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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部分醫療科技評估機構可能希望引用這本指引供他們自己使用。某機構或某

國家的特定資訊能補充或取代本指引各章節的原文，如︰評估流程；何時可參與；

如何參與；如何提供病人證據。附錄內容也可以修正或刪除來滿足當地需求。但任

何人引用這份指引內容時，請致謝本指引的原創作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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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通常基於病人需求來作醫療照護決策的訴求，似乎總被解決財務壓力及有效率運作
所掩蓋。問題是，我們在考量病人需求與偏好的同時，在現有醫療照護系統下是否
仍能達到 value for money的目標？ 
 
這答案是肯定的，但只能在透明、系統化的評估過程中，所有權益相關人員 

(stakeholders) 都能有所貢獻，而且所得到證據都能公平對待與經得起考驗。這樣的
一個過程以醫療科技評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的形式已經存在，但是
HTA 是複雜的，因不同的健康系統而有差異且不一定包括所有的權益相關人員。 
 
通常醫療科技評估是以 ”實證基礎” 的方式進行，主要從醫學、社會、經濟和倫理議
題的角度，來探討一個醫療科技在使用後的結果。因此，病人能提供什麼證據呢？ 
 
病人可以對一項醫療科技的各方面都能表達一些意見，但他們能貢獻的最重要訊息
是描述該醫療科技的好處或所帶來不希望產生的反應。沒有任何人能比病人更適合
解釋自己所罹患的疾病或使用該醫療科技所帶來的衝擊。然而，如何將這些重要的
意見、需求和偏好歸納成一種證據形式，在醫療科技評估中使用，不是一件簡單的
事。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指引，認識醫療科技評估，是如此有價值。 
 
這本指引是為病人團體或組織而寫的，他們想代表病人而發聲，且正努力想理解什
麼是醫療科技評估，以及他們能提供何種最佳的協助。此指引列出一般 HTA 的進行
流程並提供幾個詳細的例子，說明對下列問題如何提出貢獻：疾病所造成的負荷， 

醫療科技的治療效果及對照顧者的衝擊。此指引也解釋如何收集病人經驗的資訊，
及如何呈現書面資訊來確保訊息是清楚的。針對個人如何提供證據的建議，該祕訣
可能對大家都有幫忙。 
 
要預估使用一個醫療科技的長期效益與判斷其真實價值，只有確保病人、病人家屬
及大眾能有效參與，並以夥伴關係共同合作，才能真正達到。因此，我很榮幸推薦
這本清楚、實用的指引，不僅是對病人、病人家屬和大眾，也對所有正參與醫療科
技評估並持續尋找方法來改善做法的同好。 
 
Karen Facey  
Chai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Interest Group on 
Patient/Citizen Involvement in H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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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引之目的 

這本實用的指引描述病人、病人家屬和大眾對改善醫療照顧之決策的貢獻，基於提
供在疾病下生活經驗的相關訊息，以及使用醫療科技對病人生活的衝擊等資訊，可
以促進健康照護決策的品質。此指引之目的是幫助病人，病人家屬和大眾在醫療科
技評估過程中能有效率地呈現經驗。其主要讀者是為病人發聲的病友團體。 
 
遵循這本指引的建議並不保證該醫療科技會被核准使用，但它可幫忙確認你的聲音
會被聽到。 醫療科技評估過程可能導致該科技被拒絕或者不被建議使用。 
 
更明確的說，此指引之目的是︰ 

• 增進對醫療科技評估過程的了解，包括對專有名詞的認識 

• 增加非專業人士的技能以貢獻於醫療科技評估過程 

• 提供指引給病友團體及大眾以貢獻於醫療科技評估過程 
 
在某些使用醫療科技評估來支持醫療照顧決策的國家，病人和大眾有被邀請參與評
估的過程。例如，西班牙的 HTA agency for Andalucia 在網站上有一區塊邀請公民針
對某醫療科技提供意見，並建議一些他們有興趣的議題。 
 

由於每個國家 HTA過程都有差異，甚至一個國家內會有不同 HTA的做法，如果你
希望能夠參與，請詢問執行醫療科技評估的相關機構，請他們建議你能如何貢獻。
該機構會知道他們需要病人提供何種證據。  
 
已經參與 HTA的病友團體會發現這是極挑戰且耗費相當多資源的活動，特別是時
間。這指引能幫助病人和大眾參與 HTA，但瞭解到底牽涉到什麼事是很重要的。與
已經參與的團體多聊聊可更清楚瞭解到底有多少工作要做。在附錄 1內有收載兩個
案例是從有經驗的病友團體所提供。目前最有經驗有病人及大眾參與的 HTA機構，
可能是英國的國立健康與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其網站上 (www.nice.org.uk) 有公佈參與哪些醫療科技評
估案的病友團體名字。[可以至 NICE的網站 (www.nice.org.uk) 上，進入 NICE 

guidance by type 或 NICE guidance by topic，查詢個別評估案件權益相關人員的名單] 
 
本指引也可能對那些 HTA過程尚未建全發展的國家之病人和大眾使用。這類基於病
人及大眾貢獻於 HTA過程的經驗資訊，可以提升大眾意識到一個疾病的衝擊以及需

http://www.nice.org.uk/�
http://www.nic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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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預防與治療科技的重要性。這些資訊也能應用到不同的環境，如：媒體宣傳
及遊說或者協助個人與醫生諮詢，以幫助個人有更好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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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科技評估和它的運用 
 
2.1  什麼是醫療科技 (Health technology)? 

醫療科技是一個名詞用來涵蓋醫療照護中所有的處置。包括︰ 

o 任何預防計畫 (如︰兒童接種疫苗計畫)  

o 診斷檢驗 (如：在分娩過程能快速診斷是否為 B型鏈球菌感染)  

o 一種醫療裝置或儀器設備 (如︰臉部缺損修復所用的鈦植入體) 

o 一種藥品 (如︰第一型糖尿病人使用的速效型胰島素類似物, Lispro) 

o 一項內科或外科處置 (如︰腹腔鏡檢查) . 
 

2.2  什麼是醫療科技評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醫療科技評估是一種形式的政策研究，在探討使用一種醫療科技後的短期及長期後
果。它是一個多領域的過程，將使用該醫療科技後相關之醫學、社會、經濟及倫理
等議題，以系統化、透明、無偏見、經得起考驗的態度整合資訊。若所獲得的數據
有限，則 HTA可以自行產生資訊。HTA不僅在歐洲有執行，它已在全世界的醫療照
護提供者廣泛使用，而且使用範圍也在增加中。 
 
雖然HTA是最近發展出來的一個正式過程，但醫療新科技引進的決定早就有基於相
關的數據。例如：瑞典醫療照顧科技評估委員會 (Swedish Council on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 Health Care，SBU) 成立於1987年，原為政府機關，至1992年，演變為
獨立的公共管理局 (public authority)。另一個組織，在2004年德國成立的醫療照顧品
質與效率研究院 (Institute f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Health Care，IQWiG)，在評估
過程、審議和最終政策的決定則分屬於 IQWiG 及聯邦聯合委員會 (G-BA) 之權責。
在附錄二有描述 IQWiG 如何經由一流程獲得病人的觀點。 
 
醫療科技評估之最終目的是提供資訊來發展出安全、有效的健康政策，能以病人為
中心並達到政策決定者所定義的最高價值。HTA所支援的決策、例如︰ 

•••   治療 A在國家健保系統內應該被給付嗎？ 

•••   哪些病人群應該接受此治療？ 

•••   病人應該接受多久的治療？ 
 
醫療科技評估是一個寬廣的概念。例如，若審查一個藥品，它可能包括有效性 (此藥
在臨床試驗的理想設計中，治療效果如何?)，安全性，上市後現實治療的效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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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藥後對社會、法律、倫理和政治的影響。在一些國家，會正式要求 HTA中必
須包括經濟評估的結果(即成本效益評估)，以協助收載與給付的決定。以芬蘭為例，
HTA所涵蓋範圍是︰ 
 

• 乳癌病人的淋巴減腫脹物理療法 (Lymphoedema therapy): 它的效果，目前治療
的作法和費用 

• 在糖尿病管理中自我血糖之監測 

• 評估直升機緊急醫療服務的效果 
 

醫療科技評估可能是看一項科技對個別病人的影響，對一群相似病情病人的影響，
或對整體健康照護系統的影響。HTA可針對許多不同來源的證據做評估，如︰ 

•••   系統性回顧所有臨床試驗； 

•••   經濟評估； 

•••   評估對健康照護服務的影響； 

•••   來自科技使用者的證據。 
 
醫療科技評估也可能使用模式分析，其中做了許多特定條件的假設來估計或做“最好

的推測”，例如，在某醫療環境下使用該科技的成本花費。 

 
 
2.3 為何要使用醫療科技評估?  
 
人們面對疾病的挑戰需要接受有效的治療與照顧，以儘可能的回復健康。同時，也
有公共衛生的需求來預防疾病。但資源是有限的，必須基於負擔能力及效果來適當
分配醫療資源的使用 (很多治療對某一特定疾病的所有患者並非全部有效，是否應限
定使用於某些條件的病人？)。 
 
政策如 “是否對類風濕關節炎的所有治療都需被給付，或者這資源應用給癡呆老人的
居家照顧?” 及 “是否每位超過 50歲的人都須接受血脂肪檢查，或是將該資源用於女
性青少年預防 HPV病毒疫苗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和子宮頸癌相關)?” 都是政策決定
者每天面臨的挑戰。 

 
決定何種治療是該保險給付，理論上應依據目前未滿足的醫療需求。例如，目前的
治療只給受影響的少數人，或會有副作用而有些人無法耐受。是否需要新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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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最好是直接去問有那疾病的病人以及他們的照顧者。他們的觀點應可提供決
策者什麼醫療照護應該要有給付。這指引就是要協助確保那些意見能有效地呈現。 
 

2.4 醫療科技評估是如何被使用? 
 
