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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NICE)的發展與沿革 
黃志忠1

 

 

前言 

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 主要任務是協助英格蘭與威爾斯的衛生部門推行國家健康服

務 (NHS)，是英國衛生部所屬的一非政府部門公法人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NDPB)，這類機構性質類似於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與我國的行政法人，皆

詴圖以更具有獨立自主的運作特性，與政府部門保持一臂之遙 (at arm's length)，

保有自主彈性並在行政機關的適當監督下，締造更高的產出績效。 

NICE 的主要任務是協助 NHS 服務的順利運作，NHS 服務的雛型最早出現

在 1911 年的英國國家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 1911)[1]中，規定國民健康服

務的保險費由被保險人、雇主與政府三造分攤，而 NHS 正式通過立法設立是直

到 1948 年才完成。NHS 成立之後 30 年間，經歷許多新興社會需求與變革，為

了因應越來愈多的臨床醫療服務需求，英國衛生部在 1999 年成立 NICE，主要工

作是協助 NHS 進行臨床健康服務上的評估，嗣後，臨床服務以外的健康照顧服

務與社會照顧服務也開始對健康科技評估產生需求，使得 NICE 業務不斷擴充，

而原來的機構模式也顯得不適合，終於在 2012 年英國健康照顧與社會服務的全

面改革立法中，將 NICE 設立成為一個獨立的 NDPB。 

NICE 自 1999 年成立以來，歷經數次改組與業務擴充，雖然機構名稱縮寫依

然是 NICE，但是全名卻已根據業務內涵而更改多次。NICE 成立以來，一直是

各國在推動健康科技評估的重要參考對象，有關於 NICE 的介紹相當多，但是絕

大多數是從機構業務執行的視角來探討有關 NICE 的評估過程模式、評估方法的

發展、臨床指引與社會照顧指引的建立、以及經濟評估方法學等；然而從 NICE

成立過程中所涉相關的時代背景與法條來對 NICE 進行瞭解與介紹的文獻，並不

多見。本文利用脈絡觀點(contextual viewpoint)，介紹各個 NICE 所憑藉成立的法

規、法案，對英國成立 NICE 的動機、不同階段的 NICE 業務內涵、NICE 營運

的財務來源做一初探。由於相關法條目前並無正式中文繁體的譯本，文後所附條

文僅是筆者翻譯供讀者方便查閱，如對條文有疑義，請參照英文版本。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n-departmental_public_body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n-departmental_public_body
http://www.viewpoints-and-perspectives.info/home/viewpoints/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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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健康服務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一詞最早是由英國利物浦的一位名叫班哲明 摩爾

(Benjamin Moore)的醫師在 1910年發表的文章中所提到。而今天一般所指的NHS

是英國國家健康服務體系，它是由英格蘭國民健康服務體系、北愛爾蘭健康與社

會照顧體系、蘇格蘭國民健康服務體系，與威爾斯國民健康服務體系等四個公立

的健康照顧體系所組成。這四個健康照顧體系的財務均來自政府編列預算，它們

提供各種醫療服務並且大部分是免費的。這四個體系彼此獨立，管理規範與政府

部門皆不相同，除非是健康部要求的全國型例行性的服務，或是因資源不均所需

要的彼此支援，例如北愛爾蘭因缺乏高安全性的精神疾病醫院，因此需要英格蘭

的支援。 

如前言所述，在 1911 年的英國國家保險法中，規定國民健康服務保險的負

擔由被保險人、雇主與政府共同分攤，開啟了 NHS 服務的雛型，然而直到 1948

年NHS才正式設立。1945年工黨上台，對於1942年的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提出以「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為題的報告書[2]，做出明確回應與

承諾。對於貝弗里奇報告書中建議，政府應該透過地方衛生單位的管理，發揮家

庭醫師(GP)在各地衛生中心與醫院，提供綜合保健與復健服務來預防與治癒疾病。

英國政府推動 NHS 受到不少阻力，1944 年衛生部長 Henry Willink 提出國家健康

服務的政策白皮書，闡明 NHS 的經費來源是政府稅收，而不是國家保險的經費，

並且規定必頇是合格的家庭醫師與醫院才能提供健康服務；此外民眾接受健康服

務當下是不用付費的，所有費用都是由政府支付，任何民眾都可以接受健康照顧

服務。可想而知，白皮書一提出，引起許多反彈，逼退聲浪不斷。 

二戰結束後，Willink 將此一任務交給工黨出身的 Aneurin Bevan 繼續推動。

1944 年 Bevan 就察覺到白皮書的問題所在，他發現地方政府財政貧困且規模有

限，實在無力管理私人醫院以推動地區的 NHS 服務。1945 年 Bevan 受邀擔任衛

生部長，他認為要突破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央接管私人醫院與地區公立醫院，

重新建立一套醫院服務體系。1946 年提出國家健康服務法(NHS Act 1946)[3]，確

立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的新型態的 NHS 架構，並且於同年 11 月經王室公布成為

