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gMed 2022 Vol. 135  1 

疫苗經濟評估方法簡介 

簡伶蓁 1 

前言 

自 2019 年底，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世界各地迅速傳播，至 2021 年 12 月

全球已累計超過 2.6 億確診病例、500 萬人死亡，並在社會經濟層面造成龐大損失。各

國積極採取非藥物介入措施，並致力於研發治療藥物和能終止病毒傳播的疫苗。接種疫

苗為有效預防傳染病的公共衛生策略之一，為了緊急應對傳染病危機，目前各國採取的

疫苗策略主要是根據臨床試驗結果所做的決定，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疫苗取得上市許可

並被廣泛使用，如何在有限的醫療資源下做最有效率的分配，是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

經濟評估(Economic evaluations)的目的為支持以實證為基礎的決策，協助決策者在有

限資源下從各種方案中做適當的選擇。本文主要參考 2019 年 WHO 指引 [1]，並輔以

ISPOR註 1 Good Practices for Outcomes Research 工作小組報告[2]及歐洲疫苗經濟共

同體之共識[3]，簡要介紹疫苗的經濟評估方法。 

疫苗經濟評估方法 

各地的疫苗接種計畫會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差異而不同，各政府對於疫苗計畫的管理

和資助政策也不同，決策者須依政策目標、重視的價值及既有法規框架，來制訂疫苗接

種計畫，此稱為“決策背景(decision contexts)”[2]。在執行經濟評估前，應先確立具

體的政策目標和決策背景，以及將運用評估結果來做決策的決策者為何，例如：國際金

融機構、各國衛生部門、私人保險機構等，再據此擬訂分析問題並選擇合適的評估方法。 

一、 建構分析問題(Framing the analysis) 

執行疫苗經濟評估的第一步為研究分析的建構，此步驟決定分析中要納入哪些成本

和結果指標，並會直接影響最終的分析結果，須確立的項目有以下幾項： 

(一) 研究問題(study question)：應將目前面臨的決策議題做完整定義，並形成可以回

答的研究問題，問題類型如：某個未被充分利用或新興的疫苗是否應被引進？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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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哪種疫苗？某疫苗應被支付的最高價格為何？應針對特定族群施打疫苗或

是普遍施打？現有的疫苗是否應替換成另一款類似的疫苗？單獨引進新疫苗或新

疫苗合併其他預防措施，何者較具成本效益？ 

(二) 評估方法(type of evaluation)：經濟評估一般會比較至少 2 種方案的成本及健康

結果，評估方法可分為最低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 CMA)、成本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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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A)和成本利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此 4 種方法皆須估計成本，差

異在於結果的測量指標不同，選擇何種方法取決於決策者及其優先考慮的事項。其

中 CUA 以經健康生活品質校正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year, QALY)或經失能

校正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DALY)做為結果測量指標，是較偏好的方

法。但在特殊情況下，若傳染病對整個經濟體有潛在的大規模影響時(如：伊波拉、

SARS)，採用總體經濟評估(macroeconomic evaluation)或許會較適當。 

(三) 目標族群(target population)：指接種疫苗的對象，目標族群可因年齡、性別、職

業、地理區域和臨床情境而異，例如：新生兒、孩童、長者、孕婦、育齡婦女、具

有慢性疾病者、具有高風險行為者、特定區域居民等，執行評估時應清楚陳述，若

有需要可將目標族群分成不同的次族群進行分層分析(stratified analysis)。 

(四) 比較策略(comparator)：在決定是否引進新疫苗時，通常會以現有情境(current 

practice)做為比較策略，若現有情境較難明確定義，例如現況可能是由多種不同的

措施所組成的，則可選擇一種最常被使用的措施，或將現有多種措施的加權組合做

為比較策略。若是當前的措施效率不彰，而任何新的介入措施都會是有效率的，那

此時的比較策略可為“無任何作為(do nothing)”，但即使是“無任何作為”也會

有相關的成本和影響後果，因此不能假設成本和效果為 0。另外，若傳染病有其他

的非疫苗介入措施，例如：篩檢、治療、改善衛生環境，設定比較策略時應將此列

入考量；若是疫苗策略可用不同的方式來執行，例如：針對特定族群或全人口施打、

不同的覆蓋率、不同的施打劑量等，執行方式的變化也可以做為比較策略。 

(五) 評估觀點(perspective)：評估觀點會決定成本和效益的範圍，不同觀點會使評估結

果有很大的差異。評估觀點取決於決策者的類型及決策背景，可能是國家級行政單

位的觀點、社會觀點 (societal perspective)或醫療照護付費者觀點 (p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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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社會觀點廣泛地納入了所有相關的成本及效益，採取此觀點時應分

