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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科技評估歷年成果（2008-2015） 

鄭燕淑1
 

前言 

民國 97 年醫藥品查驗中心接受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中綱計畫補助執行「建

立我國醫藥科技評估機制」計畫，此計畫的主要目標為建立我國透明且符合科學性之醫

療科技評估制度，以實證基礎為導向，執行主管機關（衛生署）委託之醫療科技評估案，

並依當時中央健康保險局（現為健保署）訂定之「全民健康保險藥價基準」（現為全民

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1]之新藥收載流程原則，強化醫療科技評估機制和

作業流程，藉新藥申請健保給付案件之審查與專案計畫的執行，對不同類別藥品給付的

優先次序與合理性做政策研究，期在有限的醫療資源分配下，新醫療科技可以獲得最有

效益及合理性的使用，以達公共衛生效益，造福國人。同時，在進行新醫藥品之醫療科

技評估相關研究下，強化醫療科技評估之品質，持續辦理醫療科技評估之相關教育訓練

課程，並與各國具有醫療科技評估之組織 （例如 INAHTA、英國 NICE、加拿大 CADTH、

澳洲 PBAC、韓國 NECA 等機構）交流，藉以促進國內外的合作。 

醫藥科技評估組的緣起 

早在民國 89年至 92 年，當時的衛生署委託國立台灣大學侯勝茂教授及賴美淑教授

進行為期二年之「台灣醫療科技評估之建立與執行」研究計畫[2]。該計畫提出台灣醫療

科技評估機構（HTA）之初步建議架構與執行流程，以及執行效益與經濟評估時需考慮

因素，與評估報告的建議格式。計畫內選擇三種藥品（用於治療『失智症』之 Aricept, 

Exelon, 和 Reminyl）及一種處置（不整脈心導管燒灼術 Ablation），試算套用其建議的

模式及評估方法之可行性。 

而後，在 94 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會議結論中，提出朝此方向的規劃，94 年

及 95 年健保局（現健保署）委託台灣藥物經濟暨效果研究學會執行研究計畫，收集各

國 HTA 資料及相關制度，研擬台灣應用 HTA 制度於新藥收載之可行性模式。96 年 2

月於衛生署高階主管共識營中，提出台灣醫療科技評估制度不僅包括健保議題，同時涉

及產業發展與科技等議題，政府應編列公務預算執行此項工作。96年 4月衛生政策高峰

會議第 84 次會議中，侯勝茂署長指示，醫療科技評估制度非常重要，必須有效加以推

動，並由署長率同陳政務副署長時中、陳常務副署長再晉共同督導。成立所需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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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全力的支持，並請科技組、健保局、健保小組與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相互配合，

共同完成。在推動過程中，有關於組織架構、人員建置與業務功能等，應學習加拿大或

澳洲之模式，避免步上美國商業保險的後塵。 

96 年查驗中心籌備成立醫療科技評估組的初期，協助健保署完成 18 件新藥評估案

及 1件諮詢案。97年 4月 1日醫藥科技評估組正式成立，接受衛生署四年期中綱計畫補

助，主要目標為建立我國透明且符合科學性之醫療科技評估制度，以實證基礎為導向，

執行主管機關（衛生署）委託之醫療科技評估案。為配合二代健保政策，101 至 102 年

持續進行「我國醫藥科技評估研究計畫」，協助健保署新藥健保給付評估案，並針對既

有的 HTA機制，提出新的 SOP。 

104 年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組除了延續先前制定的工作重點外，亦新增「協助國

家健康政策評估」工作，希望透過健康科技評估，精準分析時局趨勢與脈動，提供國家

健康政策制定者科學實證並協助決策，杜絕不必要的重複研究與資源浪費。本計畫目前

持續進行中。 

醫藥科技評歷年之工作任務 

執行新藥納入健保給付收載評估案、其他衛生/政策單位委託之小型標案，提出具有

公衛價值或具健保議題之主題報告供政策單位參考。以下為歷年來完成的工作綱要： 

一、建構 HTA機制 

協助健保署建立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A1）暨填表說明[3]