正式法律。然而此一法案卻遭到英國醫學協會(BMA)的強力杯葛，1948 年 5 月

BMA 投票決定不加入新的服務體系，直到同年 7 月 5 日衛生部做出新的服務規

劃。 

1946 年通過的國家健康服務法，雖然名義上是全英國的 NHS，但事實上只

成立了英格蘭與威爾斯的國民健康照顧體系，蘇格蘭的 NHS 體系是規範在另一

個蘇格蘭專屬的 NHS 法案裡，北愛爾蘭則另外稱為北愛爾蘭健康與社會照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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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Northern Ireland, HSC)。NHS 服務的經費起初來自政

府的稅收與部分的國家保險經費，NHS 提供民眾免費的健康服務，但是很快地

就出現了財務上的困難，後來除了英格蘭以外，其它三個服務體系都難以為繼，

必頇另謀財源。 

不過到了 1977 年，這些都被新修訂的國家衛生服務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 1977)所取代。根據 1977 年的法令，NHS 服務可分為兩部分：一為家

庭保健服務(the family health services)，包括家庭醫生、牙醫師，眼科醫師和藥師

所提供的服務；另一為基層醫療服務(包括社區衛生服務)，包括助產士、健康訪

視以及基層診所提供的服務。NHS 是一種分級的醫療制度：第一級為基層醫療，

是 NHS 的主體，由基層診所和社區診所等組成，NHS 資金的 75% 是使用在基

層醫療，另外 25% 才是屬於第二級的醫院，提供重病和手術治療的支出。 

HTA 的不斷改革 

1960 年代，英國政府財政預算日漸吃緊，到了 70 年代，越來越大的財政壓

力，迫使英國政府必頇縮減公共服務支出，並且加強執行的效率。然而，越來越

明顯的是，NHS 勢必無法滿足民眾永無止盡的健康服務需求，尤其是在日益老

化的人口結構下，財政狀況只可能越來越拮据。而這樣的情況，也迫使 NHS 在

1980 年代開始思索透過大幅度的改革，以尋求 NHS 永續經營的可能。 

 柴契爾政府的改革 

NHS 的改革一直不斷持續地進行著，在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擔任

首相期間(1979-1990)，英國保守黨政府採納了 1983 年的祈理士報告書(Griffiths 

Report on NHS)的建議，將綜合管理流程(General Management Process)的概念導

入 NHS 服務體系，取代了原來的共識決。祈理士報告書建議 NHS 的責任應該採

綜合管理，同時也強調臨床專業應該參與管理 NHS 服務體系。為了緩解 NHS 的

財務壓力持續嚴重，英國政府除了在 1987 年又投入 1 億英鎊外，1988 年柴契爾

首相表示要對 NHS 進行重新審視。1989 年，保守黨政府提出「Working for Patients」

與「Caring for People」兩項政策白皮書，都談到了內部營銷市場(internal market)

的概念，此後的 10 年，英國的健康服務架構與組織的型態深受內部營銷市場概

念的影響。儘管 BMA 對於推動欠缺證據基礎的內部營銷市場政策堅決反對並抨

擊不斷，甚至提出在地區上進行 NHS 改革的詴辦先導研究，英國政府依然不為

所動，堅持內部營銷市場政策路線。 

1990 年，國家健康服務與社區照顧法(英格蘭)規定了內部營銷市場，自此衛

生部門不再接管經營醫院而改以向醫院購買(purchased)照顧服務，家庭醫師(GP)

角色變成基金持有人(fund holders)，稱為 GPFH 制，讓基層醫師擁有對二級/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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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購買權利，使得病人可以透過基層醫師的規劃，接受適合的醫院醫療

服務，病人的治療過程具完整及持續性。而各地獨立的 NHS 醫療信託角色為提

供者(providers)，鼓勵競爭但同時也加劇了區域間的差異，甚至可能影響到病人

的預後改善情況。 

對於保守黨時代的改革創新，尤其是 GPFH 制，工黨人士有諸多的批評，反

對與譴責保守黨政府有意將 NHS 私有化成了工黨競選時的主軸。 

 布萊爾政府的改革 

1997 年工黨贏得國會大選，同年 12 月 9 日，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在

Lonsdale 醫學中心的演講中，承諾將取消內部營銷市場與廢止基金持有制度，他

說： 

今天我們要公布的白皮書是 NHS 體系的一個轉折點，我們將以綜合服

務(integrated care)取代內部營銷市場，醫師與護理人員將居於主導地位。

我們預計將節省下約 10 億英鎊不必要的浪費開銷，並且將錢投入第一線

的病人照顧。這是第一次，認真地確認了所有的服務都能提供高品質照顧，

並且保證是國家級的標準。當你需要 NHS 服務時，便能夠更輕易便捷地擁

有。我們的方法涵蓋了效率與品質並且是在公帄與夥伴關係的信念下。相

互比較而非競爭才能提振效率。 

但是在布萊爾的第二任首相任內，布萊爾放棄了原來的方向，反而是推行了

相當多的措施來強化內部營銷市場，並且將強化內部營銷市場做為他 NHS 服務

體系現代化計畫的一部份。這樣的改變是肇因於一些因素，包括：醫療技術與藥

品的成本不斷成長、服務品質水準的要求、病人抉擇的需求、高齡化時代的來臨，

以及抑制政府支出的呼聲日高。 

而改革的內涵包括：訂定詳細的服務標準、嚴格的財務預算編列、修訂做規

範、並且重新採取基金持有制度(GPFH)、關閉多餘的設施、強調嚴格的臨床管

理與企業經營模式。 

英國的 NHS 服務體系在歷經數十年的實體經濟持續惡化後，1999 年成立了

一個特殊的機制，NICE 的出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與脈絡之下。 

 

