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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評估 

黃莉茵 1 

前言 

今年 (2020) 由國際官方醫療科技評估組織網絡(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AHTA)和醫療科技評估國際協會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HTAi）共同領導的國際聯合工作小

組，制定出國際公認的新醫療科技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以下簡稱

HTA)定義[1]。HTA 的定義為「HTA 包含多重領域相關的流程(multidisciplinary process)，

利用明確方法(explicit methods)，評估醫療科技在其生命週期之不同時間點的價值[1]。

其目的是提供決策者進行決策時的實證依據，以促進公平、有效與高品質之醫療系統」，

並另含四項重要的附帶要點[1]： 

 

 要點1： 

醫療科技的範圍包括預防、診斷或治療疾病，可促進健康、提供康復(rehabilitation)

或整合健康照護服務所開發的一種介入方式[1]；這些介入方式泛指藥品、醫療器材、檢

測、手術、疫苗、篩檢、處置及系統等(http://htaglossary.net/health+technolog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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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 2： 

醫療科技評估其過程是正式、有系統和透明的，並使用最新進的方法斟酌考量可獲

得的最佳證據[1]； 

 要點 3： 

醫療科技的價值層面，可藉由評估新醫療科技與現有替代品相比，使用該新醫療科

技的預期後果和非預期後果來呈現。醫療科技的價值層面，通常包含臨床效果、安全性、

成本和經濟評估，道德、社會、文化和法律問題，組織計劃與環境的觀點，以及與病人、

家屬、照顧者和全民相關之更廣泛的意義。醫療科技的整體價值取決於採用的觀點、利

害關係人的參與，以及決策之脈絡而有不同[1]。 

 要點 4： 

HTA 可應用於醫療科技生命週期的不同時間點，亦即，自上市前、上市核可中、上

市後，一直到停止給付醫療科技這段期間[1]。 

台灣 HTA 發展 

各國醫療保險的醫療支出隨著醫療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口的老化及各類疾病的提早

發現，病人存活時間延長、生活品質不斷上升等因素，也隨之大幅增加，因此如何審慎

評估新興醫療科技的價值，並有效率且適切地將其納入健保給付，成為各國政府的嚴峻

挑戰，HTA 也因此應運而生「推動醫療科技評估促成健康全面覆蓋」。 

近十年來，先進國家已引入醫療科技評估的專責機構，協助醫藥衛生相關決策工作，

如加拿大的 CADTH (Canadian Agency for Drugs and Technologies in Health) 「簡

介加拿大腫瘤藥物共同評議組織(pan-Canadian Oncology Drug Review)」、英國的

NIC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

卓越研究院(NICE)的發展與沿革」、及澳洲衛生老年部轄下分別針對藥品、醫療服務給

付及植體收載的三個委員會，包括 PBAC (Pharmaceutical Benefits Advisory 

Committee)、MSAC (Medical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及 PLAC (Prostheses 

List Advisory Committee)等。綜合國際官方醫療科技評估組織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AHTA)及歐洲醫療科技

評估組織網絡(EUnetHTA Project)對醫療科技評估的定義及目的所作的闡述「歐洲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7d7f87cf-c24d-4345-86fa-069e2f775456.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f2ce2f6d-98c2-40cc-bb2a-aaceb0725ebe.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f2ce2f6d-98c2-40cc-bb2a-aaceb0725ebe.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63cf184f-2c1a-413b-a76d-c1b4c0951286.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63cf184f-2c1a-413b-a76d-c1b4c0951286.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19d5aa03-6599-481a-84e5-5c4c2740b3e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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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netHTA 及 HTA Core Model 簡介」，醫療科技評估為跨領域的政策分析學門，它以

