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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經濟模型之概念建模方法學指引簡介 

張慧如1 

前言 

目前我國健保尚未強制廠商在建議新醫療科技納入給付時須一併提交國內藥物經

濟評估報告，僅於「全民健康保險新藥收載及核價作業須知」特別針對第 2 類新藥支付

價格，訂定了在國內進行藥物經濟學(pharmacoeconomics, PE)研究者最高加算 10%

的獎勵措施。然而在 2018 年公告的「全民健康保險高費用癌症藥品送審原則」中，針

對高費用癌症藥品給付申請規範了「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應另檢附國內藥物經濟學

研究報告，呈現新藥之成本效益等經濟評估及財務影響分析結果」，這顯示健保的藥品

給付支付決策越來越看重醫療科技是否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因此可以預期藥

物經濟學在國內也將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各國醫療科技評估組織在進行評估時，為了讓成本效益研究能合理模擬真實世界的

狀況，使推估結果能成為資源配置最佳化的決策參考，評議的重點多著重在模型架構適

當性以及參數推估的合理性
[1-3]

，並且必要時會由廠商或醫療科技評估組織進行模型或

參數的校正或調整，以重新推估可能的成本效益比值(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 ICER)。 

觀諸國內，在藥物經濟學方法的介紹或教學上，大多仍為著重在分析方法如成本分

析(cost analysis)、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 CMA)、成本效益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及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 CUA)的介紹.

或是相關軟體或工具的實作，例如使用 TreeAge 或 Excel 來建構一個模型並進行分析，

對於藥物經濟模型建構的方法，仍少有深入介紹。然而，考量成本效益將成為健保給付

決策的重要標準，相關的研究者除了要了解藥物經濟或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礎操作方法外，

實有必要對於藥物經濟模型開發過程中的關鍵考量因素，有更為深入的了解，以讓研究

結果更能符合健保給付決策參考之需。 

藥物經濟學研究主要的缺失常發生在決策問題的描述、模型架構的設定、實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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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以及模型的實現與操作等，但目前在模型建構方法學的發展上尚未完整，使得相

關研究者少有具共識的方法可供依循
[4]
。然而，因模型建構是藥物經濟研究最為根本且

重要的步驟，若是建構出不恰當的模型架構，亦會產出錯誤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將導致

錯誤的資源配置決策；因此本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在於對目前之模型建構方法學及指引進

行介紹，期能增進國內研究者對模型建構方法學及考量要點，有更為深入的了解並期待

未來在進行藥物經濟研究時，能將相關方法加以應用，以使建構的經濟模型能更恰當的

反映決策問題以及貼近真實世界的狀態。 

藥物經濟模型建構之方法學指引 

概念建模(conceptual modelling)指的是描述建構模型的概念與構想，而在藥物經

濟研究上，指的是以適當的簡化方式來摘述與萃取現實狀況的特質或組成。要讓藥物經

濟研究具有決策參考價值。概念建模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工作，它引導與影響著後續的模

型建構與結果分析
[5]
；然而，由於目前相關的藥物經濟學教科書對於概念建模的方法與

過程較少著墨，導致相關研究在模型建構方法上存有歧異，研究者可能會受到不同的知

識背景、研究經驗或偏好的影響，而採取不一樣的方法來進行模型的建構
[4]
。 

例如在 Gray 等人的著作
[6]
中，指出建構決策分析模型的步驟包含問題的定義、決

策模型的選擇、證據的辨識與綜整、模型的建構與分析以及不確定性的處理等，並指出

在問題定義的階段必須針對可能的治療選擇方案、目標族群病人、處置或治療施行的地

點或機構、經濟評估觀點、模型分析期間、成本與效果的測量方法以及模型的範圍與界

限進行定義，但該著作並未對細部的操作方法及細節進行描述；而目前相關醫療科技評

估組織針對經濟評估所提出之方法學指引，因大多參考此架構提出報告撰寫格式的建議

[2, 3]
，也很少進一步深入說明定義模型範圍與界限的操作或執行方法。 

有鑑於藥物經濟研究在概念建模方法學上缺乏，為提升藥物經濟研究品質，

ISPOR-SMDM 模型建構優良研究規範工作小組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 and the Society fo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Modeling Good Research Practices Task Force)於 2012 年發表健

