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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醫療科技評估預算衝擊分析方法學指引 

在醫療科技評估中，成本效益分析和預算衝擊分析皆屬經濟層面的評估，但

二者的評估目的並不相同，成本效益分析之目的在於評估醫療科技是否物有所值

（value for money），而預算衝擊分析之目的則在於評估醫療科技納入健保給付後，

對健保財務帶來的影響大小，年度預算是否負擔得起（affordability）。預算衝擊

分析應能依據決策者之資訊需求來進行設計，結合現有的資訊並基於符合現實的

參數值，以提供一系列預算衝擊的預測值供決策者參考。本中心參酌國際相關指

引[1-3]及我國國情與發展現況建立本指引。本指引主要適用的時機為：健保尚未

給付之新醫療科技建議納入健保給付時，或是健保已給付之新醫療科技建議擴增

給付的適應症範圍時，皆可運用本指引所建議之內容進行預算衝擊分析。 

本指引共包含三部份，第一部份為「預算衝擊分析執行方法建議」，將預算

衝擊分析的主要執行建議加以羅列，並予以說明；第二部份為「預算衝擊分析報

告格式建議」，提供撰寫報告時之格式參考；第三部份為「預算衝擊分析模板-

依使用病人數推估法為基礎」，提供欲進行預算衝擊分析者在實際執行時的參考；

第四部份則為「預算衝擊分析品質檢核表」，主要供預算衝擊分析執行者及評估

者能迅速對預算衝擊分析的品質進行檢核與掌握。 

（一）、預算衝擊分析執行方法建議 

建議1. 目標族群：應清楚說明預算衝擊分析的目標族群為何，且須與擬建議的健

保給付適應症範圍相符；若有多個建議給付的適應症、或可能有數種健保

給付條件時，應將所有的適應症範圍皆納入分析，並將其結果分別呈現。 

進行預算衝擊分析時，應清楚說明預算衝擊分析的目標族群為何，且須與擬

建議的健保給付適應症範圍相符。擬建議的健保給付適應症不應超出主管機關許

可適應症之範圍。若有多個建議給付的適應症，進行預算衝擊分析時應將所有的

適應症範圍皆納入分析，並將其結果分別呈現。若擬建議的健保給付條件牽涉到

不同的次族群（如不同疾病形態或疾病嚴重性）、不同的治療方法（如單獨治療

與合併治療）、或預期健保給付範圍有進一步限縮可能時，應分別進行預算衝擊

分析。 

建議2. 評估觀點：預算衝擊應以預算持有者作為評估觀點，一般情況下，建議以

健保署作為評估觀點。 

進行預算衝擊分析時的評估觀點應為預算持有者或決策者，當分析目的在於

提供健保署擬定給付相關決策為目的時，建議以健保署作為評估觀點。當醫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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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引入可能影響健保署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門之預算支出時，如國民健康署或疾

病管制署等，則應另外在次要分析中將不同部門的觀點分別呈現，或是以政府觀

點來分別呈現。 

建議3. 分析期間：建議分析期間為 5 年，所有分析數據及結果都應以 1 年為一個

單位來進行比較與呈現。 

建議分析期間為 5 年，所有分析數據及結果都應以 12 個月為一個單位來進

行比較與呈現，建議以預估健保開始給付日來進行切割，如預估 2013 年 11 月 1

日將開始納入給付，則預算衝擊分析第一年應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到 2014 年 10

