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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2019年度藥品支付價格之
調整，引發百憂解等原廠藥宣稱將退出臺灣市場，

以及藥價調整機制檢討聲浪。然從健保之基本保障原

則，各藥廠生產之同種藥品，若療效與安全性皆受政

府核准，健保選擇以低價之學名藥為支付標準，應屬

妥當，但仍應容許自付差額，選擇他廠藥品。且健保

在藥品給付上，應以必須、難以替代但價格高昂之藥

品為主，多數民眾可負擔之低價藥品，則可考慮將危

險自留。本文認為，可設藥品自負額，超過之藥費則

依比例給付，兼採定額與定率部分負擔方式，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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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精神與分配正義。

In 2019,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adjusted drug 
price, and may cause brand drugs such as Prozac to 
withdraw from the Taiwan market. Many physicians are 
initiative to review policy of drug price adjustment. On the 
basic guarantee principle of NHI, if the drugs produced 
from differen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ffirm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same efficacy and safety, NHI 
will choose to pay a low-priced generic drug. It will be 
appropriate. Besides, patient allows to choose other drugs 
with deductible. Drug payment policy of NHI should pay 
the necessary, or hard to replace and expensive drugs. 
Most people are affordable low-cost drugs, and consider 
risk retention for the insure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NHI 
adopt the drug deductible payment if drug price exceed, 
the insured should pay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price. The 
deductible payments with copayment and coinsurance meet 
the spirit of insuran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justice.

壹、前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於2019年1

月28日公布調升66項、調降7470項藥品價格，平均調幅約為

3.5%，減少整體藥費支出金額新臺幣58.3億元，調整後新的藥

品支付1價格將自2019年4月1日生效2。藥價調整公告後，禮來

1  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之用語，「給付」為健保署以被保險人
（保險對象）為對象，提供之醫療服務內容；「支付」則為健保署以
特約醫療服務機構為對象，申報醫療費用之方式。

2  健保署，健保署公告108年藥價調整，平均調幅3.5%， https://www.
nhi.gov.tw/News_Content.aspx?n=A7EACB4FF749207D&sms=587
F1A3D9A03E2AD&s=1E1FFDB67EA2E33D（瀏覽日期：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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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宣稱因不敷成本，其生產之「百憂解」（Prozac）欲退出

臺灣市場3；繼百憂解之後，美商默沙東藥廠「泰寧注射劑」

（Tienam injection）因相同理由，擬停止供貨非合約醫院4。

此二原廠藥因全民健保調降藥價，陸續宣稱將退出臺灣市場事

件，引發社會與醫藥界關於健保藥價調整機制與法規之廣泛討

論，全盤檢討聲浪不斷。本文以下將先由本次事件談起，簡介

健保藥價調整相關法令，再從實施健保對醫療行為之改變，以

及社會保險之「基本保障原則」，分析健保藥價政策及相關配

套措施之妥適性。

貳、全民健保藥品支付制度

緣健保開辦之初，因藥價基礎尚未建立，為使醫療院所及

廠商能漸次熟悉全民健保藥品給（支）付制度，故此段期間

係依原公、勞保價格給（支）付醫療院所，並逐步將部分藥

品單價偏高者，分階段予以調降藥價5，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下稱健保法）第41條第2項規定6，授權訂定「全民健康保險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其後2011年修正之健保法第46條

12日）。
3  鄧桂芬、劉嘉韻、簡浩正，不堪健保砍價　1/4市佔「百憂解」退出台
灣，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4369（瀏覽日
期：2019年6月12日）。 

4  魏怡嘉，健保砍價泰寧注射劑跟進退出台灣市場？原廠回應了，
中國時報，2019年3月20日報導，https://www.chinatimes.com/
realtimenews/20190320004601-260405?chdtv（瀏覽日期：2019年6
月12日）。

5  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辦理藥品給付、價格訂定及調整Q&A，https://
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197F438368327FE0&topn=3F
C7D09599D25979（瀏覽日期：2019年6月12日）。

6  健保法第41條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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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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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7則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整作業

辦法」（下稱藥價調整辦法），以進行藥價格調查與調整作

業。藥價調整辦法自2013年10月2日起施行8，依據藥價市場調

查結果，針對藥品交易價格進行當年度健保藥品支付價格額度

之調整，其調整效益運用於支付新藥及適應症範圍擴大，使得

全民共享藥價調整之效益9。

現行藥價調整辦法有下列特點：一、尊重專利：依有無成

分專利、是否逾專利期及健保收載是否久遠進行分類調整。專

利期內藥品給予較優惠的調整公式，且及時反映逾專利期藥品

之市場實際交易價格。二、創造引進新藥之友善環境：新藥收

載4年內不予調整之幅度較其他藥品大。三、鼓勵學名藥與原

廠藥於市場競爭：同成分規格藥品合併計算分組加權平均販

售價。四、適度支持國內生技產業：給付超過15年以上之藥

品，其同成分規格、同品質條件之藥品，給予相同價格，因此

藥價有調降也有調升。五、設定劑型別基本價作為停損點。

六、指示用藥只有調降沒有調升10。其中，所謂設定劑型別基

本價，係指藥價調整時，考慮到如果廠商以低價競爭，可能產

生降低原物料品質或影響出口國外市場等不利後果，而藥政主

管機關又無法及時發現，將影響民眾用藥品質，因此，健保

藥價調整時有劑型別基本價的設計，作為健保藥價調整的停

損點11。因不敷成本而被列為不宜再調降的特殊藥品（以往被

稱為特殊藥品及特殊品項，現已更名），則排除在例行調整之

7  健保法第46條：「保險人應依市場交易情形合理調整藥品價格；藥品
逾專利期第一年起開始調降，於五年內依市場交易情形逐步調整至合
理價格（第一項）。前項調整作業程序及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第二項）。」

