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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針對精準醫療價值評估之方法學建議簡介 

侯雨辰1 

前言 

精準醫療考量個體間基因、環境、生活習慣等差異，並藉由整合個人基因資料與臨

床資料，為病人選擇最適合之疾病治療或預防方式。傳統一體適用(one size fits all)的

疾病治療模式，難免使部分病人未能接受合適之治療，精準醫療則透過新興檢測技術結

合生物資訊分析與醫藥相關電子資料庫應用，找出病人最合適的治療策略[1]，已為醫療

發展的新趨勢。 

癌症是一種具高度基因突變的疾病，且於治療過程中癌細胞的突變仍會不斷發生，

因此，精準醫療在癌症治療領域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可應用於對癌症各治療階段病

人當下癌細胞突變特性之瞭解，為病人設定最合適的治療策略。為達成精準、個人化的

癌症藥品治療目標，伴隨式診斷(Companion Diagnostics, CDx)可就特定藥品的安全有

效使用提供必要資訊，而輔助式診斷(Complementary Diagnostics, CoD)則可就特定

藥品使用決策中的利益與風險評估，提供協助判斷資訊[2]。 

隨著癌症治療邁入精準時代，癌症藥品之臨床試驗出現嶄新的設計模式。籃型試驗

(basket trials)納入各種不同腫瘤組織類型，但帶有相同特定腫瘤基因突變的癌症病人進

入同一臨床試驗中，用以評估特定標靶藥物對於不同腫瘤組織類型的療效；傘型試驗

(umbrella trials)將特定腫瘤組織類型的疾病，依據不同腫瘤基因突變分類，用以評估各

種腫瘤基因突變類型，對不同標靶藥物的治療效果，可增加試驗病人篩選效率[3]。 

針對精準醫療中伴隨式診斷醫療器材、輔助式診斷醫療器材以及透過籃型試驗設計

核准上市之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tumor agnostic therapy)，過往之醫療科技評估模

式有所限制，本文將介紹國際醫療科技評估組織，評估精準醫療相關診斷醫療器材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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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方法學發展現況。 

精準醫療之價值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現行欲收載於我國健保之藥品，應被考量的

價值面向包括人體健康、醫療倫理、醫療成本效益及保險人之保險財務[4]；然而，除上

述 4 個價值面向外，精準醫療透過新興診斷技術，提供了「知的價值」(value of knowing)，

此價值面向與下列 5 項因素相關[5]： 

一、減少不確定性(reduction in uncertainty)：反映伴隨式診斷帶來的價值；由於伴隨

式診斷可增加病人對相對應藥物具治療反應的確定性，導致對病人本身更有價值，

因此病人(或保險人)願意為伴隨式診斷及其相對應藥物組合支付更多錢。此外，站

在病人角度，更好的確定性可增加病人對治療的接受度與遵醫囑性。 

二、希望的價值(value of hope)：某些情況下，病人是風險尋求者(risk seekers)，當他

們感覺到使用特定醫療科技與使用現有標準治療相比，將有機會獲得更長的存活時

間，即使平均餘命不一定更長或甚至更短，他們仍願意付更多的錢。 

三、真實選擇的價值(real option value)：最好的例子是，若有一項可延長壽命的治療，

可增加病人受益於未來更先進藥品的機會，因此，相比單純延長壽命本身，病人(或

保險人)願意付更多的錢，以獲得於未來可選擇更佳治療的機會。 

四、保險價值(insurance value)：當一項可防止嚴重財務損失且可防止嚴重健康損失的

醫療科技獲保險給付時，將使病人(被保險人)放心許多。 

五、科學外溢效果(scientific spillovers)：科學進步的效益不限於科學本身，更由於知識

的進步，可使新醫療科技有較多機會被創造出來；例如，發現特定藥物對特定腫瘤

之某一假設的生物路徑具有治療效果，則其他相關生物路徑很有可能也有具治療效

果的藥物，這會使病人願意付更多的錢支持科學進步。 

醫療科技評估面對精準醫療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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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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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TA 過程包括範圍界定、模型建構、決策制定、回顧/更新，精準醫療對於 HTA 過

程的每一階段都富有挑戰性，如圖一所示[7]。 

圖一、HTA 評估精準醫療時，過程中各階段面臨之挑戰 

在範圍界定階段，由於單一新興檢測技術例如全基因體定序 (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可同時提供多個疾病相關資訊，且該檢測的定位可能尚未於臨床