在歐洲，醫療科技評估的使用在各國都不一樣。在一些國家，例如英格蘭和威爾
斯，醫療科技評估基於判斷所提供的治療與技術是否多付的金額值得其價值(value 

for money)，用來決定某藥物治療或其他科技是否應該在國家健康服務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上得到給付。而在其他國家，其重點可能放在效果和成本效益的證據
上，不是 value for money。這主要是因為 NICE有公佈願付金額的閾值。 
 
醫療科技評估能提供資訊來支持健康照護優先順序的決定，或何種新治療應被給付
的具體決定，例如︰ 

• 衛生部門想提供適當的篩檢計畫； 

• 健康照護保險單位決定哪項科技(例如，手術、藥品) 應被給付；  

• 醫療院所決定是否排除或引進新科技  (例如: 新穎形態的放射治療) ；  

• 健康產業廠商推出新產品  (例如: 呈現某價格購買該產品是值得的)。 

 
醫療科技評估報告的某些部分內容，病人個人也能使用，包括︰ 

• 病人和病人家屬決定目前已給付的治療選擇中，哪個最符合他們的需要； 
• 某些民眾想要參與一個篩檢計畫。 

 
 
2.5 醫療科技評估是如何執行?  
 
各國執行評估的流程和方法會因組織的不同而有差異。簡單的可能就是以有效方法
評估現有的證據來更加瞭解臨床情形，或澄清目前治療科技的最新發展，或決定何
種治療可被健保局所給付。想參與評估的病人及大眾需要清楚了解過程以及如何使
用醫療科技評估結果。在附錄 3有兩個評估過程的例子。在附錄 4有列出歐洲國家
的醫療科技評估機構。 
 
雖然醫療科技評估過程變化多端，但一般認知的四個核心部分都有包括在內:  

 目前的醫療需求，現在已不能滿足該需求 

 目前的臨床治療流程，是否有該需求 

 該新科技的療效證據以及對該證據的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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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新科技的 value for money (與參考品比較，每增加一個療效須多花的錢，
健保局是否願意花？若願意，就是有價值。雖然不一定被考量)  

 
用來評估問題之答案的證據，例如︰ 

 此新科技是否真有效？ 
 它可提供什麼益處且受益的對象是誰？ 
 它要花多少錢 (對醫療照護服務或對病人來說，等等)，包括機會成本 (若將

經費用於其對照參考品，所能獲得的效益)？ 
 若與對照參考品比較，新科技是否更有效率(efficiency)?  
 在現有醫療環境使用是否有效？我們要收載給付嗎? 如果是的話，我們又應

該如何給付呢? (這是分析各國所處的醫療環境，這讓 HTA與其他領域不
同，這讓評估者可以依據自己國家的醫療系統相關特性做評估，以建議自己
國家的政策決定者)。 

 

 
 

健康經濟學，是將經濟學原則應用到健康及醫療照顧，是用來提供實證以支持 value 

for money的考量。健康經濟數據可能包括直接成本 (例如:一位病人使用幾種藥品或
在一定期間內的住院天數) 及間接的成本 (例如:無法工作時數的薪水損失)。這成本
的數據結合臨床效果的數據，就形成成本效果的預估值。 

 
有些 HTA 流程已有正式的方法學來進行成本效果分析。這些評估常基於許多臨床數
據和/或個人經驗和意見的假設。預估值的準確性常取決於假設的制定。若新科技評
估只有非常有限的經濟學數據，則該模式分析的結果可能不完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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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針對現有數據的科學性評估(scientific assessment)，不論在何地執行 HTA都有
類似的做法，然而，新科技是如何做評議 (appraised) (即如何利用評估的結果，來
形成其在醫療照顧上價值的建議與正確使用) 則各國之間差異很大。因此，各國之間
會有不同的決議看是否給付該新科技，導致是否能廣泛使用該科技也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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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若你的國家沒有醫療科技評估之流程?  

 
有些國家並沒有正式的 HTA或其他類似流程將外部意見列入參考。這本實用的指引
對那些國家仍有用處，可指出如何收集資訊來呈現一個科技的重要性。這資訊可用
來︰ 

 來說服醫療照護專業人員某治療對病人的價值  
 可作為媒體宣傳 (media campaign) 的依據 

 去遊說政界人士 
 來支援個別患者，它一直試圖獲得該新科技的治療。 

 
由一廣泛群體去收集資訊可協助呈現該科技對很多人都重要，而不是僅為了個人。
即使在施行 HTA的國家，病人仍使用該資訊在沒 HTA的環境來增加他人對他們需
求的注意力。 

 
3. 病人，病人家屬和大眾對醫療科技評估的貢獻 

 

此節想說明為什麼病人經驗是重要的。它描述什麼是病人證據並提供一些指引來協
助 HTA過程的進行。這指引不是一個絕對的準則，應被視為是一個架構並隨特殊流
程需求可做調整。這病人證據的支持資訊也可運用到其他用途，如：提供給政界人
士來獲得此新科技的使用。 
  
遵循這本指引的建議並不保證該醫療科技會被核准使用，但它可幫忙確認你的聲音
會被聽到。 醫療科技評估過程可能導致該科技被拒絕或者不被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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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為什麼病人經驗是重要的 

 
雖然 HTA的結果與許多權益相關人員有關，但病人及其病人家屬、大眾經常是最直
接被 HTA決定所影響的。因此，將他們的觀點納入 HTA過程裡考量是很重要的。 
 
醫療科技評估傾向於審閱所搜集到的科學性研究實證 (如附錄 3 描述)。因此只收集
到很有限的證據，探討新科技對病人、病人家屬或大眾每日生活的真正衝擊。要確
保真正衝擊被瞭解的最好方法，就是請病人自己(及他們的病人家屬)來提供親身經歷
的證據。 
 
病人和病人家屬所提供的證據是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它是 ”經驗性的” 證據。沒有
人會比那些日夜和疾病共處的病人及他們的家人、照顧他們的朋友更了解得到這疾
病的感受。這是獨特的洞察力，是病人和病友團體最有用能貢獻給 HTA 過程的地
方。病人和病人家屬能瞭解並描述治療所帶來的好處和副作用的真實程度。例如︰ 
 

 說每天嘔吐 5 次的意義較弱，不如說這代表你不能去上班會更有意義，或者
說它發生如此迅速以致於你來不及去洗手間，且必須在吐完後自己去清理。 

 記錄因現有治療所造成的疲倦是極嚴重的，所指的是: 你必須整天躺下，而
且不能照顧你的孩子。 

 解釋一個口服藥品比靜脈注射治療更可被接受，不如說它表示可以不用常去
醫院，並且可以繼續過著一個更正常的生活。 

 描述一個治療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說”根本不可能讓我整天站著”，不如說”我
根本不能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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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效應可能包括：為了接受治療去門診所花的時間或住院幾天；在治療期間的不
舒服情形；健康的問題使得無法去工作；須注射點滴液的無聊； 或者缺乏力氣來適
當飲食。這是疾病及治療對生活各個層面的影響，也是為什麼病人及大眾的證據是
那麼重要的原因。 
 
也許將病人證據強調在傳達病人的需求，而不是鼓吹獲得某治療會更有意義，因為
這樣可使該治療在沒有核准給付時，HTA 仍能回應這些需求。參與 HTA 可提供機會
讓醫療專業人員及決策者了解病人 (不管你是個人或是組織代表) 對醫療資源的需求
與偏好。  
 
一般大眾(即市民)在某些醫療科技評估有其角色。例如，可以澄清一個篩檢計畫可能
很難被接受，將導致很低的使用率。 

 
3.2 什麼是病人證據 

 

病人證據可以透過質性研究來發展出來，它可描述意見和見解，而不是典型的統計
分析量性研究。病人及病人家屬可經由焦點團體或面談機會被邀請參與質性的研
究。若機會允許，這是一個有效的方式來貢獻於 HTA 過程。 
 
或者，另一方法，病人、病人家屬及大眾可直接提供資訊給 HTA。在提供你的病人
證據前，請先和相關的 HTA機構查詢你應該提供什麼資訊。個別的機構可能會有自
己的指引來提醒你如何遵循。例如，英國 NICE就有一份給病友團體的指引，稱：
Contributing to a Technology Assessment: A guide for patient/carer groups. 這份指引可在
以下網址查閱 

(http://www.nice.org.uk/getinvolved/patientandpublicinvolvement/patient_and_publi
c_involvement.jsp)。 
 

http://www.nice.org.uk/getinvolved/patientandpublicinvolvement/patient_and_public_involvement.jsp�
http://www.nice.org.uk/getinvolved/patientandpublicinvolvement/patient_and_public_involvemen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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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證據可以包括: 
 

i) 疾病的負擔 (Burden of illness) 

• 疾病的進程 
o 短期或長期 
o 會造成的一些症狀 
o 一些難以忍受的病症 
o 致命與否 

• 此疾病對下列情況的影響:  
o 日常生活 
o 工作能力 
o 社交生活 
o 和家庭及朋友的相處 

• 對個人精神安適狀態的影響 

• 罹患此疾病之患者會有哪些活動很難執行 

• 是否疾病將阻礙病人去完成他原本計畫的生命角色 

• 是否此疾病或治療會帶來痛苦 

o 病痛將如何干擾病人的日常活動 

o 是否止痛藥需常規使用 

• 病人認為此疾病的哪些問題最難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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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對正評估的新科技 

• 病人及病人家屬對新科技的期望是什麼? 