英國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1999-2005 年) 

如前段所述，1990 年代英國衛生部門面臨財務持續惡化，健康服務的需求

卻不斷上升，且成本越來越高，再者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加上病人自覺意識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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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以及對政府預算的嚴格監督，衛生部認為 NHS 的健康服務支出需要進行科學

評估，於是打算成立一小型健康科技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機

構，詴辦 HTA 評估。1999 年英國衛生部部長 Alan Milburn 在首相 Tony Blair 的

支持下，頒布 1999 No.220 命令《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Establishment and Constitution) Order 1999》[5]，以及 1999 No.260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England and Wales --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Regulations 1999》[6]，成立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簡稱 

NICE)。 

根據 1999 No.220 命令的規定，NICE 是屬於特別衛生部門(Special Health 

Authority)類型的機構。所謂特別衛生部門是根據 1977 年《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 1977》的附件 5 的第 9 條第(7)款第(b)項的規定所設立[7]，其目的在協助 NHS

提供全國性的服務，而非區域性質的衛生部門。NHS 根據其需求設立各種特別

衛生部門，數量超過十餘個；像國家血液及移植中心(The National Blood and 

Transplant Authority)、NHS 商務署(NHS Business Services Authority)以及 NHS 訴

訟管理局(NHS Litigation Authority)等，都是 NHS 所屬的特別衛生部門。在 2012

年 NICE 轉型為非政府部門公法人(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之前，一直是以

特別衛生部門形式在運作。 

根據 1999 No.220 命令的規定，NICE 的任務主要是遵照與根據衛生部長指

示，促進臨床醫療卓越應用於健康服務上(Subject to and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directions 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give, the Institute shall perform such 

func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motion of clinical excellence in the health service 

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direct)。此時的 NICE 主要工作是協助 NHS 進行各項

臨床健康服務的評估 (附件一)。 

最早的 NICE 人員編制規模很單純，根據 1999 No.220 命令的規定，NICE

設主席(Chairman)一人、非官員性質員工 7 人、具官員身分員工 4 人(包括辦公室

主任(Chief Officer)、總務主任(Chief Finance Officer)、臨床主任(Clinical Director)

等職務)。在 1999 No.260 的法令規定中，有關 NICE 機構功能、人事規畫與業務

執行皆有明確規定；根據法規規定，NICE 的主席必頇是非公務員身分並且由衛

生部長任命，而辦公室主任的任命也必頇由衛生部長同意，其餘包括例行會議、

委員會與次委員會、對衛生部提呈報告，以及報告提出後的公開會議，皆有詳細

規定。 

由於 NICE 屬於《NHS Act 1977》條文中所規定的特別衛生部門，因此其執

行經費亦根據《NHS Act 1977》的規定，衛生部必頇負擔其所屬的法人團體(body 

corporate)的薪資與津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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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健康暨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2005-2012 年) 

2005 年，英國開始進行政府組織精簡，衛生部門也考慮將所屬的諸多特別

衛生部門業務性質相同者加以整併。在這一波的整併過程中，成立於 2000 年的

英國健康發展署(The Health Development Agency, HAD)業務被併入 NICE。英國

健康發展署是一以發展實證基礎，促進健康與改善健康不帄等  (develop the 

evidence base to improve health and reduce health inequalities) 的特別衛生部門[8]。

NICE 因為業務性質擴充而更名為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依舊簡稱 NICE)。 

有關 NICE 在 2005 年的組織變革與業務擴充，主要規定在 2005 No.497 行政

命令《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Establishment and Constitution) 

Amendment Order 2005》[9]中，屬於對 1999 年法條的修訂。新修訂的法條主要

針對先前主文件(Principle Order)中的機構名稱、業務功能、組織編制做出修訂，

分述如下。 

2005 No.497 行政命令第 2.條規定原機構名稱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的 “for” 字後插入 “Health and” 二字 (In Article 2 of the principal 

Order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after the word 

“for” insert the words “Health and”.)，從此新機構名稱為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附件二)。 

