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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聲明

本指引文件是 2022 年患者創新和解決方案聯盟與合作 (APPIS) 倡議的結果。

由於有 APPIS 2022 合作夥伴提供的開創性領導和持續的知識支援，其對本指引文件的內容做
出貢獻，審查並為本文件提供珍貴的回饋意見，本文件才得以完成。

 Carmen Auste，菲律賓癌症聯盟共同創始人兼副總裁；與癌症戰士基金會共同創始人
兼執行長；

 Reynaldo Abacan，菲律賓透析總裁；

 Tanya Hall，澳洲 Hearts 4 Heart 執行長兼創始人；

 Josef de Guzman，菲律賓乾癬創始總裁兼執行總監；

 Sungki Kim，韓國乾癬協會總裁；

 Paul Mendoza，菲律賓乾癬及亞洲乾癬總裁；

 Derrick Mitchell，患者組織、科學與產業 (IPPOSI) 愛爾蘭平台執行長；

 Rod Padua，菲律賓 Touched By Max Inc. 總裁；

 Renuka Prasad，印度癌症協會（榮譽）秘書；

 Andrian Rakhmatsyah，印尼 ELGEKA 秘書長；

 Prasanna Shirol，印度罕見疾病組織 (ORDI) 共同創始人兼執行總監；

 王雅馨，台灣乾癬協會秘書長；

 Jeff Weisel，新加坡 PRMA Consulting 亞太地區政策主管兼總經理；

 Sejal Mistry，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Southeast Asia 區域總監；

 Sireesha Perabathina，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Southeast Asia 資深顧問；

 Abhishek Sudke，東南亞 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初階顧問；

 Aldina Aljukic，諾華 APMA（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公共事務總監；

 Dipen Ankleshwaria，諾華新興市場 CoE 主管；

 Reem ElAdl，諾華 APMA（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患者參與總監；

 Nidhi Dani，諾華全球使用產品主管；

 Vaishali Iyer，諾華印度溝通、參與和 CSR 總經理；

 Ruth Kuguru，諾華 APMA（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溝通與參與執行總監；

 Maryline Marquet，諾華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 (APMA) 患者參與總監；

 Joy Ong，諾華 APMA（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患者參與總監；

 Duo Xu，諾華 APMA（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溝通與參與經理；

和其他國際合作夥伴。

請造訪 www.appisinitiative.com 以深入瞭解 AP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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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背景與目的

本指引文件是 2022 年患者創新和解決方案聯盟與合作 (APPIS) 倡議的一部分，由諾華
資助與籌辦，旨在讓患者社群與醫療照護生態系統中的主要利害關係人（例如：政策制
定者、支付者、醫師、學者和監管機關）整合觀點，以提升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的健
康成果。

考量到有對以患者為中心的健康政策介入的真實世界需求，以及患者和患者組織在相關
決策過程中參與有限，健康政策制定被選為 2022 年 APPIS 倡議的主題。

本文件為指引說明，旨在針對希望能更參與健康政策決策過程，且最終參與到改善健康
結果的過程的患者組織。

內容概述

第一節介紹 APPIS 對健康政策制定的倡議，
並詳細說明本文件的目的和可能用途。本節
介紹患者參與制定健康政策的角色，以及
其重要性，強調患者在健康政策決策過程
中可以參加的幾個領域，包括醫療科技評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HTA 
是常用於讓患者參與健康政策發展和審查的
關鍵決策制定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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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利害關係人對應和參與練習，以辨別健康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主要利害關係
人，以及與他們互動的適當管道，例如透過醫療科技評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使用和／或建立網路與交叉學習論壇。

支援建構患者登記和使用資料集來加強為患者組織的發聲。

舉辦立法倡議運動，幫助患者組織提出患者和照護者在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
中的問題

本節最後將總結患者組織如何召開國內諮詢，並採取上述建議執行項目的
綜合策略。

患者組織可以使用本文件作為與利害關係人合作的起始點，並自訂計畫改
善患者在健康政策制定中的參與度。

第二節強調在涉及患者組織，與維持其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方面所面臨的障礙。這些挑戰主
要來自患者組織的辨識能力有限，且對於正確處理和參與醫療系統的方式缺乏引導。它還強調
一些系統性挑戰，例如，缺乏正確的溝通管道和參與方法、缺乏政府回應、患者組織自己使用
不一致的術語、患者組織對實證參與的有限使用，以及缺乏使患者團體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
的法律命令。

