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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經濟建議 適用族群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節省成本 (Cost saving)

ACEI用於嚴格控制高血壓
相較於標準高血壓控制可

以節省成本

T2DM 強 中等建議 無

ACEI/ARB用於預防末期
腎病相較於未使用，可以
節省成本

T2DM 強 強烈建議 無

綜合性介入 (標準胰島素
治療加上ACEI/眼睛篩檢 )
相較於標準胰島素治療可
以節省糖尿病照護成本

T1DM 中
強 :ACEI
中 :眼睛篩
檢

無

綜合性介入與併發症早期
偵測 (衛教、ACEI、視網
膜篩檢 )相較於標準血糖
控制可以節省糖尿病照護
成本

T2DM 中 中等建議 無

具有成本效果 (Cost-effective)

嚴格生活型態介入 (體能
活動 )對預防 T2DM具有
成本效果

IGT 強 強烈建議 無

嚴格控制血糖具有成本效
果

T1DM 強 強烈建議 無

新診斷糖尿病人嚴格血糖
控制相較於常規血糖控制
具有成本效果

T2DM 強 強烈建議 無

( 接續下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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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經濟建議 適用族群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糖尿病人合併高血脂或心
血管疾病病史，Statin用
於次級預防心血管疾病具
有成本效果

T2DM 強 強烈建議 無

戒菸諮詢和治療具有成本
效果

T2DM 強 強烈建議 無

年度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篩
檢具有成本效果

T1DM, 
T2DM 中 中等建議 無

使用metformin作為起始
治療相較於其他口服降血
糖藥物具有成本效果

T2DM 中 強烈建議 無

加入糖尿病論質計酬方案
具有成本效果

T2DM 中 中等建議 有

我國糖尿病醫療利用與疾病負擔

糖尿病不僅是代謝異常方面的疾病，除需要持續性的用飲食、

運動與藥物介入控制外，其因罹患糖尿病而引發的急慢性併發症，

不但降低病人生活品質，增加糖尿病人死亡風險，其所耗用的醫療

資源與社會成本更是龐大 [779-781]；對於糖尿病相關的經濟衝擊
主要可區分為兩個部分 [782]：

1. 直接成本：因糖尿病就醫所致的醫療費用

2. 間接成本：因糖尿病早逝所導致的生產力損失

自 95年至 104年我國糖尿病死亡人數佔全國死亡人數比率由
7.2%降至 5.8%(圖一 )，每十萬人死亡率由 42.46人降至 40.62人，
平均糖尿病人死亡年齡為 72.2-75.0歲 [783]，104年標準化死亡率
為每十萬人 24.3人，顯著高於美國 (13.9人 )、義大利 (11.5人 )、
澳洲 (9.6人 )、日本 (3.5人 )與南韓 (14.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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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我國糖尿病人死亡趨勢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發佈的「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年報」，

以糖尿病主診斷的醫療申報費用從 95年的 140億 (給付點數 )，逐
年增加至 104年的 199億，平均年成長率為 4.0%(圖二 )；糖尿病
醫療費用佔健保總費用的比率在 95-104年間穩定維持在 3.1-3.4%
左右，與歐洲八個國家 1998年所調查糖尿病佔國家醫療保健支出
1.6%到 7.4%範圍相符 [784]；但顯著低於過去研究的 11.5%[785]
與 13%[210]，可能原因在於過去研究採用健保資料庫分析，將糖尿
病相關併發症照護的費用一併納入，而全民健康保險統計資料則是

以糖尿病為主診斷的醫療費用。

與歐洲調查結果以住院費用為主要糖尿病照護費用的情形不

同，我國糖尿病照護費用主要來源為門急診費用，且佔率自 95年
的 87.5%至 104年增加至 92.4%[786]；進一步觀察糖尿病門急診
費用、住院費用與全國費用的比較，糖尿病門急診費用佔全國門急

診費用比率穩定維持在 4.3-4.5%之間，而住院費用佔率則由 95年
的 1.2%逐漸降低至 104年的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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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我國糖尿病全民健康保險照護費用趨勢

近十年糖尿病就醫人數呈現逐年增加的情形 (圖三 )，而就醫
病人中，約 17.5%曾住院，每百位糖尿病人住院次數自 95年的
18.27次逐年降低至 104年的 11.13次，平均住院天數穩定維持在
9-10天，均略低於同時期全國平均住院天數；而平均門診次數則自
95年的 6.8次降至 104年的 5.3次，平均每次門診費用約 1,685元，
平均每次住院費用為 44,443元，略低於同時期全國平均每次住院
費用 (53,890元 )。

住院費用                                               門急診費用           門急診費用佔全國門急診比例
住院費用佔全國住院費用比例           糖尿病費用佔全國總費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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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糖尿病就醫人數、住院比例及平均住院日數趨勢

根據一項 97-98年健保資料追蹤研究 [210]，糖尿病相關
併發症盛行率最高為鬱血性心臟衰竭 (23.3%)，其次為神經病變
(22.3%)、缺血性心臟病 (16.8%)及腎病變 (11.3%)。有 21.4%的糖
尿病人住院乃因相關併發症引起，每位糖尿病人平均使用費用為非