關於 NICE 的機構功能也進行修訂，在原先的功能下，再加入兩條： 

(b) 在健康服務資源與公共資金的使用上提供、推廣與連結資源有效利用的方

法， 

(c) 其它衛生部所交付的任務。 

從此，NICE 的業務從純粹評估臨床健康服務，擴充到協助政府進行健康促

進服務與政策評估，以及協助包括國會核撥預算在內的公共資金有效利用與合理

分配。 

修訂版條文也對 NICE 原有組織編制進行調整，員額規定必頇不得少於 8 人

或必頇多於 10 人，規定的職務刪去臨床主任，另加上臨床與公共衛生主任

(Director of Clinical and Public Health)，以及健康促進主任(Director of Health 

Improvement)。 

對於經費部分，NICE 依然是協助 NHS 業務的特別衛生部門之一，仍然根據

《NHS Act 1977》條文中所規定的特別衛生部門執行經費規定，由衛生部負擔其

執行運作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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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健康暨社會照顧卓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2012 年迄今) 

英國進行了自 1977 年《NHS Act 1977》施行以來的最大國家健康服務改革，

這項改革對 NICE 的組織與功能內涵又做了另一次的擴充與調整，不但組織跟功

能都擴大了，機構名稱也因應功能的改變又進行了一次的調整，而健康與社會照

顧法《The Health and Social Care Act 2012》第 8 篇(Part)全部內容[10]，將 NICE

正式納入法條中加以規範。NICE 自此從隸屬於衛生部下的特別衛生部門變成為

非正式的政府部會，稱為非部會組織公共體(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NDPB)，屬於行政法人模式，直接向衛生部長負責，而執行經費也不再適用《NHS 

Act 1977》的特別衛生部門條款規範，而是由政府每年編列預算[11]。 

健康與社會照顧法全文共 12 篇，其中第 8 篇的篇名就叫「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NICE 的業務範圍除了原本的健康服務

(Health services)外又增加了社會照顧(Social care)的評估，因此機構名稱中的

clinical改為 care。健康與社會照顧法第8篇規範了NICE的職責、品質標準(Quality 

standards)的訂定、負責與合作的對象、建議與指引的建立、案件收費、有關對

NICE 建議的申訴、教育訓練、諮詢服務等。 

有關獨立成為 NDPB 的 NICE 機構的運作經費，在健康與社會照顧法附錄

16 (Schedule 16)規範有關財務(Finance)部分，規定衛生部長必頇向國會提出

NICE 運作的必要預算[12]。關於公部門(Public Bodies)的預算提出與核銷方式，

在英國政府官網上可以找到相關規定，在官方出版的《Public Bodies: A Guide for 

Departments》第 7 章 Financial Management: Planning, Funding and Control 中指出

非政府部門公法人(NDPB)也同樣適用相關規定[13]。 

英國 2012 年的健康及社會照顧法，對於世界各國 HTA 機構有深遠的影響，

我國正值 HTA 機構籌備成立之際，實有必要對其相關法令酌加參考。本文特別

將英國 2012 年健康及社會照顧法第 8 篇所有法條全文翻譯於附件三，提供讀者

更快速明白 NICE 所被賦予的職責與權限，以及 NICE 相關的組織與權利義務關

係。由於相關法條目前並無正式中文繁體的譯本，文後所附條文僅是筆者翻譯供

讀者方便查閱，如對條文有疑異，請參照英文版本。 

 

行政法人 

英國 NICE 在 1999 年成立之初，只是衛生部為了特定功能而設立的特別衛

生部門(Special Health Authority)類型的機構，到 2012 年以獨立成為非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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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人(NDPBs)，具有獨立權責與預算，受國會監督下，能夠彈性有效率地提供

公共服務與執行政府職能。 

在我國也有類似的組織型態，稱之為行政法人，簡介如下。我國的行政法人

仿效英國這類非政府部門公法人的概念而設計，屬公法人的一種，乃新公共管理

風潮下的產物，為因應公共事務的龐大與複雜性，原本由政府組織負責的公共事

務，經執行後，被普遍認為不適合再以政府組織繼續運作，而牽涉的公共層面，

又不適合以財團的形式為之，遂有「行政法人」的設置。我國在 2011 年已通過

「行政法人法」，規範行政法人之設立、組織、運作、監督及解散等共通事。目

前，我國僅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經立法院通過，

成為行政法人組織。 

與大家所熟知的財團法人最大的不同是，行政法人得經行政院、立法院同意，

編制適當公務預算，支持其基本運作頇求。行政法人的人員進用，不再透過國家

考詴方式，以減輕無法聘用高階專業人材的問題；設有董事會與監事會，定期召

開會議，讓領導與執行專業化，也保障專業人員的權益。1980 年代，英國開始

在政府組織外成立非官方組織公共體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NDPBs)，

在國會可監督之情況下，提供公共服務與執行政府職能，這類組織在日本稱之為

「獨立行政法人」。 

 

結語 

英國 NICE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與變革，雖然名稱上仍簡稱 NICE，但實質功