（包含系統性文獻回顧分析步驟），從無 HTA機制到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之新藥

收載流程、國內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之品質檢核方式，及配合時勢不斷更新相關送

審流程及機制。 

二、建立 HTA審查機制流程 

建立「HTA審查機制流程」，以科學性證據做支持，納入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統合分析（meta-analysis）、間接比較 （indirect comparison, mixed treatment 

comparison）、成本效益分析（cost-effectiveness, modeling）、財務衝擊分析（budget 

impact analysis）等方法學進行醫療科技評估。 

三、完成「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學指引」[4]
 

參考各國醫療科技評估機構及相關研究組織公布之方法學指引，制定本國指引作為

參與醫療科技評估者之依循。此指引之目的在於提供基礎架構的規範性與協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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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給付建議者在進行醫療科技給付建議時，能一併提供此類資料供決策者參

考。 

四、以實證基礎為導向，執行健保署委託之醫藥科技評估案（新藥評估案、委託專案研

究案、特材評估案） 

總共完成之新藥評估案計 344 件、特材評估案計 19 件及委託專案研究案計 35 件，

如：降血脂藥物給付規定修正之療效證據及預算衝擊評估、目前各國用於治療骨質

疏鬆症引起之骨折之各類藥物之給付範圍、現已給付之三項抗癌瘤藥物（Glivec、

Velcade 及 Erbitux）之經濟效益研究、B 型 C 型肝炎治療藥品之藥品給付規定修正

案、治療關節炎用藥（Glucosamine Sulfate 及 Chondroitin）之各國醫藥科技評估資

料彙整…等。 

五、諮詢輔導 

建議者／廠商可透過查驗中心或 NIHTA 外網填寫諮詢服務申請單[5]，受理原則為

尚未向健保署申請新藥給付前的案件（即未向健保署立案），主要協助解決建議者/

廠商送案前的各項疑難雜症（如填寫送審申請書、核價參考品的選擇建議、預算衝

擊分析及財務評估等議題）。 

六、健保署委託特定議題之小型標案研究案 

除健保署委託之新藥收載給付評估案業務外，亦協助某些特定議題之計畫標案。歷

年來完成之研究案有（1）藥品類：健保已給付之藥品進行再評估研究，包括糖尿

病用藥、消化酵素、類風溼性關節炎生物製劑、降血脂藥品、阿茲海默氏症藥品；

（2）特材類：冠狀動脈血管支架/人工髖關節及健保已給付之特材醫療科技再評估

研究，包括冠狀動脈血管支架、人工髖關節、心臟瓣膜、胸腹主動脈支架及電燒導

管等；及（3）醫療技術之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學之建立。 

七、其他政策單位委託之計畫研究案 

如台灣血液基金會委託之「於捐血篩檢中加入核酸檢驗法之成本效益分析」；疾管

署「愛滋病治療藥物之經濟評估」、「克流感原料藥轉換之效益評估」及「流感傳染

病動態模型建構與流感疫苗經濟評估」；國健署「母乳哺餵與維他命 D 及鐵質研究

計畫」、「國人飲水加氟政策可行性評估計畫」及「以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肺癌政策

可行性評估計畫」…等。 

八、提出具有公衛價值或具健保議題之研究主題報告供政策單位參考 

如進行「治療帕金森氏症之新增特材神經刺激器及其導線、延長線之健保給付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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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衝擊及經濟評估」研究，提出「藥品支出財務風險分攤（risk-sharing）機制研

