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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相關指南 
(Guidelines of Methodological Standards for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s) 

1.1版本 (草案) 
97/09/01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衛生署核准研究經費，支持建立藥物經濟研究的相關評估指南。

研究主持人譚延輝博士定義為建立台灣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指南，重點在建構執行藥物

經濟學評估之方法學指南。此研究邀請學術界代表陳恆德醫師、楊銘欽副教授，中央健

康保險局代表黃肇明、杜安琇，以及製藥界代表程馨、洪在華、王宥人，一起組成工作

團隊，從認識加拿大指南，美國 AMCP 指南，到寫成台灣的指南草案，經兩次研討與

一次公開說明會與擴大專家會議，完成這一份台灣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指南的第一版

本。 

其後，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接受衛生署委託，於民國九十七年進行醫藥科技評

估，並於同年四月一日正式成立醫藥科技評估組。本組主要的工作任務之ㄧ即為建立評

估各類醫藥科技之標準作業流程，由 HTA 小組陸續修訂上述台灣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

指南，形成本草案。 

第一章、簡  介 

健康照顧介入活動的經濟評估，主要在描述、分析與比較兩種或多種介入活動之間

的成本與所得到的結果。若此經濟評估是在探討藥品及醫療器材，就應使用“藥物經濟

評估”這個名詞，即使對照組是完全沒治療，或使用非藥物療法。但經濟評估也可運用

到其他不同醫療科技的介入，包括診斷科技或醫療處置等。 

一個藥物經濟評估可定義出一個藥物產品是否具有多增加的價值，也就是與目前使

用的對照組比較，可能有多增加的金錢上利益及/或健康療效上的好效果。因此提供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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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來證實醫療保險單位提供該新藥給付或改變目前藥物給付條件的正當性。很重要的

一個觀念是：符合成本效益可能代表健康療效上會增加，但同時也會增加藥物的財務預

算；或者能達到相同的健康療效但使用較少的醫療資源。因此，增加醫療科技的成本效

益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降低醫療的花費，但實質上可看到每單位花費會導致更高的健康療

效之衝擊。藥物經濟評估之目的是提供實證(evidence-based)資訊，給決策者做適當決定

的參考；是經由增加決策者更多可信任、有根據的資訊來做出明智的決定，同時讓醫療

保險資源能做最有效率的分配。 

台灣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指南，是期望建立一套執行藥物經濟評估的方法學標準。

經此標準所執行藥物經濟評估的結果，會被醫療保險單位認為是可值得相信的結果。例

如：當藥廠有一新藥產品，擬於台灣執行經濟評估時，建議採用本方法學指南所建議之

內容，以及評估報告的書寫格式。 

本方法學指南可應用於下列狀況：設計與執行新醫療科技之經濟評估時，審查評估

結果時，以及將評估結果應用到臨床時。因此，研究者、審查者與臨床應用者，都應熟

悉藥物經濟評估之標準方法學。本方法學指南內的各項建議，提供一些特定的評估方法

可供選擇，因此，將評估結果的可比較性極大化，並將錯誤判讀研究結論的可能性降到

最低。但這些標準方法學不是要限制研究者的創造力，不是要求完全依照這些方法學。

本指南不希望阻止新方法學的產生，也不希望限制科學研究的自由度。 

雖然已有許多文獻與書籍建立一些經濟評估方法學的共識，但在藥物經濟學研究

上，還有許多議題仍有爭議。其原因是這領域仍屬新發展的領域，許多成本測量與生活

品質測量的方法學，還在繼續發展中。為降低爭論的可能性，建立具有共識的方法學是

值得進行的。 

許多已建立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指南的國家，都是為了呈現一套可依據的原則，來

引導研究者進行這些研究的分析；而不是為了建立行政法規來規定如何執行這類研究。

因此，這些原則不一定完整，也絕不是強迫性。只要能提出合理解釋，或有依據證實其

真實性，採用另種方法都可被接受。目前所建立的這一套台灣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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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是一套優良執行評估的規範，期望能夠廣泛地應用在不同醫療機構，不同疾病與不

同的醫療科技，包括藥品、生物製劑、醫療器材、診斷科技或醫療處置等。 

通常，除了藥物經濟評估之外，醫療保險單位可能還需要深入了解若增加該新藥的

給付，對保險單位的年度財務預算衝擊有多大。該財務衝擊分析有列在指南 22，但這不

是藥物經濟學評估的一部份，此分析可自己形成一份獨立的方法學指南。 

本藥物經濟研究的相關評估指南包括：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指南(methodological 

guideline)，藥物經濟評估報告書之標準化書寫格式(report format)，審查者評審指南

(reviewer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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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指南 

(Guidelines for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藥物經濟評估方法學的指南集共有 22 個指南呈現於此，這代表著目前被廣泛使用

的方法學，建議所有研究者、審查者及應用者來參考。指南之下的說明，提供更充分的

解釋，同時指出健康照顧政策的應用領域。 

指南 1： 目標對象 (Target Audience) 

藥物經濟評估的目標對象必須要明確指出，可能包括：醫療保險單位、病患、處方醫師、

醫院、研究者。 

【說 明】 

在台灣，衛生署委託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成立醫藥科技評估工作小組，協助徵

集各國之研究報告並執行藥物經濟評估，提報分析結果予中央健康保險局內部成立之藥

事小組以負責評估藥物產品，並提出是否納入給付之建議。該建議提供給健保局總經理

後，由總經理最後決定藥物產品是否放在處方集的正面表列中，健保局將依該表列支付

特約醫療機構所開立的藥品費用。藥物經濟評估可以對藥物的成本效益問題提供深入探

討，除了最為決策保險給付範圍之參酌外，該資訊與數據亦可提供醫療機構、醫事從業

人員等其他對象作為參考，以決定是否要採用符合成本效益的藥品。不同目標對象對應

的評估立場不同，所重視之成本項目亦有所不同，因此任何藥物經濟評估計畫必須先確

立目標對象，同時成本測量必須符合目標對象所重視之成本項目。 

指南 2：評估立場 (The Perspective) 

所有研究最好以社會的立場做評估並寫成報告；然後再分割成各不同目標對象之立場來

呈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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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在此社會的立場是指評估必須包括所有的成本與利益，不管最終是誰實際承擔了成

本或接受到利益，換言之，這代表在醫療保險給付系統之外領域的成本與利益也都必須

列入考慮。若分析中有包括醫療保險給付系統之外的直接或間接成本，則必須分別獨立

的呈現，且其估算要分開進行。通常成本會分作以下三類個別呈現：醫療保險給付系統

內的直接成本(健保局的立場)；加上醫療保險給付系統之外的直接成本(醫療系統的立

場)；第三再加上醫療保險給付系統之外的間接成本(社會的立場)。 

指南 3：評估進行的時間 (Timing of Studies) 

藥物經濟評估可在一個新藥發展臨床試驗的任何階段進行(通常在II, III, IV期)。 

【說 明】 

經濟評估進行的時間取決於評估結果使用者的需求。在新藥研發之初期，製藥廠商

可能透過執行藥物經濟評估以引導臨床 III, IV 期研究發展之決策，並依評估結果發展市

場行銷之策略規劃。而第三期試驗期間所進行之評估，由於發生在藥品生命週期的起步

階段，因此對藥價制定與健保給付決定上有重要的意義。最後藥品上市後第四期經濟評

估，可以提供最新的實際應用後的療效資訊，且提供藥品使用形態與副作用發生機率的

更好證據。有時，第四期的研究是由醫療機構或研究機構所啟動，例如：為發展臨床治

療指南，為某疾病治療做處方集決定之參考，或對某類別藥物或某特殊病人群建構處方

集決定之參考。 

指南 4：關係公開 (Disclosure of Relationships) 

藥物經濟評估可由任何符合資格的研究者執行。所有執行該研究的合作同伴，以及他們

與委託者(通常是製藥廠商)之間的關係，都應公開透明(transparency)。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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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經濟評估，原則上可以由業界、學界、諮詢顧問公司、獨立之專家以及任何上

述者之結合來執行。一個符合資格的研究者，是指具有該研究訓練與經驗的人，他/她熟

悉該研究之背景及要求，又能符合優良專業之倫理道德規範。此外，研究的計畫書與報

告都必須能符合專業倫理規範與指南之要求。 

研究資助者與評估各執行者之間，在經費資助與論文書寫上的關係，必須在合約上

有清楚的關係描述。在經濟評估報告內，若有部份或全部由一個或多個研究團隊所準

備，則各方合作關係的情節都必須清楚說明。因此，在相互合作的契約書上，凡有關財

務、文章出版權、以及其他狀況與同意書等資訊，都必須述明且隨時備查。研究執行者

必須在研究各階段的方法學上，有獨立思考權；必須在任何他們選擇的雜誌上有出版

權。這關係的公開可經由提供該(標準)契約書的影本而達成。 

指南 5：評估方法 (Evaluation Techniques) 

藥物經濟評估應採用最能反映研究目的之最適當方法學，有幾種不同的分析方法可採

用：成本結果分析(cost-consequences analysis, CCA)，成本最低分析(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 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 utility 

analysis, CUA)，或成本利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 

【說 明】 

一般而論，一個經濟評估可運用四個研究設計過程來收集所需要的資訊：1. 