能卻從最早只是進行臨床服務的評估，逐漸涵蓋到健康照顧以及社會照顧等範疇；

組織架構也從原來衛生部為了特定任務而設立的特別衛生部門，獨立成為非政府

部門公法人，組織規模也從原來的十多人變成數十人到目前的數百人之譜；機構

營運經費來源從原來根據 1977 年 NHS 法規範的衛生部經費支應，到 2012 年開

始正式擁有政府編列預算。NICE 的職能也從協助衛生部評估臨床服務的效果與

成本，拓展到評估健康服務與公共衛生服務，2012 年之後，連社會照顧等範疇，

NICE 都必頇在衛生部與 NHS 管理局的指示下，進行諮詢服務、發展指引、提供

資訊以及作成建議等業務，NICE 的收費服務也受到法律的規範與保障。 

英國 NICE 的發展過程，受到國際社會與經濟轉變的影響很深，這樣一個歷

史的必然，在我國的 HTA 推展歷程亦可以發現。臺灣的 HTA 早期也是以工作小

組形式協助健保局進行新藥評估，後來在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下設醫

藥科技評估組，2013 年二代健保上路，衛福部擬成立國家健康科技評估中心來

因應國內對醫療科技評估越來越高的需求。NICE 的成功發展是許多國家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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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 評估體系時的重要參考，適值我國在推動成立獨立的健康科技評估中心的

此時，本文透過脈絡觀點，探討 NICE 發展過程中所經歷不同時代背景，介紹各

個相關法規、法案，提供相關單位在推動成立國家健康科技評估中心時另一視角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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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999 No. 220 

國家健康服務，英格蘭與威爾斯 

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設立與組成)命令 1999 

提出 1999.02.02 

呈送國會 1999.02.03 

生效 1999.02.26 

 

衛生部長依 1977 年國家健康服務法第 11 條第(1)、(2)及(4)款，以及附件 5 第 9

條第(7)款第(b)項規定，行使其權力，做成以下命令： 

依據、生效日期與說明 

1. (1) 本法規名稱為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設立與組成)命令 1999，其生效

日為 1999 年 2 月 26 日。 

(2) 以下稱「本機構」即指以本命令所成立之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 

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的設立 

2. 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屬特別衛生部門(Special Health Authority)類型之機

構。 

機構功能 

3. 遵照與根據衛生部長指示，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應促進臨床醫療應用於

健康服務上。 

機構組成 

4. 本機構頇有以下組成— 

(a) 設主席 1 名 

(b) 非機構官員 7 名 

(c) 機構官員 4 名，包括辦公室主任(Chief Officer)、總務主任(Chief Finance 

Officer)、臨床主任(Clinical Director)等職務。 

員工薪資 

5. 根據 1977年國家健康服務法附件 5第 9條第(7)款第(b)項規定(定義相關機構)，

付給特別衛生部門員工薪資與津貼。 

1999.02.02 

Frank Dobson 

英女皇陛下的國務大臣 

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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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5 No. 220 

國家健康服務，英格蘭與威爾斯 

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設立與組成)修定命令 2005 

提出 2005.03.07 

呈送國會 2005.03.11 

生效 2005.04.01 

 

衛生部長依 1977 年國家健康服務法第 11 條第(1)、(2)及(4)款，以及附件 5 第 9

條第(7)款第(b)項與第 126 條第(3)及(4)款規定，行使其權力，做成以下命令： 

依據、生效日期、適用與說明 

6. (1) 本法規名稱為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設立與組成) 修定命令，其生效

日為 2005 年 4 月 1 日。 

(2) 本命令適用於英格蘭。 

(3) 在本命令— 

「該法」係指 1977 年國家健康服務法； 

「主體命令」係指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設立與組成)命令 1999； 

「公共資金」係指由國會提供的資金。 

修訂主體命令第 2 條 

7. 在主體命令第 2 條(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的設立)臨床醫學之前插入「健

康與」等字。 

修訂主體命令第 3 條 

8. 在主體命令第 3 條(機構功能)由以下取代— 

「3. 遵照與根據衛生部長指示，國家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應— 

(a) 促進臨床醫療應用於健康服務上， 

(b) 提供、推廣與連結資源有效利用的方法在健康服務資源與公共資金的使用

上， 

(c) 其它 

來自衛生部所交付的任務。」 

修訂主體命令第 4 條 

9. 在主體命令第 4 條(機構組成)修訂如下— 

第(1)(b)人數修訂為「不得少於 8 名或需大於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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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c)人數修訂為「6」，保留辦公室主任與總務主任，廢除臨床主任，另設

臨床與公共衛生主任(Director of Clinical and Public Health)，以及健康促進主

任(Director of Health Improvement)。 

同步修訂的命令與規定 

10. 由於機構名更改變所造成必頇同步修定的命令與規定整理於附件中。 

 

經衛生部長簽署同意 

2005.03.07 

Warner 

國務大臣會議 

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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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2 年健康及社會照顧法 

第八篇 NICE 

 

成立與責任 

232 英國國家健康暨社會照顧卓越研究院 

(1)  機構名稱為英國國家健康暨社會照顧卓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簡稱為 “NICE”。 

(2) 附件六(進一步規範有關 NICE 的事務)生效。 

 

