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器材 
納入健保給付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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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講內容僅代表查驗中心之觀點， 

凡涉及政策方向及法規解釋與適用， 

應依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為準。 



大  綱 

• 全民健康保險法 

• 健保給付 觀點下的醫材分類 

• 產品擬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前的推導 

• 健保特材收載決策流程 

– 既有功能類別 

– 新功能類別 

處置過程面醫材 

植入物 

• 住院診斷關聯群 (DRGs)制度下之特材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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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 
民國 100 年 06 月 29 日修正 

第 五 章 保險給付 

第41條 
–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專家學者、被

保險人、雇主及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共同擬訂，報主管機關核

定發布。 

–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專家學者、被保險

人、雇主、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共同擬訂，並得邀請藥物提供

者及相關專家、病友等團體代表表示意見，報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 前二項標準之擬訂，應依被保險人之醫療需求及醫療給付品質為之；

其會議內容實錄及代表利益之自我揭露等相關資訊應予公開。 

– 於保險人辦理醫療科技評估時，其結果並應於擬訂前公開。 

– 第一項及第二項共同擬訂之程序與代表名額、產生方式、任期、利益

之揭露及資訊公開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AT0201.asp?lsid=FL0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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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 
民國 100 年 06 月 29 日修正 

第 五 章 保險給付 

第42條 

–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訂定，應以相對點數反應各項服
務成本及以同病、同品質同酬為原則，並得以論量、論病例、論
品質、論人或論日等方式訂定之。 

–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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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成本效益及本保
險財務；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訂定，亦同。 

– 醫療服務及藥物屬高危險、昂貴或有不當使用之虞者，應於使用
前報經保險人審查同意。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 前項應於使用前審查之項目、情況緊急之認定與審查方式、基準
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於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中定之。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AT0201.asp?lsid=FL014028 5 



全民健康保險法 
民國 100 年 06 月 29 日修正 

第45條 

本保險給付之特殊材料，保險人得訂定給付上限及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得收取差額之上限；屬於同功能類別
之特殊材料，保險人得支付同一價格。 

保險對象得於經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師認定有醫療
上需要時，選用保險人定有給付上限之特殊材料，並
自付其差額。 

前項自付差額之特殊材料品項，應由其許可證持有者
向保險人申請，經保險人同意後，併同其實施日期，
提健保會討論，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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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  相關名詞 

•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 共同擬訂 

• 醫療科技評估 

• 特殊材料 

• 同功能類別 

• 自付差額 

• 健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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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給付 觀點下的醫材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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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入我國健康保險給付範圍的項目 

• 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51條 第11款 

– 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
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48條 

一、經保險人認定非屬醫療所必須，或缺乏經濟效益者。 

二、不符醫療器材許可證及本標準所訂適應症者。 

三、未納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
診療項目所使用之醫療器材。 

四、本法第五十一條所訂之材料：義齒、義眼、眼鏡、助
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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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機構收取自費特材費用規範 

一. 已向健保署提出核價建議並經健保署受理，尚在審核中、議
價中或議價未完成之品項，在完成核價程序之前，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可向保險對象收取全額自費，該等品項名稱、品項
代碼及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將公布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二. 已納入給付品項，但不符合健保給付規定者，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可向保險對象收取全額自費。 

三. 經健保署審議結果為不納入給付之品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可向保險對象收取全額自費，該等品項名稱、品項代碼及醫
療器材許可證字號，將公布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四. 已導入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Tw-DRGs）項目，有
上開一、二、三款所列自費情形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依
支付標準Tw-DRGs支付通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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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22514_2_102003575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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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給付觀點下的醫材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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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一般材料品項 