月 31 日止，依序至第 5 年為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止。 

建議4. 新情境與原情境的比較：進行預算衝擊分析時，應對新情境與原情境加以

清楚描述，並清楚說明新醫療科技的臨床使用地位，納入給付後與現有醫

療科技的關係為何。 

預算衝擊分析最主要的架構即在於比較新情境與原情境之間的差異，原情境

為假設健保並未給付新醫療科技，繼續使用目前現有健保已給付之的醫療科技

（以下簡稱為現有醫療科技）下的情況，而新情境則是建立在假設健保將新醫療

科技納入給付的情況。進行預算衝擊分析時，應對新情境與原情境加以清楚描述，

如原情境中有哪些現有醫療科技被使用，且應針對每一個目標族群或次族群都清

楚界定其現有醫療科技。新醫療科技納入健保給付後，通常不只會對單一的現有

醫療科技造成影響，因此，預算衝擊分析所設定的原情境應包含數種現有醫療科

技，而非單一醫療科技。目標族群的現有醫療科技選擇，可能包含各種藥物治療、

手術、其他類型相關治療或不治療等。 

對於原情境中的現有醫療科技使用情況，可透過臨床指引及臨床專家的意見

來進行了解，並考量相關健保給付規定。由於是以健保署觀點進行分析，現有醫

療科技原則上僅包含現有已給付的醫療科技，並不包含主管機關許可適應症外的

使用（off-label use），但若有重要的適應症外使用、或病人自費使用之醫療科技，

則建議對該現況加以說明，但不須將其納入主要的預算衝擊分析中。若國際臨床

指引與我國臨床治療實務並不完全相符，則以反應我國情境為優先考量。 

此外，應清楚說明新醫療科技的臨床使用地位，使決策者了解新情境與原情

境的關係。在此處，新醫療科技的臨床使用地位係指新醫療科技納入給付後與現

有醫療科技的關係，本指引將其分為三類，包括取代現有醫療科技的取代關係、

與現有醫療科技合併使用（如輔助治療）的合併關係、或無臨床使用地位相當的

現有醫療科技之新增醫療科技，（如救援治療）（以下簡稱為新增關係）。 

取代關係代表新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適用於同樣的目標族群，具有同樣

的疾病與嚴重程度，且具有相同之臨床使用定位，因此臨床上在新醫療科技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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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醫療科技間只須擇一使用就可以，此時新醫療科技將取代現有醫療科技的部份

市場，造成的預算衝擊來自新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的費用差異。 

合併關係指新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一起合併使用，常見於輔助治療

（add-on therapy），此時新醫療科技並不會取代現有醫療科技，而是新增加額外

的使用，因此造成的預算衝擊主要來自新醫療科技本身的費用。 

然而，若已有其他與新醫療科技具有相同臨床使用地位的輔助治療，則新醫

療科技雖為輔助治療，但就帶來的預算衝擊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新醫療科技

將取代現有的輔助治療的關係，因此將歸類為取代關係。以下以實例說明：假設

新醫療科技 N 將搭配現有醫療科技 A 一起合併使用，而今另有一個現有醫療科

技 B 與新醫療科技 N 具有同等之臨床使用地位，同樣為搭配現有醫療科技 A 一

起合併使用，此時新醫療科技 N 將取代現有醫療科技 B，造成的預算衝擊來自

新醫療科技 N 與現有醫療科技 B 的費用差異。 

新增關係指新醫療科技擬使用的適應症在目前沒有其他積極治療方法，或現

有醫療科技失效/失敗（loss of effect/fail）、病人無法耐受（intolerant）、或病人

為現有醫療科技使用禁忌者（contraindication）時，新醫療科技並不會取代現有

醫療科技，而是新增加額外的使用，因此造成的預算衝擊主要來自新醫療科技本

身的費用。 

建議5. 現有醫療科技組合：當新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具有取代關係，而現有

醫療科技不只一種時，可將數種主要的現有醫療科技，共同視為一組現有

醫療科技組合，並依其市佔率加權組合。 

當新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具有取代關係，而現有醫療科技不只一種時，

則需要對這些現有醫療科技的市佔率，也就是使用各種現有醫療科技的病人比例

進行估計。建議可將數種主要的現有醫療科技，共同視為一組現有醫療科技組合

（current technology mix），假設新醫療科技取代每一種現有醫療科技的機會是

均等的，如此將可簡化後續分析。在現有醫療科技組合中，亦可能包含不治療。

現有醫療科技組合中各個醫療科技的市佔率可利用健保資料庫分析、市場調查、

或專家意見等方式來取得。表一為現有醫療科技組合之假想案例，假設新醫療科

技 N 可能取代三種現有醫療科技（分別為 A、B、及 C），且可能有部份原本使

用這三種現有醫療科技的病人群會使用新醫療科技，此時可將三種現有醫療科技

A、B、及 C，與未接受治療等，依據使用的病人比例組合成為現有醫療科技組

合。 

然而，當新醫療科技的臨床使用地位屬於合併關係或新增關係時，可將無治

療/無介入視為新醫療科技對應的現有醫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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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現有醫療科技組合 

現有醫療科技 使用人數 使用的病人比例 

現有醫療科技 A 4,000 40% 

現有醫療科技 B 3,000 30% 

現有醫療科技 C 2,000 20% 

未接受治療 1,000 10% 

總計 10,000 100% 

 