“Piggyback” 研究，這是指在傳統探討有效性與安全性的臨床試驗中，加入經濟評估所

要測量的成本與生活品質上的結果。2. 自然狀況研究(Naturalistic trials)，是指在實際醫

療執業環境及狀況下，設計一個經濟評估之研究。3. 整合性研究，是指從其他多個研究

結果整合數據(統合分析)，或從大型資料庫分析來獲得所需要的數據。4. 使用數學或統

計模式所進行的研究。 

新藥產品執行臨床試驗的主要目的是確認該藥的安全性與有效性 (safety and 

efficacy)。若相較於其他藥品，該新藥有多增加的治療價值，則使用該藥治療的相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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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及成本與增加的治療價值之間的關係，就要靠經濟評估來定義。此時用來治療的

所有層面，包括藥品副作用以及其處理成本，都要放在評估內考量。一個藥物經濟評估

必須呈現出遞增分析(incremental analysis)，這是指用介入 B 來取代介入 A 時，多增加

的治療成本除以多增加的治療效果。 

若一個藥品與目前存在的治療比較，在治療價值上有多增加的效益，則評估的方法

最好是成本效果分析(CEA)及/或成本效用分析(CUA)。至於衡量效益的單位則必須取決

於該藥品預期的效果是什麼，以及要治療的疾病是什麼。 

藥物經濟評估有下列幾種不同的分析方法可採用：  

成本結果分析 (CCA) 

成本結果分析被定義為一種沒有整合介入效果指標的分析方法，亦即不同的介入效

果可能以不同的自然單位呈現。這種分析方法可將藥物治療或其他健康照顧介入活動的

價值，以最完整的方式呈現出多種健康療效的資訊。這也是在概念上最簡單的一種分

析。一般而論，由於 CCA 可以將新治療方法的衝擊以完整與透明的方式呈現，這可讓

政策決定者自行決定要選擇哪一項對其觀點最有利的療效結果；且可以給他們信心說，

有可相信的數據來支持他們做出醫療資源分配的最佳決定。 

成本最低分析 (CMA) 

若新藥的臨床治療效果與其對照組的治療效果很類似或完全一樣，則可考慮使用成

本最低分析。正因為 CMA 是基於介入效果相仿之前提或假設，通常只比較兩組治療方

法的成本，不再進行療效的分析。但是完整經濟評估研究必須同時評估介入之成本及療

效，因此 CMA 單就介入成本進行討論的特性備受質疑，建議研究者儘可能避免使用

CMA 進行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 (CEA) 

在此分析方法中，療效結果的測量是採用自然單位(physical units)，比較多組介入的

治療成本與療效結果，估算每增加一個自然單位的效益所對應的醫療成本。療效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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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單位可能差異很大，從血壓(mmHg)的降低，多救活的人數，多增加的生命年數等。

其中血壓測量值、體重變化等間接性的自然單位被稱為中間結果，而存活人數、生命年

數等指標則被稱為最終結果；在成本效果分析中，最好將中間結果轉換成最終結果，盡

量以最終結果進行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 (CUA) 

成本效用分析其實是成本效果分析的一種變形，只是療效結果的測量單位轉變成品

質校正生活年(quality-adjusted life-years, QALYs)。QALYs 是只用生活品質權數或效用值

(utility)校正生命年數的改變 (死亡率與罹病率) ，形成綜合測量值，以求更精確的描述

介入的療效。使用成本效用分析時，生活品質的測量需要使用測量效用值的工具。這些

效用值需要反映出社會的偏好(preferences of society)，意即從社會觀點來看生命的年數

與生活品質的價值。 

成本利益分析 (CBA) 

在成本利益分析中，成本與利益都是用金錢價值來呈現。因此可以針對不同的介入

活動，以相同單位($)做整體的比較。 

由於只有在新藥品有多增加的治療價值時，才值得做經濟評估，因此，成本最低分

析很少用於新藥的經濟評估，可能用於過專利期後的藥品市場競爭。在成本利益分析

中，目前認為願付價格法(Willingness to Pay, WTP)是計算療效結果之金錢價值的最好方

法。但該方法仍在發展中，目前還沒有共識認為何測量方法最適當。因此，僅用成本利

益分析當作唯一的評估方法學，目前被認為不夠充分。一般針對新藥的經濟評估，多建

議執行並呈現成本效果分析或成本效用分析的結果報告。 

指南 6：適應症與研究群體 (Indications and Population under Evaluation) 

藥物經濟評估通常是針對已註冊核准的主要適應症，評估內容必須明確指出該藥品所治

療的病患群。另外，若欲分析次群體也必須明確陳述，如：病患分組，不同疾病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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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嚴重性，是否有同時罹患的疾病等等。經濟評估必須在整個研究病患群中執行，以

及在計畫書所確定的次群體中執行。次群體可依據療效、成本或其他爭論議題之可能差

異而制定。 

【說 明】 

藥物經濟評估的計畫書內必須明確描述該評估計畫，是要涵蓋所有核准的適應症，

還是部份適應症，還只是某適應症的部份次群體。 

在藥物經濟評估中所分析的群體，或模式分析內使用的群體，必須能代表未來實際

臨床執業時，該藥品所將使用到的群體。為做到完全的明確化，必須要清楚描述目標研

究群體，包括指出該適應症之盛行率(prevalence)，診斷方法，疾病嚴重性，病患年齡與

性別的分布。其他相關的因素還包括：死亡率、是否同時有其他疾病罹患情形、同時會

使用的治療方法、不同地區的疾病分布情形、以及相關社會經濟群體的分布情形。在台

灣預期會有多少人將使用該藥品，必須預估出來，包括盛行率及發生率。 

若藥品被視為會在某特定的次群體病患群使用才更符合成本效益，而不是在整個該

適應症病患群，則必須在計畫書內事先就明確區分出這些次群體，譬如說：不同年齡層

的男性或女性，不同的疾病嚴重性，或不同的危險程度。因此，次群體分析必須基於針

對次群體所執行的臨床試驗結果，且該研究結果驗證其間有不同的療效及安全性情形。 

藥物經濟評估之目的是要用以確認，在哪些病人群體或適應症下使用是符合成本效

益的。經濟評估之目的並不是分析藥品本身是否符合成本效益，而是看其應用是否符合

成本效益。從這角度來看，其結果可能建議該藥品的使用範圍應限制在某核准適應症的

較小範圍。 

指南 7：選擇對照治療方法 (Choice of Comparative Treatment) 

藥物經濟評估應該有比較的特質，原則上，比較的對象可能是臨床執業上最有可能被該

藥品所取代者，可能是另一個藥、一個手術過程或根本不治療。對照治療方法取決於研

究目的，應於計畫書及報告中明確說明其選擇的原因。 



 

 10 

【說 明】 

一個藥品的經濟評估，永遠建立在與其他治療做比較。而選擇哪一個對照治療方法

來做比較，對經濟評估的結果影響很大。因此，選擇正確的對照組不僅對經濟評估很重

要，對於評估該藥的治療價值也相當重要。建議要盡量遵守本指南及評估流程來選擇對

照治療組。不論如何，選擇對照治療方法的理由必須明確說明清楚。一個先決條件是：

對照治療的選擇必須與新藥有相同的病患群及適應症。 

可考慮的對照治療方法包括：臨床治療指引視為第一選擇的治療方法(其療效已被

證實)，最有效的或是最常用的治療方法。對照治療有可能是非內科的治療方法，如一

種手術處置或完全不治療(使用安慰劑)。 

在台灣，有關選擇對照治療方法，應依下列原則進行。若一個新藥屬於一個已存在

的藥物治療類別，則應選擇該類別中最常被醫師處方使用的藥品 (most frequently 

prescribed)作為對照治療藥品。若該新藥屬於一個新建立的治療類別，但欲用來治療的

該適應症，有其他藥物可以用來治療，則應由治療該適應症的藥物中，選擇醫師最常處

方使用的藥品作為對照治療藥品。 

所選擇對照治療法的劑量、用法、期限、療效及副作用檔案，必須在被核准使用的

範圍之內，而且能反映常用的臨床執業情形。若有偏離常用治療方法，應解釋其原因。 

此指南在實際運用時可能會碰到一些問題。醫師的處方行為或治療價值可能因時間

進展而改變，這代表何者被視為最適當的對照治療方法，可能因時間也會不同。例如在

臨床試驗第三期所決定為最適當的對照治療選擇，可能在所有臨床試驗結束時，或在藥

品被核准上市時，已被證實不再是最適合的選擇。另外同樣重要的是，新藥的臨床試驗

有顯著的國際執行特性，在選擇對照治療模式時，一個製藥廠商可能無法考慮到各國的

觀點或可能情形。因此，評估所選擇的對照治療方法可能會偏離台灣情況所認為正確或

最好的治療選擇。但若藥物經濟評估結果要運用到台灣，則對照治療的選擇也應滿足台

灣的情節。經濟評估之計畫書內必須有一個部份是針對如何選擇對照治療方法的討論，

以及提出說明或證據來顯示所選擇的對照治療方法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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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8：遞增與整體分析 (Incremental and Total Analysis) 

成本與療效必須以遞增價值的形式呈現出來，也就是比較評估介入與對照治療間之經濟

評估的差異。此研究也必須提供所有評估介入的成本與療效之全部細節與整體價值表

現。 

【說 明】 

所有藥物經濟評估都必須是比較性，且用遞增名詞呈現出結果，也就是若用 B 介

入活動取代 A 介入活動，則成本與效果的差異是多少。從遞增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出

當新藥取代目前治療方法後，成本與效果的差異情形，以及差異的比例值。 

除了遞增分析之外，報導每一種治療方法的總治療成本與總效果，也是很有意義

的。這些總值可以讓“使用者”更清楚了解所牽涉到的影響量，這影響量大小從兩變數的

差異比例值是完全看不出來的。這總值也讓未來在比較其他治療方法時，增加此研究結

果與其他治療結果的比較能力。這樣能讓未來的使用者，在比較更新的治療方法上，能

更新研究結果資訊，或讓不同地區或執業環境的研究也能做比較。 

指南 9：研究時間長度 (Time Horizon) 