開列計疫苗提供者、病人及家庭所承擔的成本，以利從不同決策者的角度做判斷。

選擇評估觀點時也要考量到相關資料能否取得，以及執行研究的資源和時程。 

(六) 評估期間：所設定的疫苗接種時間範圍(time frame)和評估期間(analytic horizon)，

應長到足以觀察到所有疫苗帶來的正面和負面效果。根據疫苗介入措施和疾病流行

病學特徵的不同，所需的評估期間可能為 1 年(如：季節性流感疫苗)至 80 年(如：

帶狀皰疹病毒疫苗)不等。評估期間也和疫苗保護力是短期或永久性有關，理想情況

是將評估期間設在 ICER 值(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或淨效益(net 

benefit)結果達到穩定水平(plateau)之後，並建議對不同的評估期間進行探討。 

(七) 效益範圍(scope of benefits)：健康經濟評估在傳統上僅將效益界定在改善健康、

減少醫療資源利用、增加病人/照顧者的短期生產力，但接種疫苗能帶來更廣泛的經

濟效益，例如：避免疾病進而提升教育水平、降低抗生素的抗藥性、旅遊帶來經濟

效益、避免家庭的巨額支出及貧困、支持廠商追求創新等，應視決策者的目標適時

將更多面向的效益納入評估當中。 

二、 評估疫苗的影響(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the vaccination programme) 

疫苗保護力是指接種疫苗的人群相較於未接種疫苗的人群，減少了多少罹病、重症

或死亡的風險，可分為疫苗效力和疫苗效果，兩者有不同定義： 

(一) 疫苗效力(vaccine efficacy，或稱疫苗療效)：指在理想條件下接種疫苗所獲得的益

處，定義為「在對照臨床試驗中，所觀察到的疫苗對於評估指標(end-points)的影

響」，疫苗效力須透過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來評估，計

算公式為vaccine efficacy (VE) = 1 −
𝐶𝐶𝑉𝑉

𝑁𝑁𝑉𝑉�
𝐶𝐶𝑈𝑈

𝑁𝑁𝑈𝑈�
 ( 𝑁𝑁𝑉𝑉為接種疫苗人數，𝐶𝐶𝑉𝑉為接種疫苗者

中的罹病數，𝑁𝑁𝑈𝑈為未接種疫苗人數，𝐶𝐶𝑈𝑈為未接種疫苗者中的罹病數)。疫苗效力通

常會受限於臨床試驗所選擇的評估指標和試驗時間長度，由於疾病傳染力會受環境

因素影響，例如：人與人接觸頻率、氣候影響生物的傳播性、不同地理區域有不同

變異株，因此若要合併不同臨床試驗的疫苗效力結果，或要將某情境的試驗結果外

推到其他情境，須相當謹慎。在執行經濟評估時，建議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來蒐集

疫苗效力數據，根據當地的流行病學資料做調整(如：某變異株在當地的盛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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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闡明清楚數據來源和假設，以及進行敏感度分析。 