建議6. 納入考量的成本範圍：建議以新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本身的成本為主

要納入考量的成本範圍。當新醫療科技對其他醫療資源的使用有重要影響，

且有相關支持證據佐證時，可在次要分析中將此部分對健保財務的影響另

外呈現。 

預算衝擊分析納入成本的範圍完全取決於各決策者的需求而訂，且納入考量

的成本範圍應和所探討的疾病或新醫療科技有直接相關。依據不同決策者的需求，

預算衝擊分析可能只探討新醫療科技本身的成長衝擊，也可能是探討對總醫療花

費的成長衝擊。例如，醫院中掌管藥品預算的決策者，最感興趣的預算衝擊分析

通常僅限於藥品費用的變動，然而對於掌管醫院整體預算的決策者而言，藥品費

用則僅是醫院整體費用的一部份，除了藥品以外的費用亦必須納入預算衝擊分析

中。 

依據目前健保署在新醫療科技納入給付的決策需求，建議預算衝擊以新醫療

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本身的成本為主要納入考量的成本範圍。然而，在某些個案

中，當新醫療科技對其他醫療資源的使用有重要影響時，如住院天數改變、其他

治療或後續監測的需求改變、或副作用的處理費用等，且有相關支持證據佐證時，

則可在次要分析中將此部分對健保財務的影響另外加以量化呈現。 

建議7. 折現和通貨膨脹：不需折現和通貨膨脹。 

預算衝擊分析的目的在於提供決策者瞭解若新醫療科技納入健保給付後，可

能預期的費用為何，因此預算衝擊分析不需考慮折現。此外，醫療科技的成本通

常不會隨著時間而增加，故亦不需考慮通貨膨脹。 

建議8. 分析架構：所有的預算衝擊分析的分析架構應清楚呈現給決策者參考，且

盡量在能符合決策者的需求下，以最簡單的方式來建構預算衝擊分析。 

合適的預算衝擊分析架構，可以妥適呈現新醫療科技所帶來的影響，是進行

預算衝擊分析的基礎。進行預算衝擊分析時，可能因為醫療科技應用類型的不同，

例如預防性醫療、可治癒的、緩和醫療、一次性治療、持續性治療、或周期性治

療等類型，或因為疾病進展特性的不同，例如慢性疾病或短期急性病症，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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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衝擊分析的分析架構有相當大的變異性，因此本指引並無法涵蓋各種不同的

預算衝擊分析架構之細節，僅針對其中的主要重點來說明。然而不論選擇何種預

算衝擊分析的分析架構，最重要的是需將該架構清楚呈現，充份說明其合理性，

且盡量在能符合決策者的需求下，以最簡單的方式建構預算衝擊分析。 

 

圖一、新醫療科技之預算衝擊分析架構圖 

 

圖一為新醫療科技之預算衝擊分析架構圖，一般情況下可依照此架構進行分

析。首先估計原情境的可能未來市場規模，再分別預估原情境與新情境下各相關

醫療科技的市場佔有率分布，如此可能到原情境與新情境下各種醫療科技的各別

市場規模；接著再估算原情境與新情境下每位病人或每單位使用量的成本，現有

醫療科技組合成本之計算為各現有醫療科技之成本依市佔率加權平均；再將預估

市場與醫療科技成本相乘，即可得原情境與新情境之總成本，二者差即為新醫療

原情境 

(Reference scenario) 

新情境 

(New scenario) 

預估所有相關醫療科技 

的市場佔有率分布 

(現有醫療科技組合) 

 

預估所有相關醫療科技 

的市場佔有率分布 

(包含現有及新醫療科技) 

每位病人的成本或 

每單位使用量的成本 

(現有醫療科技組合) 

每位病人的成本或 

每單位使用量的成本 

(含現有及新醫療科技組合) 

 

原情境下，(健保署)直接支付

的總醫療花費 

(現有醫療科技組合) 

 

新情境下，(健保署)直接支付

的總醫療花費 

(含現有及新醫療科技組合) 

 

可能的市場規模 

相較於原情境，納入新醫療科技後直接增加(節省)的支付費用 

未來五年 

使用人數

或使用量 

，以及市

場佔有率 

醫療科技

成本 

預算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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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預算衝擊。 

建議9. 可能的市場規模推估：建議可運用病人數推估法或醫療科技使用量推估法

進行目標族群的醫療科技市場規模，且須將市場未來的可能變化納入考

量。 

可能的市場規模推估指預算衝擊分析第一年至第五年時的醫療科技市場規

模，此市場規模可視為新醫療科技擬適用的目標族群人數或使用量，為新醫療科

技未來可能適用族群的極大值，即未考慮新醫療科技之市佔率前的總市場規模。

開始進行預算衝擊分析計算的第一步，即為預估原情境未來的醫療科技市場規

模。 

常見的預估方法包含病人數推估法及醫療科技使用量推估法，如圖二所示。

病人數推估法主要是藉由分析可能接受醫療科技的病人數，來推估未來會使用到

新醫療科技的市場規模，其會受到疾病的盛行率、發生率、診斷率和就診率影響；

醫療科技使用量推估法則是分析目前或過去現有的申報資料中，符合分析者有興

趣的適應症之相關醫療科技年使用量，來推估未來會使用到新醫療科技的市場規

模，但需注意新醫療科技的引進亦可能會擴大原市場規模（例如：過去相同適應

症的醫療科技選擇禁忌症較多）。若適當，採用病人數推估法優於採用醫療科技

使用量法，因還可提供病人數之資訊。 

 