最後一節講述策略方法，透過四個主要執行項目縮短已確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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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前言

強調患者組織為何是健康政策制定過程的關鍵貢獻者。

就患者組織如何利用現有管道和過程的方面，在當地和國家層級上更
參與健康政策決策過程提供指引。

列舉如何針對國家展開國內對話，且採取其根據當地需求與要求提出
的建議。

目的

讓患者參與健康政策決策有助於確保政策反映
患者和照顧者的需求、偏好和能力，使其成為
適當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解決越來越多的
慢性患者需求。然而，由於缺乏適當的管道，
患者組織無法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即使系
統已準備就緒，患者仍會面臨如何確保過程有
效率且能產生預期結果的問題。

本指引文件是 2022 年 2 月和 3 月在線上 
APPIS 研討會上進行的諮詢結果。來自不同國

家的患者組織、學術界和醫療保健行業的思
想領袖分享了他們對患者參與健康政策制定
的看法，釐清了患者組織面臨的挑戰，並就
此分享了一些解決方案。

本文件適用於希望在國家或聯邦層級改變患
者與照顧者健康照護經驗的患者組織，且可
透過下列方式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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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訊

健康政策與患者參與

健康政策被定義為在社會中為促健康並確保達到具體的健康目標，實施的法律、法規、行動與
決策。

健康政策將公共衛生的理論和研究付諸實踐，解決已確定的問題。其範圍可能從正式立法到與
患者團體與其他 CSO 的社群合作關係，這些 CSO 在建立解決方案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縮短
醫療體系中的差距。有幾個因素會影響健康政策決策，例如：市場力量、經濟氛圍、財政壓
力、研究與患者的觀點。這些因素中，每一項都會以不同的方式與另一方交互影響。然而，健
康政策決策過程中很少納入患者的經驗和觀點。研究顯示，患者組織與醫療系統之間的合作關
係與提升醫療保健服務品質、提升醫療系統的有效性與效率，以及改善患者滿意度與族群健康
結果有關。

這種合作關係稱為「患者參與」，是指患者參與規畫、發展和實施醫療保健計畫、介入和服務
的每個步驟。

患者參加：確保患者經驗、智慧和見解融入個人照護以及任何醫療系統的
設計和改進的「積極過程」。(Caplan W, 2014)

讓患者組織參與是改善患者參與健康政策發展的關鍵。透過整合患者的聲音，患者組織可以透
過以下方式建立有效的健康政策與更穩健的醫療保健系統：

 作為醫療系統的關鍵參與者，貢獻患者的經驗與觀點。

 辨別現有政策中的差距和挑戰。

 提供患者資料和資訊，使以資料為導向的健康政策決策成為可能。

 協助實施政策並監控其帶來的影響。

患者、照護者和患者組織從他們的病症經驗與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建立解
決方案的能力，帶來許多專業知識。因此，納入患者聲音在有意義的健康
政策制定中是如此重要且寶貴。

Iris Zemzoum，APPIS 2022  
諾華 APMA（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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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組織的角色

患者和患者組織需要有標準管道才能參與決策過程。此外，為了讓患者參與醫療照護系統，他
們必須培養下列相關的能力：

  辨別在健康政策中誰是關鍵決策者的利害關係人，以及與他們互動的正確管道；

  增進他們對醫療決策過程的理解；以及

  培養他們的能力，為決策過程做出貢獻。

與患者和患者組織參與健康政策決策過程相關的幾個領域。其中一些關鍵領域包括：

1.  研究和臨床試驗 – 製造商和開發商應在制定研究和臨床試驗協議時，致力整合患者的
意見。必須鼓勵來自不同患者團體與族裔的參與。患者團體必須加強與臨床醫師和試
驗主持人的對話。

2.  數位健康與創新 – 患者需要提供回饋和使用者體驗，並為數位創新者提供意見。

3.  公共衛生計畫 – 患者參與有關使用和體驗特定預防性和推廣性公共衛生活動的調查。
醫療保健政策和臨床參與決策管理需以醫療人員和政府為中心，與積極參與的患者和
消費者共同制定。