(二) 疫苗效果(vaccine effectiveness)：指特定族群常規接種疫苗後，所獲得的疫苗保

護效果[4]，定義為「在真實世界中，所觀察到的疫苗對於評估指標的影響」。疫苗效

果包含了對於接種者的直接保護(direct protection)，以及對於未接種者的間接保

護(indirect protection)，當接種者與未接種者混合在同一群體中時，病原體的流動

會減少，未接種者暴露在感染的風險亦減少，因此疫苗也對未接種者產生間接保護

效果。在執行經濟評估時，疫苗上市後的真實世界觀察性研究，是疫苗效果的重要

資訊來源，可藉由比較真實世界的 effectiveness 和臨床試驗觀察到的 efficacy，了

解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影響。 

疫苗可能會導致接種後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 AEFI)，

其會衍生醫療照護成本，並對生活品質有不良影響。若 AEFI 對於經濟分析結果有重大

影響，則 AEFI相關的成本(如：治療、監測、控管)和結果(如：發病、死亡)應納入分析

中，可透過 AEFI 的發生率和嚴重度來了解影響程度。有些在臨床試驗中未觀察到的罕

見不良事件，會在真實世界中發生，但通常很難去證實疫苗與該不良事件的相關性，因

此須謹慎分析有接種和未接種疫苗者的風險，以確立因果關係。執行經濟評估時可藉由

系統性文獻回顧，了解有哪些已知的潛在不良事件，並將其納入評估中。另外，若實施

疫苗接種須同步建立監測系統，那相關的成本也應列入疫苗計畫的成本中。 

疫苗保護力持續時間(duration of protection)在經濟評估中扮演重要角色，通常臨

床試驗僅測量短期的疫苗效力，而較難有穩健的數據，可藉由統計模型將試驗的觀察值

做配適(fit)並預測未來趨勢，或透過數學模型模擬取得預測疫苗效力的參數。模型中可

假設疫苗有終生保護力，或是保護力會削減(waning)[3]，削減的方式可設計為接種完立

即發生或接種一段時間後才發生，也可有不同的削減趨勢。由於疫苗保護力持續時間對

疫苗的成本效益有重大影響，應盡可能以數據為基礎，並執行敏感度分析。 

三、 建立模型(Modelling) 

建立模型的目的為估計傳染病的疾病負擔，以及疫苗對於疾病負擔的影響。再生數

(reproduction number)是傳染病特有的參數，基本再生數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𝑅𝑅0) 的定義為「當整個族群皆為易感(susceptible)人口時，一個具傳染力的病

例能引起的平均繼發病例數」，和暴露後的傳染機率、個體的平均接觸數、傳染期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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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有效再生數(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𝑅𝑅𝑡𝑡) 表示「在某個時間點，一個具傳

