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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 第十二卷第二期

「錢要花在刀口上」是一句老生常談，但對
於照護全民健康的健保署而言，卻代表著為所有
保險人把關的重責大任，癌症新藥隨著研究進步
推陳出新，在第三期的臨床試驗結果，總有機會
為患者帶來一線曙光，有機會延長數個月的存活，
但在上市追蹤一段時間後 ( 中位數 4.4 年 )，卻發
現只有其中只有 14％較既有治療能延長存活期。

或許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於，藥品上市後，
對於治療患者的選擇，不若臨床試驗需要精挑細
選適合的患者，以致於有高比例的無效治療發生，
因此，在有限的資源下如何提升健保的效益，發
展精準醫學相關的客觀生物標記來找出適當患
者，以及藉由真實世界數據反饋佐證，是讓健保
能延續經營的一大關鍵。

圖一 . 健保新興論壇與會專家合影 ( 左起 : 林口長庚腫瘤科謝佳訓醫師、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張文震理事長、台灣分子醫學
會葉俊男理事長、國際肺癌研究協會楊志新理事、台灣病理學會賴瓊如理事長、中央健保署蔡淑鈴副署長、中央健保署李伯璋
署長、台灣分子醫學會曾嶔元創會理事長、台灣癌症基金會賴基銘執行長、台灣藥物經濟暨效果研究學會柯博升理事長、台灣
精準醫療及分子檢測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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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精準醫療是癌症治療趨勢

貳、全民健保給付癌藥趨勢癌症高居全球死因首位，許多藥廠積極開
發新機轉標靶藥以及免疫療法，為病人帶來無限
曙光，但全球每年投注於癌症的醫療花費不斷升
高，2016 年腫瘤藥物支出成長率達 15% 以上 1。
2014-2016 年間全球上市的新藥中有 20% 是
標靶藥物，2017 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核 准 超 過 20
項的伴隨檢測 (companion diagnostics)，顯示
精準醫療的重要性。標靶藥物和免疫療法都有其
特定的基因型或靶點，例如健保目前已給付的
23 項癌症標靶藥物中 : 肺癌藥物需檢測 EGFR
突變、乳癌藥物可以檢驗 HER2 受體、慢性骨髓
白血病藥物需檢驗費城染色體變異等，找出符
合條件的病人對症下藥，不僅使病人治療效益
最大化，同時也避免浪費高單價的標靶藥品，
使病人及給付者達到雙贏局面。

近年健保藥費支出持續增加，2018 年的藥
品費用達 1,955 億，藥費支出成長率高於健保總
額成長率 ( 圖二 )，因此若沒有完善的對策，健保
勢必入不敷出。2014-2016 年間全球上市的 86
項癌症新藥中，台灣已給付 62 個藥品，72% 的
高給付率絲毫不落後先進國家，台灣癌症病人數
自 2016 年的 64.8 萬人至 2018 年達 70.8 萬人，
年成長率 4.5%，但癌症藥費卻從 2016 年 223.5
億成長至 2018 年 270 億，年成長率 10.0%，顯
示了癌症新藥的高單價導致藥費成長率高於病
人數成長率 ( 圖三 )，在 2018 年給付的癌藥中有
三成是標靶藥物且占癌藥申報費用 57.4%( 約
139.9 億 )， 昂貴的癌症新藥對於健保是沉重的

負擔，每年除了積極爭取新藥預算之外，也希望
透過減少浪費來減輕健保的壓力。

圖二 . 歷年健保癌症治療支出 ( 含中藥及四專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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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年成長率

癌藥費用 ( 億元 )  223.5 247.3 270.6 10.0%

癌症病患之用藥費用 ( 億元 )  322.3 358.3 391.6 10.2%

癌症患者之醫療費用 ( 億元 )  845.2 932.7 1008.0 9.2%

癌症病患之藥費占率 38.1% 38.4% 38.8%

註：(1) 癌症病患以主、次診斷碼判斷、癌藥以 ATC 碼判斷；(2) 癌症病患藥費占率 = 癌症病患之用藥費用 / 癌症病患之醫療
費用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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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對於新藥的重要考量包括病人利益、價
格與價值關係、個人及社會承擔能力，但癌症新
藥面臨的問題是缺乏長期的追蹤確認療效和安
全性，為了把握病人黃金治療期，癌症新藥往往
完成第三期的樞紐試驗 (Pivotal trial) 就上市，
但真實世界的療效 (Effectiveness) 仍是未知，臨
床試驗達到的顯著療效 (Efficacy) 可能是因為嚴
謹的收案 / 排除條件、嚴格的監測和完整的配套
檢驗，應用在臨床時除了基因型不同，每位病人
的共病、肝腎功能都可能影響治療效果，像 2017
年英國醫學期刊發表的研究發現 2008-2012 年