• 就醫治療過程中所需的敷料、一般縫合線、
刀片、外用消毒藥劑、生理食鹽水、導尿
管、鼻胃管等。 

• 手術中使用的敷料、各種縫合線、刀片、
外用消毒藥劑及生理食鹽水、開刀巾及一
般材料等。 

• 其他：放射線診療所需的X光底片，顯影藥
劑費及檢查之試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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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7631_217631_2_彩虹單張--一般材料定稿版.pdf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7631_2_%E5%BD%A9%E8%99%B9%E5%96%AE%E5%BC%B5--%E4%B8%80%E8%88%AC%E6%9D%90%E6%96%99%E5%AE%9A%E7%A8%BF%E7%89%88.pdf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7631_2_%E5%BD%A9%E8%99%B9%E5%96%AE%E5%BC%B5--%E4%B8%80%E8%88%AC%E6%9D%90%E6%96%99%E5%AE%9A%E7%A8%BF%E7%89%88.pdf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7631_2_%E5%BD%A9%E8%99%B9%E5%96%AE%E5%BC%B5--%E4%B8%80%E8%88%AC%E6%9D%90%E6%96%99%E5%AE%9A%E7%A8%BF%E7%89%88.pdf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7631_2_%E5%BD%A9%E8%99%B9%E5%96%AE%E5%BC%B5--%E4%B8%80%E8%88%AC%E6%9D%90%E6%96%99%E5%AE%9A%E7%A8%BF%E7%89%88.pdf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7631_2_%E5%BD%A9%E8%99%B9%E5%96%AE%E5%BC%B5--%E4%B8%80%E8%88%AC%E6%9D%90%E6%96%99%E5%AE%9A%E7%A8%BF%E7%89%88.pdf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7631_2_%E5%BD%A9%E8%99%B9%E5%96%AE%E5%BC%B5--%E4%B8%80%E8%88%AC%E6%9D%90%E6%96%99%E5%AE%9A%E7%A8%BF%E7%89%88.pdf


健保給付觀點下的醫材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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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材料 

定義： 

有別於已涵括於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 

「一般材料」（如53%手術材料費，或涵括於檢
查、檢驗或治療費之一般材料費，如棉棒、紙膠、
手術中使用的敷料、各種縫合線、刀片、外用消
毒藥劑、生理食鹽水、開刀巾、採檢體費 ……等
等），而可以另行計價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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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民國102年2月第一次共同擬訂會議料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28465_2_附錄掃描檔-1.pdf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一編 總則 

第3條 

本標準所列特殊材料項目係指於相關診療項目

收費外，可向保險人另行申報之項目。 

本標準未列項目之支付價格已包含於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相關手術材

料費、處置費、麻醉費或檢查費項目支付點數

內，不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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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產品擬建議 
納入健保給付前的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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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一編 總則 

第4條 

本標準未收載之品項，由藥物許可證之持有廠商或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檢具本保險藥物納入給付建議書，
向保險人建議收載。新藥及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品項
者，其建議書應含財務衝擊分析資料，經保險人同意
後，始得納入支付品項。前述未收載品項，保險人應
依本標準之收載及支付價格訂定原則，並經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以下稱
藥物擬訂會議）擬訂後，暫予收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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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特材收載決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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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47條： 

可建議納入本標準支付之特殊材料品項 

21 

ㄧ 
屬於本標準特殊材料所
收載之類別 

既有功能類別 
建議書–特材專用
（A4-1~A4-3） 

二 
屬新功能類別之特殊材
料，經藥物擬訂會議評
估可收載者 

新功能類別 
建議書–特材專用
（A3-1~A3-5） 

根據2012年10月23日健保署函文(健保審字第1010076015A號)，說明「為避免重複

作業，請以特材商為主要提出建議單位，除非特材商因故無法提出，始得由醫事機

構提出，提出前請先查詢健保署全球資訊網，確認該品項是否已登錄在案。」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28380_2_藥物納入健保給付建議書相關函文.pdf 



既有功能類別特材 

在健保制度下的處理程序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 第53條 

具有同功能類別之特殊材料，依同功能類別品項
之最低支付點數核價。 

• 第6條 

有關保險人暫予收載之生效日期如下： 

一、新建議收載之品項或增修之藥物給付規定：
當月十五日前（含）同意者，於次月一日生
效；當月十五日後同意者，於次次月一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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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功能類別特材收載與核價流程 

23 



既有功能類別特材建議納入健保給付案件 

提共同擬訂會議報告之時程表 

24 

健保署收文日期 暫訂提報共同擬訂會議日期 

104年12月31日(含)以前 105年03月17日 

105年02月29日(含)以前 105年05月19日 

105年04月30日(含)以前 105年07月21日 

105年06月30日(含)以前 105年09月08日 

105年08月31日(含)以前 105年11月17日 

註：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特材部分，原則上將
於每個單數月份第三個星期四開會。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23582_2_修既有功能類別特材」建議納入健保給付案之時程表1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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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對應診療項目之醫材 