染力的病例能引起的平均繼發病例數」，𝑅𝑅𝑡𝑡為𝑅𝑅0乘上該時間點的易感人口比例(𝑥𝑥𝑡𝑡)，即

𝑅𝑅𝑡𝑡 = 𝑅𝑅0𝑥𝑥𝑡𝑡。當𝑅𝑅𝑡𝑡 > 1表示每單位時間的新感染數增加、疫情持續傳播；𝑅𝑅𝑡𝑡 < 1則表示每

單位時間的新感染數減少、疫情將終止傳播；而當𝑅𝑅𝑡𝑡 = 1維持一段時間，表示感染處於

流行平衡狀態(endemic equilibrium)。接種疫苗的目的在於減少易感人口的比例(𝑥𝑥𝑡𝑡)，

進而使有效再生數(𝑅𝑅𝑡𝑡)下降，當𝑅𝑅𝑡𝑡 < 1時新發病例便不足以維持社區中的感染，疫情最

終會消除。若接種疫苗的目標為使𝑅𝑅𝑡𝑡 ≤ 1，則可推導出疫苗覆蓋率的公式 𝑃𝑃𝐶𝐶 ≥ 1 − 1
𝑅𝑅0
，

當傳染病的𝑅𝑅0值越大，則疫苗覆蓋率(𝑃𝑃𝐶𝐶)要越高才能達到群體免疫。 

研究族群的健康狀態一般可分為易感受期(susceptible, S)、傳染期(infectious, I)、

復原期(recovered, R)，在傳染病模型中以隔室(compartment)將其定義，用這些互斥

的隔室來組成傳染病的發展過程，研究族群會在隔室間流動。若病人會在感染後復原並

長期免疫，可建構基本的 S-I-R 模型，若會再次感染則可設計為 S-I-S 模型，必要時可

增加隔室，像是加入發病前的潛伏期(exposed, E)，為 S-E-I-R 模型。 

建構傳染病模型時，首要為決定使用靜態(static)或動態(dynamic)模型。在動態模

型中，傳染力(force of infection)會隨著時間改變，會根據每個時間點所預測的感染者

比例，週期性或持續性地重新計算當下的感染力；靜態模型中的傳染力則是固定的，假

設傳染力與感染者的比例並不相關。圖一、圖二為選擇靜態或動態模型的步驟，可初步

依據疾病特性、傳播方式，以及接種疫苗的目標族群對於病原傳播是否“具有流行病學

影響力”(epidemiologically influential) 來決定。 

常見選用靜態模型的情況，舉例如下：1) 當群體免疫不太重要時，也就是每多一個

人接種疫苗所帶來的遞增效果是固定的，例如：用於非傳染病的疫苗；2) 接種疫苗的族

群並不“具有流行病學影響力”，例如：醫療人員接種 A 型肝炎(經糞口途徑傳染)疫苗；

相反地，若是餐飲工作者接種 A 型肝炎疫苗，就不符合此情況；及 3) 人類不是主要宿

主，接種疫苗不會達到群體免疫，傳播力也不會受到感染者的互動所影響。靜態模型通

常針對某個世代族群(cohort)去建模，隨著該世代年齡增長追蹤到某個終點(如：特定年

齡或死亡)，常見的靜態模型有決策樹(decision tree model)、馬可夫模型(Markov 

model)，可根據目標族群是具有單一次立即性的風險(instantaneous risks)，或是隨時

間持續性的風險(ongoing risks)，來選擇靜態模型的種類，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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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疫苗接種是針對“具有流行病學影響力”的族群時，通常指相對較大

的族群或核心傳播族群，則應使用動態模型，例如：血體液傳染病(blood-borne 

diseases)的疫苗用於共用針劑的毒癮者，因為此族群若具有免疫力，則會對病原體在人

群中的繁殖產生複雜影響，此時若忽略了群體免疫的效應而選擇靜態模型，則可能會低

估疫苗的價值並誤導決策[2, 3]。 

然而，即使目標族群“具有流行病學影響力”，但在某些情況下使用靜態模型還是

可接受的，可參考過去是否有類似的靜態與動態模型研究，其研究結果是否顯示出一致

性，以及根據疫苗的外部性(externality，指疫苗的間接效應)，來判斷靜態模型的適用

性及使用上的限制，如圖二所示。疫苗典型的正面外部性為群體免疫，可能帶來的負面

外部性則有感染高峰的年齡轉移、血清型替代、影響抗生素的抗藥性等[3]。 

圖一、選擇靜態或動態模型之流程圖[1] 

沒有任何介入措施
會對具有流行病學
影響力的非人類群
體或環境傳染窩
(environmental 
reservoir)產生重

大影響 

至少有一個介入
措施會對具有流
行病學影響力的
非人類群體或環
境傳染窩產生重

大影響 

目標族群本身是/
或包含具有流行
病學影響力的次
族群 (如：空氣
傳染之於兒童、
性傳播感染之於
性工作者) 

用於人類的疫苗 

對抗傳染性疾病 對抗非傳染性疾病 
(如：白血病、乳癌) 

幾乎不會人傳人， 
包含透過病媒(vector) 

(如：狂犬病、日本腦炎) 

普遍會人傳人， 
包含透過病媒  

(如：水痘、瘧疾) 
靜態模型 

目標族群本身不是/
或不包含具有流行
病學影響力的次族
群 (如：肺炎鏈球
菌感染或流感之於
老年人、A型肝炎
之於醫療人員) 

可接受 
靜態模型 

可接受 
靜態模型 

建議動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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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選擇靜態或動態模型之流程圖(續)註 2 