系統性、透明、公正、可信的方式對使用新醫療科技可能帶來的醫療、經濟、社會與倫

理等層面之影響，進行跨領域整合，以提供決策者科學實證的評估分析「醫療科技評估

系統性文獻回顧型方法建議」。其中醫療科技則泛指任何用以促進健康、預防、診斷或

治療疾病、以及復健或長期照護的介入措施 「醫療科技評估在長照服務上的應用 - 加

拿大 CADTH 的經驗」，如：疫苗、藥品、醫療器材 「人工水晶體國際間之健保給付現

況簡介」、醫療技術診療項目、及醫療照護系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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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在進行新醫療科技的評估時，除了人體健康與醫療倫理面的考量外，在有限的醫療

資源下新醫療科技的成本效益分析及健保財務衝擊對決策者而言亦相當重要，即醫療科

技評估中的經濟效益評估(以下簡稱為醫療經濟評估[health economic evaluation]) 

「藥物經濟模型之概念建模方法學指引簡介」。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 (簡稱 CDE/HTA) 於 2008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CDE/HTA 負責對提出收載申請的新藥撰寫醫療科技評估報告，供當時

的健保署藥事小組作新藥收載決策時之參考，2012 年，CDE/HTA 接受健保署委託進行

「藥品、特材及醫療技術之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學之建立」研究計畫，於該計畫中參酌世

界各醫療科技評估機構之經驗 「英國 NICE 公佈醫療科技評估計畫程序與方法指引」 

「英國 NICE 公開徵求對診斷評估計畫指南的意見」，提出相關建議書及方法學指引 「醫

藥科技評估辦法學研討會報導」 「第一類新藥健保給付建議案相對療效執行方法與經

驗分享」，自 2013 年 1 月 1 日起，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為二代健保法)正式實施，其

中第四十二條明定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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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成本效益及全民健康保險財務，因此我國醫療科技

評估的範疇亦將擴展至新醫療技術診療項目，而相關評估方法及機制之建立成為當前刻

不容緩的挑戰與任務；CDE/HTA 於 2013 年公布「醫療科技評估預算衝擊分析方法學

指引」、「藥物經濟模型之概念建模方法學指引簡介」及「成本效用分析中的效用測量」，

協助健保署執行，有關新藥新科技及新醫療服務的醫療科技評估 「醫療器材之 HTA 挑

戰與建議」，協助決策者以實證為基礎的決策模式，成果豐碩「醫藥科技評估歷年成果」。 

除此之外，CDE/HTA 亦致力於相關方法學的推廣，如：「成本效用分析中的效用測

量」、「多準則決策分析法簡介」及「醫療科技決策分析模型簡介」等；並運用快速回顧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19d5aa03-6599-481a-84e5-5c4c2740b3e0.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2c2202d8-1cc5-4e3b-a4ec-931b794b0da7.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2c2202d8-1cc5-4e3b-a4ec-931b794b0da7.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9e71bd32-321c-4bbc-84b3-302c53f56dbd.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9e71bd32-321c-4bbc-84b3-302c53f56dbd.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d1eb7b3e-88d3-4126-be8a-ea1c1f9e1412.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d1eb7b3e-88d3-4126-be8a-ea1c1f9e1412.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1e1bc47b-2315-4347-9c3c-f9405f9cd351.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1e1bc47b-2315-4347-9c3c-f9405f9cd351.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27a8888c-6e5a-4ec7-85ff-92e55ce0f20c.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b299e733-39f6-4386-944f-1ace308a2f95.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8e3297f9-cf92-4ec0-82df-3b7d3c6d441a.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b6738714-c8f3-4bc0-95b7-6abe69dfa58a.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b6738714-c8f3-4bc0-95b7-6abe69dfa58a.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6ead0103-2fd4-4753-b642-e8a0fa1bc505.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6ead0103-2fd4-4753-b642-e8a0fa1bc505.pdf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klfeImvDsAhWjL6YKHUcoDa0QFjACegQIAxAC&url=https%3A%2F%2Fnihta.cde.org.tw%2FReadFile%2F%3Fp%3DSRule%26n%3Dbe5c8692-45ce-4579-967d-d5b44e407eaf.pdf&usg=AOvVaw0WqZCdL3TkvlZhQfk4Xh4B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klfeImvDsAhWjL6YKHUcoDa0QFjACegQIAxAC&url=https%3A%2F%2Fnihta.cde.org.tw%2FReadFile%2F%3Fp%3DSRule%26n%3Dbe5c8692-45ce-4579-967d-d5b44e407eaf.pdf&usg=AOvVaw0WqZCdL3TkvlZhQfk4Xh4B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27a8888c-6e5a-4ec7-85ff-92e55ce0f20c.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6cee755b-0f1b-48c2-80ab-e151641bcffd.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59c093bd-636c-4639-9e9f-545b862dcc4a.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59c093bd-636c-4639-9e9f-545b862dcc4a.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26154ae8-1fae-4207-83b7-afbebd7b6ec1.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6cee755b-0f1b-48c2-80ab-e151641bcffd.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6cee755b-0f1b-48c2-80ab-e151641bcffd.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5c4ede2c-b736-41d9-ad3a-40b28f50fc14.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48e6077b-f70c-4e96-8d47-5d808c27f480.pdf