康經濟學概念建模指引的研究報告，提出具有共識基礎的模型概念化步驟
[7]
；此外，

Squires 等人也於 2016 年提出健康經濟模型結構發展的架構，指引模型建構者利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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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方法來描述對研究問題的理解，以及對定量模型的摘述與描述
[5]
。以下就這 2 篇指

引所建議的方法進行摘述。 

(一) ISPOR-SMDM 模型建構優良研究規範工作小組所提出的模型概念化指引
[7]

 

ISPOR-SMDM 的報告將模型概念化的過程分為 2 個部分，首先是問題的概念化，

將對於健康照護過程或決策的相關理解轉化為問題的描繪，而之後則是模型的概念化，

將要探討的問題藉由特定模型的特性或屬性呈現出來。而在問題的描繪階段，則是提出

以下 1 至 5 項良好指引： 

1. 建模團隊應廣泛地諮詢相關領域專家及利害關係人，以確保模型能夠適當呈現

疾病的歷程，也能充分地反應與處理決策問題。 

2. 以書面文件清楚地陳述決策的問題及建模的目標與範圍，這包含疾病的範圍、

分析觀點、目標族群、替代的治療選擇方案、健康結果測量指標以及模型分析

期間等，並要注意以下事項： 

(1) 模型的結構與範圍必須符合決策問題及政策背景。 

(2) 必須陳述與定義採用何種分析觀點。模型中的評估結果必須與分析觀點相

符，且若採用的分析觀點小於社會觀點，則必須說明哪些評估結果被納入

或排除。 

(3) 在定義目標族群時，必須呈現會對決策會產生影響的病人特點，像是居住

地區或病患的特性，例如合併症、疾病盛行率或是疾病期別等。 

(4) 病人的健康結果需與欲探討的研究問題相關，測量指標可能是某種事件、

發病案例、死亡、生命年增加、生活品質校正存活時間、失能校正存活時

間，或利害關係人認為重要的其他測量指標。 

(5) 模型中所建立的介入策略必須清楚地定義介入的頻率、服務的組成要素、

劑量或強度、療程，以及次族群使用上的變異等。 

3. 模型的概念化結構必須由決策問題所驅動，而非侷限於資料的可得性，並要注

意以下事項： 



 
  

 

RegMed 2019 Vol. 105  4 

(1) 比較品的選擇對分析結果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必須由研究問題所決定，

而非由資料的可得性或品質所決定。所有可行的方案都應該被考慮，若要

限縮比較策略的範圍，則應要清楚地說明理由。 

(2) 模型的分析期間必須足夠長到可以看到不同策略在結果上的差異，因此以

終身為分析期間可能是必要的。 

4. 問題概念化應該要用在辨識模型結構的主要不確定性，且這些不確定性可以利

用敏感度分析來了解可能產生的影響。 

5. 要清楚陳述模型的政策背景，包括經費贊助者、開發者，模型是單一用途或多

種用途，以及政策聽眾等。 

而之後的模型的概念化部分，則會受到研究目的、模型細緻度及複雜度的影響，對

此則有以下 6 至 8 項良好指引： 

6. 要將問題概念化轉化為適當的模型結構，須要一個明確的過程，包含專家諮詢、

影響圖(influence diagrams)及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的呈現等，以

確保模型結構可以反映出目前對疾病的認知及需要模擬的過程。 

7. 幾種模型類型可能是合適用來分析，而常見的建模技術像是個體或世代的、決

定性或隨機性，常見的模型類型包含決策樹、狀態轉換模型、離散事件模擬、

代理人模式模擬以及動態模型等；此外，要注意以下事項： 

(1) 對於簡單模型或具有特殊特性的問題（例如非常短的研究時間或非常少的

結果），決策樹可能是合適的。 

(2) 假如模型的概念化涉及疾病或治療過程，且要以一連串的健康狀態來呈現，

採用健康狀態轉換模式是比較合適的。對於馬可夫模型中疾病狀態轉換無

記憶性的缺點，則可藉由增加健康狀態的數目來解決。但當健康狀態的數

目過多時，則可以採用個別的狀態轉換模型(Individual state-transition 

model)。 



 
  

 