• 此新科技帶來何種好處?  

o 新科技比目前已存在的治療多帶來哪些好處? 

• 是否它可幫助病人完成他原本計畫的生命角色? 

• 這新科技所帶來的益處對病人有多重要? 

• 治療所帶來的哪些效果，病人認為價值最高 ? 

• 帶來的益處對病人的日常生活有何影響? 

• 新科技將帶來哪些副作用反應 ? 

o 這些不希望發生的反應和其他治療相比是如何呢? 

o 新科技帶來的利益與害處相比，能平衡嗎? 

• 若病人無法獲得此新科技，會有何影響? 

• 病人及病人家屬對此新科技的評價如何? 

• 此新科技是否容易融入病人的日常生活? 

• 對病人精神安適狀態的影響是什麼? 

• 此新科技對病人財務衝擊有多少? 

o 看病路程的車費 

o 收入的損失 

o 支付病人家屬的費用 
 

在病人證據中很重要須解釋一點：雖然一個新科技可能帶來不期望之副作用，而
讓評估小組覺得無法耐受，但對與該疾病共同生活的病人來說，短時間的不舒適
可帶來長時間的利益。例如，以骨髓移植來治療癌症可能非常難耐受，且需待在
醫院隔離病房一段時間，但若它可治癒疾病，多數病人仍會認為這樣的治療是值
得的。就是這種罹患疾病之病人(或照顧者)，他們如何衡量科技所帶來的益處及麻
煩點，是要對評估小組解釋並獲得瞭解的。 
 
病友團體想強調病人會使用許多適應機制，如改變飲食或使用中草藥或針灸等傳
統療法，配合著新科技一起使用。 

 
iii) 對病人家屬(caregivers)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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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病人家屬經驗納入考量是很重要的。這包括病人疾病進展會如何影響他們。例
如:  

• 運用下班時間來照顧病人 
• 幫病人支付一位照護者 (carer) 
• 因病人無法照顧小孩，所以需支付照顧小孩的費用 
• 因需要減少工作時數，會有財務困難 
• 看到病人受苦難 
• 健康欠佳，因為他們將所有精力都用來照顧病人 

這也可能包括此科技如何改變病人家屬的生活。 
 

3.3 何時可參與醫療科技評估 
 

病人及大眾有機會參與 HTA 過程的所有階段，但這在不同國家間及同一國家內可能
都有所差異。或許有機會可建議一些主題，是對罹患某疾病之患者有極大生活影響
的題目（參見附錄三 NICE 評估流程中的第一階段）。這可能是一種治療具有較少
副作用或不同的副作用，也可能是能獲得一種處置如生理療法，或在本國還未引進
的某些科技。 
 
至於是否 HTA 會有幫忙或是否反而減少獲得某一種科技，則應小心考量。這取決於
HTA 是如何被使用的：若是用來決定一個科技是否符合 value for money，則一個負
面的評估可能反而得不到給付。若一個療法是非常新，或它只能在非常少數病人使
有，則可能沒有足夠證據能證明它是有價值的，這時就可能導致負面的建議。 

 
3.4 如何參與醫療科技評估 
 
去了解 HTA 機構正在做什麼 

若你們國家有全國性或區域性的 HTA 機構 (參見附錄四的歐洲 HTA機構)，你們應
上該機構的網站看看它們是否有提供工作計畫。在一個國家中可能有多個 HTA 機構
或某機構可能專長於某個領域，因此，你們可能需要查閱許多網站。這些資訊也可
能出現在政府的健康衛生相關網站上，若這些資訊沒有出現在網際網路上，那麼你
們可以寫信或打電話給 HTA 機構請它們提供相關資訊。 
 
決定是否要貢獻於某一項醫療科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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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個 HTA 對你、你身邊的人或接受你機構服務的病人有影響，而你有資源可以運
用，則你應考慮提供相關資訊來評估該疾病及/或治療科技。重要的是執行評估的團
隊要能瞭解罹患特定疾病的病人是如何生活的，而你或你的機構可提供那些證據。 
 
假如我們沒有被要求提供資訊，該怎麼辦？ 

若你沒有被要求提供資訊給 HTA，你應該與執行評估的機構聯絡並提供你的幫助。
被該評估所影響的人具有重要的觀點須傳達。你應該解釋你所經歷過（與臨床情況
及/或科技相關）的經驗，以及你所提供經驗之相關性。例如，針對中風病人評估一
個語言治療計畫，將需要瞭解執行該計畫的實用性，而受到中風所影響的人（病人
及其照護者）是提供該經驗最好的人。或者針對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評估其住院及
門診治療策略之相對價值，將因清楚理解這兩種方式被病人接受程度而有所助益
（議題諸如對旅行、照顧小孩、下班時間運用…等之影響，都會對這兩種方式如何
被檢視而有所衝擊）。 
 

3.5 如何提供病人證據？ 
 

在前一節 “什麼是病人證據”中，已條列出病人、其照護者以及大眾可提供評估的資
訊，以下段落將描述你可如何提供這些病人證據。 

 
把書面之病人證據整理在一起 

要做出有效貢獻之關鍵是確認你想要傳達的訊息是很清楚的。你所提供經驗為主之
實證內容的詳細程度，取決於評估機構的需求。基於這個理由，最好能詢問該 HTA

機構的意見。這個段落提供一個樣本格式，你可順應你的特殊情況做修正。在附錄
五中有一份病人證據內容的檢查表。 
 
病友團體可由許多來源收集某疾病經驗的資訊，花點時間計畫什麼是你想要在病人
證據內呈現的，以及你如何收集這些你想要呈現的證據： 

 
• 你是否已有一些數據 (例如，查問某個諮詢熱線可能已獲得一些相關資訊)？ 

• 你是否想經由一個問卷調查直接問病人他們的經驗？  

• 你是否能用焦點團體或問卷，一對一的討論？ 

• 是否有任何支持或病友團體你可以去問到病人或其照護者所面臨之問題？ 

• 是否有些議題曾經在網站上或官方會議中被討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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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要求病人及其照護者針對被評估的新科技以及作為比較的標準療法之間
做出選擇：他們會選擇什麼，以及為何作該選擇？ 

 
一個評估案必須消化的證據數量會非常多，所以，若無需要，就不要製造太長的稿
件。假如有大量數據來支持你的證據，如一份問卷調查的結果，可將這些放到附錄
中，這樣就不會稀釋你想要強調的重要訊息。 
 
引用某些個人的語句或經驗將能有效地說明你想強調有關新科技的重點，而且能讓
評估小組覺得該經驗很生動。然而要記得這些評估者是評估科學證據的專家，可能
不會被這些“個人奇聞軼史”所影響。 
 
不要假設這 HTA 評估小組會瞭解該疾病的所有意涵，有可能他們不充分瞭解但自認
為完全瞭解。同時，不要卡在小細節上，要確認你把重心放在有意義的事物上。 
 
學習其他人的經驗。詢問那些已有經驗將病人證據整理在一起的團體，詢問他們是
如何作的？有哪些方式有效哪些無效？一定要問 HTA 機構的建議，他們知道從病人
證據所需要的資訊。 
 
病友團體不應嘗試提供那些專家組織會提供的科學嚴謹之證據類型。應提供的是病
人與疾病共處的獨特經驗，這才是病人證據最可貴之處。 
 
 
提供書面證據 
 

病人證據之書面格式(format)可使用下列標題： 

a) 為什麼你的貢獻是真實的 

b) 對現有數據給予評論 

c) 對疾病的親身經驗 

d) 新科技所給的衝擊 

 
a) 為什麼你的貢獻是真實的 
 
為了正確評估由某個人或某一病友團體所提供證據的價值，執行 HTA 的小組需要瞭
解他們所提供資訊的立論背景，這將可幫忙此小組瞭解證據的效度。這應包括： 

• 描述提送證據之個人或組織及其使用者 

• 描述此組織是如何連絡上那些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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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組織提供給其使用者哪些服務 

• 病人證據是如何被收集的？這些是新收集的或是早已存在的資訊？  
 
對病友團體的一個特別挑戰是，使用過他們服務的那些人以及那些人的看法，可能
無法反映所有病人的興趣。 這不會使他們的觀點變得較不重要，但病人證據必須承
認其所表達的觀點可能不代表所有病人的觀點。 

