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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之 HTA 挑戰與建議 

許淑美1 

前言 

根據國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公告的醫療器材相關法規及標準 [1]，依

據醫療器材風險程度進行分級，從低至高分成第一等級(低風險性)、第二等級(中風險

性)以及第三等級(高風險性)；另外，再依據其功能、用途、使用方法及工作原理等分成

17 大類註 1。而在國內健康保險給付方面[2]，也將醫療器材依其功能類型分成 10 大類註

2。由此可見，醫療器材的功能與類別相當多元化，包括診斷型或治療型、植入式或非

植入式等。  

醫療器材或診斷技術近年來於醫療照護領域中成長迅速並不斷推陳出新，依據歐洲

醫療科技產業報告 (The European Medical Technology Industry) [3]，2016 年就有超

過一萬二千個醫療器材於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提出申請，為藥品

專利申請的兩倍。有鑑於在醫療系統導入這些創新的醫療科技會衍生出相當高或額外的

花費，因此各國開始注意與醫療器材或技術相關的效益與成本評估，而應用於醫療器材

的醫療科技評估方法(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也日益被重視。 

國際生物醫學工程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 IFMBE)針對各國 HTA 組織於醫療器材評估方法指引，進行一項大規模的調

查研究[4]，綜合 17 國、共 32 個 HTA 單位所提供的資訊，以改良的德菲調查法(modified 

Delphi survey)建立相關共識，最後整理出醫療器材影響 HTA 的四大主要特性，包括產

品生命週期(product of life cycle)、臨床評估(clinical evaluation)、使用議題(issues in 

use)以及成本和經濟評估(costs and economic evaluation)。以下摘要說明 IFMBE 研

究報告中，醫療器材四大特性對於 HTA方法學的影響及建議，並整理國際 HTA 機構於

四大特性之醫療器材評估指引。 

                                                      
1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 
註 1包括臨床化學及臨床毒理學、血液學及病理學、免疫學及微生物學、麻醉學、心臟血管醫學、牙科學、耳鼻喉科學、胃腸病科

學及泌尿科學、一般及整形外科手術、一般醫院及個人使用裝置、神經科學、婦產科學、眼科學、骨科學、物理醫學科學、放

射學科學以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者。 
註 2包括接頭類、容器類、管套類、人工機能代用類、過濾類、傳導類、針具類、復健治療類、縫合結紮類以及工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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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 的影響及建議 

一、產品生命週期 

(一) 產品生命週期通常較藥品短 

醫療器材的生命週期與藥品相較通常較短，導致HTA時程更加限縮，而有時花費數

個月或數年所執行的HTA報告也可能有過時或陳舊的結果。另外，醫療器材能夠符合

HTA目標的證據有限，經濟評估期間若不準確可能導致成本效果分析中成本回收(cost 

recovery)的估算無法正確等問題。HTA方法學指引建議包括： 

(1) 收集與利用可獲得的資料來預測產品的使用週期，以利於更準確去分析醫

療器材的成本效果以及量化不確定性。當證據缺乏時，可以經由臨床表現

及可用性分析(usability analysis)來收集評估所需的觀點。 

(2) 使用合適的統計方法來評估其品質，例如貝氏方法(Bayesian method)，

以模擬不同證據型態對於醫療器材之效果及安全性的影響。 

(3) 於經濟評估時要執行敏感度分析，以量測不同生命週期或漸進式創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對於結果的影響。 

(二) 醫療器材的維護 

醫療器材所需的維護以及其相關服務特性會對醫療器材整體生命週期的成本、療效、

效果、安全性等造成影響。HTA方法學指引建議包括： 

(1) 取得醫療器材維護所需的資訊與觀點，並使用合適的情境訪查方法

(contextual inquiry)獲取其對於HTA的影響，例如，收集醫療器材的預防

性維護規劃、成本、休養期(downtime)等資訊，及利害關係人所需的服

務品質資料。 

(2) 利用相關工具方法進一步了解醫療器材的維護需求，如領域分析(domain 

analysis)、使用者檔案(user profile)、確認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的經