圖二、新醫療科技可能的市場規模預估架構圖 

 

病人數推估法 

（population data-based model） 

醫療科技使用量推估法 

（claim data-based model） 

總人口數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 

確認診斷之病人數 

接受醫療科技之病人數 

符合適應症之醫療科技

年使用量 

可能的市場規模 

符合適應症之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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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病人數推估法時，可先取得我國未來預估人口數[4]，再配合健保統計

數字確認投保的人數[5]，當資料期間格式以年為單位時，建議以年中人數進行

計算。接著確認疾病的盛行率和發生率，以估算符合適應症之病人數及每年可能

增加的病人數；了解疾病的診斷率和就醫率，預估有多少病人會確認診斷和接受

醫療科技。疾病的盛行率和發生率可自文獻研究中取得，且應以本土資料為優先，

然而須注意研究中估計盛行率和發生率的方法及收集資料的年代，以決定是否須

對診斷方法、就診率、或年代等因素進行校正。另一個可能的預估方式，可直接

使用健保資料庫進行目標族群的病人數推估，或使用健保統計數據[5]，透過此

種方式所得的人數為實際就診人數。 

在計算過程中需注意預算衝擊分析開始時所定義的目標族群和次族群特徵

（例如：人口學特徵、疾病嚴重度等），以避免預估產生偏差。上述用來預測各

項數據的參數（包含疾病的盛行率、發生率、診斷率和就診率等），可由台灣的

健保申報檔案資料庫、市場調查數據、國家衛生統計資料（例如：癌症登記線上

互動查詢系統[6]所提供的癌症相關流行病學統計資料）、各醫學會的流行病學

統計資料、已發表或未發表的相關文獻，或專家意見等取得。 

若採用醫療科技使用量推估法時，在臺灣可運用健保申報檔案資料庫來進行

分析。分析時可同時搭配國際疾病分類碼（ICD-9-CM）和所有相關醫療科技選

擇的藥品代號或主手術/處置碼等（可查詢健保用藥品項之健保代碼[7]、健保特

殊材料品項之代碼[8]、健保醫療服務給付項目之診療項目代碼[9]等得知），以

了解符合適應症之病人的醫療科技使用量。若未有適當的國際疾病分類碼、藥品

代號或主手術/處置碼等，則還是建議採用病人數推估法進行預算衝擊分析。臺

灣目前無法獲得全部人口的就診資料檔，僅能分析系統抽樣檔，因此若疾病類型

較為罕見亦不建議使用此分析方法；或是在執行任何分析時亦需注意所獲得的結

果是否符合臨床執行面。 

須注意的是，此處所推估的是新醫療科技未來納入給付後的第一年至第五年，

因此不論採用病人數推估法或醫療科技使用量推估法，在推估時，均需考慮人口

數、疾病盛行率、疾病發生率、就診率、現有醫療科技彼此的市佔率比例等因素

是否有長期變化的趨勢。 

建議10. 新醫療科技未來五年市佔率：新情境主要預估在健保給付新醫療科技的

情況下，新醫療科技對目標族群各種現有醫療科技（包含新醫療科技）市

場規模的影響，包含使用人數或使用量、市場占有率、費用等在各年度的

變化。 

新醫療科技未來五年市佔率指在新情境下，新醫療科技在原有的市場規模中

的預估市佔率，不同於原情境，新情境是建立在假設健保給付新醫療科技的情況

下，針對目標族群各種醫療科技（包含新醫療科技）的使用人數或使用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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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費用等進行分析，預估未來五年的年度醫療科技市場變化，所有數據建

