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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治療疾病而開發的藥物，對某

些人有可能無法達到預期之藥效，還有

可能反而引發不良反應，甚至造成終其

一生或輕或重之後遺症乃至死亡！這絕

非醫師用藥之初衷，然而許多人卻因其

獨特體質，對藥物產生了原本不預期的

藥物不良反應。雖然目前許多科學家正

在致力於研究引發藥物不良反應的原因

及其解決之道，期許藥物能更發揮其療

效，減少其副作用，但在現實上目前大

部分的藥物不良反應仍無法避免與預防！

直至目前為止，藥物不良反應所造

成之藥害發生仍頻，行政院衛生署於民

國87年開始設置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

系統，以合理用藥及促進台灣民眾藥物

使用安全為宗旨，執行包含「上市後藥

品不良反應通報」、「藥物安全監視之

定期安全性報告」、「新藥臨床試驗嚴

重不良事件（SAE）通報」以及「醫療

器材不良反應通報」等業務，稍後，「

藥害救濟法」自89年起實施，並依據其

第六條之規範，於92年捐助成立財團法

人藥害救濟基金會，負責辦理藥害救濟

金之給付等相關業務。

藥害救濟相關業務中，與泛泛大眾

切切相關的就是藥害救濟的申請（表一

），凡是遵照醫師處方或藥師指示下，

使用合法藥物，所發生的嚴重藥物副作

用者皆可提出藥害救濟的申請。其中依

據藥害發生的嚴重程度可分為：(1)因藥

「 藥 命效應」：台灣嚴重藥物

不良反應之救濟制度與法規探討

◎基隆、台北長庚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 何信君

◎基隆、台北、林口長庚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 鐘文宏

表一 藥害救濟金申請所需準備之相關文件

申請類別 嚴重疾病 障礙 死亡

應檢附資料

申請書

受害前病歷摘要

受害後病歷摘要

診斷證明書

醫療費用收據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戶口名簿影本

申請書

受害前病歷摘要

受害後病歷摘要

診斷證明書

障礙手冊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戶口名簿影本

申請書

受害前病歷摘要

受害後病歷摘要

診斷證明書

死亡診斷證明

解剖報告（若有）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戶口名簿影本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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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副作用而需要住院、延長住院時間，