 
病人證據不可讓被評估之科技失去焦點。一個病人的生命故事只有在解釋與該疾病
共同生活之經驗才有相關性。強調重點是只有從病人及其照護者獲得該資訊。 

 
b) 對現有數據給予評論 
 

對現有數據的一個評論可反映出有該疾病經驗者的觀點。這數據可能是臨床試驗的
報告，其來源可能是科學圖書館或從病友團體的醫學或科學顧問所提供。病人證據
可解釋一個科技的價值與整體疾病治療策略的相關性，同時可將其設定在自我醫療
的背景下，這往往是許多病人視為優先的處置。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能反映一個病人對當前生活狀態及健康的一種表達，是病友團
體最有可能對 HTA 做出貢獻的領域。病人及其照護者對生活品質的觀點必須在病人
經驗中呈現出來。臨床試驗中若有測量生活品質，則能反映有該疾病之患者在接受
或不接受新科技時，對平常生活的衝擊，這對 HTA 評估是很重要的。病人及其照護
者很明確知道一個疾病如何對日常生活產生衝擊，也知道某特定治療或處置策略能
如何影響其生活品質。雖然醫療人員對疾病瞭解較多而且對病人的情況感同身受，
但他們不可能瞭解每天與疾病相處的痛苦經驗。只有病人及其照護者才能描述出這
種感覺像什麼。 
 
許多測量生活品質的工具是針對某一疾病或與疾病的某特質（諸如疼痛、呼吸困
難…等等）有關聯，這些工具可在網站上蒐集 http://phi.uhce.ox.ac.uk/links.php。 

要病人或其照護者能夠有意義判讀這些科學證據可能須花一些工夫，但如此做有助
於評估小組能更容易瞭解其其相關性。 
 
病人家屬或聘來的照護者之生活品質，目前剛開始被認為是疾病治療的一個重要考
量，但仍常不被評估或記錄下來。 

 
c) 對疾病的親身經驗。 

http://phi.uhce.ox.ac.uk/link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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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2 單元，什麼是病人證據，已詳細記載。簡言之，它應說明與此疾病共同生活
的經驗，包括： 

• 症狀 

• 它如何影響每日的生活 

• 對壽命及生活品質的短期及長期衝擊 

• 疾病對心理及社交的影響 
 
d) 新科技所給的衝擊。 

在 3.2 單元，什麼是病人證據，已詳細記載。簡而言之，它應說明新科技對病人及
其照護者的影響。它可能包括： 

• 該治療所帶來的好處及不希望產生的作用 

• 對每日生活的影響 

• 接受治療及未接受治療，對心理和社交的影響 

• 財務方面的衝擊 
 

親自呈現出證據 

 

在某些 HTA 的流程中（諸如英國 NICE），罹患疾病的人有機會參加會議而且親自
提出他們的證據。要確保你所選擇的人有能力將訊息表達清楚，讓學術界及其他專
業的專家都能理解。NICE 承認，對病人專家而言，在參加會議之前及之後都能夠全
力貢獻與支持，是蠻困難的。 
 
當你得到 HTA 評估小組(panel)的注意後，要確定你在開始報告時，要先傳遞你想表
達的二或三個訊息。然後你可以闡明你的觀點，而在快結束前再次強調那些訊息。 

以下是一些增加自信的方法，可讓你在會議中較舒服些： 

• 嘗試坐在會議主席的視線之內 

• 準備一個記事本，以便記錄任何討論中你想要回應之內容 

• 若你覺得焦慮，可你腦中演練你打算說的內容 

• 點頭承認你已聽懂且認同的討論內容，但若你不同意，就解釋那原因 

• 假如你想表達你的觀點，應有禮貌但也要堅持 

• 使用簡潔且切合主題的陳述 

• 避免使用諸如『你必須…』等字眼來表達，而要以不具威脅性的方式陳述你
的意見，例如『罹患這疾病的患者應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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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覺得你的意見被人家誤解，應以不同的陳述方式再次表達同樣的觀點 
 

你表達重要觀點的時間可能有限，而且你可能不會被問到你想要回答的問題，所以
可使用一個簡單的 “計巧”，即所謂的 ABC：回答（Answer）、連結（Bridge）以及
控制場面（Control）；另一種說法是『三階段句子』。當被問到一個問題時你可： 

• 用第一個句子先來回答（Answer） 

• 對你想要傳達的訊息提供一個連結（Bridge） 

• 然後將你的資訊傳達出去讓人瞭解，即所謂的控制場面（take Control） 
 

譬如說，你想說明：物理治療可讓你不須他人協助就走到廁所，這可免除尋求他人
協助時的尷尬情況。 

 
當這個小組問你： ‘在沒有任何幫忙之下你可以走幾步？’ 

你可以回答： ‘過去我可以走五步，但在物理治療後我可以走 20 步，這使我
可以不需要他人協助，自行走到廁所’ 

 

若能指出某疾病或某治療對病人的一個後果影響，會非常有幫忙，這可能是評估小
組在討論中沒有想過的。 

 
3.6 以夥伴關係一起工作 
 

目前有許多非專業團體具有合法的立場在 HTA 過程中表達觀點。病人及大眾若能與
更廣的團體一起工作將更能受益，這些團體包括醫藥學院、保險公司、科學界的學
會、醫療界及產業界。所有這些團體都可能對病人、照護者以及大眾的興趣分享他
們的經驗。許多這些權益相關團體會參與 HTA 的過程，例如，他們可能提供在 HTA

過程中會被考慮的一些證據，或可能澄清新科技的可能使用範圍。 
 

想想看誰會是良好的工作夥伴：是否有其他夥伴可以一起工作來提出申請書？一個
聯合小組（多個團體成員之間代表著大量病人的觀點）所獲得的貢獻資料將非常強
而有力。此種聯合的聲音，有比較大的機會讓這聲音被聽見。病友團體能從使用其
服務的人來收集支持力量，這可以強化他們聲音之衝擊。 
 

專業團體（例如醫師、護理師或藥師的公學會）可能接受你們機構對某一科技的看
法。若是如此，仍要確保你的申請書內有整合他們的意見，這可讓評估小組看到所
評估科技的價值有一致的觀點。要注意的是若其他權益相關人員對該科技與你有不
同的觀點，要在你的病人證據中強調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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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知道某些權益相關人員有參與 HTA，與他們分享你的病人證據會很有助益。這
可確保評估小組不會收到病人經驗的衝突或矛盾的資訊。 

3.7 我們的貢獻會產生什麼後果？ 
 

人們罹患疾病的生活經驗，即病人證據，將會連同所有其他證據，由負責評估證據
之專家小組一起被考慮。 
 
提供病人證據並不保證該醫療科技會被核准使用，但它可幫忙確認你的聲音會被聽
到。 醫療科技評估過程可能導致該科技被拒絕或者不被建議使用。 
 
病人經驗會被如何使用須取決於 HTA 的流程。最好能與 HTA 機構討論以清楚瞭解
你所貢獻的證據將會被如何使用? 例如： 

• 是否會與目前的全部其他證據一起被考慮?  

• 是否會與其他證據具有相當的重視權重?  

• 是否在評估過程的某一個特別階段才會有相關性？ 

• 是否在評估過程中有多個機會能來提出貢獻?  
 
你也應該確認出 HTA機構內是否有某一位工作同仁可協助指導你來提出貢獻。 
 
評估後會發生什麼是很難預料的。可能是一個報告會建議該新科技應如何使用，於
何群體在何時。也有可能建議該科技不應使用，或僅能在某些條件病患群使用。若
這份報告是個草稿，你可能有機會對此草稿再提出意見。你可能需要閱讀報告中的
技術性資訊，而這些可能不容易瞭解。許多專有名詞可能難懂但在附錄 6 有簡明的
專有名詞解釋，而完整的專有名詞表可於下列網站查詢: 

(http://www.inahta.org/upload/HTA_resources/Edu_INAHTA_glossary_July_2006_f

inal.pdf). 
 
你可能需要尋求協助來判讀這些技術性資訊，這些協助可來自你機構的科學顧問、
來自專精於此類工作的學界院所（嘗試使用“醫療科技評估”、”公共衛生”、”醫療行
政”、”健康管理”、 ”醫療經濟”、或是 ”藥物經濟”的名詞來搜尋你國家的大學或學院
網站）、來自此科技的製造者或從 HTA 機構。重要的是你須瞭解這份報告草稿的含
意，所以你需要的話就要尋求協助。 
 
一旦此報告被完成，就會決定是否要以及如何來執行那些建議。 
 

http://www.inahta.org/upload/HTA_resources/Edu_INAHTA_glossary_July_2006_final.pdf�
http://www.inahta.org/upload/HTA_resources/Edu_INAHTA_glossary_July_2006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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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評估流程中，假如你不同意那些建議，或許會有機會再申訴。若這樣作，會
有人將訴願過程對提供證據的團體或個人作解釋。可能會有一個機會向評估小組解
釋他們當初沒有考慮到，但卻對病人來說是很重要的議題。評估小組可能不瞭解病
人們需要一個治療的選擇，因為某些病人可耐受某些治療相關的副作用，但其他人
可能無法耐受，例如某些病人可耐受某一種 statin，而其他人卻對另一種耐受較佳。 
 
並非所有病友團體或其他貢獻者會選擇再申訴。若你覺得你的觀點沒有被聽到可能
會感到沮喪，但這可能是因為考量了其他更有意義的因素。可能其他貢獻者的觀點
沒有被納入，不要假設因為你代表病人及大眾，你的證據不具影響力。 
 
 

 
 