分析時間的範圍必須足夠長到讓所有必須的治療成本與療效結果都出現，使得評估結果

能獲得真實且可信的結論。若為了滿足此要求而必須使用模式的數據，則該模式的結構

及理論基礎必須清楚描述出來。在該研究執行時，這經濟學分析模式必須有一個強力的

科學依據。 

【說 明】 

研究時間長度是指經濟學評估開始到結束的一段時間範圍，治療成本與療效結果必

須在此時間範圍內做測量；研究分析時間範圍應足夠長到讓所有治療方法的重要成本資

源使用與健康結果都發生。由於衡量醫療介入的結果以最終結果優於中間結果，因此預

期的研究時間長度必須取決於治療目標，也就是預期的療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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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臨床試驗的研究時間長度有時太短，無法獲得長時間的藥物療效數據，因此會

需要經濟學模式來預估長時間的結果。這時，模式的呈現必須能讓該研究結果的使用

者，能夠確認該研究的一致性並分析其信度(reliability)。這代表要清楚解釋所使用的方

法學，以及分析所依據的所有假設。有時，有些研究會使用超過一種的研究時間長度來

分析所擁有的資訊，例如：一個短期分析，可完全依據控制性臨床試驗所獲得的數據；

再加上一個長期分析，則依據模擬模式的數據(modeled data)發展。 

指南 10：有效性與效果的差別 (Efficacy versus Effectiveness) 

理想上，藥物經濟評估應呈現藥品的效果，而不是其有效性。應盡一切努力來收集在實

際執業狀況下的疾病罹患率與死亡率資訊。若沒有效果的數據，則可使用適當的模式技

巧，來轉換從有效性研究所獲得的數據，變為實際執業所預期的數據 (即效果)。在模式

技巧中所作的全部假設，都必須明確描述，並採用敏感度分析來協助評估。 

【說 明】 

有效性與效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效性是指一個藥品在高度控制的環境下使用所

表現的結果 – 意即由有高度意願且以研究為導向的臨床人員，依據一份嚴格設計的書

面計畫書來執行給藥與監測結果；而病患是符合嚴格納入與排除條件者，經仔細選擇出

來的一群人，他們同意加入研究並願意配合研究過程。 而效果是指一個藥品在真實世

界執業環境下使用所表現的結果 – 意即由一群不同科別的醫師，針對一病情或特質差

異很大的病患群，視病患之需要而給藥；這些病患群對藥品認知少、服藥配合度不高、

會被同時罹患不同疾病或不同用藥物干擾其療效，這些在原始有效性臨床試驗中是沒有

的。  

藥物經濟學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個很重要問題是：當一個新藥剛上市時，醫學文獻上

只有有效性的數據存在。任何在此期間執行的研究，不可避免的必須從臨床試驗的有效

性數據推論到治療的效果。模式研究通常就用來解決這問題。若真執行模式研究，則所

採用的模式以及所有假設必須有詳細的解釋，且其結果必須做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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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研究(Effectiveness research)通常是測量治療的最終結果。最終結果多是指健康

狀態的改變，如：增加治療症狀良好控制的發生率，降低某疾病的發生率，降低某些併

發症的發生率(行動失能、心血管事件發作、hysterectomies、藥品副作用)，降低粗死亡

率或某特定疾病的死亡率，增加存活年數(增加存活率或生命年數)，增加無疾病或無失

能狀態的生命年數，增加品質校正生活年(QALYs)，等等。建議使用生命年數與品質校

正生活年作為療效結果的測量變項，最能整體的反映出健康的改善；而較不建議使用避

免幾人死亡與多救活幾人的指標值，尤其是用於病患存活率是未知的狀態，以及病患未

來的生活品質預期會很糟的情況下，這些指標並不足以反應最終的健康結果。 

當藥品進入市場使用後，醫療政策決定者很希望能獲得效果的數據，但從實務面來

看，這通常不可能發生。由於臨床 Phase III 研究結果，是藥品上市前登記與審查要看

的資料，這些數據多是提供有效性與安全性數據，這些資料對藥物經濟評估來講不盡理

想，因為臨床試驗研究環境與實際執業很不相同。倘若藥品核准上市與健保局審查給付

與否的時間相距太短，期間很難有效果資料的研究數據被揭露，換言之，健保局審查給

付條件時能掌握的資訊通常非常有限。另外一個問題是一般臨床試驗所測量的結果是中

間療效結果(如血壓下降 5 mmHg)，這並不能提供藥物經濟評估所需要的最終療效結

果，如疾病罹患率或死亡率的降低。 

為了要能陳述一個藥品的效果，從臨床試驗所獲得的數據，可運用真實且明確的假

設來作模式估計。惟評估中使用的所有假設必須要有科學性的詳細探討與說明，並且針

對重要的變項進行信度與效度的檢驗。 

經濟評估必須基於完整的療效與副作用反應數據，意即研究者必須齊備評估藥品在

特定適應症的各治療方法，並由所有存在的文獻資料中整理出的療效與副作用數據。這

意味著必須使用相關資料庫，做一次完整的系統性文獻查詢。此文獻查詢所採用的條件

必須明確列出，包括：所使用的資料庫，所採用查詢的關鍵詞，確認出之文獻的納入或

排出條件。另外，所有未發表的報導，有探討該適應症之治療方法者，也可呈現出來。 

建議將所有文獻結果做成一份摘要表以幫助資料統整，必要時應用統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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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可以增加新藥與其對照藥品預估差異值的精確性。進行統合分析亦有助於

發現試驗藥品的某些特質，特別是在單一隨機臨床試驗中也許看不到，臨床上卻有重要

意義之特性。若執行統合分析，則研究文獻的選擇與所採用的統計方法，都必須詳細描

述出來。系統性文獻審查及統合分析都必須依據既有被接受的指南來進行，如：從

Cochrane Library 發展的方法，這內容會在其他地方呈現。 

療效結果的數據來源可能從實驗性研究或觀察性研究而來。若缺乏研究的來源，則

專家意見也可被接受。一個經濟評估只有在較有價值之較高類別證據不存在時，才可能

依據較低類別的證據。專家意見不可用來取代科學性的結果證據。選擇專家的條件以及

收集他們意見的方法，都必須在評估報告中明確的描述。專家意見在下列狀況是有意義

的： 

 定義藥物經濟評估的情節 (即定義某藥物產品治療的定位，如：主要適應症、

主要比較之對照治療法)； 

 修正資源使用之數據 (在其他國家或其他狀況下作臨床試驗所獲得的數據)； 

 推論估計何資源會使用多少數量，可達到隨機臨床試驗的結果。 

臨床結果數據之價值高低，建議的順序如下： 

實驗性研究 (Experimental studies) 

I    隨機控制性臨床試驗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II-1a 控 制 性 臨 床 試 驗 有 假 性 隨 機 分 配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with 

pseudo-randomization) 

II-1b 控制性臨床試驗沒有隨機分配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without randomization) 

觀察性研究 (Observational studies) 

II-2a 群體前瞻性研究有同時控制組 (Cohort prospective studies with parallel control) 

II-2b 群體前瞻性研究有歷史控制組 (Cohort prosp. studies with historical control) 

II-2c 群體回朔性研究有同時控制組 (Cohort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parallel control) 

II-3  流行病學回朔性案例控制研究  (Epidemiological case - controll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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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ve) 

III   之前與之後形態研究 (Studies of “before and after” type) 

IV   專家意見 (德菲方法學(Delphi Method)，委員會書面報告，描述性研究) 

另一種療效結果證據真實性的歸類方式，取決於下列研究的種類，並從高到低排序

如下述： 

 從系統性審查獲得的證據 (evidence from systematic review)， 

 從前瞻性隨機研究獲得的證據 (evidence from prospective randomized studies)， 

 從大規模前瞻性比較性之非隨機研究獲得的證據 (evidence from large-scale 

prospective comparative nonrandomized studies)， 

 從大規模回朔性比較性研究獲得的證據 (evidence from large-scale retro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從少數群體病患之非比較性研究獲得的證據 (evidence from noncomparative 

studies of a limited group of patients)， 

 從偶而觀察性研究獲得的證據 (evidence from occasional observations)， 

 從正式組成的專家意見獲得的數據 (data from formalized expert opinion)。 

指南 11：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是一個療效結果的測量，可以用一般性問卷、特定疾病問卷、及偏好

導向之測量工具來作測量。任何藥物產品與其對照組比較，有呈現較好的效果，且對病

患之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有正面衝擊者，最好能採用這類測量工具來作療效結果的評估。 

【說 明】 

若要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此一變項加入研究設計中，則測量工具必須經過可信度高

的測量與評估。而研究是否加入此變項的決策，必須要有討論來支持。要測量健康相關

生活品質時，有三套不同的問卷可運用：一般性問卷、特定疾病問卷、及效用值測量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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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問卷 (Generic questionnaires) 

這些問卷包含有生活品質概念的不同層面，並構成該測量的一個檔案。因此，他們

可使用於任何疾病或特質的病患群，且測量分數可與其他群體或健康個體的分數做比

較。由於此類問卷表題目是在測量較廣泛或整體面的健康狀況，其測量結果與特定疾病

測量工具的結果比較時，敏感度較低，即病情好轉時不易顯現出分數變化。要測量整體

檔案生活品質，建議使用 MOS 36- 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SF-36)及 WHOQOL 問