                                                      
註 2 圖中虛線表示較不建議的路徑 

介入策略對於至少一個具有流行病學
影響力的次族群有直接影響 

有動態模型顯示「間接效應」對於結
果的影響可被忽略；或有正式的模型
比較研究顯示，靜態和動態模型所評

估出的成本效益結果一致 

有動態模型顯示「間接效應」對於結
果有重要影響；或有正式的模型比較
研究顯示，靜態和動態模型所評估出

的成本效益結果不一致 

無研究探討「間接效應」
的影響，也無比較靜態和
動態模型的研究 

強烈建議
動態模型 

可接受 
靜態模型 

雖然較不建
議，但若考
慮靜態模型 

預期疫苗有負面外部性，
且可能超過正面外部性 

預期疫苗沒有負面外部性，或 
負面外部性極可能小於正面外部性 

要求使用
動態模型 

建議 
動態模型 

雖然較不建議， 
但若選擇了靜態模型 

靜態模型顯示疫苗不符合
成本效益，或處於臨界點 

靜態模型顯示疫苗
符合成本效益 

靜態模型的
結果不足以
支持決策 

靜態模型可被接受用於評估疫苗的成本效
益。但疫苗的效益未被充分體現，須確認
其效益在不同策略之間被低估的程度 

將類似情境中
所觀察到的外
部性，納入模

型當中 

結果轉為疫苗不符合
成本效益，或處於臨
界點，則靜態模型對
於決策的幫助有限 

結果明確顯示疫苗符合成本效益，靜態
模型有助於決策。但須討論在不同策略
之間的影響程度差異，以及外部性在不

同情境之間可轉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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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靜態模型之選擇建議[1] 

在動態模型中(圖四)，當個體處於各傳染病狀態的風險(指感染/傳播/復原的機率)，

在群體中的許多小群體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時，應考慮以個體為基礎(individual-based，

或稱 agent-based)的模型，依據個體的特徵和行為來定義每個人的風險。另外，無論模

型是靜態或動態、 compartmental 或 individual-based，皆可再分為決定型

(deterministic)或隨機型 (stochastic)，前者不將感染的偶然性 (chance)或隨機性

(randomness)納入模型中，輸入的參數為事先決定的，因此每次分析可產出重複的結

果；但在真實世界中，個體得到感染的過程可能帶有偶然性，隨機型模型納入了傳染病

傳播本身之外的偶然事件，即使在相同的設定條件下，每次分析會產出不同的結果。若

偶然性在病原傳播的過程是重要的，則建議使用隨機型模型[1]。 

圖四、動態模型之選擇建議[1] 

靜態模型    

目標族群只有立即性風險 

Decision tree model 

Single cohort model 建議 multiple cohort model 

目標族群面臨持續性風險 (指在研究期
間之內，通常是整個生命週期) 

風險僅與年齡相關 風險與年齡、時間相關 

感染/傳播/復原的機率，是否在較少且
相對較大的群體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感染/傳播/復原的機率，是否在較多且
相對較小的群體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至少有一項風險是被偶然事件所定義？ 至少有一項風險是被偶然事件所定義？ 

Stochastic 
compartmental 

model 

Deterministic 
compartmental 

model 

Stochastic 
individual-based  

model 

Deterministic 
individual-based  

model 

動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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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評估指標(Outcome measures) 

(一) 健康結果 

用來評估接種疫苗可帶來的健康結果的指標有許多類型，包括：過程面指標(如：接

種疫苗人數)、中繼指標(如：獲得免疫力的人數)、疾病特定的指標(如：可避免的麻疹個

案數)，或社會經濟方面的測量指標(如：住院天數、門診就醫次數)，但 WHO指引建議

選擇一致公認的指標─QALY，以便將評估結果和其他疫苗或非疫苗介入的結果相互比較，

若無法取得 QALY 的權重，則可改用 DALY。建議先呈現自然單位(natural units)的結

果，例如：病例數、死亡數、生命損失年數(years of life lost, YLL)、失能損失年數(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再將自然單位轉換為最終指標 QALY 或 DALY。 

(二) 成本 

估算成本時應根據評估觀點及決策者的需求，來決定要納入哪些成本項目及成本的

估算方法。成本可能由衛生部門負擔，或由病人及家屬負擔，可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