糖尿病人的 4.3倍。另一項針對各級醫院糖尿病慢性合併症住院情
形之研究 [787]，結果顯示，糖尿病住院病人平均罹病約 10年以
上，罹病期間平均住院次數為 3.9次，且 60%以上的住院病人具
有多重合併症，其中以心血管疾病比例最高佔 51.1%，其次為腎病
變 (48.5%)、視網膜病變 (37.1%)、神經病變 (24.6%)、腦血管病變
(23.2%)與下肢血管病變 (11.0%)。而 1998-2000年健保資料分析
糖尿病人住院照護費用的相關研究 [788]，結果指出糖尿病人平均
每年住院 1.63次，平均住院天數為 10.3天，較非糖尿病人的 7.23
天高，且三年期間住院人數成長 12.2%，住院原因則以感染性疾病
最高 (11.65%-12.59%)，其次為腦血管疾病 (5.52%-5.35%)與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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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 (3.80%-3.86%)，且糖尿病人死亡率為非糖尿病人近 2倍；
顯示糖尿病對我國健康照護體系的影響甚為廣泛。

除了直接的醫療費用，在糖尿病間接成本的部分，曾有研究採

用人力資本法 (human capital approach)，以糖尿病死亡年齡、平
均餘命、勞動參與力及失業率估計因糖尿病早逝造成的生產力損失

[789]，結果指出在 100年因糖尿病早逝造成的總生產力損失高達
新台幣 86億元，其中男性約為 72億元 (84%)，女性約為 13億元，
顯示糖尿病對社會經濟造成甚大衝擊。

糖尿病照護的成本效果

許多的介入可降低糖尿病疾病負擔，然而，在醫療資源有限的

情形下，對於糖尿病的預防 /介入該如何設定優先順序？成本效果
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是一種同時考量結果與成
本的經濟評估方法，可協助決策者將資源用在最有效果的地方。成

本 (Cost)單位為金額，效果 (Effectiveness)為自然單位，如降低的
糖化血色素 (HbA1c)、血壓毫米汞柱 (mmHg)、確診的癌症數、增
加的生命人年 (Life-year, LY)，或生活品質校正生命人年 (Quality-
adjusted Life-year, QALY)，不論評估的介入性質為何，只要結果指
標是相同，皆可使用成本效果分析 (CEA)加以評估；對各項介入進
行遞增分析 (incremental analysis)，即以 B取代 A的介入，成本與
效果的差異是多少，並呈現遞增的成本效果比 (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 ICER)[790]，亦即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效果 (如生
活品質校正後壽命，QALY)需要多花多少錢。基本上，ICER值越低
越好；然而，成本效益結果乃根據分析國家當地的醫療照護制度及

醫療費用分析所得之結論，我國在參考使用時，須考量我國健康保

險有關用藥的規範與醫療費用組成不同，分析評估的結果可能會有

所差異。

結合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791]、英國健康與照護卓
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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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於 2015年 12月提出的糖尿病指引 [792]與相關成本效果分
析結果，評估各項糖尿病的預防 /介入的成本效果。

對於血糖耐受不良 (IGT)積極進行體能活動的介入對預防第 2
型糖尿病具有成本效果 [791]；在非藥物介入的部分，無論對第 1
型糖尿病或新診斷的第 2型糖尿病，嚴格控制血糖相較於常規血糖
控制具有成本效果 [15]，而年度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篩檢亦具有成本
效果 [791]。

在降血壓與血脂藥物治療的部分，相較於標準血壓控制，ACEI
用於嚴格控制高血壓可節省健康照護成本；ACEI/ARB用於預防末期
腎病相較於未使用，可節省健康照護成本 [791]。當糖尿病人合併
高血脂或心血管疾病，Statin用於次級預防心血管疾病具有成本效
果 [791]。

在降血糖藥物與胰島素治療的部分 [792]，使用 metformin
作為起始治療相較於其他口服降血糖藥物具有成本效果；當使用

metformin monotherapy仍無法達到良好控制血糖，相較於其他
合併用藥，以 metformin-pioglitazone合併治療最具成本效果。若
metformin耐受不佳的病人，以 repaglinide作為起始治療藥物，
相較於其他口服降血糖藥具有成本效果 [792]。相較於其他降血糖
藥物，4個 DPP-4 inhibitor與 metformin併用呈現類似的成本效
果分析結果，相較於 metformin–pioglitazone 併用，linagliptin-
metformin併用每增加一個生活品質校正人年 (QALY)的 ICER值為
£36,800[792]。

在糖尿病論質計酬方案的部分，曾有研究分析全國健保資料之

後 [793]，顯示糖尿病人加入論質計酬方案後，接受特定檢驗檢查
的頻率增加，在第一年具有顯著較多的糖尿病相關門診次數，但在

後續追蹤期間，住院次數較少；在醫療費用方面，加入論質計酬方

案的病人，在第一年的費用高於未加入者，但持續加入方案的病人，

在後續參加的期間，費用有逐年降低的情形。且我國糖尿病論質計

酬方案的實施，具有成本效果 [794,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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