卷表。 

特定疾病問卷 (Disease-specific questionnaires) 

這些問卷內的題目都針對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各層面來發展，且會被特定疾病、年

齡或功能變化而嚴重影響。因此，特定疾病問卷都對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改變很敏感。

但就是因為這非常特定(疾病或特質專一)的性質，造成不同疾病之間的比較幾乎不可能。 

效用值測量工具 (Utilities measures) 

偏好導向的測量(Preference-based measures)可提供一個單獨的總結分數，叫效用

值，可量化的反映出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這又叫做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價值(the valuation 

of the HRQoL)。與一般性問卷類似，這些測量能運用到各類不同的疾病與個人，因此有

高度的推論性；但這也是前述三類測量工具中最不敏感的工具(least responsive)。偏好導

向測量工具的優點是：為唯一能獲得一個從 0 到 1 數值來反映HRQoL的工具，而能運用

到成本效用分析的研究中。目前有許多方法可測量一個健康狀態的效用值。最直接的測

量方法是運用訪問的技巧，如：視 覺 類比尺度法(visual

健康狀態之效用值可以由病患自己或由一般大眾來作決定。若是由一般大眾所決定

之效用值，通常會稱為 ‘從社會角度’。在健康照顧的經濟評估中，建議採用社會角度做

分析。 

 analogue scale)、標準賭博法

(Standard Gamble)與時間交換法(Time Trade-Off)。另外，一些運用標準問卷測量健康狀

態效用值的方法如：Quality of Well-Being scale, EQ-5D, and the Health Uti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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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12：成本效用分析的療效結果 (Outcomes for Cost-Utility Analysis, CUA) 

在一個成本效用分析中，生命年數 (存活年數)及健康相關生活品質(HRQoL)兩者都必須

呈現出來。同時必須明確描述結合這兩者的方法。結合存活年數數據與HRQoL價值的方

法，建議採用品質校正生活年(QALYs)。計算QALYs時，必須用效用值來當作品質加權

值，而其測量必須是連續間隔量尺(interval scale)，其中 0 代表死亡狀態，而 1 代表完

全健康狀態。 

【說 明】 

若執行一個成本效用分析，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必須要用一個效用值測量工具來作

評估，計畫書及報告中應明確說明選定的測量工具並解釋原因。若採用社會角度來執

行，則由社會群體中隨機選出的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是測量生活品質效用值最適當的

數據來源。選用一個相同的療效結果測量變項，即 QALY，可使得不同藥物經濟學研究

之間可以進行比較。目前 QALY 是國際上使用最廣泛且最常被推薦採用的方法。藥廠

的主要分析建議最好採 QALY 來進行，次要分析可使用其他不同的療效結果測量變項來

進行。例如：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曾建議使用失能校正生活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 DALY) 當作 QALY 之外的另一選擇。 

指南 13：確認成本的項目(Cost Identification) 

從社會的觀點來看，計算成本的項目必須包括直接醫療成本，直接非醫療成本與間接成

本。若是由與健康照顧介入活動無關的疾病所產生的成本，則必須排除。應明確說明所

納入成本項目的重要性。間接成本一般會建議使用人力資本方法  (human capital 

approach) 計算。 

【說 明】 

要計算治療成本，就必須列出每一種治療方法所使用的相關資源項目，如此才能做

成本評估。 



 

 18 

治療期間所使用的藥物與每日劑量，都必須詳細說明及預計重複進行治療的次數。

與服藥配合度(adherence) 相關的經驗也必須考量在內。同時若要使用其他藥物或其他醫

療方法，也必須載明。如果施行某種療法，預期會減少使用其他藥物或者減少採取額外

的療法，則都必須具體詳述並說明原因。 

藥物的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s)對於該選擇何種療法可能會是個關鍵性因

素，甚至可能影響治療的成本。如果有發生藥物的不良反應，則必須加以描述是如何處

置的。 

醫療經濟的成本項目可分為三類：1. 直接成本(direct costs)；2. 間接成本(indirect 

costs)；3. 無形成本(intangible costs)。直接成本是指與醫療或疾病治療有直接關係的資

源使用項目，其中包括醫療成本(medical costs) (包含於健康照護體系之內，由保險單位

支付) 和非醫療成本(non-medical costs) (於健康照護體系之外，由病人支付)。間接成本

是指因醫療或疾病治療所造成的金錢損失，通常以生產力的降低來表示。無形成本指的

是因接受治療衍生的個人感覺或感受，且無法以金錢來衡量，例如：焦慮感、悲傷和痛

苦；但是藥物經濟評估通常不會將無形成本列入考慮範圍之內。 

若是從社會角度來分析，那麼相關的成本就是整體成本(直接醫療成本，直接非醫

療成本，再加間接成本)；換言之，成本由社會每位成員共同分擔。在這種情形下，收

入的移轉 (如生病或失業津貼) 不應視為某些個體的獲利或損失；它們只是經過重分

配，並未使用任何資源。如果是從其他觀點來進行評估，則與該觀點相關的成本項目仍

須明細列出。 

下列是成本項目之類別： 

直接醫療成本(Direct medical costs)： 

直接與疾病治療有關的花費項目就是直接醫療成本，通常都有健康保險機構來給

付，只占治療成本的一部分，例如：診斷、治療和復健的醫師服務及預防性醫療服務；

技術操作的成本 (包含居家照顧的部分)；取得藥物的成本；住院病人的看護成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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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檢驗相關的醫療成本；藥物副作用的處理成本等等。另外，此直接治療成本也包括病

人自費負擔的部份(co-payment)。 

直接非醫療成本 (Direct non-medical cost)： 

是與接受疾病治療有直接關係，但不是用於醫療的花費項目就是指直接非醫療成

本，包括：到病人府上服務的費用(保險不給付)；病人的現金支出，例如：特殊飲食費

用、看護人員的成本、病人的交通費用、住宿花費 (如離開住家)；有時視病人健康狀況，

病人住所的維護費用也包含在內。 

間接成本 (Indirect costs)： 

此間接成本主要指病患和病患家屬因照顧病人而離開工作崗位，所形成的生產力損

失或稱薪水損失，例如：暫時因病無法工作、永久性的功能損傷、早逝。 

建議採用人力資本計算法 (human capital approach，HCA)來計算間接成本：也就是

評估可能的收入損失 (然而生產的實際損失可能會比估計的少了許多)。生產的損失是用

薪資成本來計算，即是將病人無法工作的時數乘以每小時的成本。人力資本計算法可能

會高估成本，這是因為潛在性生產成本損失 (理論上會以最大值來評估) 的計算方式將

從發病或死亡，到退休這段期間所造成的收入損失都計算在內。 

延長壽命之成本： 

這裡指的是治療後多存活期間(life-years)可能產生的醫療成本。愈來愈多研究者建

議，如果這些成本很明顯地和介入活動有關，就應該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分析；若和介

入活動無關的疾病成本則必須從分析中剔除。 

經濟評估必須充分說明將間接成本包含在內是合理的，其作法是將員工生產力因罹

病或接受治療而增加或減少的結果呈現出來。期間產生的變數(variations)必須個別報

告，並做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以反映這些變數對研究結果所造成的影響。 

注意：計算成本是為了比較各種不同的替代療法，因此若不同替代療法都有相同的

治療成本項目，則可以不用計算進去。只有不同的醫療項目，或者模式相同但是治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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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同的情形才應該列入計算考量。 

指南 14：成本測量 (資源使用量) (Cost Measurements, Resources Used) 

在治療期間所使用的醫療資源數量(resources)一開始必須以自然 (非貨幣) 單位表示，例

如：時數、工作日數、看護日數、藥物劑量、使用顆數。與資源相關的所有資料若是來

自國際研究報告，也必須確認能適用於台灣。 

【說 明】 

成本測量是指計算出治療時所使用各種資源的數量。自然單位(natural units)要儘可

能表示清楚，例如：每日或每個療程的藥物使用量、為了治療所進行的檢驗次數、治療

期間必須看護的時數、平均住院天數等等都必須根據台灣的臨床經驗。 

用數量單位來表示人員和資源使用量，比較容易將研究結果轉移至其他國家或情況

使用。如果資源使用量的數據來自國外的研究報告，那麼這些資訊必須在台灣重新進行

評估。只有正規醫療行為所使用的藥物成本才可列入考量；與正規醫療行為無關的成本

則不在考量範圍之內。無論如何，還是應該小心避免重複計算，如果我們不將疾病治療

所花費的成本(the costs of a disease)和接受治療所獲得的利潤(the benefits of treatment)作

明確區隔，可能會造成重複計算的情形。 

指南 15：成本之計價 (單位價格)  (Cost Valuation, Unit Prices) 

所使用資源的單價成本必須有來源依據。理想上，某些成本類別應該有標準一致的單位

價格，以提升不同研究結果的相較性(comparability)和外推性(extrapolatability)。 

【說 明】 

總成本就是「治療所使用每項資源的數量 (Q)」和「單位價格 (P)」相乘的產物。

以經濟評估的角度觀之，成本的計價應該採用經濟學上對成本的定義，而不採用會計上

的定義。區分花費 (expense) 和成本 (cost) 的不同是很重要的，然而要注意的是採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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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觀點。計價的根據通常是平均單位成本。理想上，最好是採用成本來計價，如果成