本。直接成本包含與疫苗及疾病相關的成本，疫苗相關成本像是疫苗採購、配送、冷鏈

建置及維護、基礎設備、實現高覆蓋率所需的成本(如：宣導活動)等，以及接種後發生

不良事件(AEFI)所需花費的醫療費用，還有過程中因冷鏈損壞或過期導致的疫苗浪費

(wastage)，皆應考量至疫苗的成本當中，若比較策略是疫苗以外的介入措施(如：預防

瘧疾的蚊帳)，則可能要納入相關基礎設施建置和供應的成本[2]；與疾病相關的治療成本

則有門診、住院期間及處理長期後遺症的費用，醫療資源利用的資料來源可為 RCT、次

級資料庫、臨床資料庫、病例紀錄、問卷調查等。在間接成本部分，主要是病人及家屬

的生產力損失(productivity loss)，尤其當評估對象是需要他人照護的孩童時，目前最常

使用人力資本法(human capital approach)來評估因發病、提早死亡、尋求醫療照護而

損失的時間，此方法是用個人總收入來評估損失時間。 

五、 折現(Discounting) 

折現的目的是將未來的成本及健康結果折換為現值，是一種技術上的校正，讓發生

在不同時間點的成本和效果能有相同的比較基礎。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成本和健康結果

都需要折現。疫苗通常涉及到比較長的評估期間，因為接種疫苗後可避免感染和疾病的

時間會有延遲，或是疫苗對於兒童的效益主要體現在未來的生命年，因此相較於短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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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效的介入治療，疫苗接種對於折現率(discount rate)會有較高的敏感程度。一般而

言，成本和健康效果會設定相同的折現率，且折現率是固定的(constant)[3]；但若評估期

間相當長，也可考慮在健康效果和成本設定不同的折現率，通常健康效果的折現率會低

於成本，或將折現率設定為隨時間改變(changing)。WHO指引建議，應先依當地建議

的折現率對成本和健康效果進行折現，若未有相關建議，則可將成本和效果的折現率分

別設為 3%、0%，或是兩者皆設為 3%。 

六、 考量不確定性(Accounting for uncertainty) 

有鑑於疾病和疫苗介入的相關資訊會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為了能正確執行估

計，考量這些不確定性是必要的，應藉由分析不確定性來評估某面向的資訊是否值得進

一步探討。經濟評估中的不確定性來源有以下幾種[1]，簡述如下： 

(一) 方法學(methodological)：對於應該用哪一種正確的建模方式來協助決策有不同的

看法時，即存在方法學不確定性，例如：應採取付費者觀點或社會觀點、折現率的

設定、評估期間的設定、評價健康效益的方式。 

(二) 結構性(structural)：指不確定模型中應結合哪些結構面向來描述疾病和疫苗的特性，

又稱模型不確定性(model uncertainty)，例如：應納入哪些 compartment、狀態

間的轉換機率、用來外推(extrapolation)未來數據的函數。會有結構性不確定性通

常是因為有關於疾病或疫苗特性的實證尚為缺乏，或相關實證的品質不明確。 

(三) 參數(parameter)：指不確定模型中各個參數的真實值，或是對於參數的信度

(reliability)有所疑慮，造成參數不確定性的原因像是：缺乏該數值的直接或間接證

據而必須用假設的方式、有相關證據但證據品質不明確、參數來自於小型樣本的結

果，或是參數是結合其他數值後間接估計而得出的。 

理想上應考量到普遍存在的所有不確定性，或至少將預期會影響經濟評估結果的不

確定性納入，尤其是方法學和結構性不確定性，通常比參數不確定性更可能影響結果，

WHO指引建議對折現率、疫苗效果、疾病發生率、疫苗價格進行敏感度分析。 

在處理不確定性時，可用決定性(deterministic)或機率性(probabilistic)的方式來量

化不確定性。決定性敏感度分析(determinis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DSA)是藉由改變參

數值來了解其對結果的影響程度，若是改變單一數值稱為單因子(one-way/univa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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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析，若同時改變多個參數則為多因子(multivariate)敏感度分析，當組合出不同

的參數選項和數值而形成另一種情境時，即為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前述 3 種

不確定性皆能執行 DSA。在機率性敏感度分析(probabilis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DSA)