治療路徑中被明確定義，甚至也可於多個時間點進行檢測，導致於各治療路徑中，可用

的治療方法、比較品與目標病人群難以被界定與評估，因此往往須仰賴專家意見；此外，

由於精準醫療相關新醫療科技研發速度飛快，造成醫療科技評估組織的工作負荷量增大。 

在經濟評估模型建構階段，首先，新興檢測技術可能對精準醫療的經濟評估有所影

響，雖然檢測結果對病人可能有益，如在知道遺傳狀況後改變生活模式與篩檢行為，但

也可能有害，如增加病人及其家屬潛在疾病發生的心理壓力。因此，過往以健康相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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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質作為指標的經濟評估方式，可能無法反映此價值，而若欲反映此價值，則評估的

複雜度會增加。其次，精準醫療的療效評估也有諸多難處，由於將病人依是否具有特定

生物標記分類後，可能導致臨床試驗的樣本數大幅減少，進而使直接比較臨床試驗難以

進行，甚至影響利用網絡統合分析進行間接比較時，缺乏共同對照組的問題。療效證據

缺乏時，常需要專家意見彌補，故以合適、穩固的方法取得專家意見更顯重要。此外，

對於具彈性的納入條件與治療效果評估，且更適合精準醫療的新型試驗設計，如籃型試

驗與傘型試驗，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學可能須調整過往的評估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各界

有一致的共識認為在未來十年內，使用觀察性資料如登錄資料、電子病歷資料來評估精

準醫療使用的情況會增加。最後，由於精準醫療有複雜的臨床治療路徑，導致傳統馬可

夫模型架構無法充分反映長期之成本效益，例如，可同時提供多個疾病相關資訊的新興

檢測技術，也許會發現病人現在或未來有或將有與原本疾病不相關的其他疾病，造成決

策模型相當複雜。 

在決策制定階段，基於精準醫療區分次族群後試驗樣本數小，導致治療效果估計值

的信賴區間變寬、各實驗室施行新興檢測技術之檢測價格不一、複雜治療路徑造成經濟

評估模型，也變得複雜與難以清楚解釋與呈現，因此，決策者運用成本效益分析結果的

程度具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也可能來自醫師與病人，由於是否依據檢測結果使用相對應

的治療會影響治療的有效性，故醫師與病人對治療的決策行為會影響成本效果。此外，

在公平性考量方面，由於若以罕見的生物標記將病人分類，則具該生物標記的樣本數小，

導致治療效果的不確定性增加；而若以與種族有關的生物標記將病人分類，則會產生使

用醫療科技的不平等性。 

在回顧/更新階段，隨著越來越多生物標記被發現，伴隨式診斷的敏感度(sensitivity)

與特異度(specificity)隨之提升，再加上健康相關應用程式以及演算法皆有可能更新、升

級，上述種種原因導致原本評估的成本效益可能會隨時間改變，使得醫療科技評估組織

須更新當初出版的評估報告。 

國際醫療科技評估組織評估精準醫療相關診斷醫療器材與藥品之方法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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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或建議 

針對伴隨式診斷或輔助式診斷的醫療器材，本文整理澳洲藥品給付諮詢委員會

(Pharmaceutical Benefits Advisory Committee, PBAC)公告的評估方法學指引以供參

考；針對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本文整理英國國家健康暨照護卓越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的評估方法學建議，以供參

考。 

伴隨式診斷或輔助式診斷的醫療器材 

根據澳洲 PBAC 於 2016 年 9 月更新的指引，PBAC 將伴隨式診斷或輔助式診斷等，

可改善藥品使用促進病人健康結果的「檢測-藥品」組合稱為相互依賴的醫療科技

(codependent technologies)；相互依賴的醫療科技合併使用(依序或同時)，可以達到

或促進期望的臨床效果，因此合併使用兩項醫療科技的總臨床效益與單獨使用兩項醫療

科技的總臨床效益不同，故於保險給付決策階段，須將相互依賴醫療科技合併使用之成

本效果與財務影響納入考慮[8]。以下說明摘錄自 PBAC 評估相互依賴醫療科技的方法學

指引。 

一、 臨床評估[9] 