本無法被計算，才可以用花費來替代，且要提出合理的解釋。計價的過程中，可以遵守

下列原則： 

1. 醫療資源的單位價格可以根據健保局公佈的給付價格 (reimbursed price) 來訂

定。 

2. 市場價格可以用來表示自付額 (out-of-pocket)的花費。 

3. 生產力的損失可以用人力資本計算法來計算。 

4. 最好將所使用掉的資源採用標準一致的成本來計價(standard cost values)。如此，

研究結果的應用將更為普遍，而且也便於比較各種不同的研究報告。 

5. 執行經濟分析時，於研究過程中會收集實際單價 (如未使用標準成本的目錄

時)。研究人員在報告相關數值時，必須解釋清楚過程中是使用平均值或中位價

(mean or median values)，同時也必須證明為何選擇趨中傾向(central tendency)。 

6. 務必使用最新的單價和提供數據的來源或參考資料。 

7. 預估的資源消耗量，和用來計算成本的消費單價，兩者都必須反映台灣的情況。 

經濟評估的成本分析皆須遵守以下四個步驟： 

1. 確認成本之項目(cost identification)：條列出使用了哪些醫療資源，包括：診斷和

治療技術表單、開立的處方、醫師或其他專業人員花費的時間、住院日數等。 

2. 成本項目之使用量 (cost measurement)：物理單位所使用的資源數量統計，例如：

住院日數、醫師訪查或專業諮詢次數、檢驗次數、護理照護的次數、使用的藥物

劑量或顆數等等。 

3. 成本計價 (cost valuation)：使用的資源的單位價格，例如：每次住院的成本、人

事費用、實驗室檢驗、藥物等等之單價。 

4. 將成本項目使用量乘以單價後，予以加總，最後再去修正不確定因素與做時間折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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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16：建立電腦模式(Modeling)  

進行藥物經濟評估時，通常會運用模式分析技術(modeling techniques)。治療成本疾病成

發展等參數必須反映出台灣的實際情況；若台灣缺乏其他相關數據，應可採用國外相關

研究的結果，最好是經系統性回顧後的統合分析結果。建立分析模式時必須非常謹慎，

且對所做的選擇必須能提出合理的解釋。 

【說 明】 

時常，台灣使用的研究報告許多來自國外。國際研究報告的結果必須根據某些原則

修改成台灣適用的版本，這時需考慮到人口統計學和流行病學上的差異、醫療法則上的

差異、提供不同財務誘因所導致醫療服務的差異、相對價格上的差異。 

如果希望臨床試驗有較佳的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在台灣必須調整臨床試驗

和臨床實務的差異性)，或者將在他國進行的臨床試驗調整後用於台灣，此時建立電腦

模式就可以派上用場。 

如果必須建立電腦模式，最好將模式的架構、理論基礎說明清楚，並且以圖表示之 

(例如：決策樹、Markov model)。建立模式的目的並非用來取代「真正」的數據，只要

用於適當的情況，並且運用得當，使用模式進行醫療計畫的藥物經濟評估是可以被接受

的。建立模式是為了達成下列目的： 

1. 可以根據隨機或非隨機試驗得到的有效性資料來推測治療效果。 

2. 整合臨床試驗的中期結果(替代結果, surrogate result)和最終結果(end result)。 

3. 從臨床試驗獲得的資料運用到真實情況、從某一國家運用至另一國家，或由某一

個族群到另一個族群。 

4. 如果缺少合適的研究報告，可以提供整合的直接比較結果。 

5. 如果缺少可靠的資料，可以提供初步數據作評估。 

6. 可評估研究計畫在實行初期的整體性。 

一旦確定建立模式是現階段最適合的方法，那麼還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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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式應該愈簡單愈好，必須讓所有的使用者都能理解。 

2. 構成評估基礎的條件、假設、數據都必須載明，以利他人容易理解和重新檢視。 

3. 研究結果必須清楚說明，以便於終端使用者能區分來源可靠的數據和科學威信力

較低的數據。此外，研究結果還必須具備可重複性和可再現性(reproducible)。 

4. 建立模式之目的在釐清論點的矛盾之處和確定研究結果，並達到補償的效果。這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用敏感度分析來確定研究結果的效力(power)。 

5. 每個模式都應該經過評估，以便於評斷模式的準確度、是否符合其他模式或主題

類似的研究計畫；如果出現新的數據，每個模式應加以查證。 

在選擇相關的臨床試驗結果納入電腦模式做分析時，要儘量選擇性質類似的文獻。

考慮的因素包括：病人族群、納入和排除的準則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試驗

時碰到的難題、治療期間等等，以達成相互間的一致性。採用模式做分析時，治療成本

必須要反映出台灣的實際情況，因此，成本使用項目、使用量與單價都必須是台灣的數

據。但治療效果或發生機率等數據，若缺乏台灣的研究數據，應可採用國外臨床試驗的

結果，最好是經系統性回顧後的統合分析結果。任何不確定的數據都需要作敏感度分

析，其過程必須清楚描述；未經任何敏感度分析得到的研究結果也必須提出說明理由。

模式計算的結果通常具不確定性，解讀時必須非常謹慎，也因此敏感度分析是必要的。 

指南 17：未來療效結果與成本的折現 

(Discounting for Future Outcomes and Costs) 

未來療效結果應使用與成本相同的折現比率來計算其現在的價值。這個折現比率

(discount rate)必須在敏感度分析中有所變動。如果使用其他的折現比率，則必須提出合

理解釋。  

【說 明】 

使用折現比率是為了將成本和療效結果推向同一個時間點。研究之藥物與其比較

組，其治療之成本和結果都必須在同一時間點做比較。如果成本和結果出現的時間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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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它們就必須依療程發生的時間點折現到同一時間點。將未來的成本和效益(benefits)

折現到現在價值，是經濟評估的一個基本特色。折現的概念是基於多數人具有時間偏

好，認為現今成本價值比未來相同的成本價值還高；同時立即性的效益(immediate 

benefits)比未來的效益(future benefits)更有價值。如果疾病治療期間超過一年以上，折現

就變得特別重要。 

成本折現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將健康結果 (health outcomes) 折現則可能會令

人質疑。假設我們要評估使用幾年替代療法所帶來的療效影響，將健康結果折現就表示

目前生命年數的價值會隨時間而遞減；但倘若不折現，分析結果會偏袒具長期效應的替

代療法，犧牲短期效應的方法，而致偏差(biases)。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同時考慮折

現或不折現對應的健康結果，一般建議同時做三種分析：僅折現成本，同時折現成本和

健康結果，未做折現，然後比較三種分析結果的差異。 

完善的市場所能提供的訊息最為完整，因為折現比率不僅和市場風險調整利率(the 

risk adjusted market rate of interest)相同 (長期資金成本)，亦和消費的時間偏好比率(th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也是相同的。然而，不完善的市場提供了多種的利率，反映了一

般人對於不同經濟領域的報酬率、時間偏好、及不確定性的期望不盡相同，也正因為折

現比率是非常主觀的，所以經驗上沒辦法計算。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根據長期政府

公債利率來估算。本指南建議 Base Case 的折現率是 3%。建議一般的折現敏感度分析比

率必須介於 0~5%。 

【範 例】 

一個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每一年的成本分別是台幣 200 元、300 元及 400 元。折

現比率是每年 5%。假設年初公告成本，那麼研究計畫的成本現值(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costs)為： 

NT$ 200 + 300/(1+0.05)1 + 400/(1+0.05)2 = NT$ 848.5 

和這道算式對照之下： 

NT$ 200 + 300 + 400 = NT$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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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假設年終公告成本，則可用另一種算法：價值每年遞減 5%。這項為期三年

的研究計畫的成本現值就變成： 

NT$ 200/(1+0.05)1 + 300/(1+0.05)2 + 400/(1+0.05)3 = NT$ 808 

指南 18：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 

解釋敏感度分析結果時，必須將所有可能的假設列出來並具體說明。這些假設若有任何

重要的限制，也必須加以陳述。敏感度分析法必須用來表示研究結果和假設的關係。單

一變數敏感度分析(univariate sensitivity analysis)是極小值，必須包含在內。如果這樣還

不夠，則多變數分析(multivariate techniques)也必須納入。使用的方法、參數的選擇、參

數的範圍，這些都必須具體說明清楚。 

【說 明】 

進行敏感度分析，是為了檢視如果改變重要假設(key assumptions)中的參數，會對

分析結果產生什麼影響。如果成本、療效結果或發生機率數值來自於族群抽樣(例如：

從龐大的分析資料庫取得的結果)，進行敏感度分析時，就必須以信賴區間 (每個不確定

參數的上限和下限；這些就代表了不確定範圍) 作為基礎，在代入不同數值後，看所獲

得研究結果的變化情形。 

如果對參數之數據準確性感到懷疑(例如：不同文獻有不同的副作用發生率、療效

比率，或者不同醫院治療的成本金額有差異)，那些受到質疑的參數變化區間 (例如：閥

值分析、95%信賴區間) 就必須納入敏感度分析的考量範圍，否則必須為這些數值訂定

特定的預估值。 

若要定義可信賴的參數變化範圍，必須以目前適用的科學文獻、專家建議的可信賴

平均值為基礎。改變某參數之數值後，我們可以檢視成本、成本效益比、或者最後決策

的變化情形。假設每次敏感度分析只改變一個參數的數值，這就是所謂的單變數敏感度

分析(univariate sensitivity analysis)。 

多變數敏感度分析法 (multivariate sensitivity analysis) 考慮到許多參數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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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檢視不同參數同時產生變化所造成的結果或結論有何不同。最新的作法是找出每個

參數的機率分配(probability distribution)，然後以此分配為依據，運用電腦反覆估算，每

次的預估組合會產生新的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比率之預估值，從此觀察結論是否有改