233 一般業務 

(1) NICE 業務職責必頇有關於— 

(a) 英國健康服務與社會照顧成本與獲益之間的廣大帄衡， 

(b) 英國健康服務與社會照顧需求程度，以及 

(c) 英國健康服務與社會照顧創新的期望。 

(2) NICE 業務執行上必頇講求效果、重視效率以及節約經濟。 

(3) 本篇所使用名詞釋義： 

健康服務 (health services) 係指必頇或可以在英國提供的健康服務部分；社會

照顧 (social care) 是指各種形式的個人照顧以及其它實際協助，這些照顧服

務是因為年齡老化、疾病、殘疾、懷孕、新生兒、酒精或藥物依賴，或是任

何類似的情況所造的照顧或協助需求。 

 

功能：質量標準 

234 質量標準 

(1) 委員會指導 NICE 提供相關標準文件給— 

(a) 英國國民保健服務 (NHS service)， 

(b) 英國公共衛生服務，或 

(c) 英國社會照顧。 

(2) 這類標準文件稱為「質量標準」。 

(3) 制定質量標準文件時，NICE 必頇徵詢公眾意見，並且為此公布質量標準

的草案。 

(4) NICE 必頇隨時檢視所採用的質量標準，並在其認為必要時進行適當的修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6&ved=0CD8QFjAF&url=http%3A%2F%2Fwww.nhsgrampian.org%2Ffiles%2Fnhsandyou_chinese.pdf&ei=Z5YOVNCLPJeE8gXDsYLgCw&usg=AFQjCNEQCF0WJvDe1NR01P-ChSVDYh3RJg&sig2=psSNtrcocGkHn7p2p-vVbg&bvm=bv.74649129,d.d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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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5) 質量標準 (或任何修訂標準)— 

(a) 必頇經由相關的委員會同意，否則 NICE 制定的質量標準不得生效， 

(b) 除非相關的委員會要求，否則質量標準不得由 NICE 自行公布。 

(6) 相關的委員會可以要求 NICE— 

(a) 公布質量標準 (或任何修訂標準) 或提供給委員會所指定的特定人

士， 

(b) 在委員會的指示下，經由特殊方式執行第(a)項規定。 

(7) NICE 必頇— 

(a) 建立發展質量標準的作業程序，並且 

(b) 徵詢合適的對象以建立質量標準的作業程序。 

(8) 下第(9)款賦予衛生部與 NHS 管理局有權根據本條指示 NICE 對相同或相

關的事項提出質量標準。 

(9) 在以下情況— 

(a) 衛生部與 NHS 管理局可以根據第(1)款提起共同聯合指示 (joint 

quality standards)，並且 

(b) 如果衛生部與 NHS 管理局提起共同聯合指示，NICE 必頇對相應的事

項或相關事項提出共同聯合質量標準。 

(10) 本條所使用「相關的委員會」(relevant commissioner)釋義： 

(a) 涉及有關 NHS 服務的有關質量標準，指的是 NHS 管理局，而 

(b) 涉及有關英國公共衛生服務或社會照顧的有關質量標準，指的是衛生

部，而 

(c) 涉及共同聯合指示的有關質量標準，指的是衛生部與 NHS 管理局。 

(11) 本篇所使用名詞釋義： 

國民保健服務 (NHS services)：係指根據 2006 年的國家健康服務法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 2006) (第 7A節)或 1983年的精神衛生法第 117

節 (Mental Health Act 1983) (事後護理或安置)所規定 NHS 管理局或的醫

療委員會小組所安排的服務。 

公共衛生服務 (public health services)：係指根據以下功能所提供的服務— 

(a) 衛生部長依據國家健康服務法第 2A 節第 2B 節，或第附件 1 的第 7C

款、第 8 款或第 12 款，或 

(b) 地方衛生部門根據國家健康服務法第 2B 節或第 111 節，或第附件 1

的第 1 款到第 7B 款或第 13 款。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6&ved=0CD8QFjAF&url=http%3A%2F%2Fwww.nhsgrampian.org%2Ffiles%2Fnhsandyou_chinese.pdf&ei=Z5YOVNCLPJeE8gXDsYLgCw&usg=AFQjCNEQCF0WJvDe1NR01P-ChSVDYh3RJg&sig2=psSNtrcocGkHn7p2p-vVbg&bvm=bv.74649129,d.d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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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其他人士提出質量標準 

(1) 相關條例賦予 NICE 有權提出 NICE 質量標準給— 

(a) 賦予權責當局； 

(b) 其它人士(無論其是否在英國)。 

(2) 相關條例特別規範— 

(a) 賦予 NICE 有權提出這類 NICE 認為符合第(1)款所規範之適當的質量

標準建議，並且 

(b) NICE 提供收費的質量標準建議服務。 

(3) 根據第(2)款第(b)項 NICE 提供的付費服務費用是基於合理的商業基礎所

計算。 

(4) 本條所使用「賦予權責當局」(devolved authority)係指： 

(a) 蘇格蘭當局， 

(b) 威爾斯當局，以及 

(c) 北愛爾蘭的衛生社會服務與公共安全部。 

 