議以表格方式呈現。此部份預估最重要的議題是新醫療科技的使用量（extent）

及其使用量的成長速率（the rate of uptake）。 

新情境的醫療科技選擇會因為新醫療科技的臨床地位是取代、合併、或是新

增關係而有所不同。若健保局納入新醫療科技的給付，病人和醫師使用該產品的

比率可能會隨著時間而增加。預測新情境未來五年的年度醫療科技市場變化有以

下幾種： 

(1) 可由申請廠商自行分析新醫療科技上市後的頭幾年之市場規模資料：利用上

述資訊針對新醫療科技進行假設，判斷其是否取代目前相似醫療科技

(equi-proportionately)的市占率，如同成分藥品，使得現有醫療科技的市場規

模縮小；或是合併現有醫療科技，而不影響現有醫療科技之市場規模。 

(2) 根據健保給付規定或臨床治療指引對新醫療科技所建議的使用時機及使用

方式(如治療劑量與療程、達到療效時間等)進行預測。 

(3) 參考國外醫療科技的使用經驗。 

(4) 參考國內之前類似新醫療科技的其他產品的使用經驗。 

(5) 若資料缺乏，可諮詢臨床專家意見。 

研究者對於新醫療科技的臨床定位假設以及未來五年的年度醫療科技市場

變化預估，都應清楚的說明。 

建議11. 成本計算：新醫療科技之成本建議以申請價格進行計算，其他相關醫療

科技的成本則以健保給付價格，並配合其用法用量及療程進行進行計算。 

現有醫療科技的成本應以健保給付價格並配合其用法用量及療程進行計算，

若被取代的現有醫療科技不只一種時，應依市佔比例計算現有醫療科技組合的加

權平均成本。當醫療科技為藥品時，現有醫療科技並不限於原廠藥，還同時包含

了學名藥。當新醫療科技的臨床使用地位屬合併或新增關係時，不須計算現有醫

療科技的成本，或可將現有醫療科技視為無成本。 

預算衝擊分析中對擬建議納入給付的新醫療科技之用法用量及療程應詳細

加以說明，如使用劑量、使用期間、停止使用或再次使用的時機等，且應與擬建

議給付之主張相符。若使用劑量因人而異，則須說明模式中所採用之平均劑量為

何。新醫療科技之成本建議以申請價格進行計算，其他相關醫療科技的成本則以

健保給付價格進行計算。在某些情況下，應適當考慮健保給付制度的影響，如總

額預算、臺灣版診斷關聯群（TW-DRGs）、自付差額等。 

若病人需長期使用醫療科技，如藥品時，在計算總醫療花費時應考慮服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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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adherence)和持續性(persistence)。此數據的假設應建立在最佳的現有證據下，

其可能由臨床研究結果、資料庫分析研究、特殊資料收集、或專家意見取得。配

合度和持續性應該要依照不同期間進行說明，如第一年配合度、第二年配合度等，

若病人沒有完全配合醫師處方，所預估的醫療費用則會降低。 

建議12. 新醫療科技總成本與預算衝擊：預算衝擊分析之主要結果應將新醫療科

技之使用人數、總成本及帶來之預算衝擊分析，依納入健保給付後之時間

分別加以呈現。 

依據分析架構求得市場規模、市場佔有率分布、醫療科技成本後，即可求得

原情境與新情境之總成本，二者差即為新醫療科技之預算衝擊，而主要結果的呈

現包括新醫療科技的使用人數、總成本及帶來之預算衝擊分析，並依納入健保給

付後之時間分別加以呈現。 

建議13. 參數與假設：預算衝擊分析中的參數與假設均應清楚註明出處，並視情

況提供相關說明，且應以本土資料為優先，以求反應我國國情。 

對模式中所使用的假設及參數來源均清楚註明出處，並視情況提供相關說明，

尤其是模式中使用的假設，應清楚說明其合理性。預算衝擊分析應盡量使用本土

資料，如盛行率、發生率、成本、各種醫療科技的使用比例等，來進行相關計算，

以使預算衝擊能妥適反應我國國情。常見的來源包括本土文獻、健保資料庫分析、

市場調查、及專家意見等。若有引用自國外之參數，應對該參數反應我國情境的

合理性進行說明與討論。 

建議14. 敏感度分析：對具有不確定性的參數之可能變化範圍進行敏感度分析，

將結果呈現並加以討論，用以幫助決策者了解預算衝擊的不確定性之大小

及可能範圍，以利於決策之進行。 

敏感度分析的目的在於針對預算衝擊分析架構中具有不確定性的參數，在可

能的變化範圍進行運算，分析者需將結果呈現並加以討論，用以幫助決策者了解

預算衝擊的不確定性之大小及可能範圍，以利於決策之進行。常見具有高度不確

定性的參數包括新醫療科技進入市場後的市場佔有率、原情境和新情境下所有可

能的醫療科技選擇的市場規模預估值、原情境和新情境下市場規模的成長率等。 

預算衝擊分析常用的分析方法為決定性敏感度分析（determinis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DSA），即放入模型的參數假設值為一個數值而非分布狀態，依據分析