4. 結 論 

不論是疾病的篩檢或嚴重疾病的治療，HTA 將對醫療照顧項目核准給付之決定上，
有日益重要的影響。在歐洲，已有廣泛討論各 HTA 機構之間應有更密切的合作。 
 
醫療科技評估應納入考量那些會因他們的建議而受到很大影響之人們 (包括: 病人、
其照護者和大眾) 的需求，這是很重要的。雖然參與 HTA 可能費時且具挑戰性，但
這是影響醫療照護服務的真正機會。病人與大眾的投入可協助決定一個新治療是否
應該被給付。這本指引，我們期望能協助病人及大眾充分利用任何機會，來貢獻於
醫療科技評估的工作。 



 - 30 - 

附錄 1：案例研究 
Blodcancerförbundet 

血癌病人的意見  

欲了解此組織的資訊，請參閱下列幾頁 

 

疾病的描述： 

就在九年前，我 61歲時，被診斷有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Chronic Lymphatic 

Leukaemia, CLL)。這些年來我已經歷 3次化學療法。每個療程大約歷經半年的時
間。目前已經能過正常的生活，我的疾病其實沒有影響到我的家庭和朋友。在治療
期間，我必須注意可能被感染，所以，我必須小心參與社交活動及搭乘公共運輸工
具。在我的退休之後我已能兼職工作。化學療法帶給我足部輕微長期的問題，像是
糖尿病的足部。然而，我走路及做一些體育活動是沒問題的。可是，這些治療的方
式需每兩年重覆一次。 
 

目前的治療方式︰ 

這次的治療藥物是一個單株抗體，MabCampath。這治療是在大腿皮下注射，每週三
次，療程為 12週。治療成效的追蹤是至少每週一次的血液檢查報告。這是個相當新
的治療方式，主要是針對已接受多次化學治療，但卻長期未得到改善的慢性淋巴細
胞性白血病的病人。 
 

風險及益處︰ 

我必須服用預防病毒和細菌感染的藥物，在開始治療時我的大腿有變為紫色並且腫
脹。在六星期後，我發燒且得到病毒感染 (CMV)，這時我的化療必須暫停一個月。
我有接受每週 3次的輸血並且現在正接受每週一次 Erythropoietin (EPO)的治療。感染
和接受化療的風險是相同存在的。現在的治療是目前我唯一的選擇，能帶給我希望
得到比我以前的治療更長的紓解預後。 
 

科技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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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新的治療藥物比以往只能靜脈注射方式給藥要簡單得多。另一方面，我可以兼職
工作而每隔一天至醫院去接受藥物治療。做一次血液的檢查我需花半天時間，但有
時些週我必須一週花三整天的時間作檢查。在等待的時間我沒事做，通常我以閱讀
來打發時間。在治療期間，該藥物的副作用，如發燒及病毒感染，對我正常生活有
不期望的影響，而這很可能會繼續至少半年以上。發燒及病毒感染會使我的治療中
斷幾乎一個月。在此中斷約兩星期內，我真的非常不舒服。 

2008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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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血癌學會 

 

瑞典血癌學會在 1982年建立，其任務是支持血癌或其他嚴重血液疾病的患者，他們
的家人及血液腫瘤科的相關人員。我們目標是對於每一個有血癌疾病的患者，在他
們生活的國家內，應該接受完善及平等的治療及個別的康復服務。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 

- 請當局及政治人物增加血癌症病人需求的改善，並請他們列為政策的考慮。 

- 在血液學領域內，鼓勵研究及發展教育 

- 擴展血癌疾病的知識，例如透過醫學小冊子 

 
在 Sundbyberg (一個斯德哥爾摩的市郊) 血癌學會有中央辦公室總部，以及在國家的
各地區有不同的學會分部。各學會分部與當地的醫院會保持密切接觸。 

 
部分地區的學會分部也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可支持會員及護理人員的活動。另外，對
有疾病之患者及護理人員持續教育等的額外開支，也由當地負責支持協助。我們各
地區的分部有提供支援給那些剛被診斷罹患疾病的患者及其家人所需。這些經驗對
醫院的醫療照顧者非常珍貴。有建構一個全國性網路來持續訓練這些支持者。 

 
血癌學會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由瑞典國家所支持。它是瑞典防癌協會的重要成員
之一。國際上我們是 Lymphoma Coalition, Myeloma Euronet, The Leukaemia & 

Lymphoma Society, The European Cancer Patient Coalition (ECPC) and CML Advocates 
Network的成員之一。 
 

血癌基金會  

血癌基金會是在血癌學會所建立的一個非營利性基金會。整個基金所得回饋用於支

持血液學方面的研究與發展。血癌基金會由 Stiftelsen för insamlingskontroll所監督，

它是國際組織募款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sations, 

IFCO)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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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骨髓瘤組織所經驗的醫療科技評估 (Myeloma UK) 
 

Myeloma UK有經歷 NICE的兩個醫療科技評議(technology appraisal)，包括：用促紅
血球細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 來處理因癌症化療所引起的貧血，以及用 bortezomib 

(Velcade)來治療復發性/頑固性的骨髓瘤。 
 
在這些評議中，什麼情形有順利進行？ 

雖然 Myeloma UK率先提出申請書，我們體認到與其它各主要公益團體一起提交證
據，是一個較強的做法。將其它公益團體納入工作夥伴以達到一個共同目標，可積
極正面呈現一致性的示範給 NICE看，也是在 NICE系統中，一個有建設性的方式做
腦力激盪及分享不同層次的知識。  
 
針對評議案，我們也和提出實證的醫師有密切的合作。能分享想法，觀點及做法是
非常有價值的，但更重要的是，當向 NICE提出申請時能有整合的策略發展出來。所
有權益相關人員所使用的議論若能一致的話，NICE將給予更多的重視。 
 
最後，我們花費非常大的精力來動員英國骨髓瘤患者群體，對他們溝通 HTA的重要
性，以及評議決定後的影響。我們所得到的支持度，以及評議期間病患群體的行
動，是讓媒體和 NICE 對議題敏感與印象深的最主要基礎。 
 
我們曾面臨什麼議題？ 
 
一個 HTA對多數病友團體或代表來說呈現非常快速的學習曲線，且可以很容易假
設，提出由病人角度所寫的情緒性議論就足以獲得 NICE的支持。不是案件本身，而
是有意義、病人經驗的證據可以堅決顯示出最有效治療是否能夠被接受或被否決。 
 
病友團體或代表很快學到的另一項重要點是一個評議在實務操作的要求條件，而理
論只能教你一些流程。例如，面對一個喜好追根究底的專家小組是一個相當折磨精
神的經驗，但若能與過去曾有經驗的人多談談，就可以減少許多畏懼感。 
 
我們未來會改變什麼做法？ 
 
我們將會加強支持性案例研究與量化的證據來支持我們的論述。 
 
我們最優先的三大祕訣 

 與其它團體/代表緊密合作來達到統一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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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證據以及有意義的案例研究來支持情緒性議題 

 向有經驗的人尋求更多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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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德國 IQWiG 是如何獲得病人及大眾的觀點  

 
德國的醫療照護品質與效率研究院（Institute f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Health Care, 

IQWiG） 
 
組織架構 

德國 IQWiG 的證據評估是分別在兩個機構內進行 評估、審議及最後政策決定，包
括：IQWiG（此評估機構）及G-BA（聯邦聯合委員會）。主要的步驟被分割如下： 

1. 主題的委任以及任務的詳細解說：G-BA 

2. 評估證據以及依該證據做判讀並給予建議/意見：IQWiG 

3. 審議及政策的決定：G-BA 

4. 執行：G-BA（以及若適用，則在聯邦衛生署 Federal Ministry of Health）  
 
在德國，病人的參與是在G-BA以及聯邦衛生署的層次，這是透過法定的一群病友及
失能者的團體作為代表團體而參與，這包括自助團體及代表失能者團體的主要聯
盟，然後經由此代表結構建立與其他社會團體的溝通管道。 
 
透過G-BA自己的諮詢機制與這些組織聯繫，這些團體的代表可參與G-BA先前所述
的所有步驟。然而，病人代表並沒有投票權。 
 

IQWiG 瞭解病人及大眾觀點之過程 
 

病人及大眾的代表主要參與 IQWiG 的監理委員會 (Board of Trustees, “Kuratorium”)，在
此委員會中，G-BA架構下的病友團體有保留幾個席位。此外，聯邦病人議題委員會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Patients’ Issues)也有代表參與。這些代表會參與 IQWiG工作的
所有諮詢過程，包括對 IQWiG 所題評估報告草稿有評論的機會。在評估證據時，
IQWiG 會持續與這些團體對話，而將病人及大眾的觀點納入評估中。它已針對病人
代表舉辦有關參與公聽會的訓練課程，並將發展與病人團體諮詢方面更進一步的支
持性活動。 
 
IQWiG 的證據評估過程中，有兩個階段會舉行諮詢︰ 

1. 發展研究方法時(Protocol)︰證據評估計畫要執行的方法 

2. 報告草稿︰IQWiG所評估證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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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WiG 也可能會執行快速評估，這是此機構受委託執行的少數案件的證據評估，這
些案件可不經過上述過程。 
 