4.  醫療科技評估 – 患者可參與結構式評估過程，向諸如支付者與監管機構等管理製藥、
醫療器材和其他醫療系統內科技之可負擔性、引入和使用的決策者提供其醫療科技意
見。需要檢視的部分資料可能是活著的患者經驗、生活品質、疾病負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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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評估

醫療科技評估是一套標準評估工具，也是患者可以參與決策過程的主要領域之一，其可顯著影
響患者的生活。醫療科技的範例包括藥品、診斷和治療的醫療設備，以及預防方法。醫療科技
評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旨在告知決策者關於已知和未知的科技資訊，以
建立在適當的時間且正確的成本下，平衡現實狀況，為適當的患者提供適當治療的政策。1

醫療產品製造商、監管機構、臨床醫師、患者、醫院經理、支付者、政府領導者和其他人員越
來越需要資訊，以支持他們是否或如何開發技術、使其上市、獲得、使用、支付其使用、確保
其適當使用等決定。

HTA 可提供資訊以支援有關醫療保健優先項目的決策，例如：

     由醫療費用支付者決定應支付哪些科技（例如：程序、藥物等）。

     由醫療保健組織決定是否排除或實施新科技（例如，現代放射治療）。

     生產與試行新產品的醫療保健公司（例如，證明產品能有一定水準的利益，以證明成
本的合理性）。

     醫療機構為某些程序制定臨床標準和規程，以標準化護理、改善品質並減少醫療系統
中的詐騙（例如：臨床途徑與乳癌標準治療指引）。

     HTA 報告的一些要素也可供個人使用，包括：由患者和照顧者決定何種可用治療選項
最符合其需求。

     衛生主管機關考慮制定篩檢計畫。

1 https://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3/90426/E919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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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患者參與健康政策制定的挑戰

患者是健康政策決策過程中的重要利害關係人。急需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納入或放大患者的聲
音。在該地區的患者參與需要進一步發展和政策，以支持納入患者的聲音。

許多機構都有特定機制讓患者參與其過程（例如 HTA），但這些機制之間存在很大的變異性，
且缺乏全面、穩健的參與實踐。2 儘管許多患者組織持續存在於 APMA 區域，但患者有意義的
系統性參與仍不普遍。HTA 應使患者實際參與，即從患者處獲得意見。患者的參與應為多面
向，不僅為治療病症提供意見，也提供相關方面的意見，例如對生活品質的影響。患者也可以
提供對 HTA 報告的回饋。目前，大多數 HTA 機構尚未建立機制，以利與患者團體進行雙向意
見回饋。

APPIS 的患者組織在健康政策決策過程中面臨了以下主要挑戰：

1  缺乏知識與能力

 若無辨別適當利害關係人參與溝通發展的知識和能力，患者組織難以與政策制定者溝
通並獲得有助益的回應。3 患者和患者團體的知識和能力不僅需要透過課程，也需要透
過實際參與政策會議建立。

2  缺乏適當的溝通管道

 患者組織缺乏資訊，且不瞭解從何處開始與政策制定者互動。瞭解患者參與的相關領
域、參與過程與正確的時間也同樣重要。

3  缺乏與患者相關的一致且有組織的論壇

 患者組織尚不理解要持續表達自己的意見。患者組織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缺乏有組織的
互動論壇。患者組織需要令人信服，並定期與政策制定者互動。訓練患者小組如何組
織圓桌討論，與建立人脈的能力至關重要。

4  使用不一致的術語
 患者組織在與政策制定者互動時，可能不瞭解使用正確術語所需的認知，例如醫療、

法律、法規、健保系統等，且他們所使用的術語通常都不一致。需要以標準且一致的
術語包裝給政策制定者的訊息。

5  缺乏標準化的患者資料

 缺乏以患者為中心的資料，會影響患者組織可用於支持接受其建議的實證方法開發。

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256282_Patients_and_public_are_important_stakeholders_in_health_technology_assessment_but_the_level_of_
involvement_is_low_-_a_call_to_action

3  https://implementationscience.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3012-018-078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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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參與健康政策決策過程的挑戰