參數的數量或特性可分為單因子敏感度分析、多因子敏感度分析、或極端值敏感

度分析。另一種敏感度分析方法為機率性（probabilistic）敏感度分析，即放入模

型的假設值為一個分布狀態而非數值，由於無法了解分析結果的改變是由何種參

數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為何，對於決策者的參考性較低，因此在執行預算衝擊分

析時不建議使用機率性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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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5. 模型驗證：預算衝擊分析中的參數與假設均應清楚註明出處，並視情況

提供相關說明，且應以本土資料為優先，以求反應我國國情。 

預算衝擊模型應經過模型確認（validation）的步驟，以使決策者能對模型的

合理性與正確性有所了解，增加決策者對於結果的信心程度。適合用於進行預算

衝擊模型確認的方法包括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及內部驗證（verification）。

表面效度係透過諮詢該領域的臨床專家，以確認關於預算衝擊模型的架構及參數

資料來源等，是否能與目前的醫學常識、科學證據、或是臨床執行面等相符合。

內部驗證的目的則是確保預算衝擊模型中的數據引用正確，且計算過程清楚而正

確。 

建議16. 模型的透明性：預算衝擊的所有計算過程均應清楚依序列出，並適時使

用電腦軟體，如 Microsoft Excel，以利模式驗證及進一步分析之進行。 

在進行預算衝擊分析時建議適當的使用電腦軟體（例如：Microsoft Excel），

不僅可增加執行過程中驗證計算公式之正確性或是更改假設與參數時之方便性，

新醫療科技給付的建議者及廠商於建議新醫療科技給付時，也能一併提交此分析

過程與結果，以協助預算衝擊評估者能迅速對預算衝擊分析的過程進行檢核與掌

握。同時，本中心對該程式及相關資訊亦負有保密之責，且不將其移作他用或予

以公開，以維護智慧財產權與相關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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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衝擊分析報告格式建議 

一. 背景簡介：描述該適應症的流行病學、臨床治療與經濟等相關資訊。 

(1). 流行病學：包括該疾病的盛行率、發生率、以及人口學特徵(例如：病人年

齡，性別與危險因子等)等情況。 

(2). 臨床治療：包括簡短的病理或生理機轉描述、疾病進展、疾病預後情形、目

前治療方法的選擇，或是所有與預算衝擊分析之研究設計相關的資訊。 

(3). 經濟資訊：包括該疾病治療任何之前相關的經濟分析，如：之前是否有類似

科技的預算衝擊分析報告，疾病治療成本分析，或成本效益分析等。 

二. 新醫療科技相關資訊：包括新醫療科技的衛生署核准適應症、申請之健保给

付適應症、用法用量、達到療效時間、治療效果、常見副作用、嚴重不良反

應及病人服藥配合度等。此外，針對新醫療科技的臨床試驗資訊也應一併說

明，如研究設計、研究族群、追蹤時間和臨床效果等。 

三. 研究目的：預算衝擊分析的研究目的需清楚說明，通常會和評估的觀點相

關。 

四. 研究設計及方法：包含下列項目：目標族群、評估觀點、比較品、分析期間、

分析模型描述、參數預估值及其範圍、參數來源、參數收集方式，以及基礎

分析及敏感度分析方法。 

(1). 目標族群：清楚說明分析的目標族群，如果預算衝擊分析的目標族群與臨床

試驗不同時應清楚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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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觀點：清楚說明分析的評估觀點(即目標聽眾)，在進行成本計算時需符