依據證據提供類型分為直接證據 (direct evidence)方法與連結證據 (linked 

evidence)方法，直接證據方法須考量生物標記預後效果、相互依賴醫療科技臨床評估

(合併使用的證據)；連結證據註 1方法須考量生物標記預後效果、檢測的效能與準確度、

臨床處置改變、相互依賴醫療科技臨床評估(分開使用的證據)，相關內容摘述如後。 

直接證據方法 

                                                      
註 1 相較於單一研究探討檢測結果影響健康結果的直接證據，連結證據指檢測結果影響臨床處置、臨床處置影響健康結果的證據並

不在單一研究中，需透過不同研究將檢測結果影響健康結果的證據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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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標記預後效果的證據 

 決定生物標記檢測是否在不論提供何種臨床處置的形情下，均能預測病人不同

的健康結果。 

 將生物標記狀態的背景預後效果與生物標記相關的任何治療，進行區辨是非常

重要的，這需要對具有或不具有特定生物標記病人，使用常規治療的健康結果

進行比較。 

2. 相互依賴醫療科技臨床評估(合併使用的證據) 

 雙隨機對照試驗(double-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隨機分派病人至使用

或不使用檢測(使用新檢測或既有檢測)，再隨機分派病人至使用試驗藥品或主

要比較品，接著追蹤病人量測治療對健康結果的影響。 

 單隨機對照試驗(single-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隨機分派病人至使用

或不使用檢測(使用新檢測或既有檢測)，接著追蹤病人量測使用目標治療對健

康結果的影響。 

 前瞻性生物標記分層設計(prospective biomarker-stratified design)：前瞻性

的檢測納入病人，將檢測陽性或陰性的病人隨機分派至使用試驗藥品或主要比

較品，接著追蹤病人量測治療對健康結果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設計中缺

乏「沒有檢測(既有檢測)組」。 

 回溯性生物標記分層設計(retrospective biomarker-stratified design)：隨機

分派病人至使用試驗藥品或主要比較品，接著追蹤病人量測治療對健康結果的

影響，再以檢測陽性或檢測陰性作為次族群，分析不同次族群的療效結果。 

 雙隨機對照試驗是直接證據中，最適合用以臨床評估相互依賴醫療科技的試驗

設計；而單隨機對照試驗並未提供檢測與藥品間的關係(無法確認生物標記是

治療效果修飾因子或是具有預後效果)，因此，需要由前瞻性和/或回溯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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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分層設計補充相關資訊。 

 前瞻性與回溯性生物標記分層設計並未有「沒有檢測(既有檢測)組」，因此，偽

陽性與偽陰性檢測結果的影響，無法由證據中報告的病人健康結果得知。 

 回溯性生物標記分層設計，可能使用已貯存之組織樣本決定生物標記狀態；此

時，解讀結果時須留意生物標記狀態可能會隨時間改變，尤其是經治療過的生

物標記狀態。 

連結證據方法 

1. 生物標記預後效果的證據 

 決定生物標記檢測是否在不論提供何種臨床處置的形情下，均能預測病人不同

的健康結果。 

 應比較具有或不具有該生物標記病人，使用常規治療的健康結果。 

2. 檢測效能與準確度 

 效能分析檢測評估診斷檢測生物標記的準確性與持續性；呈現不同實驗室任何

檢測結果的差異(kappa 統計或其他一致性統計)，並尋找是否有由基準實驗室

進行的外部品質確認計畫，以及檢測執行與檢測結果解讀是否準確與可信。 

 定義參考標準或黃金標準以利量測申請檢測(proposed test)之效能；須提供參

考標準被認為是準確且合適標準的相關證據。 

 須留意檢測的比較品與藥品的比較品不同。 

 當有合適的參考標準，應透過診斷準確度方法(如橫斷面研究設計)決定申請檢

測之效能；當沒有合適的參考標準，申請檢測之效能可由預測準確度

(predictive accuracy；如縱貫性研究設計，提供病人是否有該生物標記相對應

之臨床結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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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檢測效能如敏感度、特異度、相似比(likelihood ratio, LR)、陽性預測值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陰性預測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須考慮是否有臨床可接受之檢測效能水準，當申請檢測之效能低於該水