RegMed 2019 Vol. 105  5 

(3) 當在疾病或治療的過程中，個體間具有交互作用，就要使用可以呈現交互

作用的建模方法，並且測量交互作用所帶來的影響，此時可以使用的模型

有離散事件模擬、代理人模式模擬以及動態模型等。 

(4) 當問題涉及資源限制時，所採用建模的方法就要能夠呈現資源限制且測量

它所帶來的影響。 

(5) 對於某些不容易呈現的問題，可以結合不同的模型類型，或是採用混合模

型或其他建模方法會比較恰當。 

(6) 模型的簡化是令人嚮往的，這有助於模型的透明性，且易於分析、驗證與

描述。然而，模型必須要有一定的複雜度以忠實呈現不同治療策略所產生

的價值(如健康結果及成本)差異。 

8. 太簡單的模型可能會失去表面效度，但太複雜的模型又很難建構、除錯、分析、

了解與溝通，研究者考慮的分析範圍、觀點、目標族群、結果以及介入策略都

會影響到模型的細節呈現程度。 

(二) Squires 等人所提出的概念建模架構
[5]

 

Squires 等人於 2016 年提出的概念建模架構，內容包含了良好準則的 4 個關鍵原

則，以及 1 套方法學建議。該報告認為要建構有效、可信且具調整彈性的模型，必須要

注重以下 4 個關鍵原則： 

1. 必須使用系統思考來進行建模：由於健康照護系統是動態且複雜的，影響因子

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變化，若只以簡單的因果關係來設定模型，可能會產生

非預期或意料之外的結果，因此在建模時，要全面而通盤地思考系統各部分與

環境的交互作用。此外，藥物經濟建模的挑戰之一是決定要將感興趣的系統定

義在哪個層次，因為系統有許多層次，我們所關心的層次不僅是更高階層次的

一部分，也同時包含了更為細微的層次，系統性思考可以幫助建模者的思考不

侷限在單一層次或面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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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須要有問題分析與理解的紀錄文件：在進行真實世界的簡化之前，適當的描

述與說明模型的範圍及假設並做成紀錄是具有價值的，這有助於模型驗證的進

行。紀錄文件讓建模者能對感興趣的系統進行範圍界定，也可以讓建模者了解

模型中可能使用的簡化性假設所帶來的影響；此外，問題分析與理解的過程中

若能納入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並產出明確的文件，則可以增加模型的可信度。 

3. 研究團隊與利害關係人的良好溝通在建模過程中是必要的：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可以提升對於問題的了解，也有助於發展適當的模型目標與規格，並且改善模

型的可信度，也可幫忙具有不同意涵術語的定義。 

4. 對健康決定因子進行系統性思考是辨識介入策略主要影響的核心：健康決定因

子包含社會、經濟與物理環境以及個人特性等，這些是考量健康介入策略的核

心。健康決定因子的種類包含個人的生活型態、社會及社區網絡以及一般的社

會經濟、文化和環境條件等，這些因子相互影響著，然而，模型中不太可能將

所有健康決定因子納入，因此在研究問題了解的階段，應先系統化地反思這些

健康決定因子，再斟酌那些重要因子應該被納入模型中。 

另外，方法學建議方面則提出一個包含了使建模架構與決策過程一致、重要利害關

係人的辨識、問題的了解以及模型結構的發展與調整等 4 個階段的概念建模架構(如圖 1

所示)，以下是對於這 4 個階段的細部內容摘述。 

1. 第一階段：使建模架構與決策過程一致 

此階段建議產出一份計畫書，描述概念建模架構的各個步驟以及完成的時間，這個

階段要決定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模式、實證搜尋的方法以及可用的資源與時間等。 

2. 第二階段：重要利害關係人的辨識 

可能參與的利害關係人包含病人代表、臨床專家、流行病學專家或是決策者等；利

害關係人參與建模的時間應該起始於問題了解以及模型結構發展與調整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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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健康經濟模型建構的概念建模架構
[5]

 

3. 第三階段：問題的了解 

對於問題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夠去建構一個適合的模型，此階段要對問題的因果關係

假設進行描述，並且描述目前資源利用的情形或步驟。而問題的描述可以分為以下 4 個

步驟： 

(1) 詢問與描述「問題是什麼？」：以認知地圖為基礎去詢問問題是什麼，這通常

可以聚焦在決策者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上；而在描述問題的原因時，應該將可能

調整的因素納入考量。 

1. 使建模架構與決策過程

一致 
2. 重要利害關係人的辨識 

3. 問題的了解 

(1)研究問題的概念化模型發展，描述假設的因果關係以及建模

目的 

 

