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本會宗旨:關懷透析病患，提升透析品質，維護透析診所與病患的權益， 

    協助政府制定相關醫療政策及推行健康保險制度。 

 

 

 

  最新消息：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研討會第一場活動成果(台北場)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於 105年 4月 19日舉辦基層透析區域研討會，感謝 52位

會員的熱情參與，並且對協會的運作給予關心與建議，協會需要各位醫師的

支持，相信在全體會員的團結下，基層透析院所將會愈來愈好。期望大家亦

不吝對協會經費的支持與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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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公告： 

健保署挹注百億為醫護加薪？醫界不領情 
2016年 04月 20日 17:48 魏怡嘉 
 

昨日健保署發布挹注 104億調高醫院及基層診所 150項服務項目支

付點值，希望為醫護加薪，醫師公會全聯會表示，104 億數字看來
令人羨慕，但以基層診所診察費為例，此次只調升 12 點，換算下

來大約 10~11元左右，再扣掉應繳的稅，幾乎無感。尤其，歷年來

醫院總額每年不足 200~250 億，基層總額每年不足 80-100 億元，
也就是說，醫療院所不知已先代墊多少，此次只是有限的補足過去

不足的部分，醫界實無「加薪」的喜悅，反給予外界以為醫界又有

進帳的錯誤認知。 
 

醫師公會全聯會秘書長蔡明忠表示，此次健保總額提撥 92 億提高

醫院門、住診等診察費多項服務，另亦提撥 12 億給基層診所，做
為調高診察費之用，其所動用是「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成長所增加

的預算，這個項目計算公式選取指標，過去長期與健保實際醫療服

務成本脫節扭曲，甚至曾經計算出違反醫療實際成本的「負成長」

結果，造成整體總額成長率被不合理壓縮。 

 

因此全聯會自 97 年起委託專家學者研究，並進行內部大規模重新
試算，經過 8年努力，終於在 104年檢討相關公式指標時獲得修正，

將其中的人事成本等項目數據得以校正。對於健保署此次提撥一定

金額調高支付點數的做法，醫界予以肯定，顯然健保署已重視醫院
及基層診所長期支付點數偏低的事實，但認為此舉可為醫護加薪或

是讓醫界有額外的收入，顯然有違事實。 

 



 

蔡明忠指出，隨著人口老化等因素，國內醫療支出不斷攀升，成長
率早已破 7％，然而台灣健保每年總額成長率都只能限縮在 4％左

右，台灣醫師診察費等諸多支付項目，長期受到健保總額不足的影

響，支付標準名列世界倒數幾名，平均只有國外的 3分之 1到 5分
之 1，在此醫療環境險峻的困境下，政府應有義務一肩扛起調整醫

師等醫事人員人力成本給付重擔，然調高支付標準與為醫護加薪如

兩條平行線，實不宜混淆視聽。 
 

蔡明忠強調，長期以來，醫院及基層診所為共體時艱，對於健保總

額不足的部分，多先行予以墊付，本次調整幅度仍屬杯水車薪，104
億之於 6000 多億健保總額亦僅有 1%，且調整後的給付，仍無法與

國際相較及接軌，與其說是為醫事人員加薪，倒不如說是稍微彌補

過去長期支付不足的空缺。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區域座談暨研討會(新北場)                                                                            

日期：2016年 05月 24日(星期二) 

時間：18 : 10 - 21 : 30 

包含積分(醫師公會、腎臟醫學會、內科醫學會)及用餐，誠摯

邀請各位醫師撥冗參與。 

(報名方式：dialysis98@gmail.com 或致電 03-5313889曾專員) 

 

 105年會費已開始繳納，依 104年度章程修改，請大家在 4月底

前繳納完成，修改內文如下。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 常年會費： 

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萬元整，於 4月底前繳納。 

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 4月底前繳納。 

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 4月底前繳納。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銀行：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帳號：１３４６－７１７－０３３５９８ 

郵政劃撥：收款戶名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收款帳號  5 0 2 6 5 6 1 4 

mailto:dialysis98@gmail.com或致電03-5313889


 

  煩請各院所會員至協會網站，填寫簡易入會資料進行會員申請，

跳出繳費顯示視窗時，如已繳過會費的會員無須再次繳費，尚未

繳費的會員，協會在確認入帳後，將立即為您開通帳號。 

 http://www.tcdan.org.tw/(協會網址連結) 

 帳號/密碼申請作業流程 

   帳號請設腎專字號或專科字號(含英文)(開通後系統會寄 mail通知) 

 

登入 基層透析協會網站 

 

點選 醫師入會 連結 (已是會員身份無須重新繳納會費) 

 

帳號申請：輸入個人腎專或專科字號 

 

密碼設定：6 至 20 個字元之英文字母、數字、橫線或底線，英文字母區分大小寫  

會員權限專區：線上積分課程、週報專區、會員服務、透析論壇。 

 