驗 ( 包 括 病 人 及 臨 床 醫 師 ) 、 國 際 電 工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於成本或休養期的標準定義、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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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平均故障間隔時間(meantime between failure calculation)等。  

(三) 個別部分的潛在不穩定性 

若醫療器材個別部分具不穩定性(如軟體)，會導致資料不正確或醫療器材失效的風

險，這些可能影響醫療器材的安全性、療效、效果及成本效果等評估。HTA 方法學指

引建議包括利用合適及有效的工具或標準來執行風險分析。若有需要，可以經驗分析

(empirically analyze)來模擬使用醫療器材的安全性並訂定相關風險報告，以減輕可能

的剩餘風險。 

(四) 與其他醫療器材間的相互介入 

醫療器材於組織(如人員)、技術(如無線電頻率介面)、及結構面(如物理空間)上可能

會有些最低基本需求，而在資料交換的過程及內在操作上也會有不同的需要。HTA方法

學指引建議包括： 

(1) 繪製器材的使用流程，以明確描述當試驗執行時於組織之限制、技術方面

需求及結構條件。 

(2) 增加技術人員、健康照護者及病人對於相關介入的察覺。  

(3) 處理並確保醫療器材資料的可交換性及可互通性流程，不管在健康照護機

構內或與其他相關器材的併用。  

(4) 執行技術分析及標示可能的最低需求，以處理與其他醫療器材間可能的介

入情形。 

(五) 其他醫療器材之依賴性 

HTA通常只著重該醫療器材本身，如果該項器材需依賴於其他周遭的品項，則可能

產生因其他醫療器材失效或無效時導致資料不準確的風險。HTA方法學指引建議包括了

解相關設備及繪製醫療器材的使用流程，並執行風險分析來確認與其他器材間的相互依

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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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床評估 

(一) 需要較長的學習曲線 

主要影響療效、效果、使用者滿意度、安全性、成本效果及服務提供的估算。HTA

方法學指引建議包括： 

(1) 利用上市前及上市後資料來獲取學習曲線對於結果的影響，相關評估包括

可用性分析及風險分析。 

(2) 同時於醫師面向及健康照護機構面向，收集臨床試驗期間的學習相關程序

及臨床結果。 

(3) 當於臨床上應用醫療器材時，收集相關登錄資料以做作為醫療器材常規使

用的學習曲線評估。如果可以，也明確說明醫師於特定器材(如型號、類

似器材)的具體使用經驗(於同適應症病患上的執行次數)。 

(4) 確保臨床試驗病人接受合適的醫療器材(依據指引及使用流程)，並經由訓

練以降低臨床療效及效果測量偏差的風險。另外，提供醫療器材使用者關

於產品使用的訓練及培訓材料的詳細說明。 

(5) 利用適當的統計方法將學習曲線反應於相關結果與成本的量測上。 

(二) 隨機對照臨床試驗設計相對於藥品較具挑戰性 

在醫療器材執行盲性試驗是一大挑戰，而且不像藥品，醫療器材可以同時是診斷型

及治療型，這些都會影響臨床決策過程及病人的臨床照護途徑。HTA方法學指引建議包

括採用適合於醫療器材的研究設計，包括臨床路徑初步階段的設計，確認臨床試驗中最

適當的設置、比較品、相關變數等品質分析。另外，在漸進式創新的情境下，加強使用

電腦模擬方法(silico trial)。 

三、使用議題 

(一) 醫療器材的表現非常依賴使用者及使用情境 

如同學習曲線的問題，醫療器材在療效、效果、安全性表現上與使用者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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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狀態等有關，相關表現也受使用情境的影響。情境可以被定義為不同的使用者、工