準時(偽陽性過高或偽陰性過高)，則不應使用。 

 須考慮哪種檢測最常被使用、最容易取得；當檢測非常複雜且罕見時，病理實

驗室的品質與效能須被清楚說明。 

3. 臨床處置改變 

 證實基於得知檢測結果是否會改變臨床醫師對病人的處置；判斷是否存在儘管

檢測發現病人具生物標記但醫師不改變臨床處置的情形。 

4. 相互依賴醫療科技臨床評估(分開使用的證據) 

 找出安全性考量對整個檢測過程的影響；例如，病人無法耐受檢測過程或所需

的檢體大小、檢測帶來額外的傷害或檢測時間過長影響治療起始時間。 

 須有依據檢測或生物標記結果之藥品使用療效，以及未經篩選(生物標記狀態

未知)病人之藥品使用療效。 

 提供依據生物標記狀態結果的治療效果差異；建議依生物標記分層，比較試驗

藥品與對照藥品間的相對療效。 

 建議提供預後結果的證據；可以的話，提供使用該檢測結果可更好的找出對藥

品治療具反應病人之證據；如決定生物標記狀態可幫助找出哪些病人，有更高

的事件發生風險。 

 建議提供對病人相關健康結果之治療效果大小的證據；例如依據檢測或生物標

記結果給予藥品的藥品治療效果，與安全性是否具統計顯著差異與臨床意義。 

二、 經濟評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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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架構 

 從開始檢測或治療之前，討論模型架構是否與其他已發表之經濟評估，在相同

臨床處置情境下一致。 

 評估模型架構是否與臨床治療路徑一致；若有不同，則應說明造成模型架構與

臨床治療路徑不同的原因，如使用情境分析沒有使用該檢測時的遞增成本效果

比值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CER)。 

 若預期有其他非健康上的重要影響，可另外以社會觀點進行補充分析。 

2. 與檢測結果相關的轉移機率(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relating to test outcomes) 

 若使用連結證據方法，應將下列檢測相關效能納入模型中：敏感度、特異度、

陽性預測值(PPV)、1-PPV、陰性預測值(NPV)、1-NPV。 

 在模型中，提供關於與正確及不正確陽性檢測結果/陰性檢測結果下病人使用

藥品相關的不良事件發生率；或提供直接證據(如雙或單隨機對照試驗)。 

 在模型中，對於所有經檢測的病人，應提供與檢測相關不良事件的發生率。 

 若除治療效果外，生物標記的預後效果對結果也有影響，則應確保模型有將此

因素呈現於絕對治療效果中。 

3. 模型納入的資源利用項目與成本 

 應將下列成本納入模型中：檢測單位成本、檢體採集成本、檢測施行成本、病

人諮詢醫療專業人士對於檢測結果解讀與治療規劃的成本、再次檢測與檢測結

果無法分析的成本、與檢測相關不良事件的成本、依據檢測結果需要額外或進

一步檢測的成本、不良事件包括檢測結果為偽陽性的成本、其他與健康照顧資

源利用相關成本。 

4. 模型中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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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藥品治療效果的不確定性。 

 若使用連結證據方法，應評估檢測準確度的不確定性。 

 若使用連結證據方法，應評估生物標記盛行率的不確定性。 

 如果可以，應針對藥品納入給付但檢測未納入給付進行情境分析。 

澳洲醫療服務給付諮詢委員會(Medical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 MSAC)對

於相互依賴的醫療科技之臨床評估，整理直接證據方法相關之評估問題如圖二；整理連

結證據方法相關之評估問題如圖三、圖四、圖五、圖六、圖七、圖八、圖九[11]。 

圖二、使用新檢測策略取代既有檢測策略是否會導致較佳的健康結果？[11] 

圖三、新檢測提供之資訊與既有檢測(比較品)哪裡不同？新檢測與比較品檢測結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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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為何？新檢測(和相關參考標準比對)相比比較品的準確度為何？[11] 

圖四、新檢測提供的新資訊(相比從既有檢測獲得的資訊)是否會導致對病人的臨床處置

改變？[11] 

圖五、新檢測相比既有檢測造成的臨床處置差異(如使用不同藥品)是否與健康結果有關

聯？[11] 



 

RegMed 2022 Vol. 145  12 

圖六、新檢測相比既有檢測造成的臨床處置差異(如使用不同藥品)是否與替代性指標結

果(中間結果)有關聯？[11] 