合此評估觀點。如同前述建議，預算衝擊分析的評估觀點以預算持有人為主，

如健保署。 

(3). 比較品：比較品與新醫療科技的臨床治療定位應清楚說明，選擇時應優先考

量我國臨床實務和臨床指引，且需闡明選擇的原因。 

(4). 分析期間：分析期間為 5 年，可由預估健保開始給付日來進行切割。 

(5). 分析模型描述：需要完整的說明模型架構，包含模型的示意圖。使讀者可了

解目標族群在分析期間的治療結果為何，此包含病人治療失敗。 

(6). 參數預估值及其範圍：所有和臨床相關的參數假設以及所有策略的成本參數

都應詳細說明，使讀者或審查者可依循說明來重現預算衝擊分析的結果。 

(7). 參數來源：模式中所使用到的參數之皆應清楚說明其來源，如臨床試驗、資

料庫分析等。選擇參數來源的條件、其優缺點和可能造成的偏差方向也應適

當的討論。 

(8). 參數收集方式：參數收集（如德菲法）或是資料擷取（如資料庫）的方法和

步驟都應描述並說明其理由。此外，資料收集的表格（例如：德菲法討論小

組使用的問卷、或是資料庫分析的資格擷取計畫書）可以附件方式提供在預

算衝擊分析報告中。 

(9). 基礎分析及敏感度分析方法：詳細說明運算原情境與新情境各年的醫療科技

花費和總醫療花費，以及各年的醫療科技花費衝擊及整體醫療花費衝擊之方

法（如病人數推估法或醫療科技使用量推估法等）和過程。所有呈現在結果

的情境選擇都應詳細記錄並說明其理由。 

五.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需呈現原情境與新情境各年的醫療科技花費及總醫療花

費預估值，各年的醫療科技花費衝擊及整體醫療花費衝擊。各醫療科技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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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使用量（如果可以，則呈現使用原因為何，如醫療科技本身費用、副作用

和其他相關狀況等）及其花費金額都應以表格呈現。除了基礎分析的點估計

外，也應呈現敏感度分析的結果。敏感度分析的結果應包含預算衝擊分析最

樂觀及最悲觀的預估值，以及重要參數假設時改變的預估值。建義敏感度分

析的結果可以龍捲風圖呈現。 

六. 討論：各種研究限制與假設，敏感度分析結果的意義說明，以及最後結論。 

七. 預算衝擊分析應包含的圖形或表格，陳述如下： 

(1). 圖示預算衝擊分析模型的主架構：使讀者或審查者容易理解預算衝擊分析的

過程和產出。建議在模型描述時可使用簡單的流程圖。 

(2). 表列分析中各個主要假設：以增加分析的透明度。 

(3). 表列分析所使用到的各個參數數值及最終分析結果：使讀者或審查者可快速

擷取重要訊息。 

(4). 圖示不確定性分析之分析結果（例如：龍捲風圖）：使讀者或審查者可快速

了解分析結果易受到那些參數影響，以及所影響的大小和範圍為何。 

八. 參考資料及附錄。 

可供決策者使用之預算衝擊分析電腦模型：此互動電腦模式最好與預算衝擊分析

報告一起呈送給健保署。決策者可依照自己的認知調整分析所使用的各項數據或

假設，用以評估這些參數與假設改變後對於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以掌握各項因

素可能形成衝擊的幅度，並方便與其他單位進行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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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算衝擊之分析模板--依使用病人數為基礎 

(1) 新醫療科技臨床使用定位： 

根據新醫療科技的臨床使用定位，申請新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的關係

為： 

 A. 取代現有醫療科技：（請詳細說明取代何種現有醫療科技） 

新申請醫療科技與現有已給付醫療科技適應於相同病人群、相同嚴重程度、

為相同的臨床使用定位，新申請醫療科技與已給付醫療科技臨床上只須擇一

使用就可以。造成的財務衝擊為新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費用的差異。（若

為此項則填寫（4）及（5）以利比較） 

 B. 搭配現有醫療科技作為合併治療：（請詳細說明合併何種現有醫療科技） 

新申請醫療科技與現有醫療科技須搭配使用。將產生新的額外財務衝擊。（若

為此項則僅需填寫（4）；（5）之總費用為 0） 

 C.做為現有醫療科技的救援：（請詳細說明救援何種現有醫療科技） 

新申請醫療科技使用在當前沒有其他積極治療方法或現有醫療科技失效/失

敗（loss of effect / fail）、病人無法耐受（intolerant）、病人為現有醫療科技使

用禁忌者（contraindication）時。將產生新的額外財務衝擊。（若為此項則填

寫（4）；（5）之總費用為 0） 

(2) 現有醫療科技過去市場規模估算： 

估算過去兩年資料說明現有醫療科技的市場規模（現有醫療科技包括仿單核

准適應症外的使用（off-label use）、學名藥（generics）和其他科技，可依健保資

料或其他市場調查資料）。 

項目 市場規模 資料參考來源及說明 

依流行病學資料評估 

符合申請新醫療科技適應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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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情境下，新醫療科技未來五年市場規模估算： 

新情境指在新醫療科技納入健保後，新醫療科技未來五年的市場規模。 

  資料參考來源 

每位病人使用新醫療科技 

之每月費用（A） 
元/月  

病人延續使用新醫療科技 

之期間（B） 
月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給付後各年度新開始使用 

新醫療科技病人數預估（C） 
     

各年度使用新醫療科技之 

病人人年數（D） 

（含新開始、延續前年度使用

者，但不含當年不再使用者） 

     

