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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強、Actonel®
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

Evista®鈣穩
抑鈣激素：Miacalcic®密鈣息

二、同化藥物：刺激造骨作用。

副甲狀腺素：Forteo®骨穩
三、其他藥物：鍶：Protos®

 骨鬆患者多為中高年齡，用藥上
應注意病患腎功能狀況。根據 NHA-
NESIII中 7120位女性的研究結果顯
示，高達 23.8%的骨鬆患者其腎功能
CCR<35，達到中重度腎功能不全的狀
況。藥物治療應注意長期遵醫囑情形，

骨質疏鬆症治療的服藥遵從性不佳，

約有 50%用藥三個月後即中斷治療。
使用雙磷酸鹽類藥物，需注意病

患腎功能情形。

  ◎ 經腎臟代謝或排除
◎ 不建議用於肌酸酐排除率小於 30-

35mL/min的病患
◎ 美國 FDA曾針對 zolendronicacid提出
腎功能影響的安全警訊

雙磷酸鹽實際用藥低於 50%，幾
乎等同於未治療的結果。

全新骨鬆治療藥物

   保骼麗 Prolia的臨床特點：
一、100%人類蛋白質藥物。
二、半年1次皮下注射，使用便利。
三、有效降低骨鬆常發生的脊椎、非脊 
椎與髖骨骨折風險。

四、不經腎臟代謝排除，不需考慮病患

腎功能調整用藥。

五、不會有注射後急性反應，如：發

燒、疼痛等類流感副作用，注射部

位反應與安慰劑相當。

 保骼麗常見較多的不良反應為皮疹
與脹氣，使用保骼麗不會增加注射部

位不良反應，也不會有注射後發燒、全

身痠痛等類流感症狀，不需考量病患

的腎功能情況，腎功能不佳的患者也

可以使用，無需調整用藥。治療時，一

次限用一項藥物，不得併用其他骨質

疏鬆症治療藥物。

年長或停經後的婦女易誘發骨質

疏鬆症，現在只要由醫師研判患者 T
值小於 -2.5，引起脊椎或髖部骨折；或
因骨質疏少症，T值介於 -1到 -2.5之
間，引起脊椎或 部 2處或以上之骨折，
自今年 3月份起開立類保骨素骨鬆針
即可健保給付。

骨鬆藥物在預防骨折的效果比較

DRGs對民眾之影響及因應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簡稱「DRGs」即「診斷關聯群」，是一種新的健保支付制度。其最重要的

新措施是同一種疾病，醫院不論採用何種治療手段、藥物、住院天數，健保就只給醫院同一種給

付價格，同病同酬， 改變以往「實支實付」的給付方式。本文擬就 DRG 實施要點與既有的健保

給付制度做一比較，讓讀者對此一新制度有深一層的認知。

編輯部（資料來源／摘自雜誌 Money 2010）

您知道什麼是DGRs?
     健保局為因應二代健保所實施

第一階段住院診斷關聯群（DRGs）
支付，大幅改變現在「花多少、給多

少」給付。亦即治同一種病，不論採

用何種治療手段、藥物、住院天數，

就只有一種給付價格。醫管處支付標

準科長李純馥指出，第一階段實施疾

病包括，「腎及尿道」、「女性生殖」、

「口耳鼻喉」、「皮膚」、「多重外傷」、

「影響健康因素」六大組疾病的 182
種DRGs已於民國 103年全面實施。

一病一價，割盲腸住院就有差

現在，當民眾生病住院，醫院會

依據病患所進行的手術、使用的藥

物、住院的天數，向健保局申請費用，

只要是合理的使用，健保局就會一

一給付，也就是俗稱的「論量計酬」。

DRGs支付制度和現行論量計酬制度
最大的差別，後者是依據醫院的服

務量給予報酬，通常是報多少給付多

少；前者則是根據臨床醫學的治療

現況，把住院病患的診斷、手術或處

置、年齡、性別等，及出院狀況等條

件，將病患分為不同的群組，給予定

額給付。

例如割盲腸炎的住院病患，健保

局給付約 3萬 5000元，採用傷口較
小的腹腔鏡手術，比傳統的開腹手

術，可多 1500 元左右的給付，形同
鼓勵醫院多用小傷口的開刀法。但是

DRGs則不管醫院採用哪一種手術，
一種病患，通通只有一種價格。

另外，若是病患發生術後感染，

原本健保局會再另外支付治療感染費

用，但是DRGs實施之後，術後感染
是醫院的問題，感染管控有問題，健

保局不另支付費用，超出的費用醫院

必須自行吸收。

「DRGs會要了病患的命？」醫界譁然

台灣不是第一個實施 DRGs的
國家，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

日本、新加坡都已經實施 DRGs，但
實施之後，常出現醫院選擇病患，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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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病患常成人球。全民監督健保聯盟

