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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平均壽命的延長與主要死因的轉變使得學術以及實務界陸續投入與健康相

關議題的研究以及調查。本章將就國外在人口老化以及中老年或慢性疾病成為主

要死因狀況下在疾病現況調查、精算以及人口學的相關研究進行回顧，並由國外

研究經驗中找出適合目前研究限制下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國民健康與疾病現況研究 

 在高齡化以及中老年疾病或慢性病成為主要死因的社會中，疾病在醫療需求

與死亡因素上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瞭解疾病現在盛行狀況以及因疾病產生

的醫療需求成為了當務之急，由於國民健康與疾病現況研究結果必須具有整體區

域代表性，所以疾病現況研究主要是由政府資助或國際性大型機構，例如：聯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執行。在全球性疾病現況研究中以 1993 年哈佛公共健康學

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為評估全球疾病負荷

所進行全球疾病負荷調查(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 Murray, 1996)最為人所

知，並且 GBD 中提出一項新的健康測量指數『殘障加權損失年數』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DALY)，後續對於疾病負荷研究也引用 GBD的研

究方式進行研究並以 DALY 做為疾病負荷衡量指標。海外由國家所主導的疾病

現況研究中，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在地理環境與人口組成上與台灣相似，同為島國

以及人口主要由移民與原住民組成，所以紐、澳在國民健康與疾病現況調查的經

驗與調查結果對於台灣具有參考價值。在總體國民健康與疾病現況研究上，澳大

利亞分別於 1999 年以及 2002 年發行澳大利亞疾病與傷害報告(The burden of 

disease in Australia, 1999)與澳大利亞健康報告(Australia’s health, 2002)針對整體

澳大利亞國民因疾病與傷害在壽命上的損失與健康狀況進行廣泛的調查，其中澳

大利亞疾病與傷害報告以 1996 年收集的資料從 176 種疾病與傷害以及風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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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例如：吸煙、酗酒等行為，以編算生命表的方式計算 DALY 用來衡量疾病

所造成的負荷，從調查結果發現澳大利亞前三主要疾病負擔為心臟血管疾病、惡

性腫瘤以及精神失調(mental disorder)，1996年的人口中 13.7%的平均壽命因疾病

與傷害而損失；在特定疾病現況研究上，紐西蘭健康部(Ministry of Health )在 2002

年以 1996紐西蘭糖尿病資料為基礎推估 2011年糖尿病對於紐西蘭國民健康情形

的影響情形，推估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三】紐西蘭糖尿病推估流程 

 

推估第一階段以 1996 年紐西蘭糖尿病盛行狀況做為基礎情境也就是【圖三】中

scenario B做為開端，第二階段以 1996年糖尿病發生率以及糖尿病死亡率與一般

死亡率相對風險，考慮人口結構因死亡率下降逐漸老化下推估 2011 年紐西蘭糖

尿病盛行情形也就是【圖三】scenario D，然而並非單獨人口結構會隨著時間變

動，健康照護與糖尿病盛行情形也將隨著時間而變動，其中健康照護隨時間進步

使得糖尿病患者死亡率下降，造成糖尿病死亡率與一般死亡率相對風險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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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同時因為肥胖人口比例上升造成罹患糖尿病機率上升，所以在 scenario D

之外分別加上糖尿病死亡率與一般死亡率相對風險下降與罹患糖尿病機率上升

的可能形成【圖三】中 scenario H與 scenario E，scenario D、scenario H以及 scenario 

E分別表示由於高齡化、糖尿病死亡率與一般死亡率相對風險下降以及因肥胖導

致罹患糖尿病機率上升皆為可能遭遇的未來情境，綜合 scenario D、H、E 三種

情境成為未來最可能糖尿病發展狀況並設定為【圖三】中 scenario M，最後以區

間估計的概念給予推估結果上下界已完成推估流程，其中推估上界為 scenario U

推估下界為 scenario L。 

從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國民健康與疾病現況研究可以發現疾病所產生的影

響除醫療支出之外對於國民平均壽命的損失也是另一重要的指標，疾病發展趨勢

的推估因為罹患疾病可能無法回復原先健康狀態造成無法重複觀測以致於無法

建立估計區間，所以在推估的過程中必須借重情境分析的方式模擬未來可能發生

的情境以觀察未來可能發展趨勢。因此本文推估方式將仿效紐西蘭糖尿病推估方

式推估台灣地區重大傷病未來可能變動趨勢，並在醫療需求推估之外以因重大傷

病損失年數的方式評估重大傷病對於國民平均壽命影響情形。 

 

第二節 馬可夫模型與醫療成本推估 

疾病過程(disease process)在疾病研究上相當重要的工具，所謂疾病過程是將

健康、患病以及死亡以各個狀態間移轉的方式描述，例如 Panjer (1988) 研究人

類從感染人類免疫病毒(HIV)至發展成愛滋病(AIDS)到最後死亡，各個不同狀態

之間的移轉從事存活分析。在精算科學的領域尤其是在醫療保險方面，以數個狀

態構成的多態模型受到廣泛的使用，Pitacco (1994) 強調多態模型對長期健康保

險的適用，並有系統的對重大疾病、長期看護等保險，作通式推導與介紹。多態

模型的名稱並未統一，例如：隨機間隔模型(stochastic compartment model)以及多

態馬可夫模型(multi-states Markov model)皆同屬於多態模型名稱之一。多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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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示方式通常使用隨機過程中隨機變數集合的方式，將多態模型中所有狀態

