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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The Evolution of Value in Health Care 

• 4900 人與會

• 和英NICE、加CADTH、蘇格蘭、
韓、日、中各國HTA代表會談交流



大綱

• 歐洲和亞洲HTA發展，尤其是Eunethta、中國、日本

•Value-based Health Care 觀念在HTA和臨床治療指引
中之落實

•Real World Data 運用之共識建立

•Managed Entry Agreement 在英國NICE實施情形

•對台灣健保藥品給付評估建議



EUnetHTA

• 2006成立，以支持歐洲各國HTA
合作及資訊分享

• 建立各種工具與指引，以方便
HTA報告格式可信賴、及時、透
明、易分享，如2016建立的HTA 
Core Model v.3.0，分9領域
(Domain)，下分項目(Topics)，再
分議題(Issue)

• 2017EMA-EUnetHTA 可廠商同時
平行諮詢Scientific Advice新藥研
發規劃

• Health Problems and Current 
Use of Technology

• Description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 Safety

• Clinical Effectiveness

• Cost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 Ethical Analysis

• Organizational Aspects

• Patients’ and Social Aspects

• Legal Aspects



台灣-健保署HTA現況

• 新藥經HTA/CDE, 專家諮詢會，共擬會審查到生效305天(中位數)，
HTA報告及會議紀錄(含錄音)上網

• 藥價為十大先進國藥價中位數60%(台灣藥價被中、韓、泰參考)

• 健保署委託學界研擬“藥物價值白皮書”中

• 正討論癌症免疫療法如何給付

• 正研究建立台灣“Managed Entry Agreements (MEA)”制度以解決昂
貴創新藥之病人可近性



中國-36種藥品降價44%納入2017中國醫保目錄
(上次納入為2009)

•配合最近中國藥政改革、鼓勵創新藥物研發之一環

•諮詢專家後，選出協商品項，加強給付Unmet Needs 、兒
科藥、創新藥、植物藥、慢性病、國內研發藥等

• 9藥價參考國/區:美、英、法、德、日、澳、韓、港、台
• HTA和預算衝擊分析納入藥價協商過程

•廠商自我評估-過去及未來市場預估、專利期、各國零售
價/健保價、藥物經濟學分析、臨床試驗、預算衝擊分析、
病人assistant program

•藥價協商和機動調整預期將成為常態



日本-2018全面啟動HTA相關藥價評估

• MHLW內設CEA (Cost Effectiveness Aanalysis)專家委員會(Appraisal)，
2016建立評估方法指引

• 2016-7兩年選擇13已上市產品依指引請廠商提供資料，委學界用
HTA依指引方法學試行評估(Assessment) 

• MHLW正評估是否成立HTA專責單位

• 全面啟動討論HTA人才培育、組織架構、流程資訊透明、多元參
與、ICER外之價值考量因素、藥價及給付規定

• 先由已上市藥定期再評估做起，而非以往可預期每兩年減價2%

• 藥價參考國:美、英、法、德，近日委員會建議以澳或加取代美



價值(Value)非產品價格(Price)非花費(Cost)



Value Based Health Care
-ICHOM(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Health Outcome 
Measurement)已發表23個適應症價值測量指引

• “The universal development and 
reporting of outcomes at the 
medical condition level is the 
single highest priority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ealth 
care system” - Michael Porter, 
Redefining Health Care, 2006



The research leading to these results has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Innovative Medicines Initiative Joint Undertaking under grant agreement no 115546, resources of which are 
composed of financial contribut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s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FP7/2007-2013) and EFPIA companies’ in kind contribution.
www.imi.europa.eu

RWE (Real World Evidence) The Efficacy-Effectiveness Gap

Clinical trial Health system

Gap?

Study type/ 

sources

Population

RCTs Observational studies
Pragmatic trials
Primary care and hospital 
records (EHRs)
Healthcare databases , etc…

Type of 

outcome
Efficacy Effectiveness

 Internal validity 
 External validity

 Internal validity 
 External validity

Design 

features

‘Real-Worl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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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ISPE-ISPOR Special Task Force on RWE
- Good Procedural Practices建議

• 前瞻式設定研究假說及其理由、研究計畫、分析方法，並登錄公
開網站

• 研究成果發表時，如有修改計畫，應予討論

• 提供其他研究者足夠資訊，可重新分析，以驗證結果

• 如資料許可，再另一資料庫驗證此假說

• 回覆方法學評論意見，含提供資料再分析

• 在計畫設計、執行、報告時，納入多元主要利害相關人



和NICE討論Managed Entry Agreement (MEA)

• 英國設立Cancer Fund及MEA機制以有條件支付危及生命癌症病人
用昂貴創新藥可近性

• NICE評估方法學及標準不變，報告可詳細指出目前何種資料不足
或ICER何以不符藥物經濟學給付通則之處，但不參與MEA評估 、
預算衝擊、 藥價協商，另有專責單位負責，並予保密

• 廠商自主決定是否申請此機制，Cancer Fund最多給付2年，之後
提供更多資訊，由NICE再評估是否符藥物經濟學給付通則

• 加CDTH和蘇格蘭HTA精神相似，國情及HTA授權不同，台灣能否
參考此制度，宜有自己利弊得失分析



對台灣健保藥品給付評估建議

• 中、日將建立HTA，中、泰、韓參考台灣藥價，未來廠商在台申
請健保價可能延遲。HTA宜有快速評估先給好藥價但2-3年後再評
估機制

• 危及生命昂貴新藥(如IO)，應有類似Cancer Fund 、保密MEA及再
評估機制

• RWE應配合TFDA，建立Good Procedural Practices

• ICER外，宜建立台灣共識的價值導向藥物經濟學評估指引

• HTA各國產官學研發展快，類似大會宜持續組團積極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