 

RegMed 2021 Vol. 123                                                   42 

（rapid review）的方法，將系統性文獻回顧的步驟適當簡化或省略來加快評估過程，

以及時和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相關證據「快速回顧用於強化健康政策與系統」；另邀

請國外相關領域專家親自來台指導有關系統性文獻回顧及間接比較方法學「Network 

Meta-Analysis: Practical Issues and Examples in HTA」。 

以醫療科技評估協助政府部門進行衛生福利決策制定之作法，在國際上蔚為推崇「醫藥

醫療科技評估政策形成與執行經驗國際研討會之與會心得」。2014 年世界衛生大會

（WHA）上，即以醫療科技評估作為大會主題之一，肯定獨立公正的醫療科技評估在

推動全面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的重要性「推動醫療科技評估

促成健康全面覆蓋」。醫療科技評估機制可用以評估某特定新科技的科學及社會價值，

除藥品、醫療器材、醫療技術納入保險給付之評估外，亦可廣泛應用於各種公共衛生介

入方案及政策的評估。以 HTA 協助政府部門進行衛生福利決策制定與評估實例相當多 

「英國 NICE 指引有助於降低吸煙率」，例如：英國 NICE 從 2006 年開始協助英國政府

進行肥胖預防介入政策的評估與指引建立，包括英格蘭的 Choosing health 白皮書、威

爾斯的 Designed for life，同時支援衛生部、教育部、文化媒體及體育部訂定遏止兒童

肥胖的政策目標「遵循英國 NICE 提出之建議可有助於減少藥品浪費」。另外，加拿大

衛生部以及各省與地區之地方政府，在 2006 年委託加拿大 HTA 機構 CADTH 進行一項

對加拿大長照機構住民在髖骨骨折預防計畫的評估，是另一項以 HTA 方法協助評估醫

療科技運用於長照機構服務品質提升的具體實例與經驗「醫療科技評估在長照服務上的

應用 - 加拿大 CADTH 的經驗」。 

鑑於上述例證，政府進行重要衛生福利相關科技決策前，醫療科技評估可扮演良好

的政府智庫幕僚角色，系統性的提供決策者具科學實證的評估分析，提升資源運用效能，

透過特定政策之施行所產生的結果及證據資料進行整理，再以所得之實證資料及改變政

策實施條件後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所得研究結果可提供政府於政策規劃或新訂政

策之參考，並在政策實施後進行成效評估，後續再根據施行後產生的結果及證據，提出

未來可能修改或新增的政策研究議題，再交給研究者進行研究；如此循環修正，預期可

使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更為完善「臍帶血與臍帶細胞治療之臨床應用現況」。 

病友參與 HTA 

醫療科技評估係以科學實證為基礎，來評估新醫療科技對醫學、社會、經濟和倫理

的影響。既然如此，病友能提供什麼協助呢？病友對於醫療科技評估，能提供最重要的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3b5f6851-7458-484e-ba65-16c24a04a855.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cd2bc045-ac4d-46e1-926c-c54091afa95c.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cd2bc045-ac4d-46e1-926c-c54091afa95c.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4aba60b0-abad-4682-af68-8e00a0f72226.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4aba60b0-abad-4682-af68-8e00a0f72226.