.60/(0.60+1)=0.37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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