初步的考慮︰以病人為導向的結果 
 
另外，IQWiG 在證據評估時，針對病人及大眾的意見有自己獨特的重視點，來決定
病人為導向的結果指標。此處，它取決於兩個主要的來源︰ 

1. 針對病人和大眾觀點的已發表及其他相關文獻 

2. 與法定代表團體所指派之病人代表進行諮詢 

 
與病人代表的諮詢通常包括與一位或多位代表進行一個私人會議，這些人通常來自
前面所提到之組織，但有時其他團體也會參與，特別是G-BA尚未提名的病友團體。 

 
此外，IQWiG 有可能對大眾執行非正式的“民意調查性” 研究，這已與病友團體一起
發展出來作為病人資訊的來源。 

 
對報告草案的諮詢： 

所有被委任的證據評估案件都會表列於 IQWiG 的網站，任何大眾的組織或會員都可
註冊到此網站，申請評估案件的電子郵件警示服務（Infodienst）。藉由這個機制，
IQWiG 可向有興趣的團體告知所有個別評估案件的進展，包括向大眾宣告參與諮詢
某案件草案的機會。大眾對草案諮詢的期間有一個月，此草稿會在IQWiG 的網站上
刊載。 
 
IQWiG 已經提供一份簡明語言的“問答集（FAQ）” 可協助個人或組織來瞭解其過
程，並提出可能的利益衝突。 

 
在多數情況下，IQWiG 也會舉辦公聽會，來進一步針對大眾對報告草案所提出的議
題進行討論。這可能針對執行計畫書草案以及評估報告草案。已經對草案提出評論
的病人代表也可能受邀來參加公聽會。 

 
書面諮詢的評論以及公聽會的結論都會寫成摘要，並與最後的計畫書及證據評估報
告一起發表，每個版本都會刊載在IQWiG 網站上。 
 
 
 
2008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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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評估過程 (Assessment process) 

 

科技的評估過程各國都有差異，甚至一國內不同地區也有不同，你需要確定你的國

家使用何程序，以方便瞭解你可如何作出貢獻。以下舉例兩個評估過程。 

 

一、英國 NICE（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的例子  
 
階段 1︰提出評議的主題 (Topics for appraisal) 

經由 NICE網站所提供表格，病人和大眾能提出議題請 NICE考慮。 
 
階段 2︰範圍 (Scope) 

此範圍可定義出要探討的科技，可使用在有何疾病的何類病人，以及若合適，要與
何參考品做比較(例如：背痛的物理治療與藥物療法做比較)。由 NICE所認定能代表
病人及大眾利益的國家團體若表示有興趣，可提供協助來定義範圍。 
 
階段 3︰評議 (Appraisal)  

i. 一旦同意讓 NICE進行評議，許多領域的權益相關人員將被諮詢，包括使用此科
技的病人或其家屬，大眾 (若適當)，此科技的製造廠商，醫療照顧專業人員，
及醫院或將使用該科技的其他醫療處所。 

ii. 一旦所有資訊都收集後，該科技之臨床療效和成本效益評估報告將書寫出來。 

iii. 這份評估報告(Assessment Report)會交由獨立之評議委員會(Appraisal Committee)

評審。評議委員會將再聽取所提名的臨床專家、病人和其照護者之證據。 

iv. 評議委員會將提出此科技的「臨時建議(provisional recommendations)」。病友團
體及其他權益相關人員會有機會對臨時建議提出評論。 

v. 評議委員會將考慮全部對臨時建議的評論，然後發表「最後建議(final)」給
NICE。此最後建議也可能因為一些評論而做少許修正，但很少發生。 

vi. 英國 NICE將為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公布此科技的使用指引，包括此科技是否
應使用及如何使用，在哪些病人族群使用。 

vii. 若任何一個興趣團體不同意這最後建議，還有設計一套上訴管道可以表達。這
可能導致再重新評估證據或並產生一個新的評估報告，或者可能不會導致任何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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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瑞典委員會(Swedish Council on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 Health Care, SBU)的例子 
 

i. 定義主題 

首先，定義評估之目的。當計劃開始後，此團隊決定哪些議題需納入或排除。 

 
ii. 制定品質的標準 

研究文獻品質與相關性之納入條件必須建立。只有來自足夠嚴謹的研究，其結
果數據才會被納入使用。SBU所公佈常見缺陷的名單可提供例子以瞭解哪些結
果不被接受。在某些例子，若研究內容呈現獨特的訊息時，專案團隊仍可能決
定納入那些品質或相關性較低的研究。 

 
iii. 收集相關的研究文獻 

有探討重要議題的所有現有的研究資料，都需經由電腦文獻資料庫、以及手動
掃描專業雜誌及科學報告後面的參考文獻方式做系統性的文獻回顧來收集。若
主題範圍太廣泛，此文獻收集可能確認出幾千篇的文獻，例如，治療肥胖症或
物質濫用的常見方法。 

 
iv. 選擇可接受品質的研究 

因為研究的品質可能從高至低，專案團隊需 “擇優汰劣”。每一個研究文獻都應
謹慎回顧及評估。此專案團隊需界定每一個研究的品質與相關性。時常，專案
團隊在此過程會使用標準化的檢查表。如果所蒐集的研究報告在品質與相關性
方面，不符合預先所訂的標準條件，會在此審查過程就被排除掉。 

 
v. 考慮結果的權重 (weights) 

從選擇的文獻所摘錄出來的研究結果須整理成表格，經謹慎探討後，可用於作
為證據的主體。像搜尋和選擇文獻一樣，估量數據的權重(meta-analysis)也必須
有系統和嚴格的。所有導引出來的結論都必須有科學的依據。不僅要描述出不
同治療方法的臨床醫療效果差異，還要能強調疾病的罹病率、目前瑞典的執業
方式，以及對經濟、社會和倫理上的衝擊。 

 
vi. 總結實證並且歸納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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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BU公布其發現之前，此原稿必須經由外部專家及 SBU科學諮詢委員會的專
家先做審核。原稿必須仔細先做編輯，出版前字彙的使用再經專家修正確認。
SBU董事會和科學諮詢委員會需要核准此依證據所歸納的結論，並由更寬廣的
角度來考慮這些結論。按照慣例，每一個結論之科學證據強度，都會使用 SBU

證據分級尺度來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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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歐洲的國家及區域性醫療科技評估機構 

 
Austria 
奧地利 
 

Ludwig Boltzman Institute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LBI@HTA (former ITA) 
Tel: +43(0)1-2368119-0; E-Mail: office@hta.lbg.ac.at 
Gesundheit Österreich GmbH, Austrian Health Institute 
Tel.: +43 1 515 61-0; E-mail: info@goeg.at 
Hauptverband der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versicherungsträger 
Tel:+43 (1) 711 32;  E-Mail:posteingang.allgemein@hvb.sozvers.at  

Belgium 
比利時 
 

KCE - Belgian Health Care Knowledge Centre 
Tel: +32 2 287 33 88 or +32 2 287 33 97; E-mail: info@kce.fgov.be  

Denmark 
丹麥 
 

CAST - Center for Anvendt Sundhedstjenesteforskning og 
Teknologivurdering,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ssessment 
Phone: +45 6550 1000; Email: sdu@sdu.dk 
DSI- Danish Institute for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Tel.: 35 29 84 00; E-mail: dsi@dsi.dk 
DACEHTA – Danish Centre for Evaluation and HTA 
Tel: +45 72 22 74 00; E-mail: sst@sst.dk 
HTA and Health Service 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Health 
Tel: 8728 4750; E-mail: mtv-stf@rm.dk 

England & 
Wales英國&

威爾士 

NICE -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Tel: +44 (0)845 003 7780; E-mail: nice@nice.org.uk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HTA Programme 
Tel: 023 8059 5586; E-mail: hta@hta.ac.uk 

Estonia 
愛沙尼亞 

University of Tartu,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Tel: +372 737 5100; E-mail: info@ut.ee 

Finland 
芬蘭 
 

FinOHTA - Finnish Office for HTA 
Tel. +358 9 3967 2297; E-mail: finohta@stakes.fi 

France 
法蘭西 
 

HAS - Haute Autorité de santé / French National Authority for Health 
Tél. : 01 55 93 70 00 
CEDIT - Committee for Evaluation and Diffus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Direction de la Politique Médicale 
Tel: (33) 1. 40. 27. 18. 90; E-mail: info.cedit@sap.aphp.fr  

Germany 
德國 

DAHTA@DIMDI- German Agency for HTA at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Tel: +49 221  4724-1 
IQWIG - Institute f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Health Care 
Tel: +49 - (0)221 - 35685 – 0 
German HTA Association 
Tel (0421) 218-3784 

Hungary 
匈牙利 
 

HunHTA - Unit of Health Economics and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l: 0036-1-482-5147; E-mail: laszlo.gulacsi@uni-corvinus.hu 

Ireland HIQA - Health Information and Quality Authority 

http://hta.lbg.ac.at/de/index.php##�
mailto:posteingang.allgemein@hvb.sozvers.at�
mailto:sdu@sdu.dk�
mailto:dsi@dsi.dk�
mailto:sst@sst.dk�
mailto:mtv-stf@rm.dk�
mailto:nice@nice.org.uk�
mailto:hta@hta.ac.uk�
mailto:info@ut.ee�
mailto:info@ut.ee�
mailto:info.cedit@sap.aphp.fr�
http://www.health-technology-assessmen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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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Tel: +353 21 425 0610; E-mail: info@hiqa.ie 

Italy 
義大利 
 

ASR - Agenzia Sanitaria Regionale, Emilia Romagna 
E-mail: fsarti@regione.emilia-romagna.it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Policlinico universitario “A. 
Gemelli”,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Unit and Laboratory of 
Health Economics (Institute of Hygiene) 
Tel. +39 06 3015 1; E-mail: rettorato@rm.unicatt.it 