究報告」、「加拿大醫藥科技評估機構針對糖尿病藥物治療策略的早期引入報告」、

「醫療科技評估系統性文獻回顧執行方法建議」及「簡介加拿大腫瘤藥物共同評議

組織、淺談健康全面覆蓋」等報告。 

九、具新聞性或當今社會議題下衍生的「罕病藥物」醫療科技評估 

針對偶發性的新聞事件進行醫療科技評估，例如罕見疾病「陣發性夜間血尿症 

（paroxysmal nocturnal hemoglobinuria, PNH） 」 治療藥物 Soliris 是否納入健保給

付及塑化劑等議題協助蒐集資料供政策單位參考。 

十、公開醫藥科技評估報告 

100年3月23日健保署網站公告醫療科技評估報告[6]，開始進入審查透明化的階段。

而後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1條[7]要求，協助健保署完成醫療科技評估報告作為共

同擬訂會議決議之科學證據參考。 

醫藥科技評估組歷年成果 

  以下依業務類別分別呈現歷年完成之業務案件： 

一、 健保新藥評估案受理與完成件數統計 

針對建議者向健保署所提之醫藥科技評估給付申請案進行包括臨床相對療效及成

本效益與預算衝擊等之療效與經濟評估，作為全民健康保險審議藥品給付時之參考。

歷年來協助健保署完成之新藥評估案件統計如表一。 

表一、歷年協助健保署完成之新藥評估案 

完成件數 新藥 委託研究 突破創新 特材 

96年 

9~12月 
18 0 0 0 

97年 44 6 0 0 

98年 37 9 0 0 

99年 33 9 3 3 

100年 24 4 9 2 

101年 20 5 8 2 

102年 28 2 18 1 

103年 34 0 14 3 

104年 45 0 9 8 

總計 283 35 6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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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產業界諮詢服務 

一個新藥在取得藥證前，已投入龐大的時間與資金成本；日後欲申請健保給付，若

可在送審前提早準備送審資料，將可大幅縮短上市到獲准給付的時間。透過查驗中

心的諮詢服務平台，建議者可提出醫療科技評估的相關議題向查驗中心申請諮詢服

務。歷年來共完成 142 件諮詢案。主要諮詢議題大都為「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

付建議書」之填寫方式及「經濟財務評估」。現階段，我國並無官方平台供產業界

針對 HTA 的議題提出諮詢，而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的諮詢服務平台[5]則扮演

政策單位與產業界溝通的角色。 

三、 衛生福利政策單位委託之評估計畫 

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歷年接受國內各衛生政策福利單位委託，針對相關議題執

行研究，表二所列之衛生福利政策研究計畫乃為歷年來因應各部會需求而提出的評

估議題（無編列業務預算）。 

表二、歷年衛生福利政策單位委託之評估計畫 

年度 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101年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克流感原料藥轉換之效益評估 

102年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母乳哺餵與維他命 D及鐵質研究計畫 

102年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國人飲水加氟政策可行性評估計畫 

103年 衛生福利部 1. 重粒子治療設備醫療科技評估報告 

2. 全國質子治療設備合理量 

3. 開放台灣健檢中心設置電腦斷層攝影及核磁共振

攝影設備之相關政策評估 

4. 高科技醫材評估報告 

5. 以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肺癌政策可行性評估計畫 

四、 健保署及其他單位之委託研究案（小型標案） 

自 102年起，健保署委託查驗中心評估已給付之藥品或特材研究案，歷年完成之研

究標案計畫詳列於表三。 

表三、健保署及其他單位委託之研究標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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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100年 台灣血液基金會 於捐血篩檢中加入核酸檢驗法之成本效益分析 

101年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愛滋病治療藥物之經濟評估 

102年 

 