變。研究結果應說明所出現的風險分配。 

如果有跡象顯示使用單變數敏感度分析不適當，就必須進行多變數分析法。一旦採

納敏感度分析的結果，決策者便可評估經濟分析的結果有多少價值、可信度有多高。例

如：這些研究結論的可靠程度。 

指南 19：公平性 (Equity) 

任何分析法之目的若是用來做資源分配，那麼所有公平性的假設 (equity assumption)，

無論是隱含的或明確的，都必須加以強調。說明研究結果時，所有的生命 (lives)、生活

年(life-years)或品質校正生活年(QALYs)都必須使用相同的加權值 (weights)。作說明時

要清楚明確，以便於決策者能使用不同的加權值來替代。該研究計畫一旦開始執行，分

析法必須能夠辨識哪一組人才是主要受益人(main beneficiaries)。 

【說 明】 

在任何用來做資源分配的經濟評估中，公平性是個重要因素。經濟評估中對基礎案

例(base case)的公平性假設，是指臨床試驗與經濟分析內的所有病人，都有公平的參與

機會以及獲得所期望的療效結果。 

公平性是指一個介入活動所影響到的所有生命、生活年或品質校正生活年(QALYs)

的價值，都假設是相等的，而不管目標群體的個人或族群之年齡、性別或社經狀態等。

有一點很重要：研究人員必須說明清楚研究計畫公平性的假設，尤其在經濟評估和臨床

實驗同時進行的時候。經濟學分析的每一種模式和分析方法都已經納入公平性的假設。

於分析中去瞭解並標示出這些假設是非常重要的。舉例來說，在成本效果分析(CEA)中，

挽救一條生命所花的成本(cost per life saved or life-years gained)，就是基於所有生命都是

平等的假設，不管病人年齡、同時罹患的各種疾病(comorbidity)或是個體其他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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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本效用分析(CUA)的公平性假設是：每一個人所增加的「品質校正生活年」都是相

等的，不管是誰增加的生活年。也就是說，不管是 30 歲的年輕人還是 80 歲的老人多增

加一個生活年，都是同樣的重要(equally preferable)。分析人員必須強調他們分析時使用

的加權值是相同的。 

指南 20：藥物經濟評估的結果呈現 

(Presentation of Results of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所有的結果一開始必須先分開 (disaggregate)加以仔細說明，然後再說明統合後

(aggregated)的結果。報告書內容必須遵守標準格式。 

【說 明】 

經濟評估結果的報告書必須詳細、清楚且透明。例如，成本和健康結果的主要項目

包括直接成本、間接成本、獲得的生活年(life years gained)、生活品質改善，這些項目在

加總成為個別變數值或比率值之前，應該先以未加總的型式呈現，以反映各項目內含細

項之數值；此外，總成本和健康結果必須分開呈現，以便概觀看出治療後的總成本和健

康結果。報告未加總的數據(disaggregated data)有助於讀者清楚計算與理解評估的細節與

適當性。 

研究結果的報告方式取決於採用何種分析法。成本效果分析法(CEA)和成本效用分

析法(CUA)，於報告研究結果時都應呈現總成本、總效果或效用值、成本效果或效用比

率、以及遞增成本效果比值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CER) 或遞增成本效用

比值(incremental cost-utility ratio, ICUR)。而成本利益分析法(CBA)的結果必須用淨利益

值(net benefit)的方式呈現。 

結果的內容必須包括數據、分析方法及結果的討論。若有引用他國進行之臨床試驗

的結果，則應討論該文獻數據的可移轉性或外推性，也就是在臨床實務上，其臨床有效

(efficacy)與效果(effectiveness)是否能夠適用於台灣的環境。若有任何其他已發表或未發

表的藥物經濟評估報告，討論內容都必須顯示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的差異性，或者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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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議題有受到質疑。若許多數據是根據文獻系統性回顧(systematic review)所整理，則文

中必須陳述回顧的方法學。如果分析方法和先前已發表的分析法有出入，則必須提出說

明。討論時，亦必須說明研究假設或不確定參數是否已於敏感度分析做過測試。另外，

亦須評估若將新療法引入台灣後，對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研究報告的最末必須詳列參

考資料和分析法的假設。若有使用到病患的數據，必須注意到病患資料的隱私性，以及

臨床研究檔案的保密性。藥物經濟評估報告書的書寫，必須依照標準的格式來呈現，這

可參考第三節資料。 

指南 21：經濟評估的外推性(Portability of Economic Evaluations) 

經濟評估的外推性需考慮因素如下：研究結果是否能應用(applicability)於其他環境；將

一個國家或醫療體系的評估結果(成本、臨床及生活品質結果)，轉移(transfer)用到其他

國家或其他醫療體系的真實性程度(效度)。如果研究結果的應用環境是多國或多中心試

驗，則此指南顯得格外重要。 

【說 明】 

討論外推性時，通常涉及兩個層面：1. 從原始研究的環境或研究群體所獲得之治療

效果，能應用到另一實際臨床環境或群體之程度；2. 將評估結果從某一國家或某一健康

照護體系，應用到其他國家或其他醫療體系的轉移效度(validity of transferring)。研究人

員在計畫某項研究，或者判讀和討論經濟評估結果時，皆必須強調這兩點。決策者在將

研究結果應用到資源分配之決定前，也須仔細衡量應用程度和轉移效度這兩個議題。 

經濟評估的應用程度，主要在分辨有效性(efficacy)和效果(effectiveness)這兩數據。

這一點在指南 10 已經討論過了。關於轉移效度議題，如果將他國的經濟評估結果引入

台灣，則必須考慮成本、臨床、生活品質等三個結果層面。使用他國的成本評估結果會

受到重要經濟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相對單位價格(the relative unit price of 

resources)會不相同，使用的醫療資源項目可能不同。影響轉移效度最重要的臨床因素則

包括：原始研究國家的病人特性和疾病流行病學是否與台灣相似；對於醫療資源使用量



 

 29 

具決定性的臨床執業型態差異；使用醫療資源的動機或對醫療人員的規範差異。無論是

研究人員還是使用者，都無法斷定在某種經濟研究的條件下評估出來的人文結果在不同

國家或文化會維持不變。測量生活品質的工具必須做文化背景的確效(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validation)，這於療效結果研究中是很重要的一環。 

指南 22：預算衝擊分析(Budget Impact Analysis) 

預算衝擊分析不屬於藥物經濟評估的範圍，但是對決策者而言，如果決定採用健康保險

系統推薦使用的新藥品，必須考量的因素除了新藥品的成本效益之外，還有預算衝擊分

析，因為這有助於進一步瞭解這項決策對於財務有何影響。 

【說 明】 

藥物經濟評估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在決定是否值得給付新藥品：評估結果會顯示新藥

品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是否可以替代目前的療法。而對醫療決策者而言，納入新藥品是

否對醫療總體成本或藥費總預算產生重大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須有預算衝擊分

析的結果。預算衝擊分析的執行，必須依據另一套指南之規範。 

藥物經濟評估和預算衝擊分析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與應用： 

以預算衝擊分析而言，只有包含在醫療保險體系內的成本項目才具重要性；發生在

健康照護體系之外的成本 (以社會的角度而言，這是很重要的) 如今被排除在外。 

以藥物經濟分析而言，個體是評量的單位 (亦即：成本和效果是從病患的角度衡

量)，但預算衝擊分析是從整體的角度出發。 

預算衝擊分析所做出的結果單位是指每人每月(per member per month, PMPM)的財

務影響。而經濟評估的結果單位通常是每多獲得一個療效要多花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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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藥物經濟評估報告書之標準化書寫格式 

1. 執行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可依據報告格式的原則，採用摘要的格式來書寫研究概要及底線結果(bottom 

line result)。 

 說明選擇合理替代療法的理由及分析限制的因素。 

 若適當，可提供建議。 

2. 簡 介 (INTRODUCTION) 

2.1 疾病或狀況的一般描述(General comments on the disease or condition) 

 病理/狀況 

 流行病學資料 

 目前的臨床執業情形 

 對經濟上之衝擊 

2.2 產品描述 (Product Description) 

 治療分類、商品名及學名、劑型、使用途徑 

 核准的適應症 

 所執行經濟學分析的適應症。描述病理狀況，流行病學，針對此適應症之目前

臨床上治療情形，這分析所要用到的特殊病人族群。 

2.3 研究目標 (Objective of the study) 

2.4 釐清研究者和贊助者之間的關係 (Disclosure of relationship) 

 贊助者與研究報告書寫者之間的關係，合約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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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的自主性與發表論文的權利 

3. 方法學 (METHODS) 

3.1 經濟學分析的種類 (Type of analyses)  

 前瞻性、回溯性、模式(modelling)、或混合的方法 

 所使用的分析技巧，其理由及重要的假設 (如：成本最低分析、成本結果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成本利益分析) 

 研究設計及所採用之流程，統計方法及確效方法(validation method) 

3.2 目標對象 (Target audience) 

 看此研究結果的主要對象(例如：處方集的決定者、醫療保險機構、開立處方

者) 

3.3 誰的觀點、立場來作分析 (Viewpoint) 

 此立場的選擇及理由(如社會的角度、衛生署的立場) 

3.4 治療比較組 (Treatment comparator) 

 比較組的選擇及理由(如：沒有治療、藥物、手術) 

 分析比較組臨床療效的方法(如：隨機臨床試驗之人頭與人頭比較，或不同試

驗的統合分析法 meta-analysis) 

3.5 治療時間的長度 (Time horizon) 

3.6 相關的研究/背景情況 (Related studies/background) 