Latvia 
拉脫維亞 
 

VSMTA - Health Statistics and Medical Technology State Agency 
Tel: +371 67501590; E-mail: agentura@vsmtva.gov.lv 

Netherlands
荷蘭 

CVZ - College voor zorgverzekeringen 
Tel: (020) 797 8555; E-mail:  

Poland 
波蘭 
 

Agency for HTA in Poland, AHTAPol 
Tel. +48 22 566 72 00; E-mail: szkolenia@aotm.gov.pl 
CEESTAHC -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ociety for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 Health Care  
Tel.  +48 (0) 12 357 76 34; E-mail: sekretariat@ceestahc.org 

Scotland 
蘇格蘭 
 

SMC – Scottish Medicines Consortium 
Tel: +44 141 225 5552; E-mail: smcsecretariat@nhshealthquality.org 
NHS Quality Improvement Scotland 
Tel: 0131 623 4300; E-mail:  

Slovenia 
斯洛文尼亞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Tel. +386 (1) 2441 518; E-mail: knjiznica@ivz-rs.si 

Spain 
西班牙 
 
 

AETS - Agencia de Evaluación de Tecnologias Sanitarias 
Tel: + (34) 91 822 20 04; E-mail: aets@isciii.es 
AETSA - Andalusian Agency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l: +34 955006638; E-mail: aetsa.csalud@juntadeandalucia.es 
CAHTA - Catalan Agency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Tel. +34 935 513 888; E-mail: direccio@aatrm.catsalut.net 
Galician Agency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l (0034) 981 542 737 
OSTEBA - Basque Office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AP)  
Servicio Canario de la Salud 
Tel.: + 34 945 019250; E-mail: Osteba-san@ej-gv.es 
UETS - Unidad de Evaluación de Tecnologías Sanitarias, Agencia 
Laín Entralgo 
Tel: +34 913089480; E-mail: uets.ale@salud.madrid.org 

Sweden 
瑞典 

SBU - Swedish Council on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 Health Care 
Tel: 08-412 32 00; E-mail: info@sbu.se 

Switzerland
瑞士 

SNHTA - Swiss Network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l: ++41 31 322 15 86; E-mail: info@snhta.ch 

 
 

mailto:info@hiqa.ie�
mailto:fsarti@regione.emilia-romagna.it�
mailto:rettorato@rm.unicatt.it�
mailto:agentura%40vsmtva.gov.lv�
mailto:sekretariat@ceestahc.org�
mailto:smcsecretariat@nhshealthquality.org�
mailto:info@snh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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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病友團體專家意見的檢查表 

 
1. 描述提出證據之組織 

• 目的 /主旨和目標 

• 它提供什麼服務及使用者為誰 (數目，使用者的類型)  

• 誰是醫學及科學的顧問 

• 此申請案之證據是如何收集的，例如是現有的知識或剛從問卷調查或焦點
團體等所新收集的 

• 支持經費的來源 
 

2. 疾病的描述及對病人的影響 

• 疾病如何影響其日常的生活? 它限制了病人做什麼?  

• 病人所面臨的最主要疾病相關問題是什麼? 何者對病人影響最劇?  

• 此疾病對病人的工作能力、社交活動、精神健康等等的影響又是如何?  

• 此疾病對病人和家庭及朋友之間的關係有何影響?  
 

3. 簡短描述此科技，以及對罹患此疾病的患者而言，該科技在目前治療的角色定位
如何，治療選擇有哪些。 

 

4. 詳細描述此科技的益處與風險：它所提供的具體特殊優勢在哪？對病人及其家屬
會造成哪些花費？  

• 它帶來什麼好處？這些對病人日常生活有何影響？  

• 和現有的治療相比，它的優點為何?  

• 此科技會帶來何種不希望發生的反應?這些效應的可耐受性是如何?他們對
病人的日常生活有何影響?  

• 這些不希望發生的反應相較於其他的治療又是如何?  

• 如果病人無法獲得此科技，會對病人造成何種影響?  

• 此新科技是否容易溶入病人的日常生活?  

o 他們是否必須到醫院去才能獲得？  

o 他們是否必須用到工作外的額外時間？  

o 此科技是否會導致他們不能做平常規律做的活動？  

o 是否有其他人會被影響到？ 例如陪伴病人的家屬？  

•  此科技是否會影響病人的工作能力？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他們的家庭生
活？他們的社交生活和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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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疾病與此科技如何影響病人的家庭及朋友?  

• 他們是否必須犧牲工作的時間來照顧病人嗎?  

• 是否會增加財務上負擔？ 例如要聘人照顧病人？  

• 育兒是個問題嗎?  

• 因為照顧病人，使得照護者自己的健康也不好嗎?  

• 有情緒上的負擔嗎?  
 

6. 任何其他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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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醫療科技評估領域使用的專有名詞 

 
此處說明醫療科技評估領域常用的一些術語。它可幫助病人和大眾對 HTA的文件資
料有更多瞭解。在 HTA中使用的完整術語表可於下列網址獲得：
http://www.inahta.org/upload/HTA_resources/Edu_INAHTA_glossary_July_2006_final.pd
f 
 
評議 (Appraisal)。這是個流程，針對評估報告做評審並做出一個新科技的使用建
議。它可能牽涉到該科技之相對價值的判斷，這可能不同國家之間無法分享。 
 
評議委員會或者評估小組 (Appraisal Committee or Assessment panel)。這是個專家
小組，主要參考目前蒐集的證據並且評審新科技之價值，最後做出建議給決策者。 
 
評估 (Assessment)。這是個流程，由醫療科技評估機構回顧目前現有的證據，並整合
所有相關數據，歸納出結論，告訴我們該新科技的種種特質與價值。 
 
偏差 (Bias)。在一個研究中，由於一個未受控制的因素影響，導致研究結果有系統性
的偏離 (deviation) 真實結果，這不是隨機的影響。 
 
病例對照研究 (Case control study)。這是一種研究設計，一個特定病人群經驗有某
特定疾病或症狀(試驗組)與另一族群沒有該疾病或症狀但具有許多類似的特質(對照
組)之間做相關性研究。可用此類研究設計找出該疾病或症狀與其先前暴露危險因子
之間的關連性。 
 
臨床有效性 (Clinical efficacy)。這是測量新科技在臨床試驗內的影響。如果是一種可
以治療帕金森氏症的藥品，那病人可獲得多少症狀的減輕？該利益可維持多久？ 
 
臨床效果 (Clinical effectiveness)。是指新科技在日常使用的情況，有多少治療效果。 
 
干擾因子 (Confounding)。在研究過程中，有外在沒有控制的因子會干擾到結果的測
量，而導致影響科學的評估。這會造成研究的結果比我們預期的還要不明確。 
 
成本效果分析 (Cost effectiveness)。簡而言之是指一個科技需花多少成本而能帶來多
少臨床上的效果。成本是以貨幣單位來衡量，而效果以非貨幣單位表示，如：延長
多少生命年或降低多少血壓。 
 

http://www.inahta.org/upload/HTA_resources/Edu_INAHTA_glossary_July_2006_final.pdf�
http://www.inahta.org/upload/HTA_resources/Edu_INAHTA_glossary_July_2006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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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用分析 (Cost utility analysis)。這是一種類型的經濟學研究，其成本結果是測
量財務上的花費，而療效結果是測量對病人的價值，即結合延長生命年與生活品質
(utility)的結果。最常被人熟知的成本效用分析是每增加一個品質校正生活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 需多花多少錢的花費。 
 

失能校正生活年 (DALY or 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這 DALY是測量 “健康” 生
活年數因失能或導致更差健康狀態而損失的年數，相當於生命損失人年數加上失能
損失人年數。這是測量 “健康差距”，是一個在完全健康狀態生活一段時間之人的生
活年數與一個身體狀態不理想或有失能且壽命比較短的人的生活年數之間的差異。 
 
折現 (Discounting)。這是一個名詞用來描述未來的成本及效益 (benefits) 其價值如何
低於目前的成本及效益。換句話說，現在花費的錢或現在健康利益的獲得，會比未
來花或獲得更有價值。折現是用於分析成本或效益不是目前立即獲得而會在未來出
現的情況 (例如篩檢項目等)。未來通常是指一年以上。 
 
歐洲生活品質量表 (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Scale, EUROQOL or EQ-5D)。這是測
量生活品質的量表，以 0~1之間的數值來呈現，有可能低於 0。此問卷從五個層面 

(dimensions)來測量生活品質，每個層面又分為三個嚴重程度 (levels)。此量表並不具
有疾病專一性，所以可用來做不同疾病間的比較。 
 
證據 (Evidence)。這是醫療科技評估時主要考量的資訊。它可能來自臨床試驗或從數
個試驗所作的回顧；也可能是模式經濟分析的結果；或來自病人、其家屬或照顧者
的親身經驗等。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HRQOL,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此名詞是用來描述個人
以健康為導向指出自己生活品質的情形；它並無包括工作能力或社經狀況的測量。 
 
醫療科技 (Health technology)。此名詞是指運用在醫療照顧方面的許多事物，如：預
防計畫、一個診斷檢驗、一個儀器設備、一個藥品、或一個醫療處置、甚至醫院內
的一個管理系統等。 
 