健保署（藥品/特材） 1. 健保已給付特材醫療科技評估之研究_周邊血管支架成本

效益評估-以頸動脈、腸骨動脈及淺股動脈支架為例 

2. 健保已給付藥品及特材之效益評估研究—骨質疏鬆症用

藥及多發性硬化症用藥之評估研究 

3.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運作模式及前置

作業標準化之建立 

健保署（醫療服務） 1. 新醫療技術診療項目之經濟效益評估研究計畫 

2. 健保多元支付制度下新增診療項目之醫療科技評估－根

治性直腸切除加腸造口術等 21 項達文西手術 

3. 健保多元支付制度下新增診療項目之醫療科技評估－以

綠光雷射前列腺氣化術、銩雷射前列腺氣化切除術、鈥雷

射前列腺氣化切除術、雙極前列腺刮除術/汽化術、二極

體雷射診療項目為例 

疾病管制署 四價流感疫苗導入經濟效益評估案 

103年 健保署（藥品/特材） 1. 健保已給付特材之效益評估研究_人工膝關節、動靜脈栓

塞環及周邊血管塞之成本效益評估 

2. 健保已給付藥品之效益評估研究—成年慢性自發性（免

疫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ITP）用藥、慢性骨髓性白血

病及大腸直腸癌標靶藥物之評估研究 

104年 
健保署（藥品/特材） 1. 健保已給付藥品及特材之效益評估研究_體外循環管路組

及心臟脈衝產生器（含心律調節器、心臟整流去顫器及心

臟整流去顫器結合心房同步雙心室節律器）之成本效益評

估 

2. 健保已給付藥品及特材之效益評估 

健保署（醫療服務） 1. 新醫療技術診療項目之經濟效益評估研究（含經導管主動

脈瓣膜置換術（TAVR）、腎動脈神經阻斷術（RDN）

與微創內視鏡椎間盤切除術（MED））之成本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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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要實證議題之研究 

104 年配合「以醫療科技評估建置衛生資源分配機制計畫」業務，針對國際重要

HTA 機構所發表的研究報告詳加研讀與分析，提出具公衛價值或攸關衛生福利政

策的重要主題，進行科學評估。表四列出 104 年度協助完成之重要實證議題研究。 

表四、重要實證議題之研究 

年度 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104年 疾管署 四價流感疫苗於各次族群之經濟評估 

國健署 以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肺癌政策可行性評估計畫 

衛生福利長照議題 失智症及帕金森氏症相關醫療用品及照護等之 HTA評估案 

衛生福利長照議題 電子耳 HTA評估案 

六、 衛生福利政策評估 

表五列出 104年配合國家政策大方針的規劃，考量現今的需求與未來的情勢，在「以

醫療科技評估建置衛生資源分配機制計畫」中，協助完成 9大政策案，期待透過健

康科技評估，精準分析時局趨勢，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表五、衛生福利政策評估 

提案單位 研究項目 

醫事司 高科技醫療器材-醫用粒子治療設備之健康科技評估 

疾管署 
1. 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對我國愛滋病防治之效益評估 

2. HIV 個案抗藥性檢測時機之國際趨勢及成本效益分析 

3. 結核菌快速分子預測（Xpert MTB/RIF）應用於我國之成本效益分

析 

4. 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Central Line Care Bundle）應用於我國對降

低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與減少醫療費用耗用之成本效益分析 

健保署 
國人常見癌症最適療效指標（Endpoint）及新藥納入健保給付最適 ICER

閾值之探討 

健康署 子宮頸抹片篩檢間隔調整及其搭配 HPV 檢測之評估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長照服務之社會福利與開放產業營利二者均衡之政策評估 

保護服務司 國際家暴防治策略之比較－社區預防方案與熱點預測模式導入評估 

七、 建構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學 

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受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委託，參考各國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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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評估機構及相關研究組織所發表之方法學，兼顧我國國情與發展現況，建立一

系列我國醫療科技評估的方法學指引[4]，以作為醫療科技評估者之依循與參考。此

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學包含（1）醫療科技評估系統性文獻回顧方法學指引；（2）醫

療科技評估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學指引；及（3）醫療科技評估預算衝擊分析方法學