作、設備(硬體、軟體及材料)、物理與社會環境下的產品使用，如醫療器材在不同期間

使用的情境下，可能得到不同的成本、療效、效果及安全性結果。HTA 方法學指引建

議包括： 

(1) 參考學習曲線之應對措施，利用上市前及上市後資料來獲取不同情境對於

HTA 結果的影響。 

(2) 在使用者訓練階段確認相關設備及收集結果資料，使用合適的統計方法來

模擬分析不同實證對於醫療器材效果及安全性的影響。 

(二) 需要密集的訓練 

所需的訓練可能影響醫療器材的成本、療效、效果及安全性。HTA方法學指引建議

包括： 

(1) 利用上市前及上市後研究來獲取不同學習曲線對於結果的影響。 

(2) 選擇醫療器材執行中可適當反應出學習曲線影響的結果及設備。 

(3) 使用合適的統計方法來分析不同證據類型對於醫療器材效果及安全性的影

響。 

(4) 執行模擬訓練來協助發展適合醫療器材使用者的訓練策略。 

(5) 利用合適的統計方法來分析醫療器材學習曲線的不同類型。 

四、成本和經濟評估 

(一) 產品載入、維護及設備持續費用 

醫療器材的維護及載入費用主要影響成本效果及財務影響估算，且由於缺乏相關維

護及服務規劃的實證資料，製造商的建議使用方法可能難以在預算受限的情況下執行，

並造成安全問題或影響醫療器材使用期間的效果。HTA方法學指引建議包括於報告中明

確描述所有可能的維護、載入、操作及設備持續成本，並說明經濟評估中的假設及所考

量的組織模式類型(如用於臨床內科的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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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療器材取得的不同財務模型 

主要影響成本效果及財務影響的估算，如租賃成本；另外，醫療器材也較少使用風

險分攤協議(risk sharing agreements)。HTA方法學指引建議包括了解並確保於經濟評

估中有呈現相關不同財務模型的潛在影響。 

國際 HTA 指引 

針對前述醫療器材於HTA上的四大影響特性，整理國際HTA機構之醫療器材評估指

引之對應內容，包括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 的 醫 療 技 術 評 估 計 畫 (Medical Technologies Evaluation 

Programme, MTEP)[5]及診斷性評估計畫 (Diagnostic Assessment Programme, 

DAP)[6]、歐洲醫療科技評估(European Network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EUnetHTA)針對治療型醫療器材 [7]、澳洲醫療服務諮詢委員會 (Medical Service 

Advisory Committee, MSAC)針對治療型醫療服務和調查型醫療服務[8]、歐盟專案計畫

之醫療器材科技評估方法(Method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of medical 

devices, MedtecHTA)針對醫療器材[9]、加拿大安大略省健康品質機構(Health Quality 

Ontario, HQO)的HTA方法學指引[10]。   

HTA指引中因應四大特性之「臨床評估」與「成本和經濟評估」內容參見表1摘要，

於「產品生命週期」特性方面可參考上述兩項內容。另外，在「使用議題」特性方面，

NICE的MTEP、EUnetHTA、MSAC及MedTecHTA報告中並未提及相關對應內容，NICE

的DAP在某些案例中，有確認特定的植入議題及診斷檢驗範圍，如提供檢驗人員訓練及

技能、設備的利用率及其他可用的照護途徑。另外，HQO則提及在渥太華健康系統中

採用醫療科技的同時，可討論於健康照護中採用相關醫療服務或技術的影響，資源缺口

或系統更換的評估。 

結語  

醫療器材具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可用於診斷、治療、檢驗、監測等各種提高人類健

康、生活品質與醫療系統的功效，由於其不斷創新的特點，導致在 HTA 上具有較高的

不確定性及挑戰。經由國際間 HTA 組織對於醫療器材評估的經驗與建議整理，可發現

因應醫療器材四大影響特性的主要建議，還是在於完整的資料收集、實證分析及合適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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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方法的應用，經濟評估方面則大都建議採用成本效果分析。 

目前國內醫療器材之 HTA 以財務影響估算為主，較少執行成本效果或成本效用評

估。HTA財務影響推估邏輯基本上與藥品的雷同，評估過程也是需要思考產品臨床地位

的判定、比較品的選擇、實證資料的有無及使用狀況等議題，但與藥品不同的是醫療器

材的臨床試驗不若藥品般完整，在評估過程中較難收集到臨床證據及相關參數。近年來

真實世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 RWE)日益重視與討論，在參考國外醫療器材 HTA