遞增成本效果比值 (ICER,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是指使用一個新科
技而不使用一個舊科技，每多增加一個治療效果要多花多少治療成本。因此，是用
來比較一個新科技和目前已存在使用的標準治療法 (如：糖尿病一個新治療方法和目
前標準治療方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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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治療 (ITT, Intention to treat)。此名詞用於分析臨床試驗的數據，在比較兩種治
療時，哪些病人群的療效結果要做比較？此名詞是指應基於一開始意圖接受某治療
的那些病人群，雖然後來有些人又接受其他的治療。 
 
內在及外在效度 (Internal & External validity)。效度是指這項研究有多 “真實”。 內
在效度是問這個研究所測量出來的效果，有多肯定是該研究所探討的介入活動所造
成的。外在效度是指此研究若在另一個環境下執行是否能得一致的效果結論？或是
在評估該結論能應用到多廣的範圍(其他病人群，其他醫療人員或醫院，其他地區或
國家)？  
 
增加的生活年 (Life years gained)。這是指使用一個新科技後，一個病人的生活年可
以額外增加多少年。其比較組是沒有接受該新的科技者。例如，一個藥品可增加病
人數週、數月或數年的生命。若某治療無法延長生命，此測量就不適合使用，在此
情況測量 QALY會比較合適。 
 
療效結果 (Outcome)。這是在臨床研究中要測量的療效結果變項。它可能是存活多少
人、生活品質、到達疾病惡化的時間、因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率等。有一些是主要的
療效結果- 研究主要探討的變項，另外也可能是次要的療效結果，這是重要變項但不
是此研究的主要目的。 
 
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這是反映出將金錢投資在某一項新科技，而另一項舊
科技就不能使用，但若投資在該舊科技所能得到的利益，其實就是使用新科技的機
會成本。即若金錢投資使用此新科技，將會失去使用舊科技所帶來的獲利機會，但
若舊科技所帶來的獲利低於新科技所帶來的獲利，則此投資是有價值的。也就反映
投資成本低於獲利。 
 
品質校正生活年 (QALY, or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這 QALY值是嘗試將個人生
活的質與量變成一個結合的數字。這是在同時考量一個人壽命長度與生活品質後，
使用一個數值來代表，然後去比較不同疾病或治療的影響。因為有考慮品質，QALY

數值有可能是負值 (如果這生活品質是非常不好的)。通常在 HTA希望測量的是“cost 

per QALY”，這是用來評估接受某科技後一個病人在完全健康生活年下會花多少錢。 
 
生活品質 (QOL or Quality of life)。這是測量一個人在身體上、心理上、及社交上所
感覺一種安適狀態的程度。這最好由病人來作答，現有很多測量表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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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交換法 (Time trade off)。這是一種測量健康狀態效用值(utility measures)的方
法，是測量在何時機點某人在兩選擇情節上做出不同的選擇。是讓受測者在兩個具
有確定結果的選項間作選擇，其中一個是維持在較差的健康狀態十年然後死亡，另
一個是在完全健康的狀態活一段較短的時間，藉著調整此存活在完全健康的年數，
來測量受測者對目前較差健康狀態喜好程度的效用值。 
 
效用值 (Utility)。是測量一個人對某一特定健康狀態的偏好、或期望獲得的程度，通
常以 “0” 至 “1” 來表示  ( 0=死亡；1=完全健康)。此數值可利用不同的方法來測量獲
得，如時間交易法 (time trade off) 或 標準賭博法 (Standard gamble)。 
 
參考案例 (Reference case)。這是一項科技被用來評估的標準情節。 
 
範圍 (Scope)。這是描述一個醫療科技評估在檢驗某科技時，其所使用參數的範圍。
它通常包括：哪種疾病 (或疾病進展的程度)，哪類病人 (是所有病人或某次群體)，要
探討的科技，以及要比較的參考品。它定義了此評估的範圍，若該範圍有問題就可
能影響評估的結果，例如，若在臨床作法的比較參考品之選擇不適當，其結果在臨
床執業上就沒有相關性。 
 
標準賭博法 (Standard gamble)。這是要請一個人決定為了獲得某潛在利益，他準備
損失多少 (就像是賭博)。例如，假設他患有某慢性病且有機會可以被治療，他願意
喪失多少生命 (幾週，月，年) 來換取更健康的機會？如此可計算出相對於死亡來
說，某健康狀態喜好程度的效用值。 
 
相對風險 (Relative risk)。這是反映出一組病人與另一組比較，某結果會發生的可能
性。例如，A 組病人和 B 組病人比較在死亡的相對風險。其計算是某一組發生某事
件的發生率除以相同事件在另一組的發生率。 
 
敏感度和專一性 (Sensitivity & specificity)。一個檢驗的敏感度，是指它能檢查出差
異或改變的程度，即是否真有其效應存在。另一個角度來看，是指對有某病的人來
說，其檢驗值都呈現陽性的程度。專一性，是指一個檢驗僅能驗出我們有興趣的物
質的程度，或問，它是否偵測到真的反應或是否同時偵測到其他的東西。這可以看
成，若沒有偵測到這反應，我們有多肯定該反應是真的不存在。 
 
提交申請書 (Submission)。這是將病人證據整理成報告形式後，送交出的證據。它可
能是一種書面提交或可能是親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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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付代價 (Willingness to pay)。一個人願意去付的最大費用：(1) 為達到一特定好的
健康狀態或結果，或是增加其發生的可能性；或 (2) 去避免一特定差的健康狀態或結
果，或降低其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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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有用的資源 

 

批判性的評價技能計畫 (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 , CASP) 

http://www.phru.nhs.uk/Pages/PHD/CASP.htm  

 

歐洲醫療科技評估 http://www.eunethta.net/ 

 

健康和生活品質結果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線上的雜誌

http://www.hqlo.com/home/ 

 

國際醫療科技評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HTAi) www.htai.org/ 

 

國際醫療科技評估代理的網路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AHTA)www.inahta.org 

 

在醫療衛生服務研究和保健技術的國家情報中心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on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nd Health Care Technology , 

NICHSR) http://www.nlm.nih.gov/nichsr/edu/healthecon/index.html  

 

英國國立健康與臨床醫學卓越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http://www.nice.org.uk  (首頁) 及助於病人及照顧者如何參與醫療

科技評估指引，相關檔案可參考下列網址

http://www.nice.org.uk/aboutnice/howwework/devnicetech/technologyappraisalprocessguid

es/contributing_to_a_technology_appraisal_a_guide_for_patient_carer_groups_reference_n

0516.jsp 

 

Patient reported health instruments http://phi.uhce.ox.ac.uk/ (首頁) 

http://phi.uhce.ox.ac.uk/links.php (list of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http://www.phru.nhs.uk/Pages/PHD/CASP.htm�
http://www.eunethta.net/�
http://www.hqlo.com/home/�
http://www.htai.org/�
http://www.inahta.org/�
http://www.nlm.nih.gov/nichsr/edu/healthecon/index.html�
http://www.nice.org.uk/�
http://phi.uhce.ox.ac.uk/�
http://phi.uhce.ox.ac.uk/link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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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ish Medicines Consortium Guidance on Patient Group Submissions 

http://www.scottishmedicines.org/smc/files/PatientInterestGroupSubmissionTemplate.doc 

(template) and 

http://www.scottishmedicines.org/smc/files/Patient%20Interest%20Group%20Guidance..do

c (guidance) 

 

Kristensen FB & Sigmund H (ed.)  

醫療科技評估手冊  

哥本哈根︰健康技術評價，國家衛生局，2007 

http://www.sst.dk/publ/Publ2008/MTV/Metode/HTA_Handbook_net_final.pdf 

 

國家衛生局，為健康技術評價的丹麥中心 在 INA醫療科技評估 成員出版的醫療科技

評估裡對機構化和有關病人的評價進行回顧。哥本哈根︰ 國家衛生局，為健康技術

評價 2007的丹麥中心 (Copenhagen: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Danish Centre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2007.  Series Name: Danish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2007; 

9 (2))。  http://www.sst.dk/publ/Publ2007/MTV/Litteraturstudie/A_review_of_HTAs.pdf  

 

http://www.scottishmedicines.org/smc/files/PatientInterestGroupSubmissionTemplate.doc�
http://www.scottishmedicines.org/smc/files/Patient%20Interest%20Group%20Guidance..doc�
http://www.scottishmedicines.org/smc/files/Patient%20Interest%20Group%20Guidance..doc�
http://www.sst.dk/publ/Publ2007/MTV/Litteraturstudie/A_review_of_HTA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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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回饋表 

Please return to: 請寄回︰ 
Jean Mossman 
12 Auchenbothie Gardens 
Kilmacolm 
PA13 4SQ 
United Kingdom 
 
jean.mossman@btinternet.com 
Fax: +44 1505 871979 
 
您覺得這份指引有用嗎？  是    否   
 
如果沒用； 為什麼？ 
 
它是否容易使用？   是    否   
 
如果不易使用；為什麼？ 
 
它是否回答了你全部的問題？ 是    否   
 
如果未回答您全部的問題； 為什麼？ 
 
 
此內容該如何改進？ 
 
 
文章所呈現的先後關係要如何改進？ 
 
 
在指引中你還希望看到其它什麼資訊？ 
 
 
 
請告訴我們您是否有參與 HTA的經驗，它是什麼樣子以及結果是什麼樣子。 
 
 
 
 
是否有任何意見想提出？ 
 
 

mailto:jean.mossman@btintern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