 系統性地搜尋相類似情況或治療的以前做過的經濟學分析文獻 

3.7 結果的測量 (Outcome measurement) 

 有哪些結果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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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療效之結果(用何方法，資訊的來源，所作的假設) 

 收集到哪些臨床數據 

 所包括的臨床結果變數及如何測量(如：副作用、致殘率、死亡率)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測量工具(如：針對特定疾病的測量表、整體健康檔案測

量表、健康指標測量表) 

 其他結果變數想要使用但未採用者，並說明原因 

3.8 成本之測量與計價 (Cost measurement and valuation) 

 所包括的成本項目及如何去測量使用量(如：直接成本、時間損失的成本、其

他部門多花費的成本、其他個人多花費的成本) 

 單位價格如何制定(如：有無使用標準的成本) 

 數據之來源或資源使用之數據收集 

 所作的假設 

 成本與結果的折現 

3.9 變數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是否有進行廣泛的敏感度分析？在敏感度分析中所評估變數的變異範圍是多

少？是否合理？ 

 列出不確定性是來自於選樣的誤差，還是各種假設所造成的一個範圍。列出從

統計方法(信賴區間)或敏感度分析所形成的結果 

3.10 次群體的分析 (Sub-group analyses) 

 是否有原先就確認出的次群體會有不同的結果(如：效果的次群體、偏好的次

群體、成本的次群體、成本效果的次群體) 

3.11 列出各項假設 (List of assumptions) 

 確認出分析中的主要假設及其限制(經濟上與臨床上)，並說明這些假設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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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著結果 

4. 結 果 (RESULTS) 

4.1 分析及結果 (Analysis and results) 

 所有的分析以清楚、一步步的方式呈現。這樣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重複計算的過

程 

 將所使用的模式及各種假設清楚的呈列出來 

 首先將結果分類詳細的呈現(如：研究群體，社會人口統計資料，臨床數據，

資源使用情形等)，然後再將整合的結果及使用價值判斷的結果(如：偏好程度)

呈現出來 

 考慮所有可能的替代治療方案後，判讀最後結果 

 統計之信賴區間及敏感度分析 

 以透明方式列出分析中的重要限制狀況(如：何議題限制了結果及其應用到其

他群體) 

 醫療院所的執業形態是否會影響到評估結果，請給意見 

 應針對特殊臨床適應症預估遞增成本/效益比值(incremental C/E ratio) 

4.2 敏感度分析結果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s) 

4.3 次群體分析結果 (Subgroup analysis results) 

4.4 公平性 (Equity) 

 公平性的假設(如：所有人的一個品質校正之生活年都是相同的) 

 分布的考量(如：誰獲得，誰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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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討 論 

 內容應討論此研究的限制，結果的不變性(robustness, 敏感度分析對結果的改

變情形)，判斷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的底線，研究方法學的議題，及能否應用到

其他狀況或其他國家的議題。 

 若藥品有其他適應症，則應描述其他適應症是否也會大量使用此藥，而其比值

會有很大的不同？ 

 應預期上市後在台灣的使用量，以及預估提供此產品的整體遞增花費 

 "底線"是什麼，要有量化的結果。可用下列幾種方式表達︰1. 使用這產品與另

一產品比較，每增加一個品質校正的生活年須花 $X 元，或是花 $Y~$Z 元的

範圍。2. 與替代方案比較，使用此產品治療一位病人，會預期增加 $X 邊際花

費，但同時降低 Y 個主要的副作用及 Z 個其他的副作用。 

6. 結 論 

 內容應對下列議題做結論：底線結果(bottom line result)，公平性假設(equity)，

整體衝擊(aggregate impact)，對分析結論的信心。 

7. 文 獻 

8. 附 錄 

 數據的詳細圖表 

 一步一步的詳細分析步驟 

 中間的結果(intermediate results) 

 數據收集的表格、問卷、測量表等等之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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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藥物經濟評估報告之評審重點 

此章依據第三章的標準化書寫格式提出一些審查性問題，這是研究成果報告書之審

查者，在進行經濟評估審查時所要問的重點所在。這些問題可視為一種提醒，讓評估報

告書寫者知道，這些議題在報告中必須明確強調出來。同時也提醒使用者，在回顧這分

析時必須考慮這些重要的議題。 

1. 執行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問題 1: 此分析的"底線"結果是什麼，要有量化的結果。這問題的答案可用下列幾種方

式表達︰(1)使用這產品與另一產品比較，每增加一個品質校正的生活年須花 

$X 元，或是花 $Y~$Z 元的範圍。(2)與替代方案比較，使用此產品治療一位病

人，會預期增加 $X 邊際花費，但同時降低 Y 個主要的副作用及 Z 個其他的副

作用。 

2. 簡 介 (INTRODUCTION) 

2.1 疾病或狀況的一般描述(General comments on the disease or condition) 

2.2 產品描述 (Product Description) 

2.3 研究目標 (Objective of the study) 

2.4 釐清研究者和贊助者之間的關係 (Disclosure of relationship) 

問題 2: 此分析是由誰完成的？研究報告的幾位作者是否有簽一同意信函，顯示大家都

同意報告中的所有內容？報告中是否指出作者有獨立自主權選用分析方法，且

不論結果如何，有權利發表這分析結果？ 

3. 方法學 (METHODS) 

3.1 經濟學分析的種類 (Type of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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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此分析報告在問什麼問題？此經濟問題是否相關？是採用什麼經濟學分析方法

來回答這問題？(i.e. Cost comparison, CMA, CCA, CEA, CUA, CBA) 

問題 4: 此分析是否採用遞增分析法(incremental analysis)？ 

3.2 目標對象 (Target audience) 

3.3 誰的觀點、立場來作分析 (Viewpoint) 

問題 5: 此分析是否明確說明是站在誰的立場來談？並說明做此選擇的理由。是以社會

的、醫療保險公司的、還是病人的立場來看？此分析是否以分開的方式呈現出

各觀點的結果？ 

3.4 治療比較組 (Treatment comparator) 

問題 6: 此研究是否針對相同情況的病人，來比較治療組與對照組的差異？各種替代治

療方案是否有明確的描述？所選擇的對照組是否適當合理？ 

3.5 治療時間的長度 (Time horizon) 

3.6 相關的研究/背景情況 (Related studies/background) 

3.7 結果的測量 (Outcome measurement) 

問題 7: 藥物產品治療有效性(efficacy)的證據是否透過隨機臨床試驗來建立？治療有效

性的證據，是否伴有主要病人群或次要病人群的治療效果證據(effectiveness)來

支持？治療效果的證據是否經由常規臨床執業上的記錄，所歸類整理出來的？

在不同次群體中所有相關及顯著的治療效果差異，是否有被確認及報導出來？ 

問題 8: 所運用的分析方法是否以清楚且透明的方式呈現出？成本所包含的項目與各類

療效結果的項目是否清楚呈現？臨床結果是否先以自然單位來呈現，然後轉換

成另一種單位，如利益及效用的單位來呈現？ 

問題 9: 是否所有重要且相關的成本及結果(包括各個治療方法的副作用)都有確認出

來，並說明清楚？ 

問題 10: 健康品質是如何測量的？ 

問題 11: 此經濟學分析中，健康品質的測量是否為重要的療效結果變數？成本-效用分

析的結論對健康品質之改變是否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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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成本之測量與計價 (Cost measurement and valuation) 

問題 12: 在決策樹模式中的成本及結果資料，是由不同的文獻來源獲得？還是直接由特

定病人群預估而來的？ 

問題 13: 是否直接醫療成本，直接非醫療成本，設備折舊及水電等管理成本都有包括在

內？它們是如何測量的？ 

問題 14: 間接成本(如：生產力成本，時間損失之成本)是如何確認以及估價？ 

3.9 變數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3.10 次群體的分析 (Sub-group analyses) 

3.11 列出各項假設 (List of assumptions) 

4. 結 果 (RESULTS) 

4.1 分析及結果 (Analysis and results) 

問題 15: 如果某些變數很難去測量，是採用何方法來處理此困難？所採用之方法是否將

分析都偏向於一種治療方法，而使得偏見產生趨向於預期的結果？ 

問題 16: 這些結果能否運用到預期的病患上？對此結果的外推性(external validity)以及

數據運用到決策者之真實性，請給意見。對下列變數之區域性或國際性差異，

請給意見：疾病之流行病學，醫師之治療形態，療效及成本等。若差異確實存

在，每一變數對結果的衝擊有多大？往哪一方向改變？所有變數一起考慮，則

對結果有怎麼樣的衝擊？衝擊有多大？在這些可能差異存在下，在目前環境會

對結論有怎麼樣改變？能否量化出來？ 

4.2 敏感度分析結果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s) 

4.3 次群體分析結果 (Subgroup analysis results) 

4.4 公平性 (Equity) 

問題 17: 分析中做了什麼樣的公平性假設？例如：任何人所獲得的品質校正生活年

(QALY)是否應該都一樣？ 

問題 18: 是否針對特殊臨床適應症預估遞增成本/效益比值(incremental C/E ratio)？這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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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是否代表了這產品在健保局給付的所有使用適應症？是否有其他適應症

也大量使用此藥，而其比值會有很大的不同？ 

問題 19: 是否有預估提供此產品的整體遞增花費(健保局會增加多少支出)？整體遞增成

本是多少(使用此藥而不用另一藥，整體來說會增加多少成本)？這預估值是

否包含了這產品的所有適應症？ 

5. 討 論 

6. 結 論 

7. 文 獻 

8.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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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名詞解釋 