或需做處置以防永久性傷害的嚴重疾病

。(2)因藥物副作用而造成殘障，並因之

取得身心障礙手冊。(3)因藥物副作用而

死亡。藥害救濟案件的申請需在藥害發

生的 3 年內，而其辦理時間則需經長達

5 個月的調查、彙整及審議，最後申請

人才能獲得救濟金的給付。根據目前的

統計資料，自92年度起，神經系統用藥

的藥害通報案件連年居冠，高達總通報

案件的 30%，抗感染藥物居次，也佔總

案件的 20%以上（表二）。而實際所給

付之藥害救濟金中，自 88 年至 99 年 2

月止，藥害救濟的病症分類中以皮膚嚴

重藥物不良反應佔最多，尤其在台灣最

惡名昭彰的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與毒

性表皮壞死症佔總給付案件的 60%以上

，金額達近 8 千萬，其中大多是神經系

統用藥所造成。

全世界目前只有德國、日本與台灣

有社會藥害救濟制度。在美國，藥害病

人的權利是委託律師進行費時的訴訟，

有其利與弊；最近在美國有一很有名的

藥害訴訟新聞，是一名美國 3 歲的女童

7、8年前因服用兒童感冒成藥（Children's

Motrin）後得了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

，雖然幸運的撿回一條命，卻因其後遺

症終生一眼失明，女童的律師對藥廠求

償，因為當時此藥仿單上並未載明可能

引發具致命危險的「史帝文生－強生症

候群或毒性表皮壞死症」之警告！此官

司纏訟多年，最後在今年判決藥廠須賠

償女童及家屬 1 千萬美元（約台幣 2 億

9 千萬元）。這個例子顯示出藥害問題

在國內、外在病人意識的抬頭的今日越

來越受重視，藥害的問題不只是醫療上

的問題，也會引起許多醫療糾紛與社會

資源的浪費。另外從這宗美國藥害的判

決彰顯出台灣雖有藥害救濟制度，但救

濟金額仍杯水車薪（表三）。

藥害救濟成立的初衷，本在救濟因

藥害所造成疾病或死亡的病人，身為醫

療人員有義務協助藥害病人申請藥害救

濟補助，不幸的是，並非所有的藥害病

人都能夠獲得藥害救濟的給付，因藥害

救濟法有規定，使用的藥物必須是在符

合「正當使用」情況下，此「正當使用

」是指依醫藥專業人員之指示或藥物標

示而為藥物之使用。在藥害救濟基金會

成立後，由 88 年至 98 年的統計發現，

有很高比例的不予救濟理由是由於病人

所被處方之藥物用途並非符合藥物許可

證中之適應症內（58.7%），例如，最

常見的藥害申請案件的抗癲癇藥物卡巴

氮平（carbamazepine）常被處方用來止

痛（如糖尿病之神經病變或椎間盤壓迫

神經痛）和異嘌呤醇（allopurinol）被用

於無痛風的高尿酸症，雖然上述的用途

符合醫學學理，也有文獻可循，但這都

沒有符合藥品仿單上的適應症，病人若

不幸因用了此藥產生嚴重的過敏反應或

有任何的後遺症，按現行台灣的藥害救

濟制度是不予救濟的。

藥害救濟另一常見不予救濟的理由

是被認定「藥害受害人、藥物製造業者

或輸入業者、醫師應為造成藥害所負責

」，佔不予救濟理由的 16.4%。例如過

去有幾例案例是因醫師處方使用抗癲癇

藥物lamotrigine治療病人之癲癇問題，

然而卻因合併使用另一類抗癲癇藥物val-

proic acid，造成嚴重的藥物過敏反應或

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導致傷殘甚至

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然而，如此嚴重

的案件雖然也符合抗癲癇藥物lamotrigine

的使用適應症，但最後病人們仍然無法

獲得藥害救濟，原因是此抗癲癇藥物la-

motrigine仿單上有註明起始劑量過快、

過高，尤其合併使用另一類抗癲癇藥物



292

３２卷９期
20

valproic acid 會降低其代謝，可能增加

其不良反應之發生。然而對病人而言會

認為不公平，按醫師的指示服藥出事卻

得不到補助、救濟？

日本厚生省的藥害救濟官員於今年

2 月曾到長庚醫院進行學術交流，訪談

中發現日本藥害申請案件通過率遠大於

我國，約 90%的通過率，而台灣目前的

藥害申請案件通過率卻只有約 50%，詢

問其原因發現並非其法規較寬鬆，而是

日本藥害審查委員會判定藥害案件時往

往會稟持著「為病人（for patient）」的

表二 民國 88年至 99 年 2月台灣藥害救濟給付案件之可疑藥品前 5名

藥品學名 適應症 案例數

Allopurinol（異嘌呤醇） 痛風治療（降尿酸） 74

Carbamazepine（卡巴氮平） 癲癇治療 71

Phenytoin（苯妥英） 癲癇治療 63

Pyrazinamide（ 胺） 結核病治療 31

Isoniazid（異菸鹼醯 錠） 結核病治療 30

Rifampicin（立汎黴素） 抗菌、殺菌（抗生素） 25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藥品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表三 民國 88年至 99 年 2月台灣藥害救濟給付案件之可疑藥品前 5名

類別 金額

死亡 100 萬 - 200 萬元

死亡 - 其他：無法排除死亡原因與

使用藥品無關聯者，視個案具體情

狀暨其死亡與使用藥品產生不良反

應之關聯程度，另行酌予給付。

20 萬 - 100 萬元

障礙

極重度 150 萬 - 200 萬元

重度 100 萬 - 150 萬元

中度 80 萬 - 130 萬元

輕度 65 萬 - 115 萬元

其他

無法合理認定有其他原因致身體障礙者，視個案具體情狀

暨障礙與使用藥品產生不良反應之關聯程度，另行酌予給

付。

嚴重疾病

1 萬 - 60 萬元

醫療自付額：但因病情需要住入加護病房或燒燙傷病房，

得酌予增加救濟給付。

無法合理認定有其他原因致嚴重疾病者，視個案具體情狀

暨其疾病與使用藥品產生不良反應之關聯程度，另行酌予

給付。

符合藥害救濟之嚴重疾病給付者，若給付總額未滿新台幣 1

萬元者，以新台幣 1萬元給付之。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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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則，將灰色地帶（grey zone）的案

件斟酌救濟，這種人道的信念很值得台

灣學習。

萬中有幸，今年 4 月，藥害救濟法

三讀通過修正，放寬藥害救濟的範圍，

新修正的法規中規定，即使醫師未依照

藥物許可證所記載的適應症或效能開藥

，一旦服藥後發生藥害，民眾仍有機會

獲得藥害基金支付 1 萬到兩百萬元不等

的救濟金給付。根據新修正規定，這類

適應症外用藥的藥害案件，除將由基金

會兩位專科醫師初審，還會由委員會審

核，審核內容除了審視是否符合當時的

醫學原理外，還須認定是否「合理使用

」。例如，雖然醫師認為某個藥品治療

牙痛很有效用，但問題是該藥風險很高

，即使學理上非常有用，但明明有較低

風險的藥物卻棄之不用，則不算合理使

用，患者無法獲得藥害救濟。

身受藥害的病人，除了得面對原有

疾病，突發的嚴重藥害問題有時讓病人

更雪上加霜！身為醫療人員非常同情受

害病人及家屬的心情，未來我們仍有很

多改進的地方，希冀在各界及相關部門

的努力之下，台灣藥害能降到最低，落

實用藥安全，保障無辜的病人！

癌症病患日間關懷服務～
全人關懷、用心陪伴

◎林口癌症資源中心社工員 周依璇

大部分的人對於癌症都是「聞癌色

變」！除非身邊有親朋好友罹癌，否則大多數人都是

一知半解。一旦有親友罹癌，身邊的人常不知所措、無所適從

。本院除提供優質的醫療品質，更強調透過社會面、心理面等提供

癌症照顧服務。

林口癌症照護團隊於 8 月 15 日起，規劃週一至週五一系列之癌症病患

日間關懷活動，透過團體互動課程，提供病患於治療中、結束後與追蹤期的關

懷，陪伴癌症病患走過抗癌歷程。

課程內容包含：護理照顧達人養成，提升照護知識；營養師透過DIY過程指

導病友製作易入口的健康點心；藥師教您用藥安全知識；復健師規劃體適能運

動提升體力；音樂治療師透過音符讓您放鬆心情；心理師教您舒壓方法；中

醫師透過飲茶品嚐過程提供照護概念；社工師規劃了病友交流、創意拼

貼及造型汽球 DIY 等課程。

本次活動地點於病理大樓三樓癌症資源中心，誠摯邀請您參與。

活動細節請洽 03-3281200*3563 社工李奕忻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