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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衛生主管機關以往在決定全國性預防接種疫苗需求量時，由於電腦

化及決策制定相關的資訊不足，無法以較為客觀且科學化的模式及方法

來進行推估或預測其需求量，而是概略以經驗及過去供應量，並配合人

口成長趨勢來決定每年各項疫苗需求量。在無法有效管控的情形下，易

發生疫苗數量過剩或不足以及管理上的困難，更造成國內醫療成本的負

擔。另外，對於實際執行疫苗接種的各地方衛生所亦無法提供正確的單/

多劑量疫苗需求分配量。 本研究提出以四階段推估程序來制定單/多劑

量疫苗需求量及最適化分配模式之研究。第一階段將根據歷年地方衛生

所疫苗需求量相關影響因素，經主成份分析法得到「疫苗總施打數」與



「新生兒出生數」的主要相關影響決定因素。第二階段將根據相關影響

決定因素分別應用 ARIMA 及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進行預測下一年度「疫

苗總施打數」與「新生兒出生數」，並選取與實際值誤差最小者。第三

階段則將根據 WHO 訂定的年度疫苗總需求量計算方式及本研究提出的

計算方式，應用第二階段所得到「疫苗總施打數」與「新生兒出生數」

來推估出下一年度疫苗總需求量。第四階段則將對於縣市各地方衛生所

進行下一年度單/多劑量疫苗需求量最適化分配及成本推估，先經由第三

階段得到的總疫苗需求量配合單/多劑量疫苗分配比例的計算，可得到縣

市各衛生所的單/多劑量疫苗分配量，之後進一步加入考量單/多劑量疫

苗的購買價格，以推估出下一年度疫苗購買成本。 經實證結果，本研究

可依地方衛生所為導向，建立準確的年度疫苗需求量推估及進行單/多劑

量疫苗最適化的分配，如此必能對疫苗的採購、庫存進行有效的控管，

並可由此降低採購及庫存成本，以避免醫療資源的浪費。  

摘要

(英)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 Taiwan depends on past supplying experiences plus 

demographics to estimate the vaccine demands, but it doesn''t use an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method. Because it lacks enough computerized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for making these decisions. Therefore it does cause waste or lack of medical 

treatment resources and it also makes management more difficult and increases 

the unnecessary cost. In addition, the district health centers also cannot provide 

correct information of demands and distribution about single-dose and multi-dose 

vaccine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build a demand forecasting and optimal 

distribution model for purchasing single-dose and multi-dose vaccines through 

four-stage estimating procedures. The first stage us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identify some main effective factors about “total volume of 

injection” and “total volume of newborn baby” from past experiences of 

District Health Centers. The second stage uses ARIMA and Neural Network 

respectively to analyze all possible effective factors to predict “total volume of 

injection” and “total volume of newborn baby” next year. The third stage uses 

the result obtained from the second stage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established 

by WHO and the method created by this research to estimate the total demand 

volume of vaccine in the next year. The last stage estimates the next year’s 

optimal distributional volume and purchase cost of vaccine for different district 

health centers based on the total demand volume and distribution ratio obtained 

from the third stage to estimate the purchase cost and vaccine price of each kind 

of vaccine in the next year.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is research 

indeed provides a precise estimating model of purchasing vaccine volume and 

establishes an optimal distribution model for single-dose and multi-dose vaccine. 

Therefore, the model will help manage effectively for purchasing and stocking 

national vaccine, and reduce the cost to avoid wasting the med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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