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7d7f87cf-c24d-4345-86fa-069e2f775456.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7d7f87cf-c24d-4345-86fa-069e2f775456.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2a9cccbf-95ff-4d29-b22f-4c0ad8f921eb.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d7c55dd2-4d5e-4761-b7c6-b8dfe158af79.pdf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cjpGfoILsAhUMyYsBHdi0BGEQFjAAegQIBBAB&url=https%3A%2F%2Fnihta.cde.org.tw%2FReadFile%2F%3Fp%3Dknowledge%26n%3Db87cf887-9706-4636-abb1-a49f1fd85c6a.pdf&usg=AOvVaw0BCLmN73e_T0FPnARYRouz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cjpGfoILsAhUMyYsBHdi0BGEQFjAAegQIBBAB&url=https%3A%2F%2Fnihta.cde.org.tw%2FReadFile%2F%3Fp%3Dknowledge%26n%3Db87cf887-9706-4636-abb1-a49f1fd85c6a.pdf&usg=AOvVaw0BCLmN73e_T0FPnARYRouz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74e71ead-79f6-4608-a337-daed0932d90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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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即為描述醫療科技在日常生活層面的好處，或該醫療科技帶來不良反應之敘述，因

為沒有其他人比病友更能清楚解釋自己罹患疾病所帶來的影響，或者使用該醫療科技對

其病情的改善。然而，以醫療科技評估方式將這些重要意見、需求和偏好，歸納轉化為

科學實證的方式並不簡單「醫療科技評估過程中之病人與民眾參與」「簡介 HTAi 推動全

球運用病友/公眾參與醫療科技評估」。以歐洲為例，歐洲健康平等 (Health Equality 

Europe, HEE) 聯盟，希望將病友的聲音放在一定的地位，成為歐洲健保決策核心之非

正式組織。HEE 集合來自許多國家領域的專業團隊，承諾讓病友的聲音能被聽見，該組

織於 2008年發表「認識醫療科技評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指引，

這本指引描述病友和普羅大眾如何參與醫療照護應否被給付的決策過程「病友參與醫療

科技評估－以歐洲的經驗為例」。 

我國 CDE/HTA 自 2015 年亦受健保署委託，協助病友參與醫療科技評估過程，成

績斐然，為亞洲各國學習參考的對象「探討我國病人參與醫療科技評估機制」。 

前瞻性評估與構思台灣可能應用 

近年來我國對醫療科技評估的需求大增，二代健保法明訂擴大醫療科技評估的範疇，

包含藥品、醫療器材及醫療服務。除了健保範疇，國家的衛生福利政策也相當需要醫療

科技評估來協助決策制定，尤其近年來新興醫療科技不斷推陳出新，面對高價新興醫療

科技的發展，我國目前的前瞻性評估機制與流程，為參考歐洲國際性網絡組織 

(EuroSc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以及美國醫療照護暨品質研究所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 前瞻性評估機制，經查驗中心於 2017 年至