8  健保署，同註5。
9 健保署，同註2。
10  施如亮，健保藥價管理經驗談（下），藥學雜誌，34卷1期，2018年3
月，130頁。

11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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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不敷成本的藥品，同成分規格之藥品，如均有供貨困

難，各廠牌一併提高藥價12。

健保開辦以來，藥費支出占整體醫療費用都在25%上下，

健保藥價調整的特點之一為，同成分規格（即「同分組」藥

品）是合併計算分組加權平均販售價，由於以市場販售價為調

整依據的做法，對於總調降金額及個別調整結果之可預期性較

低，健保署為使藥價調整作業更具有可預測性，於2013年試

辦「藥品費用支出目標制」（drug expenditure target, DET），

主要是以前一年的藥費（不包含中醫）為基礎，並給予成長

率，預先設定藥費目標值，在年度結束後，如果實際藥費的支

出超出預先設定目標值時，於下一年度調整藥價時，就前一年

超出藥費支出目標值之額度，作為當年藥價調整額度13，如果

沒有超出目標值就不會啟動藥價調整，以控制藥費支出成長

率。

藥品上市後，專利期內因為必須回收大量的研發經費，藥

價受到相當程度的保障，但隨著市場擴大、生產效率提升、機

器設備折舊，其製造成本會逐步下降，尤其專利期過後，其他

藥廠亦可生產相同成分之學名藥競爭。由以上分析可知，健保

署之藥價政策，對於已過專利期，尤其是健保登錄超過15年

之原廠藥，將較為不利。舉例而言，禮來藥廠生產之「百憂

解」20毫克，其市占率約24%，臺灣約有15000名病人使用，

12  有關健保藥價調整，參閱施如亮，健保藥價管理經驗談（上），藥學
雜誌，34卷1期，2018年3月，122-129頁；施如亮，同註10，130-
138頁。

13  健保署，健保試辦藥費支出目標制強力管控藥費，https://www.nhi.
gov.tw/News_Content.aspx?n=FC05EB85BD57C709&sms=587F1
A3D9A03E2AD&s=D4530250726828B1（瀏覽日期：2019年6月12
日）；健保署，健保署依法調整藥價，願積極與藥界檢討DET之計算
公式，https://www.nhi.gov.tw/News_Content.aspx?n=A7EACB4FF7
49207D&sms=587F1A3D9A03E2AD&s=060918581C15AA86（瀏覽
日期：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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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核定的健保支付價格是2.08元，2019年藥價遭調降至

1.96元；而美商默沙東藥廠之「泰寧注射劑」500毫克，市占

率高達同成分藥品86%，2018年健保支付價格為351元，2019

年之支付價格為332元。雖然健保署表示，與「百憂解」同成

分的抗憂鬱劑，共有14家之學名藥可資替代，目前與「泰寧注

射劑」同成分者，亦有12款學名藥為健保給付的藥品，但醫藥

界有人認為，對使用「百憂解」的病人而言，長期習慣用藥要

改為其他學名藥，會產生抗拒心理與可能發生換藥後不穩定之

情形，而泰寧注射劑為廣效型的第四線抗生素，臨床使用相當

廣泛，能替代的學名藥並不多14。

對於藥品之可替代性，以及原廠藥與學名藥藥效是否存在

差異，醫藥界多年來爭論不休，因牽涉高度醫藥專業，且每種

藥品差異極大，本文不敢妄加評論。以下從實施健保對醫療行

為之改變，以及社會保險之「基本保障原則」，分析健保藥價

政策之妥適性。

參、實施全民健保對醫療行為之改變

合理的利潤即「價差」（added value / profit margin）是用

來支持所有商業行為與經濟活動的延續，醫療服務業也不例

外15。然醫療保險市場與一般消費品市場最大的不同在於醫療

為特殊性質的消費，由於醫療市場中的資訊不對稱、醫療服務

專業性及日新月異的醫療技術與新藥，一般病人對醫藥知識

了解有限，無法作出理想的選擇，因此醫師即扮演了控制者

14  健保署，同前註；魏怡嘉，同註4；邱琮皓，藥價調降公式健保署考慮
修法，工商時報，2019年3月22日報導，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90322000349-260205?chdtv（瀏覽日期：2019年6
月12日）。

15  施廷芳、李禮君、陳鴻儀，台灣藥價差亂象─醫療經濟學角度之分
析及建議，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5卷2期，2016年4月，11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