中，輸入的參數並非點值，而是以分布(distribution)來表示，該分布應能反映出參數平

均值的不確定性。執行評估時應詳述有考量和未考量的不確定性，方法學不確定性因不

能執行 PSA，可採用情境分析，而結構性和參數不確定性建議使用 PSA[1]。 

七、 呈現成本效益結果(Presenting and interpreting cost-effectiveness data) 

經濟評估的目的是判斷何謂最佳策略，也就是和其他策略相比，哪種策略較具成本

效益。影響疫苗是否具成本效益的關鍵因素為疫苗價格，以及決策者對於獲得一個健康

效果的願付閾值(willingness-to-pay, WTP)是多少。以介入策略 A、比較策略 B為例，

成本效益結果有以下呈現方式[1]： 

(一) 成本效益比值(cost-effectiveness ratios)：ACER (average cost-effectiveness 

ratio)直接計算介入策略 A 的平均成本和效果，ACER =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𝑡𝑡𝐴𝐴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𝑡𝑡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𝐶𝐶𝐶𝐶𝐴𝐴

；MCER 

(margin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計算當要擴大或緊縮介入策略時的邊際成本和

邊際效果，例如：每增加一名兒童接種疫苗，MCER =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𝑡𝑡𝐴𝐴+1−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𝑡𝑡𝐴𝐴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𝑡𝑡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𝐶𝐶𝐶𝐶𝐴𝐴+1−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𝑡𝑡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𝐶𝐶𝐶𝐶𝐴𝐴

；

ICER 計算策略 A 相較於策略 B 的遞增成本和遞增效果，表示每增加一個健康效果

需要增加多少成本，ICER =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𝑡𝑡𝐴𝐴−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𝑡𝑡𝐵𝐵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𝑡𝑡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𝐶𝐶𝐶𝐶𝐴𝐴−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𝑡𝑡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𝐶𝐶𝐶𝐶𝐵𝐵

。 

(二) 淨效益(net benefit)：利用 WTP 轉換效果和成本，進而計算策略 A 相較於策略 B

的 遞 增 淨 貨 幣 效 益 (incremental net monetary benefit) ， INMB =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𝐴𝐴 −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𝐵𝐵) × 𝑊𝑊𝑊𝑊𝑃𝑃] − (𝐶𝐶𝐶𝐶𝐸𝐸𝐸𝐸𝐴𝐴 − 𝐶𝐶𝐶𝐶𝐸𝐸𝐸𝐸𝐵𝐵)，或遞增淨健康效

益 (incremental net health benefit) ， INHB =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𝐴𝐴 −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𝐵𝐵) −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𝑡𝑡𝐴𝐴−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𝑡𝑡𝐵𝐵
𝑊𝑊𝑊𝑊𝑊𝑊

)。 

可初步比較兩策略的成本和效益，若 A 相較於 B能獲得較多效益且有較低的成本，

則 A 具有絕對優勢(dominance)；若 A 能獲得較多效益但成本較高，則須將ICER和當

地所偏好的 WTP 做比較。在給定的 WTP 之下，最具成本效益的策略應有最高的淨效

益值。分析中應呈現可能的成本效益結果範圍，或至少呈現最佳及最差的情境分析結果，

若當地沒有常用或建議的 WTP，則應呈現在某個 WTP 範圍內的成本效益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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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當疫苗的價格越來越昂貴，且有更多具競爭力的新醫療科技出現時，疫苗接種的決

策也越來越具挑戰性。決策時除了考量疫苗的療效、安全性、可避免的疾病負擔之外，

可藉由經濟評估來協助決策者判斷疫苗是否物有所值。疫苗的經濟評估方法與其他類型

的醫療科技大致類似，首先研究問題應切合決策背景，但疫苗牽涉到傳染病特有的流行

病學特性，又因許多參數和假設使疫苗的經濟評估更為複雜，因此在執行評估時應秉持

透明原則，清楚闡述分析中所採用的方法、假設及限制，且應以更廣泛的角度來考量疫

苗在社會層面的價值[5, 6]，以協助決策者在有限資源下做最有效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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