236 對衛生部或 NHS 管理局的諮詢與指引 

(1) NICE 必頇提供衛生部或 NHS 管理局有關質量事務(quality matter)的諮詢

與指引。 

(2) 質量事務(Quality matter)— 

(a) 與衛生部有關的質量事務，衛生部長有權指示 NICE 提出質量標準，

而 

(b) 與 NHS 管理局有關的質量事務，NHS 管理局有權指示 NICE 提出質量

標準。 

 

功能：建議與指引 

237 諮詢、指引、資訊與建議 

(1) 相關條例賦予 NICE 具有對於任何在英國進行下列服務有關的事項，提出

諮詢或指引，提供資訊與做出建議— 

(a) NHS 服務， 

(b) 公共衛生服務，或 

(c) 社會照顧服務。 

(2) 相關條例說明第(1)款第(a)項所規定之功能— 

(a) 只執行衛生部或 NHS 管理局的指示； 

(b) 受衛生部或(視情況而定)NHS 管理局指示行使 NICE 此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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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條例說明第(1)款第(b)項或第(c)項所規定之功能— 

(a) 只執行衛生部的指示； 

(b) 受衛生部指示行使 NICE 此一功能。 

(4) 根據(2)(b)或(3)(b)條款的規定，絕不允許 NICE 進行對具體物品的諮詢、

指引或建議。 

(5) 相關條例規定有關— 

(a) 可能被請求或要求提供 NICE 所做出之諮詢、指引、資訊或建議的人

員， 

(b) 有關 NICE 所做出之諮詢、指引、資訊或建議的著作或傳播(無論是藉

由 NIICE、衛生部或是 NHS 管理局)，以及 

(c) NICE 所做出之諮詢、指引、資訊或建議的收費服務。 

(6) 根據第(5)(c)條款的規定時，NICE 付費服務費用是基於合理的商業基礎所

計算。 

(7) 相關條例規定有關— 

(a) NICE 依法制定提出諮詢、指引、資訊或建議的程序，以及 

(b) NICE 制定程序所需的諮詢。 

(8) 相關條例規定需要特定的健康或社會照顧機構，或特別種類的健康或社會

照顧機構，以進行— 

(a) 有關NICE依法頇提出的特定諮詢或指引，或特別種類的諮詢或指引； 

(b) NICE 依法頇進行的特定建議，或特別種類的建議。 

(9) 根據第(8)款的規定，必頇與指定的機構，或具指定目的的機構進行諮詢、

指引，或建議— 

(a) 以進行一般業務功能，或 

(b) 執行指定業務功能，或與特別種類有關的業務功能。 

(10) 第(8)款規定的要求，地方當局或特別種類地方當局必頇強制執行，除

非是關於— 

(a) 任何有關當局執行 2006 年的國家健康服務法第 2B 節或第 111 節或附

件 1 的第 1 到第 7B 款或第 13 款所規定事項； 

(b) 任何有關當局執行該法第 6 節第 C 條第(1)款 or 第(3)款所規定事項； 

(c) 任何有關當局根據該法第 7A 節所執行之事項。 

(11) 本節中— 

「健康與社會照顧體」係指任何位於英格蘭的公共體其功能在提供健康服

務或社會照顧； 

「地方當局」係指— 



 
 

 
RegMed 2014 Vol. 49 18 

 

(a) 位於英格蘭的郡議會； 

(b) 位於英格蘭的地方議會； 

(c) 倫敦自治市的議會； 

(d) 錫利群島的議會； 

(e) 倫敦金融城的共同議會； 

「公共體」係指一個機關或個人的職能是— 

(a) 公共性質的，或 

(b) 具有這類性質的， 

但是在後者的情況下，個人或機構功能上是有限的； 

「指定」係指法規所規定的。 

 

238 NICE 的建議：申訴 

(1) 根據第 237 條規定，制定對 NICE 依法所做出之建議提出申訴的條款。 

(2) 規定特別包括有關— 

(a) 可提出申訴的建議種類， 

(b) 可提出申訴的人， 

(c) 可提出申訴的理由，以及 

(d) 會得知申訴內容的人。 

 

239 訓練 

(1) 本條文賦予 NICE 有職責提供或促進任何有關提供以下業務或相關規定的培

訓事宜— 

(a) NHS 服務體系， 

(b) 公共衛生服務， 

(c) 英格蘭地區的社會照顧。 

(2) 有關前項(1)(a)規定之職責必頇根據以下規定以行之— 

(a) 執行 NHS 管理局的指示事項； 

(b) 受 NHS 管理局指示行使有關 NICE 此一職權。 

(3) 有關前項(1)(b)或(c)規定之職責必頇根據以下規定以行之— 

(a) 執行衛生部的指示事項； 

(b) 受衛生部指示行使有關 NICE 此一職權。 

(4) 本條文規定 NICE 應實施收費服務或與收費服務的相關規定或促進提供收費

的訓練。 

(5) 根據(4)的規定，NICE 提供的訓練服務費用是基於合理的商業基礎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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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諮詢服務 