2019 年進行的先導性研究成果所建立。 

参考國外 HTA 組織的經驗，運用前瞻性掃描評估技術「醫療科技早期預警」，預先

對未來可能帶來重大衝擊之新醫療科技開發做出判斷，為制定因應決策爭取更多前導時

間(lead time)，提供決策單位預先進行溝通及籌劃因應措施「淺談各國前瞻掃描與構思

台灣可能的應用」。健保署並於今年亦落實此政策的推行，建置廠商前瞻性掃描登錄資

料庫，以期對於未來即將引進之新醫療科技及其衝擊提前進行考量及預算編列之規劃。 

醫療科技再評估及真實世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於 HTA 的應用  

傳統的 HTA 關注在新醫療科技是否採用(Adoption)的評估上，但這不足以確保資

源被適當的使用，因此必須將一次性的決策轉為持續性的評估，也就是更為重視機會成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346175c2-ecfa-4ca4-bb29-fd03acfc8fc1.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a0632512-e9c9-4760-b9a9-01b3c8c438f3.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a0632512-e9c9-4760-b9a9-01b3c8c438f3.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8afa069b-6d3d-4375-be06-37c53c36c0aa.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8afa069b-6d3d-4375-be06-37c53c36c0aa.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a0e45316-f99c-420c-b9cb-905ac1758565.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3dca3ff3-67e1-431c-b738-1177d249108d.pdf
http://www.cde.org.tw/knowledge/knowledge_more?id=919
http://www.cde.org.tw/knowledge/knowledge_more?id=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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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對所有服務之相對價值進行評估。因此，近期各國開始關注或投入 Health 

Technology Management (HTM)的發展，在醫療科技的整個生命週期中更為積極地影

響創新、給付及停止給付的決策。HTM包含HTA及醫療科技再評估(Health Technology 

Reassessment, HTR)「淺談醫療科技再評估」，目標為協助「Technology Adoption」

及「Technology De-adoption」的決策。此外，近年來國際藥物研發團隊逐步採用創

新試驗設計，運用真實世界數據產出證據，進而支持藥物的療效與安全性，而我國食品

藥物管理署亦於 2020 年公告「真實世界證據支持藥品研發之基本考量」，未來，醫療

科技評估中之相對療效及成本效益評估，如何運用真實世界證據協助醫療決策過程，將

會是另一重要的挑戰「Real World Data 介紹及於醫療科技評估之應用」。 

國際交流與合作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長期積極參加及舉辦國際重要會議活

動「HTAsiaLink 2015 年會紀實」，與各國醫療科技評估組織進行交流，瞭解 HTA 於國

際上的最新發展與關注重點「價值構成元素國際藥物經濟與結果學會特別工作小組報告

結果簡介」，以及對我國 HTA 的影響，並學習及分享各國的藥物相對療效與經濟評估模

式、病友參與、所面臨的問題與相對應的解決策略，以期應用於我國之醫療科技評估，

CDE/HTA 亦當選國際 HTA 重要組織國際醫療科技評估學會(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 HTAi) 及國際官方醫療科技評估組織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AHTA)

理事會理事，目的除提升台灣 CDE/HTA 的能見度，分享台灣 HTA 經驗，亦涵括進行國

際 HTA 組織間的交流，學習其他先進國家的經驗，並促成國際 HTA 網絡交流發展。 

未來展望 

醫療科技評估主要目的為提供科學證據，以實證支持衛生政策的形成，在公平正義

的原則下，協助決策者進行醫療資源分配。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

團隊，至今已進入第十二年，藉由歷年當代醫藥法規月刊軌跡，我們團隊除了協助新藥

給付醫療科技評估，提供廠商送件前諮詢服務及協助病友在健保藥物給付決策的參與外；

近幾年，亦協助衛生福利政策議題導入醫療科技評估的概念，期許台灣的醫療科技評估

制度，在充分資源的支持下，可更為穩健，精進以實證為基礎的決策模式，成為亞洲各

國的學習對象。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55df2d3f-70ba-447f-8062-6e974478469e.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90073b31-4404-44db-80aa-13a68173ffb5.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8c5ab063-6d94-42f7-b020-26ee9ce39193.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42b1ddf1-b991-4797-8cf6-6c3b2877d798.pdf
https://www.cde.org.tw/Content/Files/Knowledge/42b1ddf1-b991-4797-8cf6-6c3b2877d7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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