發言人滕西華表示，DRGs確實是一
個可抑制醫療浪費的制度，但是配套

措施一定要周全，否則將出現嚴重的

弊端。

她說，同樣的疾病只有同一種價

錢，複雜病患就容易遭到拒絕。例如

糖尿病、高血壓病患的手術風險比較

高，手術之後的併發症又多，醫院為

了避免手術後，可預期會有高額照顧

費用，因此易排擠複雜病患。此外，

病患手術完成之後，醫院為了節省住

院成本，要求病患提早出院，因此還

掛著鼻管、尿管、呼吸管「三管病人」

被迫出院，也是其他國家施行DRGs
之後，最令人憂心的問題。

而為了得到較高的健保給付，醫

院可能會「輕病重治」，例如明明是

普通感冒，卻申報為肺炎，如此就可

得到較高的給付，形成另一種浪費。

自從健保局管制感冒給藥後，醫師申

報感冒病人少了，但肺炎病人大增，

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外，病患徵詢第二意見的權

力，也可能遭到剝奪。滕西華說，病

患在原醫院治療，需要第二意見時，

可能轉往更大醫院，但是檢查費用，

都已經被前端醫院「吃掉」，後端的

大型醫院吃剩下的殘羹剩肴，收治

「爛攤子型病患」的意願就會大幅降

低。可以預見的，有良心的醫學中心

經營反會相對困難。

     優點
◎不會多住院

◎減少不必要的用藥與檢查

◎門診手術就能解決的問題，門診就

    能完成。

◎減少院內感染的風險。

     缺點
◎病人遭醫院要求自費的機會增加

◎複雜病患，醫院拒收。

◎病還沒治好，就被趕出醫院。

重症病患恐淪人球，須有配套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長吳德朗表

示，DRGs實施後，醫學中心平均少
了一成的收入，由於DRGs只給一個
「包裹」給付，醫院被迫要把病患在

健保局規定的天數內治療好，導致有

多重器官疾病的病患要不斷出院、入

院診治，才能真正康復。

吳德朗進一步指出，醫界並不是

反對DRGs，但希望要有更好的配套，
國外實施 DRGs是在已做好長期照

護及出院的短期照護，但這些照護制

度在台灣都還沒有準備好，以致台灣

病患一定要吃掉大半的住院醫療支

出。

民間健保監督聯盟發言人滕西

華表示，目前的健保的支付主要以論

量計酬，導致醫療浪費、藥費及總額

不斷的成長，但病患不一定能得到很

好的醫療照護，DRGs可以鼓勵醫院
給予病患最好的治療，讓病患在合理

的天數內康復出院，尤其在各年齡層

及診斷疾病的「細分類」上，要做好

分項，才能發揮DRGs的效果，避免
民眾的住院就醫權益受到損害。

住院天數降，門診手術增

不過，健保局為了避免人球事件

發生，包括癌症、精神病患、詴辦計

畫、血友病、愛滋病、罕見疾病，以

及凡是住院超過 30天的住院個案都
不會納入 DRGS 支付制度內。此外，
健保局也會建立監控指標，像是出院

後再回急診比率、重覆入院比例等，

來觀察病人是否被迫提早出院。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依造美

國在實施 DRGS 制度初期的經驗顯
示，醫療院所出現了兩大改變，包括

平均住院天數減少 14.6%，門診手術
卻爆增 1倍。
可以想見的是，台灣醫療院所在

營運考量下，未來也有可能出現這兩

大改變，而民眾先前所購買的「住院

才賠」的商業醫療險，則因住院天數

減少，理賠金額也會跟著縮水，權益

亦間接受到影響。因此建議，每一個

有買醫療險的消費者都應該了解什麼

是 DRGs，民眾可以把握以下四個重
點，重新檢視並加強保障缺口。

  一、住院日額
雖然日額型住院醫療險會因

DRGs實施後病人住院天數減少，理
賠天數也跟著下降，但因目前各大醫

院病房費差額仍需自費，且住院病房

費不斷提高，因此最基本的日額型住

院醫療險還是不能少。

 【 建議：買適當額度即可 】

所謂適當住院日額額度是指，如果

生病住院，你會在哪家醫院治療，那間

醫院的單人或雙人病房一天病房費是多

少？這就是你所需要投保的最低額度。

建議可以採用終身、定期險互相搭配。

如果買的住院日額理賠金超過5000 元，

可以詢問保險公司是否可以調降到5000

元，把多出的保費轉換到實支實付型住

院醫療險。

 
 二、實支實付額度
雖然住院天數減少，但是住院期

間該做的檢查、治療、手術等費用並

不一定會跟著減少，甚至有可能醫院

會把無法向健保局申請到的費用，轉

嫁到病患身上變自費，所以民眾最好

先檢視自己的商業保險中有沒有購買

實支實付型的住院醫療險。

 【 建議：提高額度 】

 實支實付型住院醫療險只要有收據

就會理賠，所以沒有的民眾最好要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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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購買日額或實支實付二擇一給付的