間美國 FDA 核准的 36 項藥品中只有 14% 上市
後顯著延長存活期 2，因此在證據不確定的風險
下，政府需要財務風險分攤機制 (Risk Sharing 
Agreement, RSA) 或 藥 品 給 付 協 議 (Managed 
Entry Agreement, MEA) 輔助決策，MEA 是指廠
商與付費者間彼此同意情況下，在特定條件下收
載某一新醫療科技的合約，可採用不同機制如臨
床療效型合約，若癌友使用新藥後臨床效益未明
顯優於傳統藥物，廠商就需依合約還款、降價或
共同分擔經費，以此解決對於新醫療科技的不確
定性，降低財務衝擊。

常 見 的 MEAs/RSAs 類 型 有 兩 類 ( 如 表
一 )，單純以財務為基礎或以臨床成效為基礎，

參、先進國家加速引進新藥的
作法

圖三 . 癌症病患之健保申報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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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常見 MEAs/RSAs 類型

以財務為基礎 (Financial-based)：
透過限制藥品用量或藥費的上限，直接控管新藥對於保險給付的財務衝擊

・ 價量協議 (price-volume agreements，PVA)
・ 藥費限制 (expenditure-capping) 
・ 劑量給付限制 (dose-capping)
・ 有條件的降價 (conditional discounts)
・ 還款 (rebate)

以成效為基礎 (Performance-based)：

・ 結果保證 (outcome guarantees)
・ 風險分擔 (risk-sharing)
・ 依實證發展給付 (coverage with evidence development)
・ 有條件的繼續治療 (conditional treatment continuation)
・ 成本分擔 (cost-sharing)

肆、台灣全民健保給付癌症新
藥之政策

新藥資源有限，醫療需求無窮的情況下，欲
增加病患的新藥可近性，同時評估健保財務衝擊，
健保給付癌症新藥的政策有三項 : 

1. 合理管控 : 推動雲端藥歷避免重複用藥、減少
不必要處方
2. 持續爭取新藥預算
3. 高費用藥品送審機制 + 風險分攤合約 : 高費
用藥品係指廠商之財務預估資料，於給付後之五
年間，有任一年之藥費支出高於新臺幣五億元者，
廠商除提出客觀療效指標外，須列出嚴重副作用
及相關處置費用預估，以及國內藥物經濟學研究
報告，並與健保署簽訂藥品給付協議 (MEA)，給
付後提供國內療效實證評估。

2019/04/01 新納入給付的免疫癌藥原先嘗試
以 成效 (Outcome) 為給付標準，但因各藥品
對於的成 效 定義 分歧，最後 還 是 先 以 財務為
基礎的合約方式給付。

簽訂 MEA 後仍會根據廠商新提供之療效實
證評估重新檢討支付價格及給付規定、必要時重
新簽訂合約。

另外，癌症新藥伴隨的分子檢測也納入給
付的診療項目，但必須具備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核發之第三等級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s，IVD) 試劑「醫療器材
許可證」，執行單位須為健保特約醫事機構並具
備合格檢驗實驗室認證，經合格病理醫師簽發報
告才得為承認。

今 年 獲 得 給 付 的 已 有 肺 癌 EGFR 檢 測、
PD-L1 檢測與 HER-2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IHC)，
未來希望可以將 PD-L1 表現量的 IHC 檢測納入，
但 EGFR 突 變 檢 測 (EFFR mutation analysis 
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 ,LDT) 因 為 檢 測 單
位多元卻沒有第三方檢視實驗品質，委員認為檢
驗實驗室必須經過台灣衛福部認證且使用第三
等級 IVD 才具足夠證據力，否則癌藥如此昂貴卻
沒有精準的生物標記檢測，會造成藥品使用規劃
不當，近期衛福部委託台灣精準醫療品質策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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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分子檢測先期計畫 - 建立精準醫療分子檢
測實驗室管理指引 (LDTS) 及其輔導試行計畫」，
落實品管之實驗室得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認證，希望盡快納入 LDT 給付項目。

   
 2019/04 新給付的三個免疫癌症療法新藥

Pembrolizumab, Nivolumab, Atezolimumab
規 定 PD-L1 表 現 量 需 >50% 適 用，有 些 醫 師
認為這不是通用的指標，但基於初期給付對於
療效的不確定性，參考各藥品的樞紐試驗顯示
PD-L1 表現量高者確實有較明顯療效，因此訂
立此限制，我們會持續追蹤後續藥品使用成效，
透過建置癌症免疫新藥登錄系統蒐集病患癌症
類別與分期、基因檢測、生物標記檢測報告、藥
品使用成效、嚴重副作用、停止用藥原因，以進
一步分析釐清此類藥品的價值，並定期檢討藥
品給付規定，希望所有醫師與醫療同仁確實登
錄以利後續研究追蹤。

伍、結語

推動精準醫學的關鍵成功因素包含與時俱
進的法規、找出對的病人以及追蹤上市後療效，
同時也需要精準的分子檢測，因此鼓勵台灣生技
業者發展檢驗技術 (kit)，未來成為銷售全球的產
品，政府努力在病人新藥可近性 (Accessibility)
和健保可承擔範圍 (Affordability) 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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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 中央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與衛生福利部何啟功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