1

2

3

4

5

溝通管道

-  政策制定者與患者組織之間的諮詢有限

-  利害關係人之間缺乏透明的溝通

-  不同患者組織之間缺乏協調

-  國內患者群體間缺乏共識

知識差距

-  缺乏對決策者優先事項的理解：他們做什麼、他們專注於
什麼、患者可以參與政策決策對話的地點和時間

-  缺乏決策過程的資訊

-  缺乏可能影響後續策略的法律或準則知識

過程 
-  從決策過程的一開始缺乏患者參與

-  患者團體在過程中不被視為重要的利害關係人

標準化資料

-  缺乏患者登錄庫與在地資料

-  透過標準化的框架在私人／政府部門之間分享資料的障礙

立法

-  缺乏使患者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的法律授權

-  缺乏在規範內對話，無法讓患者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

透過患者的合作參與來制定健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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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改善患者參與
制定健康政策的藍圖

APPIS 高峰會前研討會和高峰會的討論強調了一
些優先領域。我們鼓勵患者組織在這些優先的
挑戰領域中努力，幫助他們以更具參與性與協作
性的方式，提升目前的參與程度到下個階段。
在 APPIS 2022 期間，由菲律賓癌症聯盟聯合基
金會副總裁 Carmen Auste 和執行長兼共同創辦
人與，癌症戰士基金會聯合基金會的執行長兼通
同創辦人分享的一個例子是國家綜合癌症控制法
案，於 2019 年 2 月在菲律賓生效。該法案的目
的是加強該國的癌症控制、增加癌症存活者，並
減少家庭和癌症患者的負擔。這是癌症患者、倖
存者和家人為了立法，與因當地強烈的親屬關係
價值觀而聚在一起。

我們需要召集所有利害關係人共同發聲，透過在
圓桌會議講述與討論問題陳述來提出問題。

透過患者的合作參與來制定健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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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PIS 2022 年期間，澳洲 Hearts 4 Heart 執行長兼創始人 Tanya Hall 分享了一個例子，說
明如何創造白皮書去帶動在圓桌討論中匯集的心臟學會、心臟基金會、澳洲中風基金會、家庭
醫師、初級照護機構和產業，以傳達心房顫動在澳洲是一個日益流行的流行病。

以下的框架建議了目標，並解決患者參與健康政策制定方面的挑戰。它以提出問題的形式進一
步細分挑戰，並提供逐步指引，幫助患者和患者組織建立有效的參與策略。患者組織可以使用
以下問題進行腦力激盪，並排定建議策略的優先順序。

目標

 建立溝通和傳訊的
管道

 解決知識差距

 標準化資料以支持
證據

 設計資源分配策略以
制定立法，以便從一
開始就有系統地使患
者參與

處理挑戰時應提出的問題

 患者組織如何能更好地統籌與溝
通？

 患者組織如何取得有關正確的利害
關係人，以及與他們互動過程的資
訊？

 如何建立整合和標準化的資料系
統，以做出更準確和相關的決策？
哪些資料集很重要？

 您可以在何處取得所需資料？若無
國內資料，是否可使用區域、全球
或其他國家的參考資料？

 患者可以在何處及何時參與決策過
程，以及推動決策的因素為何？

 患者組織向其他患者組織學習，並
創造一個為區域與國家共同發聲的
機會是什麼？

 患者組織如何向政府倡議制定新的
命令和法律，以立法讓患者參與健
康政策的制定？

建立策略

4 https://www.ahajournals.org/doi/10.1161/CIRCULATIONAHA.108.82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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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1：利害關係人定位與參與

患者組織必須深入瞭解健康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利害關係人 – 他們的角色、目標、需求，以及
接觸他們的管道。患者組織需要確定可能有興趣參與對話的政府主要聯繫人。他們也需要尋找
願意表達意見並分享患者生活經驗的人。這些人是該目標的潛在捍衛者 – 強調令人信服的敘
述並放大患者的聲音。請留意異常或非常規的利害關係人。一個真實世界的例子是印度鐮狀細
胞疾病社群，在部落事務部發現了一位不太可能是盟友的盟友，並成為不尋常且非傳統的利害
關係人。