採購成本(Acquisition cost)：醫療機構、醫院或個人採購此藥物的成本。 

分析觀點(Analytic perspective)：站在誰的立場做分析(如社會、政府、健保局、付費者)。 

平均成本(Average cost)：一個治療或計畫的總成本除以接受治療的總量(參考邊際成本)。 

結果(Consequences)：與一個疾病或介入活動有關的療效結果(outcomes)，如：中風、死

亡、副作用、避免的傷害。 

假設性市場評估(Contingent valuation)：以調查方法(survey)評估個人對於治療的利益或

價值的認定，譬如說願意花多少錢去獲得利益。 

成本(Cost)：一個資源的使用量(Q)與單位價格(P)之乘積。 

成本測量(Cost measurement)：測量資源使用量(Q)的過程，為介入活動的一部份。 

損失時間的成本(Cost of lost time)：請參考間接成本。 

遞增成本/ 品質校正生活年(Cost/QALY gained)：在成本-效用分析中採用的療效結果表

示方法，以每多增加一 QALY 須多花費多少成本來比較各藥物。各藥物之成

本與結果的差異比值(incremental ratio)，就是此遞增的數值。 

成本利益分析(CBA)：一種分析方法，成本及利益都用金錢數值來表示。其結果是以【金

錢淨賺或淨損失】或是以【成本/利益】的比值來看。 

成本結果分析(Cost consequence analysis)：一種分析方法，測量幾種不同的結果變數，

對於不同的治療結果(如中風的發生率、死亡、副作用)，不以整合的方式來

呈現，而是個別描述與呈現出來。任何加權或整合都由研究報告的讀者自己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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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果分析(CEA)：一種分析方法，各種治療方法以相同的療效結果指標(如血壓降

低，存活年增加)來比較這些治療方法之間所需的成本花費。通常以遞增成本

/效果比值來表示。 

成本最低分析(CMA)：欲比較的幾種治療方法，研究顯示或假設有相同的療效結果，則

比較何治療方法的花費成本最低。 

成本效用分析(CUA)：一種分析方法，其療效結果是以效用單位或品質校正生活年來表

示，多以遞增成本/QALY 比值來呈現結果。 

決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在不明確狀況下，運用明確的量化方式來幫忙作決定來選

擇哪一種介入活動。 

決策樹(Decision tree)：決策分析中用來呈現各種不同治療方法之結果的一種樹狀圖架

構。 

戴爾菲專家討論法(Delphi panel method)：一種結構化方法，請多位專家提供判斷數據，

來得到療效的預估值。 

直接醫療成本(Direct medical cost)：和醫療有直接關係的固定及變動成本(如住院花費，

醫生薪水)。 

直接非醫療成本(Direct non-medical cost)：與進行醫療服務有關，但不是用在醫療上的

成本(如病人到醫院的交通費、請人照顧費)。 

折現比率(Discount rate)：將未來成本及利益轉換成現值的一種折扣比率。一般建議成

本每年以 2-6%計算，利益以 0-6%計算。(本準則建議成本及利益都以 3%當

基準來計算，而其變動用敏感度分析來測試，可包括 0, 3, 5%) 

優勢(Dominance)：對每一治療比較成本及結果，成本低而效果好者都佔優勢，為最適

當的選擇。 

效果(Effectiveness)：在現實的醫病互動關係下病人群的治療結果(與臨床試驗中的理想

控制狀況下的有效性, efficacy, 不同)。 

有效性(Efficacy)：在隨機控制性臨床試驗所獲得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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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Equity)：對不同個人或團體，分配治療方法或資源時的公平性。 

處方集(Formulary)：在健康保險計畫下或管理性醫療機構內，會受到給付的所有藥物，

將各種藥物資訊編輯成一本手冊，稱之。 

出缺成本計算法(Friction cost method)：一個預估生產力成本的方法，可計算出缺期間

(請假開始到找到代班人員之間)生產力損失的價值。 

未來健康照顧成本(Future health care costs)：因為給予一個介入活動而延長生命，後面

增加醫療資源使用所增加的成本。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會被醫療照顧介入活動所影

響的生活品質測量項目。 

健康相等年(Healthy Years Equivalent)︰一種假設的生活在完全健康狀況下的年數，可

以視為相等於生活在某不完全健康狀態下的實際年數。 

人力資本測量法(Human capital method)：一種計算疾病之間接成本的方法。即測量同

年齡的健康個人，其在沒死的未來年代中有多少經濟價值，以可能在市場上

賺多少錢來計算。 

遞增成本(Incremental cost)：兩種不同治療方式之間的成本差異。 

間接成本(Indirect cost)：因為疾病或治療所導致生產力降低的成本(可由工資的損失或

其他方法來評估)。又叫：失去工作時間的成本，生產力成本。 

無形成本(Intangible cost)：因為疾病或治療所導致疼痛或受苦或忍耐的成本(無法計算

的)。 

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參考平均成本)：每多增加一個產品或服務，所增加的成本。(與

平均成本不同) 

馬可夫模式(Markov model)：一種經由電腦軟體重複模擬發生事件的統計運算法，通常

在決策分析中使用。 

統合分析(Meta-analysis)：在不同的科學性研究報告中，將其結果資料有系統的整理、

評估及合併成一個結果的分析方法。 



 

 42 

淨利益(Net benefit)：利益(金錢單位)減掉總成本。此為 CBA 最基本的結果表示法。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一種經濟學的概念，是以投資在次一個最好用途上所產

生的利益，當作目前最佳投資項目的成本。 

偏好(Preference)：是一種主觀的態度，描述對一種健康狀況所期望獲得的程度。效用

(utility)和價值(value)的觀念只是其中之一。效用是描述個人對疾病狀態之健

康程度的一種判斷，而價值是對於期望的健康狀態願意以多少代價去達到。 

生活品質(QOL)：病患在身體上、心理上、及社交上的一種幸福安適的狀態，這對病人

來說是很有關而且很重要的。 

品質校正生活年(QALY)：在 CUA 分析中常用的療效結果變數，合併了存活年數及所獲

得的健康品質(療效結果是多存活的年數用品質去校正後的完全健康年數)。 

表明的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由個人做選擇所得到的偏好。這選擇可能是個人在

自然環境下作的決定，或經由研究者的問卷所下的選擇。 

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為一種分析過程。是觀察當關鍵變數在一個範圍內改

變後，此經濟學分析結論是否會改變的情形。可測試經濟學分析模式的堅定

性。 

標 準 賭 博 法 (Standard gamble) ： 直 接 測 量 效 用 的 一 種 方 法 ， 是 基 於 von 

Neumann-Morgenstern 的預期效用理論而來的。標準賭博法是考慮在未知的

環境下作出決定。回答者會給予二個狀況然後做選擇：選擇(1)是活在某特殊

健康狀態(i)(有肯定的慢性疾病狀況)﹔或選擇(2)，給予一種有危險的新治療

方法，如此進行有某機率(p)會回到完全健康狀態，但也有某機率(1-p)會立刻

死掉。(未知情況，需要賭博或交易)。病人可選擇(1)代表要維持在 i 的健康

狀態，或選擇(2)代表願意接受賭博而進行新的治療方法。研究者一直改變 p

機率值看回答者的決定，直到回答者無法下決定到底應選擇(1)還是(2)，因為

他覺得沒有多大差異了(indifference point)。若回答者在 p=0.65 時無法再下選

擇決定，則代表健康狀態 i 的效用值是 0.65。 

其缺點是所描述的疾病治療若不會有選擇(2)的狀況，尤其是慢性病治

療，就不能用這方法測量。如關節炎，沒有治癒方法，也沒有立刻導致病患

死亡的治療。另外，作答者必須很認真、思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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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群體分析(Subgroup analysis)：用病人群的次群體來分析數據。此次群體是在研究前

經由清楚列出的變數定義出來的。 

時間交易法(Time-trade-off)：一種測量效用值的方法。病患也有二選擇：(1)在某慢性疾

病健康狀態(i)活著一段時間(t) (即有此慢性病之病患的平均預期壽命)，然後

死亡，或(2)活在較短的完全健康狀態一段時間(x)，然後死亡。研究者一直改

變 x 時間，直到受訪者無法分辨選擇(1)與(2)的差異。此時，此病患對 i 健康

狀態的個人判斷價值或效用值(utility or preference value)是 x / t。譬如：一個

人回答說必須用拐杖行走兩年相當於一年的完全健康狀態，則 1/2 = 0.5，所

以用拐杖行走的健康狀態之效用值是 0.5。理論上這方法最能反映出 QALY

的概念。 

救濟金(Transfer payment)：一種金錢轉移，從一群體轉移到另一群體，而沒有消耗任

何資源。對社會大眾不構成一種成本(如生病給付金、失業保險金、或社會福

利救濟金)。 

無關的成本(Unrelated costs)：與治療路徑及其結果沒有關係的成本。 

效用(Utility)：是一種在決策科學上常用的測量值，通常是在未知的狀況下(under 

uncertainty)測量，對一種特定的健康狀態或療效結果的偏好、或期望獲得的

程度。效用和偏好二名詞在經濟學分析上經常是可以互換的，而其重點在於

不確定(未知)的環境。 

價值(Value)：一種測量值，通常是在已知的狀況(under certainty)下測量，對一種特定層

次的健康狀態或特定療效結果的偏好、或期望獲得的程度。 

願付價格法(Willingness to pay, WTP)：一個人願意去付的最大費用，必須考慮下列兩

點︰(1)為了達到一特定好的健康狀態或結果，或是增加其發生的可能性。或

(2)去避免一特定壞的健康狀態或結果，或降低其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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