(1) 本條文賦予 NICE 有職責提供個人(無論是否在英國境內)有關以下事務者— 

(a) 提供健康照顧 

(b) 維護或增進公共衛生，或 

(c) 提供社會照顧。 

(2) NICE 頇訂定提供諮詢服務的收費相關規定。 

(3) 第(2)款所規定之 NICE 提供的諮詢服務費用是基於合理的商業基礎所計算。 

(4) 在此所稱「健康照顧」係指包括提供給個人有關生理或心理健康的任何形式

之健康照顧，以及包括類似內科和外科型式的照顧，但是不包括在醫療情況

的健康照顧。 

 

241 委託建立指引 

(1) NHS管理局指示NICE執行根據 2006年國家健康服務法第 14Z8節(委託建立

指引 commissioning guidance)規定所要求 NHS 管理局必頇要發表的指引之相

關準備業務。 

(2) 第(1)款所規定 NICE 執行之業務需在指定在一定的範圍與時限內進行。 

(3) 當被提出要求時，NICE 必頇— 

(a) 依照要求提供 NHS 管理局資訊或諮詢服務，這些資訊或諮詢是欲建立之

指引中有關於 NHS 管理局業務範圍者，以及 

(b) 依照要求將委託建立之指引以特定的方式傳遞給特定人士。 

 

功能：其它方面 

242 NICE 章程 

(1) NICE必頇公布一份文件以說明 NICE的功能以及 NICE將如何執行其功能之

(稱之為「章程」)。 

(2) 法規特別規定— 

(a) 章程所要呈現的內容， 

(b) 章程籌備的時機， 

(c) NICE 章程的審查與修訂，以及 

(d) 章程必頇獲可能的發布形式。 

 

243 附加功能 

(1) NICE 會執行的包括— 

(a) 獲得、生產、製造與供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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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透過協議取得土地以及管理和處理土地， 

(c) 提供住宿 

(d) 為任何人提供服務與提供新的服務， 

(e) 為任何人提供指導，以及 

(f) 發展與開發創意與充分利用智慧財產權。 

(2) NICE 只能在以下情況才能行使第(1)款規定的權力— 

(a) 與提供健康服務和社會服務有關，以及 

(b) 在不影響本篇所規定之任何有關 NICE 效能的情況下。 

(3) NICE 可以— 

(a) 對其根據第(1)款規定所進行的一切作為進行收費，以及 

(b) 收取基於合理的商業基礎所計算出的費用。 

 

244 與其他機購配合 

(1) NICE 必頇配合任何人或機構去提供，或協助提供，任何 NICE 被本篇條文所

規定或授權提供的服務。 

(2) 本條款需同意 NICE 付費服務相關條款方可執行。 

 

245 NICE 未能履行其職能 

(1) 衛生部如有以下考量，可以對 NICE 提出指揮— 

(a) NICE— 

(i) 預期無法或已無法履行其職能，或 

(ii) 預期無法或已無法適當地履行其職能，以及 

(b) 很明顯得無法履行其職能。 

(2) 依據第(1)款規定，對 NICE 的指揮明確規範執行特定職能、採用特定方法並

在特定期限內。 

(3) 如果 NICE 無法完成根據第(1)款所交付的指揮，衛生部可— 

(a) 直接接管 NICE 的職能，或 

(b) 安排其它能代表衛生部的機關執行 NICE 的職能。 

(4) 衛生部執行第(1)款或第(3)款所規定的權力時，必頇公開說明理由。 

(5) 就本條而言，所謂未能履行其職能包括不能符合衛生部長所關心的英格蘭地

區健康服務的益處，或(視情況而訂)不能符合衛生部所賦予的任務。 

 

246 個人權利的保障 

(1) 1875 年公共衛生法第 265 條(有關對機構成員與官員的個人權利保障)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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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NICE 員工的個人權利保障。 

(2) 第(1)款 NICE 所引用之法條包括 1875 年公共衛生法的所有相關引用法條。 

 

補充說明 

247 有關本篇的說明 

“管理局 (Board)” 係指 NHS 管理局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ing Board)； 

“健康照顧 (health care)” 的定義規定在第 240 條第(4)款； 

“健康服務 (the health service)” 意義與 2006 NHS 法相同 (見本法第 275 條第

(1)款)； 

“健康服務 (health services)” 意義規定於本法第 233 條第(3)款)； 

“NHS 服務 (NHS services)” 意義規定於本法第 234 條第(11)款)； 

“公共衛生服務 (public health services)” 意義規定於本法第 234 條第(11)款)； 

“執量標準 (quality standard)” 意義規定於本法第 234 條第(2)款)； 

“社會照顧 (social care)” 意義規定於本法第 233 條第(3)款)； 

 

248 前身機構的解散 

特別衛生部門「英國國家健康暨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廢止。 

 

249 相應及過渡性條文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