然而，對於與患者組織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合作，需要適當的資源分配與規畫。對於很少或沒
有資訊的組織，解決此問題的一個方法是尋找可能在材料和社交形式上積極給予助力的潛在動
員或執行者，利用他們獲得的資金、資源、技能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來建立更大的團隊。為此，
人們可以尋找會議、出版物，或甚至是社交媒體，以找出具有共同利益的利害關係人。患者團
體也可以尋找聯盟或與不同的患者團體和 CSO 建立人脈，這些團體和 CSO 在推廣健康議程方
面具有共同的目標。

當有充足的資源和資訊可以開始與利害關係人互動時，則可能需要為參與的每位利害關係人進
行能力建構練習，不僅針對溝通訊息和使用現有的方法和管道，也針對有效理解、整合和實施
外部偏好到內部議程和可行動的倡議中。

患者組織應付已確定的挑戰領域策略：

建議該國的患者組織召開國內諮詢，並根據需求與急迫性排定並規劃以下執行項目：

透過患者的合作參與來制定健康政策
患者組織指引文件14

https://tribal.nic.in/sickle-cell-disease-piramal-swasthya.aspx


應採取以下步驟進行利害關係人評估：

1.  利害關係人定位練習
本練習旨在確定利害關係人，並選擇最適合參與的利害關係人。這將需要瞭解健康政
策的現況，以及特定疾病領域和／或地理區域的決策過程。考慮關鍵影響者，包括但
不限於健康產品製造商、監管機構、臨床醫師、患者、醫院經理、支付者、政府領導
人、醫療科技評估機構、產業、醫療協會、發展夥伴、政府實體、健康政策的研究和
學術機構，以及數位健康解決方案開發者。同樣重要的是找出有令人信服故事的患
者。患者的聲音和敘述可直擊願意幫助倡議的任何人的內心與感受。

可以不同的來源辨別利害關係人，例如透過審查醫學文獻、文章、會議、白皮書、醫
療機構、電子政務、醫療科技評估機構、監管機構、研究，和學術機構網站進行研
究。以下是執行利害關係人定位所涉及的步驟簡要概述：

01
步驟 研究該國的健康政策及決策過程；評估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優先事

項，為健康政策決策、其目標、經驗，以及其如何符合業界和政
府優先事項之外的患者需求做出貢獻。將患者組織的優先事項與
國家的健康優先事項相互連結，給予倡議推動議程些微優勢。

列出主要利害關係人後，他們需要透過調查和訪談，針對其興趣
領域制定計畫，以最符合其核心專業領域及其可帶來的影響。

定義所確定的各利害關係人的角色和責任，建立溝通管道並建立
與他們互動的過程。

02

03
步驟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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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害關係人參與過程
與所有利害關係人達成一致意見將有助於建立穩健的實例，使患者與照護者可以參與
健康政策決策過程。在此過程中，從定位練習中納入所有相關且列入候選名單的利害
關係人。患者組織必須執行以下步驟，以正式化與發展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有關設計和實行利害關係人定位和參與的詳細講義，可在此處查看。或
者，請參閱講義第 2-5 頁。

01
步驟 建立患者組織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正式、結構化且永續的溝通管

道，例如：共同建立準則的平台、與其他患者組織合作計畫、與
政府和其他相關利害關係人定期進行圓桌討論，以及尋求醫學學
會和製藥行業的教育和培訓支援。

02
步驟

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平台或論壇，發布並宣傳多方利害關係人的
白皮書，其內容關於患者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的重要性，以及
患者組織的觀點如何在政策決策中被納入考慮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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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2：參與網絡論壇和交叉學習平台

患者參與情況仍然十分分散，每位利害關係人可能無法有效地與患者組織互動。為了加速患者
的參與，需要探索與建立多方利害關係人平台和討論論壇。需要將多方利害關係人平台的擴展
至更多國家和不同情況，為每位利害關係人建構更好的聯合學習與能力。

針對參與的網路論壇和交叉學習平台或空間，尤其是在如果沒有對話或公開討論的平台時，是
創造合作和合夥關係的途徑。這些可以讓政策制定者在與其他利害關係人討論健康政策時感到
自在。這些空間可能是必要的，以消除遊說中可能的負面暗示。