醫療險。已經有投保的保戶，還要看理

賠額度夠不夠，建議每次住院的實支實

付額度上限最好超過10 萬元。主要是

因為像人工軟骨、心臟支架等，好一點

的人工組織價格都要超過 10 萬元，而
這些都必須自費。

 
 三、門診手術額度
隨著DRGs上路，部分醫院可能

會將住院手術改為門診手術，因此保

戶最好翻一下保單條款，看看是否有

門診手術理賠這一項，通常早期購買

的終身醫療險或定期醫療險都沒有

門診手術理賠。

 【 建議：增加手術醫療險附約 】

部分保險公司有販售以手術為主約

的定期或終身醫療險，也有保險公司提

供手術醫療險附約，這些保險都包含門

診手術理賠，保險公司會依照手術的項

目給予定額給付。以保費來說，附約最

經濟實惠，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增購

手術醫療險附約，還要看當初所購買的

主約是否可以附加手術險。

 四、一次給付型醫療險
由於DRGs是以「住院」為前提

的支付制度，所以對於一次給付型的

商業醫療險影響較小。而一次給付

型醫療險除了實支實付型住院醫療

險外，主要還包括重大疾病險、癌症

險，其中癌症險的檢視重點要看併發

症有沒有理賠，因為早期的癌症險

對於併發症大多是不理賠的。但是隨

著癌症所衍生的併發症愈來愈多，因

併發症引起的治療費用愈來愈高，因

此這項保單條款成為民眾購買醫療

險要特別留意的投保細節。

 總結
從DRGs的優缺點上來看，未來

住院天數減少，門診手術機率增加，

病友自費機率增加，這些對於住院醫

療險都是一種打擊。以後可能會常常

看到住院天數只有短短 3-5天，但自
費用藥或者器材費（心臟支架、人工

髖關節等），卻花費數萬元甚至數十

萬。

沒有「住院」，終身醫療實質效

果就會大打折扣，理賠金額隨著住

院天數下降而變少。手術則有可能變

成「門診手術」，理賠上申請困難。為

了因應目前的醫療制度，較好的選擇

是二擇一的實支實付，或者是沒有住

院限制的醫療險，如一次給付型的癌

症或重大疾病險，在將來醫療上面

會較有保障，不需要受到DRGs的限
制。

抗磷脂抗體症候群：
可能的標靶治療

一直以來，抗凝血劑或抗血小板藥物是治療抗磷脂抗體症候群的主要藥物，由歐洲多家醫學中

心所進行的抗磷脂抗體症候群世代追蹤研究結果於今年初被發表；針對抗磷脂抗體症候群的治

療仍有很大進步的空間，多種可能的標靶治療陸續被提出，對治療該疾病有新的發現。

林廷軒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抗磷脂抗體症候群是一種臨床上

表現反覆血栓或流產，合併實

驗室檢查有抗磷脂抗體之自體免疫

疾病，其最早於西元 1983年由英國
Dr.GrahamHughes提出。在西元 1999
年，相關領域的專家在日本札幌市訂立

抗磷脂抗體症候群的分類標準，稱為

Sapporoclassi�cationcriteria。在西元 2006
年，anti-β2GPIantibodies被加入分類
標準，此修正後的版本沿用至今。目

前針對抗磷脂抗體症候群的治療，主

要是使用抗凝血劑或抗血小板藥物，

但這樣的治療方式明顯忽略其為自體

免疫疾病之事實。由歐洲多家醫學中

心所進行的抗磷脂抗體症候群世代

追蹤研究結果於今年初被發表；此

研究的追蹤時間長達 10年，病人數
多達 1000人，主要治療方式為抗凝
血劑或抗血小板藥物，卻發現仍有高

比率的患者併發血管栓塞，而十年死

亡率為 9.3％；同時期針對全身性紅

斑狼瘡患者的世代追蹤研究結果顯

示，十年死亡率為 6.8％。此研究顯
示針對抗磷脂抗體症候群的治療仍

有很大進步的空間。所幸近年對於其

致病機轉有更深入的認知，多種可能

的標靶治療陸續被提出。

標靶治療 1 莫須瘤 (Rituximab)

莫須瘤是一抗B淋巴球單株抗體。
抗磷脂抗體由B細胞產生後，再攻擊
附於細胞膜上的β2glycoprotein1(β2GPI)
血清蛋白，而引發後續的免疫反應。如

果使用抗 B淋巴球單株抗體將這些製
造抗體的血球消滅，理論上可以控制

抗磷脂抗體症候群。臨床研究顯示使

用莫須瘤後，病人血液中的抗磷脂抗

體濃度會下降。過去有一些成功使用

莫須瘤控制抗磷脂抗體症候群的個

案報導，其主要用在病人合併有紅斑

性狼瘡、血小板低下、自體免疫溶血

或是災難性抗磷脂症候群的狀況。目

(antiphospholipidsyndrome，A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