在健保制度下的處理程序 



雙極前列腺刮除術/汽化術 

2016年1月1日起納入健
保給付 

綠光雷射前列腺氣化術 

銩雷射前列腺氣化切除術 

鈥雷射前列腺氣化切除術 

二極體雷射攝護腺挖除術 

達文西手術 

微創內視鏡椎間盤切除術 

經導管主動脈主動脈瓣膜
置換術 

腎動脈神經阻斷術 

迷走神經刺激系統植入 

迷走神經刺激參數調整 

分子吸附循環系統 

列入HTA評估之新醫療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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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27918_3_醫療科技評估期間或已完成
HTA後不同意納入健保支付診療項目虛擬醫令代碼異動檔(104.12.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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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對應診療項目之醫材 

在健保制度下的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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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面使用醫材之作業流程圖 

參考來源：民國104年11月第17次共同擬訂會議資料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29753_2_議程上網.pdf 



新功能 (非屬既有功能) 類別特材 

健保署審查之前置作業 

已向健保署提出核價建議並經受理，該等

品項名稱、品項代碼及醫療器材許可證字

號予以公布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回函廠商。 

審查前通知廠商檢送4份完整資料。 

必要時連繫廠商至健保署介紹新特材。 

收集病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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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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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健保署受理收載與核價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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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1&menu_id=713&WD_ID=850&webdata_id=4486 



非植入物可研議納入特材給付之醫材 

優於健保已給付之過程面醫
材 

– 葉克膜 

– 塗藥氣球 

– 導引導線 

過程面使用之Y碼醫材 

短期留置於體內或體表之醫
材 

– 大便失禁套件 

– 傷口引流裝置 

– 可拆除式皮膚縫合釘 

短期與健保給付特材併同使
用之醫材 

– 傷口照護裝置及其配件-集
液包 

– 非動力式，單一病人使用，
可攜式之抽吸器具 

導入或移除植入物之醫材 

– 導線移除裝置 

– 雷射分離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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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民國104年11月第17次共同擬訂會議資料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29753_2_議程上網.pdf 



新功能 (非屬既有功能) 類別特材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52-1條  建議收載納入本標準之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分類：  

一、創新功能特殊材料： 

醫療器材許可證之持有廠商須提出與現行最佳同 功能或類
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之臨床試驗文獻比較證據，顯示臨床功 

能或療效有明顯改善之突破創新特殊材料；該特殊材料為現
有治療之 第一個建議收載特殊材料，且無現有最佳特殊材
料可供比較者，得以該疾病現行標準治療方法，包括外科手
術、支持性療法等，作為療效 比較之對象。  

二、功能改善特殊材料： 

與現行最佳同功能或類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比較 ，顯示具
有臨床價值之功能改善之特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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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收載與核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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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請列為自付差額特材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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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22727_2_全民健康保險辦理自付差額特殊材料之作業原則
(103年6月11日生效)(103.06.12更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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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會討論自付差額特材案之作業流程 



新功能類別特材支付點數訂定原則(1) 

創新功能特殊材料： 
 原產國特材價格。 

 國際價格中位數。 

 公立醫院依政府採購法採購決標價格之中位數，除
以收載時最近四季結算之醫院總額部門浮動點值之
平均值。 

 各層級醫療院所收取自費價格之中位數。 

 依成本計算。廠商須切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
且須經保險人邀集成本會計、財務及醫療專家審議。 

 廠商之建議點數低於前五目訂定之點數者，得採該
建議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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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52條之2 



新功能類別特材支付點數訂定原則(2) 

 功能改善特殊材料： 
 國際價格最低價。 

 國際價格比例法。 

 公立醫院依政府採購法採購決標價格之中位數、平均
價或最低價，除以收載時最近四季結算之醫院總額部
門浮動點值之平均值。 

 各層級醫療院所收取自費價格之中位數、平均價或最
低價。 

 療程費用比例法。 

 既有類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之支付點數。 

 既有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有無附加功能之比例換算。 

 廠商之建議點數低於前七目訂定之點數者，得採該建
議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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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點數加算原則 

依療程費用比例法、既有類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之支付點數
核價者，得考慮以下因素，並與本標準已收載之既有類似功
能類別特殊材料比較，依下列方式加算： 