網路論壇和學習平台的架構必須是一種合作關係，認可每位利害關係人是具有獨特目標與經驗
的與眾不同的人士。如前所述，不只有患者需要進行能力建構，而是整個醫療保健產業，以便
促進合作，同時實現多個目標。整合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也對成功至關重要。雖然有共同的
目的，但找出並重視每個組織的目標和任務仍然很重要。也請務必檢視新一代患者團體所使用
的溝通、文化與語言的新趨勢。例如，在 APPIS 2022 年高峰會上，愛爾蘭患者組織、科學與
工業平台 (IPPOSI) 執行長 Derrick Mitchell 分享，IMOSSI 由患者團體設立，為眾多利害關係人
提供中立空間，尤其是政策制定者，以舒適地加入和公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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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此處查看使用網絡論壇和平台的詳細檢查清單。或者，請參閱講義第 
6-11 頁。

網絡論壇和交叉學習平台的目的在於吸引確定的利害關係人參與、與合作夥伴合作、學習、共
同建立、溝通、建立能力，並倡議一個意見。患者維權者必須擁有一定的心態，才能不計一切
代價參與政策對話與政策網路。以下是流程中涉及的步驟概述：

01
步驟

02
步驟

03
步驟

04
步驟

規畫並準備：為了準備設立或使用現有的網絡論壇和交叉學習平台，
患者組織將需要確定並列出特定疾病領域已可用的論壇。患者組織必
須清楚瞭解此類網絡論壇和交叉學習平台的目標和目的。

確定所需的資源：患者組織將需要查看需要哪些資源來設定或使用現
有的論壇和平台。範例包括歐洲患者論壇活動、EUPATI 平台、健康政
策論壇、國際患者組織聯盟、患者參與論壇，以及由患者組織籌辦的
國家特定活動。菲律賓的國家綜合癌症控制法案通過起因於 WHO 決
議將全球承諾轉型為對當地的行動。根據現有的潛在網絡清單，找出
健康政策生態系統中的主要團體或人士。辨識由政策制定者與患者組
織統籌舉辦的主要活動。去了解他們正在從事哪些疾病領域，如果這
是患者組織想要追求的疾病領域。

培養利害關係人的能力：找出可用於進行訓練、能力建構和倡議活動
的平台。除此之外，請關注專科醫師、健康政策專家和以患者為中心
的照護專家感興趣的主題領域，並在患者網絡論壇與區域知識中心舉
辦能力建構研討會。審查、參考和使用現有的區域和全球知識中心，
例如：著重於患者參與和客製化的 Lion Bridge 和 HTAasialink。

制定倡議策略：有助於讓患者參與政策制定流程、法律，以及資料保
護和隱私相關權利的過程。為將患者參與監管納入法規的倡議。規劃
策略，倡議將患者納入健康政策的決策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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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3：使用患者登錄庫將資料標準化

需要將證據和可信度納入患者對健康政策的意見
中。這可以透過使用標準化的患者資料作為證據基
礎來完成。務必提供關於患者結果、觀點、疾病管
理與治療偏好的見解，並建立能夠處理和同步資料
的基礎設施。目前缺乏患者登錄庫和在地資料。此
外，透過有組織的架構或整合的資料分享系統在私
人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有限或未被分享的資料，限制
以即時證據代表患者經驗、偏好和結果資訊。

需要即時的患者資料，而非由醫療人員主導的資
料。患者參與人工智慧 (AI) 平台、資訊、通訊和科
技 (ICT)、資訊與通訊和媒體科技 (ICMT) 以及以資
訊保護科技為基礎的區塊鏈至關重要，需要從小規
模開始並逐步拓展。需要的是以患者為中心的資料
集，而不是從醫院或其他機構收集而來的以機構為中心的資料，以便全面瞭解患者體驗和患者
狀況。

患者組織存取健康資訊的權利經常受到限制、誤解，以及不良溝通。可透過政策變更和患者登
錄，讓患者組織僅可在患者組織分享資訊的認知和同意下，在私人、安全的環境中分享個人資
訊。網路平台在開發這些登錄庫時，需要考慮患者及其照顧者的隱私和資料安全的面向。