經驗外，或可嘗試藉由 RWE 方法學的研究與分析，來解決臨床證據缺乏及經濟評估參

數收集不易等問題。 

表 1、醫療器材之 HTA 指引 

HTA 指引範圍 臨床評估 成本和經濟評估 

NICE(2017)[5]：醫療

技術評估計畫，包括

醫療器材、主動式醫

療器材、主動式植入

性醫療器材、體外診

斷性醫療器材。 

資料可為已發表或未發表的證據，包括

初級臨床研究(如 RCT)或次級研究(如證

據綜整或模型研究)；來自已發表之專家

意見或相關技術資訊亦可被接受。評估

則依據實證資料的大小和品質，可以使

用證據綜整或統合分析來總結不同研究

的證據，並測量相關不確定性及進行敏

感度分析。  

成本需考量初步收購成

本(包括相關基礎設施)及

營運成本(包括維護及耗

材)；同時也考量診斷後的

治療成本。評估可採用成

本 結 果 模 型

(cost-consequence)。 

NICE(2011) [6]：診

斷性評估計畫，內容

同上，主要聚焦於病

理測試、影像、內視

鏡或生理測量等。 

資料來源同上，次級研究最好是高品質

的系統性文獻回顧或高品質的現有模

型。DAP 較著重於診斷檢驗的準確性研

究、長期研究(如 RCT 及其他比較性研

究)；來自已發表之專家意見或相關技術

資訊亦可被接受。評估方法同上，可進

行概似比(likelihood ratios)、預測值或

診斷勝算比(diagnostic odds ratio)的

統合分析，ROC 曲線分析及分層模型等。 

成本考量同上，同時也需

考量診斷式醫療器材使

用後的治療成本。評估建

議採用成本效果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成本效用

分 析 (cost-utility 

analysis, CUA)。   

EUNetHTA(2015) 資料來源同上，次級研究可包括臨床試若受限於有限時間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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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 指引範圍 臨床評估 成本和經濟評估 

[7]：針對治療型醫療

器材。 

驗登錄資料；來自專家和病人也被認為

是有價值的資訊來源，但還是優先選用

RCT。HTA 者必須預期到可能會缺乏這

類證據，並熟悉這些與特材相關的特殊

RCT 設計。評估方法同上，可進行次族

群分析或其他較複雜的統計方法。 

估方法不考慮 CEA。 

MSAC(2016) [8]：針

對治療型醫療服務

和調查型醫療服務。 

優先選用 RCT 資料，也可使用已發表或

未發表的初級臨床研究或次級研究；來

自已發表之專家意見或相關技術資訊亦

可被接受。評估方法同上，可進行統合

回歸分析或執行不同情境下健康結果的

效用評估。 

成本考量同上，包括初步

收購成本及營運成本。評

估 建 議 採 用 CEA 及

CUA，也可採用敏感度分

析來檢視不確定因素對

於經濟評估的影響。 

MedTecHTA 

(2017) [9]：針對醫療

器材。 

 

資料來源同上，次級研究可包括以疾病

為主或以特材為主的登錄資料。評估方

法需對干擾因子進行調整，於效果與安

全性的比較分析時也需注意其他的干擾

因素。如果是大型的登錄資料，敏感度

分析需考量專家意見情境下的偏差調整

(bias adjustment)。 

需注意醫療器材間的特

殊性質，評估建議採用

CEA。 

HQO(2018) [10] ：

HTA 方法學，包括

醫療器材、醫療檢

驗、外科手術、健康

照護計畫、衛生系統

介入。 

資料可為已發表或灰色文獻(如無法商購

的文獻)，來自專家之意見亦可被接受。

臨床證據需被系統性的確認、整理及分

析，以提供該項健康科技的臨床益處或

害處。評估方法同上。 

執行系統性文獻回顧來

綜合整理所有已發表之

經濟研究證據，評估建議

採用 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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