(2)描述目前資源的使用情形 

4. 模型結構的發展與調整 

(1)檢視既有的經濟評估研究 

(2)選定模型的介入策略 

(3)決定模型的範圍 

(4)決定模型的細緻程度 

(5)選定分析模型的種類 

(6)對定量模型進行定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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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量「為何這是一個問題？」：思考的主軸通常與健康效益最大化或是公平性

議題有關。 

(3) 發展因果關係的連結：Squires 等人提出一組有助建構因果關係的問題清單，

包含疾病的自然病史、相關的健康決定因子是否是重要的影響因子，以及有助

於了解每個因子是否會產生其他正向或負向的結果的廣泛提問，最後則是確保

能捕捉複雜動態系統的相關提問，例如有沒有其他因子可以解釋結果，因子之

間有無其他可能的因果連結，人們之間的互動會不會影響結果，或是事件的發

生時間或順序是不是重要等。因為問題的了解是一個反覆的動作，因此持續再

檢視這些問題有助於發掘其他可能的因果關係。 

(4) 納入介入策略：建模者可以先詢問如何可以避免問題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了解

目前實務上的選擇方案有哪些。Squires 等人也對此提出一組問題清單來幫研

究者思考介入策略以及它們可能帶來的影響，包含思考決策過程有無限定介入

策略的類型或是限定目標族群，或是思考介入策略帶來的影響以及目前實證研

究的概況，以及針對動態複雜系統的相關提問，例如有無其他第三方會降低介

入策略的影響，或是思考介入策略還有沒有其他重要的影響沒有被考慮到等。 

4. 第四階段：模型結構的發展與調整 

這個階段要建立一個適當模型結構，包含以下 6 個步驟： 

(1) 檢視既有的健康經濟模型：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檢視相同研究領域已經使用過

的模型，這可以比較各個模型的建模者如何選擇模型結構與推估參數，以及比

較各個模型在分析結果上的差異；此外，文獻回顧步驟也有助於判斷哪些重要

因子會影響分析結果，了解可以協助決定模型細緻程度的可得資料有哪些，以

及了解現有經濟評估研究的優勢與限制等。  

(2) 選定模型中的介入策略與比較品：由決策者或研究委託人來界定模型中的介入

策略，而他們提案的依據主要是參考介入策略在治療效果上的證據，或是依照

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而在比較品的選擇上，盡可能由介入策略的試驗中去

選擇在臨床實務上具有代表性的比較品。 

(3) 決定模型的範圍：界定模型的範圍才能描繪出因子之間的重要交互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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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依據對於問題的了解來界定模型範圍，決定要納入那些重要的因子，以

及礙於時間及資源的限制因而要排除掉那些因子。此外，此步驟不應太過依賴

既有的實證或受限於研究時間限制，對於重要的影響因子都要將其約略的納入

模型中，而不是完全將其自模型中排除。 

(4) 決定模型的細緻程度：基於模型範圍，決定要納入哪些因子，及定義因子之間

的關係，必須先了解哪個部分進行更細緻的處理可以帶來更多的益處。建模者

可以依據對問題的了解程度、所需的額外時間、現有的證據以及整體的時間限

制等來權衡模型的細緻程度。 

(5) 選擇分析模型的種類：要依據問題的特性選擇適合的模型種類，常見的靜態分

析模型有決策樹及馬可夫模型，但有些研究為了處理更為複雜的系統，會使用

動態的代理人模擬(agent-based simulation, ABS)來進行分析。 

(6) 對定量模型進行定性的描述：利用定性圖來呈現模型結構的發展過程，這有助

於利害關係人、建模者或是任何對模型感興趣者之間的溝通；此外，因為在研

究的過程中概念建模會一直調整，因此建議將過程中所建構的模型類型加以記

錄，讓最終選定模型的理由更為透明。 

結語 

就如同相關研究所指出，許多研究者對於概念建模的方法仍缺乏共識，因此相關學

會或學者為了提升藥物經濟學概念建模的品質，才會進行方法學指引的建立，期望能讓

相關研究者在進行藥物經濟研究時有所依循。雖然本篇文章所介紹的 2 個指引在架構或

呈現方式上略有不同，但仍可歸納出幾個概念建模的操作方法重點，包括產出問題分析

的書面文件(或是模型建構的計畫書)、納入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繪製因果關係圖，以及

不應過度依賴既有證據來決定模型中的重要因子等，相關研究者仍可依據研究需求自行

斟酌調整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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