建立患者登錄庫：

以下步驟描述了支援患者登錄庫開發的過程：

患者登錄庫
範圍界定

患者登錄庫計
畫與試行

1.  患者登錄庫範圍界定
患者組織將需要進行範圍界定練習，以瞭解患者登錄庫在不同疾病領域與其地區的 
情況。如果有的話，請從登錄庫中找出健康政策優先順序與患者健康結果之間的相關
連結。如果其尚未整合，他們必須尋找機會與現有登錄庫整合。登記必須可以包容各
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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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資料必須符合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以便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該資料評估患者在患
者治療、結果和患者歷程方面的經驗。

2.  患者登錄庫計畫與試行

若登錄庫尚不存在，患者組織將需要請關鍵利害關係人參與支援建立患者登錄庫。政
府是通常負責建立和資助患者登錄庫的主要利害關係人。支援患者登錄庫將需要與更
大的目標一致，即確保以患者為中心的資料使用，同時整合資料隱私和保護元素。其
目的不僅在於讓政策制定者瞭解患者需求，也將讓政策制定者和主管機關瞭解患者經
驗並解決他們最迫切的需求。政府必須與患者組織合作，以開發患者登錄庫。

患者登錄庫需要來自不同方面的資源和資訊，包括但不限於指引登錄庫目標的諮詢委
員會、為患者登錄庫試驗進行試行的營運人力資源、資金、行銷和通訊、與可以核准
試驗的人體試驗委員會的聯繫、資料收集、分析和監測過程，以及為包括數位健康解
決方案開發者在內的不同利害關係人所闡述的結果評估。

目前，資料保護政策讓患者組織在無適當許可的情況下分享和使用電子資訊的科技能
力方面落後。個人存取自身健康資訊的權利通常受到非必要、不充分理解和溝通不佳
的限制。可透過政策變更，讓患者組織僅可在個人分享資訊的認知和同意下，在私
人、安全的環境中分享個人資訊。理解並瞭解當地背景下的資料隱私法非常重要。資
料收集不僅重要，也要加以保護。與 IT 解決方案供應商的合作有助於確保資料隱私。

有關設計和建立患者登錄庫的詳細參考指引，請參閱此處 或者，請參閱講
義第 1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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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制定立法倡議運動的詳細指引講義，可在此處查看。或者，請參閱講
義第 16-18 頁。

執行項目 4：立法倡議運動
倡議簡單而言是影響人們去創造變革的過程。其命脈是良好的策略溝通 – 教育人們關於需
求，並促使他們行動去滿足需求。患者組織可以統籌一個倡議運動，為他們奮鬥的目標獲得支
持，如下所述。患者組織可以召開疾病特定的國內患者組織諮詢會議，並透過以下步驟實施立
法健康政策倡議運動：

定義情況：概述健康政策審查的案例，並在支持資料、時間和金錢方面進行研究與規畫。研究
是溝通的基礎，獲得正確的資料與倡議者是關鍵。患者組織必須從需要參與的人員、目標與目
的，以及將如何設計與實施運動的基本問題開始。

定義目標：運動的目標必須明確、可衡量、可行且明確。長期目標是在健康政策決策過程中，
提出讓患者和照護者參與的問題。

辨別並吸引目標受眾參與：為了讓倡議運動有效果，您的訊息必須傳達給正確的人。提出正確
的問題，以協助患者組織定位目標受眾。

定位並使利害關係人參與：建立最適合參與運動的利害關係人清單。為利害關係人設計角色，
以清楚說明將與每位利害關係人進行的互動內容與討論。選擇真實、可信且知識淵博的適當人
選來傳遞訊息。找出可影響所需改變的利害關係人與人員。其中包括捐款者、政策制定者、臨
床醫師、監管機構、支付者、研究和學術界、媒體、部落客、名人、社會影響者、公民與社區
團體等。與每個類型的利害關係人溝通必須由不同的團隊領導。

闡明訊息：該訊息必須簡單明瞭，且旨在實現特定目標。成功的倡議運動肯定會牽涉到使利害
關係人產生共鳴的簡單訊息，並取得對運動的支援。這不代表重新表述目標，僅是代表與目標
受眾建立令人信服的實例。用同情心強調個人故事。