 透析協會與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合作，於網站平台提供

會員免費積分課程(e-learning)，積分為 A類。 

 

為避免各院所護理人員申請線上積分課程帳號有誤，提醒您，

協會的免費積分課程(e-learning)，申請路徑為協會網站線上

積分課程連結，協會網站加入會員為醫師入會申請使用。 

 
提醒會員：此帳號申請為 e-learning平台專屬使用，與加入會員帳號不同。 

使用條件：凡繳納會費一萬元院所的醫師及護理人員皆可免費申請使用。 

 

如有疑問請致電協會 035-313-889 曾專員 

http://www.tcdan.org.tw/


 

 

 

 
張智鴻醫師 新鴻遠診所 

洗腎患者 腎性 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最近有 2 篇報導，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篇是 2016 年台灣腎臟醫學會南部地方會，高雄榮總團隊嘗試使用高劑

量活性維生素 D3 和 Denosumab 改善慢性腎衰竭病人之次發性副甲狀腺

結節增生 

Regression of Parathyroid Nodular Hyperplasia by High Doses of Calcitriol with 

Denosumab Therapy in a Patient on Long-Term Dialysis 

張銘珊等人，高雄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http://www.tsn.org.tw/UI/B/B00101.aspx?gid=B8D2FFB5DBDCE114 全文下載點 

 

一位透析 10 年患者，PTH 2500 pg/ml，parathyroid gland, the largest one sized 

7683mm3 (24.3mmx23.6mmx25.6mm) and marked vascularity on doppler 

sonography。因患者拒絕開刀，所以使用 

1) Denosumab, a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the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kB ligand (RANKL) of the osteoclast, 

2) combined with a supra-physiologic dose of calcitriol, 

3) and calcium carbonate as phosphate binders. 

 

25 個月後， 

1) PTH 2500 pg/ml → 326.9 pg/ml. 

2) Parathyroid-gland ultrasonography showed a 79.35 % reduction of gland 

  volume (from 7683 mm3 to 1586 mm3) and loss of vascular flow signs. 

3) Radiograph of both hands showed phalanges with reduced subperiosteal bone 

resorption. 

 

http://www.tsn.org.tw/UI/B/B00101.aspx?gid=B8D2FFB5DBDCE114


 

第 2 篇是， 

近期的 Acta Nephrologica 29(3): 169-175, 2015. Case Report 

Accelerate Regression of Uremic Tumoral Calcinosis by Non-Calcium Phosphate 

Binder Ming-Tso Yan 等人(Division of Nephrology, Department of Medicine,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這篇主要是 Uremic Tumoral Calcinosis 的圖例 (相當有參考性，這是 2 位洗腎

患者 (HD, PD 各一)，透析多年，產生了 Uremic Tumoral Calcinosis，2 位都

去開了 parathyroidectomy，經過了 1-2 年，這 Uremic Tumoral Calcinosis 仍然

沒有消除很多。所以開始使用 lanthanum carbonate，奇蹟的是 1-5 個月後，

Uremic Tumoral Calcinosis，大幅改善。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已繳納負責醫師會費一萬元名單。 

(如劃撥院所，須等郵局作業七天後入帳。) 

 目前已累計 160家院所繳納一萬元會費，請尚未繳納之院所，

務必繳納，讓協會能夠維持會務運作，繼續為透析院所服務。 

 

基隆 

安基診所 泰安內科診所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台北市 

文林診所 宏林診所 華榮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怡德診所 

元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景安診所 安仁診所 慶如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百齡診所 崇德診所   



 

新北市 

怡安診所 志豪診所 幸安診所 德輝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宏明診所 東暉診所 江生診所 
新莊 

安庚內科診所 

德澤診所 祥佑診所 安旭診所 廣泉診所 仁謙診所 

康全診所 慧安診所 佳晟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元福診所 詠靜診所 仁馨診所 康全診所 

桃園 

聖文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南崁 

安庚內科診所 
宏元診所 中庚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中慎診所 桃德診所 杏福診所 家誼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新竹 

康健診所 新竹安慎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宜暘診所 宏仁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台中 

京冠診所 育恩診所 大順診所 瑞東診所 長安診所 

怡仁診所 中清診所 慶華診所 蔡精龍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加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雅林診所 

太原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瑞林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螺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南投 

新協合 

聯合診所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 

竹山內科診所 

台南 

以琳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謝智超 

達恩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

所 

陳冠文 

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顏大翔 

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蘇炳文 

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高雄 

幸安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高欣診所 蔣榮福診所 好生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為好診所 愛欣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新鴻遠診所 
吳三江 

內科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東陽診所 昱泰診所 長清診所 明港診所 佑鎮診所 

茂田診所 高悅診所 高晟診所 芳民診所 
僾彼高榮 

育仁診所 

安泰診所 揚銘診所 仁康診所 佳生診所 佳醫診所 

長新診所 聖安診所 高健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順泰診所 

佳屏診所 大武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