指引等三部份。 

未來展望 

  醫藥品查驗中心自 97 年 4 月 1 日成立醫藥科技評估組，至今已進入第八年。過去

這八年的經驗，逐漸讓政策部門了解醫療科技評估是什麼？且讓各界認知經由醫療科技

評估後所作的決策，乃是經過嚴密的思考，及考量各項因素所下的決定。查驗中心協助

健保署新藥納入健保給付業務將近有八年，目前除繼續進行評估新藥給付業務之外，亦

開始將其他衛生福利政策議題導入醫療科技評估的概念；現階段，配合衛生福利部落實

WHO 倡議的「健康全面覆蓋」理想，冀望在衛生福利資源分配決策過程中，能有更完

善的醫療科技評估機制。茲就以下幾點提出 HTA 制度引進後帶來的影響，也期許台灣

的醫療科技評估制度可以逐漸落實並趨於成熟穩健。 

一、HTA在台灣帶來的影響 

  在決策參考方面，收集並彙整相關實證醫學報告；在學術方面，點出「知識差距

（Knowledge Gap）」所在，希望針對公共領域提出更多的思考方式讓決策單位採納。

台灣健康保險制度自從導入 HTA概念後，已逐步協助政策單位提昇決策品質，醫療

科技評估觀念的引進，也促使醫藥品收載更為公開透明化，醫療資源的分配正義原

則及觀念也陸續實現。 

二、過去經驗引導未來更佳的品質 

現階段除了執行新藥收載案件外，其餘醫療技術的新收載申請案，或已收載的藥品、

特殊材料及醫療技術等由健保署以委託研究計畫對外公開招標的評估案，亦為本組

工作項目。過去執行 HTA的經驗，將有助於因應現行的二代健保及二代健保之再變

革。不管是健保署、還是其他衛生機構（如國健署、疾管署、台灣血液基金會）委

託執行的小型標案，醫療科技評估對於健保財務的影響皆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因應二代健保需求，醫療科技評估勢在必行 

102年實施的二代健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2條中[7]明訂，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之訂定，應以相對點數反應各項服務成本及以同病、同品質同酬為原則，並得

以論量、論病例、論品質、論人或論日等方式訂定之。前項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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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標準之訂定，保險人得先辦理醫療科技評估，並應考量人體健康、醫療倫理、醫

療成本效益及本保險財務；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訂定，亦同。在二代健保的

需求變革下，過去那種小而美的醫療科技評估方式勢必無法滿足外界的期待，在有

限的經費資源下，可以執行的醫療科技評估規模將會受限，二代健保法雖賦予法源，

將醫療科技評估納入健保給付項目的決策機制，但未來範疇擴大，決策機制亦須納

入社會多元參與，種種的需求顯示，醫療科技評估勢在必行外，且須有充足的經費

預算支持。 

四、繼續提供多元政策，促進醫療資源分配正義 

    醫療科技評估制度的引進，提供多元的資訊供政策單位參考；然而對政策單位或業

界而言，促使審查標準化、流程制度化及評估公開透明化，將是醫療科技評估的最

終目標。現今因醫療科技評估的引進，促使國內業界開始積極參與，在健保給付收

載機制中，漸漸導入資源分配正義的原則。 

五、不間斷地國際合作與經驗交流，以培育更多人才 

    欲使國內 HTA的制度趨於完善，短期策略需繼續教育並培育國內具有 HTA 經驗的

相關人才；長期策略則需持續不斷地與國際 HTA機構有接觸，並積極參與國際 HTA

會議，並在會議上廣為宣傳國內 HTA現況，使專家們有興趣來台進行交流。歷年來，

本組研究人員藉由參與國際會議，邀請許多專家來台進行教育訓練課程，不僅政策

單位多方吸取國外經驗，亦幫助國內業者獲得許多 HTA方法學新知。 

結語 

  國內自從引進醫療科技評估制度，不僅健保署決策審議者在考量核價時，有充分的

科學證據做為藥價給付訂定的參考，增加醫藥品核價給付的公平性；且建議者在向健保

署申請新藥給付時，若產生疑慮，亦可透過諮詢服務而得到釋疑，對國內醫藥產業具有

正面的提昇價值。另外，藉由提供輔導及諮詢的管道，亦增加國內生技業者引進新藥的

動機，促使業者引進更具治療價值的新藥及新醫材，使弱勢族群的健康權益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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