（一）更具臨床有效性，最高加算15%。 

（二）對病人或醫療從業人員更具安全性，最高加算15%。 

（三）可改善疾病或外傷的治療方法，最高加算15%。 

（四）能降低對病人的侵襲性，最高加算15%。 

（五）能明顯減少醫療或藥品費用支出，按比例加算，最高加算15%。 

（六）利於兒童之使用及操作者，最高加算15%。 

（七）用於罕見疾病病人或相較於既有類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推算
使用對象病人人數較少者，最高加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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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診斷關聯群 (DRGs) 

制度下之特材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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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七部 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 
(Taiwan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Tw-DRGs) 

第一章 通則 之 第二條 

各Tw-DRGs之給付，已包含當次住院（急診轉住院者，
含急診及住院)屬本標準及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所訂各項相關費用，特約醫療院所不得
將屬當次住院範圍之相關費用移轉至門診或急診申報，
或採分次住院，或除病患同意使用符合「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收取自費特材費用規範」規定之
特材外，另行向保險對象收取給付範圍費用，違反本
項規定者，整筆醫療費用不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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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七部第一章 通則 之 第六條 

第(五)項：下列項目得另行核實申報不含於DRG支付點數 
1. 生產（說明略） 

2. 安胎（說明略） 

3. 次診斷為癌症及性態未明腫瘤（說明略） 

4. 使用呼吸器之個案（說明略） 

5. 施行洗腎之個案（說明略） 

6. 生物製劑 

7. 另行核實申報特材項目 (核價類別代碼略) 

• Spine system (脊椎系統相關特材) 

• PTCA (經皮腔內冠狀動脈成形術相關特材) 

• ICD (心臟整流去顫器相關特材) 

• PTA_LVAD (經皮腔內動脈成形術、左心室輔助裝置相關特材) 

第(六)款：使用新增全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之個案，除依前述(一)至
(三)、(六)項計算DRG支付點數及另行核實申報點數外，得依
「DRG支付制度下新增全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因應方案」規定
加計額外醫療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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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七部第一章 通則 之 第十四條 

DRG案件使用符合「全民健康保險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收取自費特材費用
規範」之自費特材，其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收費及健保支付方式： 

(一) 病患同意使用符合上述規範之自費特材，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收取
該特材之全額自費。 

(二) DRG支付點數需扣除自費特材替代之原健保給付特材品項之支付點
數，替代之特材品項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自行併同醫療費用申報。 

(三) 併同醫療費用申報資料：自費特材（含不給付項目及不符適應症之
個案）之品項代碼、單價、數量、收取自費總金額；替代之原健保
給付特材品項代碼、支付單價、數量及支付點數，未如實申報自費
特材及其替代品項者，整筆醫療費用不予支付。 

(四) 自費特材收取金額不得計入本通則六所稱實際醫療服務點數計算。 

 

43 



DRG支付制度下 

新增全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因應方案 

• 第二條  全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 (以下稱新特殊材料)：
係指經保險人「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擬訂會議」決議具全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之品項。 

• 第三條：新特殊材料對DRG支付點數影響評估方式： 

(一) 第一類：使用新特殊材料導致臨床診療型態或手術方式改
變 (例如傳統手術改變為內視鏡手術)，醫院過去住院申報
資料，缺乏相同診療型態或手術方式個案之醫療利用資料，
無評估使用新特殊材料之醫療點數影響。 

(二) 第二類：使用新特殊材料惟手術方式不變（評估方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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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G制度下之特材收載與核價作業 

• 特材收載、核價作業原則與程序 不變 

• 廠商建議收載書表之填寫配合事項 

– 新增ICD-10 PCS碼 

– 完整填報相關診療項目、DRG代碼，以及 

被取代醫療科技之健保給付資料。 

• 新功能類別特材經評估，符合加算條件者，
則得予加算。 

45 



醫療科技評估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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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評估 
    (HTA,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 醫療科技泛指藥品、醫療器材、診斷、手術、疫苗、篩檢等各式
醫療科技 

• 決策者與科學證據間的橋樑，決策的輔助 

• 講求系統性、透明度、無偏見、可被驗證公正透明 

• HTA的目標是讓決策者能有充份的資訊，而非下決定 

– 評估 (Assessment)   