圖七、觀察到的替代性指標結果(中間結果)改變是否會連同健康結果一起改變，兩者間

的關聯性強度為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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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新檢測策略與既有檢測策略相關的不良事件為何？[11] 

圖九、由新檢測獲得資訊引導之臨床處置，其造成的不良事件相比比較品為何？[11] 

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 

由於用以支持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的試驗，在設計與執行層面具諸多挑戰，例如

納入的試驗族群彼此間有較高的異質性、使用替代性療效指標等，因此，英國國家衛生

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Research, NIHR)委請英國約克大學

(University of York)，發展針對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的決策架構 (decision-

framework)，供 NICE 於評議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時作為參考；並於 2022 年 1 月發

表，以下說明摘錄自評議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之相關建議[12]。 

一、 針對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做決策時須要求之相關分析與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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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療效果(treatment effectiveness) 

 籃型試驗特別適合分析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的療效，然而，此類試驗設計往

往依賴替代性療效指標、樣本數小且缺乏對照組，導致醫療科技評估機構在評

估時面臨挑戰。 

 建議充分的分析與設計籃型試驗；在分析方面，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分析籃型試

驗中治療效果於不同腫瘤類型之同質性，並允許借用各不同腫瘤類型之資訊；

在試驗設計方面，若可以的話，建議使用比較性與隨機分派的方式，並選用足以

預測有興趣之臨床指標作為主要療效指標。 

 不論是不同腫瘤類型間或其他病人特性間，都具有潛在治療效果的異質性，這

是在評議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時，相當重要的議題；建議仔細考量假設治療

效果具同質性的適當性，NICE 應預期廠商送件時有探討此假設。 

 貝氏層級方法(Bayesian hierarchical method, BHM)註 2 可供作探討異質性的

有效工具；當證據顯示治療效果與成本效果估計值，於不同腫瘤類型間可能具

異質性，建議評議與決策時將其納入考量並用 BHM 重新進行分析。 

2. 反事實(counterfactual)註 3 

 一般而言，在不定腫瘤治療藥品的試驗中要形成對照組很困難；因此，似乎沒有

單一個方法可提供相對療效穩固的估計值；建議廠商於開發不定腫瘤藥品時，

應考慮各種替代方案，將不定腫瘤藥品進行最合適的比較，也應評估各替代方

案的優劣。 

 若可行，與生物標記之預後(prognostic)與預測(predicative)效能有關之證據，

也應被考慮。 

                                                      
註 2 貝氏層級方法假設治療效果在不同腫瘤類型間可互換(exchangeable)並遵循常態分佈，可有效推論個人層次參數，因其模式

結合整體與個人偏好的資訊，並以整體資訊作為先驗分配以輔助個人層次參數的推論。 
註 3 指試驗病人(研究對象)使用對照品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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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推論性(generalisability) 

 支持不定腫瘤藥品被核准的試驗證據中，納入之病人可能與臨床實際情形大不

相同，像是在腫瘤類型分布、藥品治療定位、後續接受的治療都不一樣；不定腫

瘤治療藥品使用於與試驗族群不同的臨床實際族群時，治療效果的異質性對成

本效果估計值有重大影響。建議適當說明試驗病人與臨床實際病人之不同處，

在建立反事實資料時也應將此不同納入考量。 

 支持不定腫瘤藥品的試驗證據可能無法完整涵蓋所有被核准適用之病人族群，

因此，用於部分病人族群之療效可能沒有證據支持；評議不定腫瘤治療藥品時，

應將試驗證據中無法代表的腫瘤類型納入考量，而貝氏層級分析方法可能可提

供此類病人治療效果的分布。 

 應考慮資料收集計畫(data collection plan)，收集試驗證據中無法代表的腫瘤

類型病人使用不定腫瘤治療藥品的證據，用以較佳推論藥品用於該群病人的療

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該群病人可能非單一腫瘤類型，病人間具有異質性，

故以一致標準收集該群病人的資料可能不適當。 

4. 基因檢測 

 基因檢測在找出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適用病人必不可少。由於基因檢測的花

費在不同腫瘤類型大不相同，是異質性重要的潛在來源，因此，應將其納入考

量。有可能單純基於基因檢測的花費就導致不定腫瘤治療藥品，在某些腫瘤類

別不具成本效益。 

 若投注於將使用的基因檢測做統一規範，可能會因某些檢測策略可同時找出多

個潛在生物標記而面臨挑戰；原則上來說，可將多個基因檢測的花費進行分攤，

但如何分攤以及由誰判斷分攤是否正確目前仍未有定論。 

5. 模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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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影響成本效果估計值的任何異質性來源(例如基期風險、治療效果、成本與生