確定目標活動和機會的溝通管道：遊說、正式會議、非正式迴廊談話、運動期間的人脈拓展、
公開運動、線上運動、街頭行動、媒體訪談和新聞會議，可能都是可以在倡議運動中溝通與吸
引利害關係人參與的一些方式。溝通管道應提供可信賴且具同理心的訊息，且必須能影響目標
受眾。與醫療社群成員、記者、名人、科學專家與其他有影響力的利害關係人互動，建立電子
郵件倡議清單，並建立志同道合者的聯盟。

監控並評估成功：提出問題以檢視進度：哪些有效？效果如何？什麼無效，為何無效？哪些部
分可以改善，以及如何改善？合作夥伴和利害關係人如何在何處提供協助？哪些訊息引起了共
鳴，並有助於實現運動目標？成功的阻礙是什麼（外部和內部）？哪些因素造就成功，包括預
期以外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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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組織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的策略

建立策略

   為自己發聲很重要
   瞭解您身為患者維權者的角色
   建立您的目標與目的
   從國家到全球層級瞭解議程
   研究您的議程並收集證據
   設計您的訊息
   切勿停止學習。拓展人脈以取得其他

資源。

利害關係人定位與參與：

   透過定位您的環境，與決策者建立結構化的接觸點

   設計、開發、測試與實施定位利害關係人的工具

   聯絡您的利害關係人

   從健康政策制定過程的一開始尋找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並與
之合作

使用網絡論壇和交叉學習平台

   瞭解政治優先順序設定的過程
   與現有的人脈互動，並在缺乏人脈
的地方建立新人脈

   合作以進行共同學習和分享
   出版和宣傳研究，以支援健康政策
決策過程。

使用登錄庫將患者資料標準化：

   透過標準化患者資料支持證據與可
信度

   提供有關疾病管理和治療的患者結
果、觀點和偏好之見解

   使基礎設施能夠處理和同步資料
   分享資料以支援健康政策決策過程。

立法宣導運動：

   倡議制定要求患者參與健康政策制定過程的法規
   影響政策以為患者介紹參與決策過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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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健康政策制定計畫必須與健康生態系
統中所有確定的利害關係人合作。換句話
說，他們必須深植於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中，才能獲取成功。為增進利害關係人的參
與度，收集健康結果與策略的意見是必要
的，吸引利害關係人的主要考量之一是牢記
文化考量：瞭解和調整醫療系統時，必須考
慮語言、人口統計特性和當地背景。

根據患者的意見設計醫療基礎設施，不僅能
提升醫療系統的效能，也能提升患者對提供
給他們的醫療的信任。患者組織必須定位到
正確的人員、他們的興趣和正確的管道，並
在正確的時間點接近他們，藉此推進目標。

患者組織也可以向媒體出處諮詢以告知大
眾，並為特定患者目標和疾病領域的重要訊
息發聲。強調以資料為中心與以實證為基礎

的方法是說服政策制定者的有效語言。同
時，訴諸情緒，例如透過政策制定者和背景
的個人故事，也有助於提供推動政策通過的
最終動力。

患者參與的目標應為預先指定、明確且可衡
量，且利害關係人對於定義成功已達成共
識。此外，應取得所有參與人員、患者、患
者組織、決策者、諮詢團體和委員會的回饋
意見，以持續改善患者意見實踐並評估其影
響。建議在各種利害關係人之間建立密切的
合作與合作關係，包括醫療專業人員組織、
受託研究機構、患者和消費者組織、學術
界、主管機關和 HTA 機構，以及製藥產業。
患者意見帶來的影響不一定能完全改變健康
政策，而是為決策過程提供背景、安心和新
資訊。

總體建議

「這不會很容易。這需要堅持、積極和勇氣，才能致力於克服為系統性改
變倡議的挑戰，尤其是在對抗禁忌或污名時。然而，如果一個人堅持認為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只要一個人相信自己能夠追求並要求應發生的改變，
那麼就有可能雖然低於預期目標，但仍實現所需的系統性改變。」

Carmen Auste，APPIS 2022 癌症戰士基金會執行長兼共同創辦人， 
菲律賓癌症聯盟副總裁兼共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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