(state)以{ }( ),S t t表示其中 t為時間，若 t為可數或可數無限時點則此多態模型稱

為離散時間模型，若 t為連續時點則此多態模型稱為連續時間模型，模型中各狀

態之間移轉的機率稱為移轉機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若移轉機率只受到所處前

一狀態影響則稱做具有馬可夫性質(Markov property)，以條件機率的方式表示馬

可夫性質如同下式： 

{ }
{ }

∧ ∧ ∧0 0 n-1 n-1 n n

n n

Pr S(u) = j | S(t ) = i ... S(t ) = i S(t ) = i

= Pr S(u) = j | S(t ) = i
 

當狀態空間擴展為多維空間，移轉機率可能受到兩個以上前一時點所處狀態影

響，則此時馬可夫模型稱為半馬可夫模型(semi Markov model)，其他多態模型的

分類依據 Pitacco (1999)的定義，若移轉機率僅受到兩時點之間距離的影響與兩

時點位置無關則稱為時間同質馬可夫模型(time-homogeneous Markov model )，若

移轉機率與兩時間之間距離與位置相關則稱為時間異質馬可夫模型 (time- 

inhomogeneous Markov model)。多態模型的運用除先前所提 Panjer以及 Pitacco

之外，Jones (1992,1993)以多態模型分析 Hamilton-Wentworth患病與死亡記錄並

以時間同質馬可夫模型建構出移轉機率以及精算現值的計算方式，Hesselager et 

al. (1995)、Renshaw與 Haberman (1995)對多態模型精算現值機率分配以及移轉

機率的修勻(graduation)進行研究；當基因是否納入核保因素爭議出現之後，

Macdonald(1999)、Pokorski(2000)以多態模型評估基因納入核保因素之後對於保

險所產生的影響。Tolley et al. (1982a,1982b)以健康、罹患癌症、因癌症死亡及因

非癌症因素死亡建構疾病過程，藉由多態模型估計癌症患者所衍生直接與間接成

本，以提供健康維護部門有效率的政策制訂參考依據，Tolley 與 Manton (1991)

以風險因子相依多重脫退(risk-factor-dependent multiple decrements)多退模型與

精算現值的方式估計因疾病所衍生的成本。以多態模型估計因疾病所衍生的醫療

費用屬於個人成本，總體醫療費用的估計 Rice (1966)提出盛行率法(pre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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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以及發生率法(incidence method)估計總體醫療支出，其中盛行率法適用於

曆年總體醫療支出估計而發生率法適用於折現至發病之初以年金方式估計未來

醫療費用支出。因此本文將使用多退模型估計台灣地區重大傷病醫療精算成本並

以盛行率法推估未來台灣地區重大傷病醫療需求。 

 

第三節 健康餘命 

在 GBD或澳大利亞疾病負荷研究中，主要以因疾病壽命損失大小做為疾病

負荷大小衡量標準，而平均壽命等於健康餘命(health life expectancy)與因疾病損

失年數的總和，因疾病損失年數可從平均壽命扣除健康餘命後獲得，所以健康餘

命的計算可視為疾病負荷評估方式。健康餘命計算方式的發展受到疾病相關資料

主要為盛行率(prevalence rate)資料，健康餘命計算方式也以盛行率為基礎的方法

發展，其中健康餘命的概念與計算方式以 Sullivan方法(Sullivan,1971)最為常見，

所謂Sullivan方法以盛行率將生命表中定常人口部份劃分成受疾病影響以及未受

疾病影響兩部份，將各年齡未受疾病影響定常人口中 xT 除以該年齡存活人數 xl 即

是健康餘命。Crimmins et al. (1989) 以 Sullivan方法評估 1970以及 1980人口在

死亡率下降下，是否活得更長也活得更健康。研究結果發現由於自行申報處於失

能狀態人口比例的上升，因死亡率所增加的壽命大多數處於長期失能狀態。

Crinmmins et al. (1994) 以 LSO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資料研究 70歲以

上人口在死亡率及傷病率變動下健康狀態與平均餘命的變化情形。其研究結果依

然發現在死亡率下降之下，70 歲以上人口平均餘命以及失能盛行率同時增加。

若為改善 70 歲以上人口健康情形同時調降死亡率與傷病率，結果雖然失能盛行

率下降卻依然無法降低失能時間佔平均餘命的比例。以生命表計算為基礎的健康

餘命計算結果，會因為生命表的種類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其中多態生命表

(multi-state life table)具有考慮生命表人口在不同狀態間的來回移動的性質，例如

從獨立自主狀態轉變為依賴殘障狀態，而又回到獨立狀態情形，因此能獲得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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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實際狀況的分析結果，但是多態生命表需要大型長期的資料並且獲得不易，所

以能在資料支持下多態生命表健康餘命才能獲得；另一常見的生命表為多遞減生

命表(multiple decrement life table)，將疾病或殘障發生率加入死亡率估算各種生

命表函數，並且多遞減生命表因為資料收集容易不需大型長期資料成為資料限制

下計算健康餘命的一項選擇，然而多遞減生命表可能忽略疾病或傷殘的回復健康

狀態，使得有低估健康餘命的可能。早期研究成果因為資料的限制，健康餘命的

計算結果主要藉由多遞減生命表的方式，例如 Crimmins et al. (1989)，現在由於

資料的支持以及健康餘命計算技術的逐漸改變，Laditka與Wolf (1998) 以離散時

間馬可夫鏈模型估計活躍平均餘命(active life expectancy)，並透過個體模擬

(microsimulation)模擬長期之下各健康狀態間移轉情形，以彌補不完全資料對於

活躍平均餘命的估計。健康餘命計算結果因為生命表種類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計

算結果，由於資料限制以及計算健康餘命主要目的在於觀察變動情形，所以本文

將以多遞減生命表的方式計算重大傷病盛行下台灣地區健康餘命做為金錢以外

評估疾病負荷的另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