• 對醫療科技的各方證據進行分析與整合 

– 建議者提供該醫療科技的特性說明及相關證據(建議書) 

– 公正第三方HTA評估人員： 

» 對醫療科技的各方證據獨立進行分析與整合 

» 驗證建議者提出之資料 

– 評議 (Appraisal) 

• 評議委員會依據前述評估所提供的資訊，對醫療科技是否給付、
如何給付等議題進行討論，並作出決策 



醫療科技評估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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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保險給付 

第41條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專家學者、
被保險人、雇主及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共同擬訂，報主管機
關核定發布。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專家學者、被保
險人、雇主、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共同擬訂，並得邀請藥物
提供者及相關專家、病友等團體代表表示意見，報主管機關核定發
布。 

前二項標準之擬訂，應依被保險人之醫療需求及醫療給付品質為之；
其會議內容實錄及代表利益之自我揭露等相關資訊應予公開。 

於保險人辦理醫療科技評估時，其結果並應於擬訂前公開。 

第一項及第二項共同擬訂之程序與代表名額、產生方式、任期、利
益之揭露及資訊公開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AT0201.asp?lsid=FL01402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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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藥物收載決策的相關流程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New Drug Listing since 2013 

NHIA: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former: BNHI) 

PBRS: Pharmaceutical Benefit and Reimbursement Standard  

MOHW: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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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42條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訂定，應以相對點數反應各項服
務成本及 以同病、同品質同酬為原則，並得以論量、論病例、論
品質、論人或論日 等方式訂定之。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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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成本效益及本保
險財務；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訂定，亦同。 

醫療服務及藥物屬高危險、昂貴或有不當使用之虞者，應於使用
前報經保險人審查同意。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前項應於使用前審查之項目、情況緊急之認定與審查方式、基準
及其他相 關事項，應於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中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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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HTA案件之條件 

• 新收載案件 

– 新成分、新給藥途徑、新療效複方藥品 

– 新功能類別特材 

• 藥物給付規定新增或修訂案件 

– 藥品案件 

– 特材案件 

http://testnhi.pstcom.com.tw/webdata/webdata.aspx?menu=17&menu_id=659&WD_ID=897&webdata_id=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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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HTA案件之條件 

• 新收載案件 

– 於國內5年內上市之新成分、新給藥途徑、新療效
複方藥品，其藥品單價大於10元，且建議者預估每
年費用超過1億者 

– 於國內5年內上市之新功能類別特材，且建議者預
估每年費用超過3仟萬者 

• 藥物給付規定新增或修訂案件 

– 藥品案件：對健保財務衝擊影響每年增加超過5仟
萬者。 

– 特材案件：對健保財務衝擊影響每年增加超過3仟
萬者。 

http://testnhi.pstcom.com.tw/webdata/webdata.aspx?menu=17&menu_id=659&WD_ID=897&webdata_id=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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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評估報告彙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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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評估報告之重點 
The key questions our HTA reports try to answer 

• 藉由研究並提供以下問題的最新證據，支持決策者做出高品質的
決策… 

55 



HTA報告的架構與格式 
申請品項基本資料 

醫 療 科 技
評 估 報 告
摘要 

■相對療效與安全性 (人體健康) 

■醫療倫理 

■成本效益 

■財務衝擊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 (加拿大, 澳洲, 英國) 

醫 療 科 技
評估報告 

1. 疾病治療現況 

2. 疾病治療醫材於我國之收載現況(根據治療目標族群) 

3.療效評估報告 • 參考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報告 (加拿大, 澳洲, 英國)  

• 參考文獻資料庫(Cochrane/PubMed/Embase) 

• 參考其他實證資料 

4. 療效評估結論 

5. 成本效益評估 • 特材商執行之本土成本效益分析 

• 參考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報告 (加拿大, 澳洲, 英國)  

• 參考文獻資料庫

(CRD/INAHTA/Cochrane/PubMed/Embase) 

• 參考其他成本效益分析資料 

6. 疾病負擔與財務影響 • 疾病負擔 

• 財務影響 

7. 經濟評估結論 

參考資料 

相關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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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方法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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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上網之醫藥科技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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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諮詢會議/共同擬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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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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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本場次內容有建議或問題，請將您的意見提供至 

- Email: htacons@cde.org.tw  

- 或 傳真: 02-8170-6005 

mailto:htacons@cd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