新醫療科技 

各年度費用預估（E） 
     

相同診斷的年度病人數 

前述病人中 

目前已接受現有醫療科技之 

年度病人數 

人  

前述現有醫療科技之年度費用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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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A) 每位病人一個月所需醫療科技費用：應依照新醫療科技臨床治療療程換算

成平均每一個月費用。 

(B) 病人使用該醫療科技的期間：應依照臨床資料估計病人使用新醫療科技

期間的平均值或中位數，例如 disease free survival、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life expectancy；急性病只需一次治療者可以用 1 次代入。 

(C) 每年開始使用新醫療科技的病人數：應考慮台灣流行病學病人數的增加

或減少、市場佔有率、新申請醫療科技使用量的成長等因素。此處所做

假設應明確描述出來並解釋其合理性。 

(4) 新醫療科技取代現有醫療科技而節省之費用估算： 

若前述（1）新科技臨床使用定位為 A. 取代現有醫療科技，則須估算「現

有醫療科技」因申請新醫療科技開始給付後被取代所節省之費用；新醫療科技臨

床使用定位若為 B. 搭配現有醫療科技作為合併治療或 C.做為現有醫療科技的

救援，則此部份費用為 0。 

  資料參考來源 

每位病人使用現有醫療科技 

之每月費用（F） 

元/月  

病人延續使用現有醫療科技 

之期間（G） 

月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各年度現有醫療科技被 

新醫療科技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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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人年數 [同（D）] 

現有醫療科技被 

新醫療科技取代而節省之 

各年度費用預估（H） 

     

※說明： 

(D) 每位病人使用現有醫療科技每個月所需之費用：應計算出各種現有醫療

科技混合後（the current treatment mix），依臨床治療療程換算成平均每一

個月的費用。計算方式請以各種現有醫療科技平均每個月的費用，以目

前市場佔有率加權平均後求出。 

(E) 病人使用現有醫療科技的期間：應依照臨床資料估計病人使用藥物期間

的平均值或中位數，例如 disease free survival、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life expectancy；急性病只需一次治療者可以用 1 次代入。 

(5) 財務衝擊分析結果 

若前述（1）新科技臨床使用定位為 B. 搭配現有醫療科技作為合併治療或

C.做為現有醫療科技的救援，則（H）為 0。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各年度財務衝擊分析結果 

= （E）–（H） 

     

 

(6) 敏感度分析 

評估可能變動因素預估年度財務衝擊，可能變動因素可能不只一項，可依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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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複製下表。 

變動因素 1 （下限值，上限值） ______ （______，______）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變動因素 1 下限值 

之財務衝擊 

     

變動因素 1 上限值 

之財務衝擊 

     

 

變動因素 2 （下限值，上限值） ______ （______，______）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變動因素 2 下限值 

之財務衝擊 

     

變動因素 2 上限值 

之財務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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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算衝擊分析品質檢核表 

項目 檢核結果 

1. 所有擬申請給付的適應症範圍是否皆已納入分析，且與建議健

保給付內容相符？ 

 是   否 

 不適用 

2. 對於臨床使用地位，納入新醫療科技給付後與現有醫療科技的

關係為何是否予以清楚說明？（如取代、合併、救援）。 

 是   否 

 不適用 

3. 對於相關的現有醫療科技是否皆已清楚說明，並納入分析（如

被取代/合併/作為救援的藥品）？ 

 是   否 

 不適用 

4. 是否使用本土流行病學資料（如盛行率、發生率等）進行相關

計算？ 

 是   否 

 不適用 

5. 對新醫療科技未來每年的市佔率比例預估是否均清楚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6. 在計算醫療科技之成本時，是否將其用法用量與治療期間長短

納入考量？ 

 是   否 

 不適用 

7. 被取代的醫療科技不只一種時，其成本是否已依市佔比例予以

加權平均計算？ 

 是   否 

 不適用 

8. 對不確定性較高的參數是否運用敏感度分析來了解對結果的影

響？ 

 是   否 

 不適用 

9. 是否提供未來 5 年每年之費用及預算衝擊預估？  是   否 

 不適用 

10. 對模式中所使用的假設及參數來源是否均清楚註明出處，並

視情況提供相關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11. 數據引用是否正確？  是   否 

 不適用 

12. 假設是否清楚而合理？  是   否 

 不適用 

13. 計算過程是否清楚而正確？  是   否 

 不適用 

14. 若有重要的非藥品醫療科技可能會受到新藥納入給付的影

響，是否另外提出說明（Optional）？ 

 是   否 

 不適用 

15. 若有重要的非藥品醫療資源會受到新藥納入給付的影響，是

否另外提出說明（Optional）？ 

 是   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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