活品質)，應被清楚說明並適當的呈現在經濟模型中。 

 當經濟分析採用分割存活分析(partitioned survival analysis)方法，根據至事件

發生時間指標直接外推，應探討將預先設定好各次族群與各腫瘤組織類型之合

併無惡化存活期 (pooling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ooling PFS)與合併整體

存活期(pooling overall survival, pooling OS)的效度，例如分開呈現各次族群

與各腫瘤組織類型的 Kaplan-Meier 曲線或使用 landmark 分析註 4PFS 與 OS；

而對於合併 PFS 與合併 OS 效度的驗證，貝氏層級方法或許是有用的方法。 

 當有證據顯示治療效果具顯著異質性，應考慮使用可更佳反映異質性的替代模

型架構；若使用替代模型架構，應呈現支持替代性療效指標與最終療效指標間

具相關性的證據，也應完整說明替代性療效指標推論最終療效指標的不確定性。 

 當以腫瘤反應作為 PFS 與 OS 的替代性療效指標在效度上仍有疑慮時，將各納

入籃型試驗之替代性療效指標統合分析，並採用替代性療效指標基礎模擬

(surrogate-based modelling)，相比由嚴重受限且具潛在偏差的 PFS 與 OS 外

推較佳；其中，建議統合分析使用雙變量隨機效應統合分析(bivariate random 

effects meta-analysis)，確保替代性療效指標關係的不確定性，能被反映在模

型中。 

6. 不確定性考量 

 由於不定腫瘤類型藥品支持性證據有所限制，故建議評議納入給付時應考量其

不確定性。 

 在評議不定腫瘤類型藥品時，利用淨健康效益(net health benefit, NHB)量化不

確定性的結果可提供重要資訊。 

                                                      
註 4 指當病人隨著時間發生事件的風險不同時，依時間段分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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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可能改變 NICE 醫療科技評估方法指引和/或額外要求 

1. 當 NICE 做部分或完整分層決定時，因一般醫療科技評估過程都是以完整定義的病

人進行評估，故會面臨挑戰。 

 分層分析在不同腫瘤類型間具異質性時可被視為次族群分析。 

 完整的分層分析導致次族群過多可能影響分析結果的可信度；而部分分層分析

可解決此問題，因其相比完整分層分析可減少次族群的數量。 

 透明與解釋如何決定將哪些腫瘤組織型態合併在同一次族群進行部分分層分析，

相當重要，且相關的次族群應在評估初期就先決定好。 

2. NICE 方法學與評估過程，在遇到核准之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其腫瘤組織型態在主

要試驗中未被納入時，會遇到困難。 

 做決定時，應根據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的證據資料內容，決定給付範圍比較

偏向試驗有納入，但無法完全推論至臨床實際腫瘤組織型態的病人，或是比較

偏向試驗完全沒有納入腫瘤組織型態的病人。 

3. 療效指標至事件發生的時間不成熟與潛在沒有對照組的第二期試驗具風險偏差，可

能使評估過程面臨挑戰 

 儘管依據現行評估指引會對於以腫瘤反應率，作為 PFS 或 OS 的替代性療效指

標有所疑慮，但由於一般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的試驗中，長期 PFS 與 OS 資

料均不成熟且須外推，故建議在經濟模型中仍應常規的探討，以腫瘤反應率

(response-based outcomes)替代性療效指標與最終療效指標間的相關性。 

結語 

近年來，精準醫療相關醫療科技蓬勃發展，然而，這類新醫療科技包括伴隨式診斷

或輔助式診斷醫療器材、不定腫瘤類型治療藥品的價值，常難以藉由傳統的醫療科技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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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評估，本文整理國際醫療科技評估組織，針對精準醫療價值評估之方法學建議，

作為日後精準醫療相關新醫療科技價值評估之參考，期能促進病人對此類醫療科技的可

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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