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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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8日(星期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召開「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給付費用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105年第 2次會議) 

 鄭理事長建議做透析醫護人員滿意度調查，不要只做病患滿意度調查。 

 鄭理事長建立增加監控每季 CAPD drop out 實際人數。 

 報告事項： 

一、「門診透析總額研商議事會議」105年第 1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 

    (如附件第 5頁) 

二、門診透析獨立預算執行概況。 

 門診透析獨立預算預估點值 

 預估申報點數(百萬) 預估點值 

月份/ 總額(百萬) 非浮動點數 腹膜透析追蹤費 浮動點數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第 1季 8439 543 0 9912 0.7966 0.8072 

三、104年第 4季門診透析服務點值結算報告。 

 彙整近二年結算點值如下表： 

季別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103Q1 0.82331663 0.83605724 

103Q2 0.81584042 0.82903406 

103Q3 0.81301913 0.82630909 

103Q4 0.80421111 0.818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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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Q1 0.82969102 0.84317136 

104Q2 0.81769317 0.83196363 

104Q3 0.81073535 0.82535056 

104Q4 0.80871190 0.82338923 

四、門診透析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監測結果。(如附件第 45頁) 

 

(理事 曾志龍醫師、理事 顏大翔醫師、理事長 鄭集鴻醫師) 

 



 

 ESRD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上傳資料注意事項 

1. 資料段屬性說明：M為必填；◎為條件式必填。 

2. 上傳路徑： 

自健保資料服務網系統(VPN)﹥ESRD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3. 上傳時間： 

(1) 第 1季(Q1)：上傳截止日為該年度 5月 20日。 

(105年考量院所作業時間，併同 Q2 其上傳截止日為 105 年 8 月 20日。) 

(2) 第 2季(Q2)：上傳截止日為該年度 8月 20日。 

(3) 第 3季(Q3)：上傳截止日為該年度 11月 20日。 

(4) 第 4季(Q4)：上傳截止日為次年度 02月 20日。 

(5) 半年期：應分為上半年(Q1、Q2)，下半年(Q3、Q4)分別上傳，上傳

截止日同 Q1-Q4；亦即如於 Q2上傳，則其上傳截止日為該年度 8月

20日。 

(6) 年指標(YY)：得依實際執行之季別上傳相關資料。 

A. 如以「Q1~Q4」種類填報者，應按各季上傳時間規定辦理。 

B. 如以「YY」種類填報，上傳截止日為次年度 02月 20日。 

4. 上傳資料注意事項： 

(1) 院所每季及每年上傳 20個欄位檢驗資料；本上傳系統只提供定長為

95bytes上傳格式，其中不能有空值。 

(2) 上傳檔案之命名規則如下： 

業務組別(1)+依事機構代號(10)+上傳檔案年月(YYYMM)+流水號

(2)+ESRD. txt 



 

舉例：本區業務組(2)之醫事機構代號為 1234567890，105年 4月第 1

次上傳本資料檔案，則檔案應命名為『212345678901050401ESRD. txt』。 

5. 上傳格式檢核 

申報內容 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上傳資料格式檔 

系統代號 QRE 系統名稱 個案管理子系統 

放置路徑 定長 95bytes 命名規則 業務組別(1)+依事機構代號(10)+ 

上傳檔案年月(YYYMM)+流水號(2)+ESRD.txt 

(1) 唯一值條件(取 Key值)： 

以年度、監測值種類、透析院所代碼、身份證號、出生日期、透析

方式、檢驗日期等七項欄位。 

(2) 資料重複上傳 

A. 上傳資料個案如前已曾上傳入檔，不允許重複上傳；檔案畫面將

提示錯誤訊息「該監測值資料已存在，不得重複上傳！」 

B. 若院所須更正已上傳資料(如：檢驗值)，可於畫面『查詢』後『更

正』，將原該筆資料『刪除』後再重新上傳。 

(3) 上傳截止日期： 

各項監測值上傳截止日應依第 3點上傳時間之規定，若逾期上傳時

間，請錯誤訊息：「已超過該季監測值上傳截止日！」 

(4) 檢驗值與檢驗日期需併同檢核： 

A. 若『檢驗日期』為空白，但欄位 9以後卻有檢驗值(含數字 0及

文字 X)，提示錯誤訊息：『未填報檢驗日期時，只上傳個案基本

資料，不得填報其他檢驗值！』 

B. 若該次僅上傳某一檢驗值，但未有其他檢驗值時，則未具檢驗值

之項目，仍依應下列方式填列(不得有空值)： 

Ⅰ.數字格式欄位(12~16)填報 0(不可為空白)。 

Ⅱ.文字格式欄位(17~20)填報 X(不可為空白)。 
 

 本協會設有「TCDA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Line 群組，懇請各位醫師

務必參與，並邀請同儕一起加入(限制：務必要是基層院所醫師)，

讓基層院所團結一致、共同爭取權益。(請先加協會專員 Line ID：

kellybabe44，曾專員會立即將您加入群組) 



 

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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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6 年 05 月 24 日（星期二），18 : 10 - 21 : 30 

 地點：喜來登大飯店 一樓 清翫廳 (台北市中山區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包含積分(醫師公會、腎臟醫學會、內科醫學會)以及用餐，需做人數確認，

若欲參加務必要與協會報名。 

報名方式：dialysis98@gmail.com 或致電 035-313889 曾專員     

議程： 

Time Topic  Speaker 

18:10-18:20 Registration  All 

18:20-18:30 Opening /用餐 鄭集鴻 醫師 

18:30-19:20 洗腎病人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建議 楊孟儒 醫師 

19:30-20:10 透析總額預算爭取概況 林元灝 醫師 

20:20-21:00 基層透析院所努力方向及協會年度工作計畫 鄭集鴻 醫師 

21:00-21:2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1:20-21:30 Closing 鄭集鴻 醫師 

 105 年會費已開始繳納，請在 5 月底前繳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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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底前繳納。 

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 5月底前繳納。 

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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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A 建議：應限縮 Fluoroquinolone 抗生素在非複雜性感染之使用 

張智鴻醫師.腎臟科.新鴻遠診所 

最新快訊： 

Fluoroquinolone 是泌尿道感染的一項利器，但是因為可能發生嚴重且永久性

的副作用，所以要減少使用它了。FDA 說，若有其他的抗生素可選，請不要

用 fluoroquinolone，這不是幾乎判 fluoroquinolone 出局了嗎？ 
 

Fluoroquinolone Antibacterial Drugs: Drug Safety Communication - FDA 

Advises Restricting Use for Certain Uncomplicated Infections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SafetyInformation/SafetyAlertsforHumanMedicalProducts/ucm500665.htm 

 

[Posted 05/12/2016] 

AUDIENCE: Internal Medicine, Family Practice, Pharmacy, Patient 
 

ISSUE: FDA is advising that the serious side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fluoroquinolone antibacterial drugs generally outweigh the benefits for patients 

with sinusitis, bronchitis, and uncomplic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who have other treatment options. For patients with these 

conditions, fluoroquinolone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do not hav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s. 
 

An FDA safety review has shown that fluoroquinolones when used systemically 

(i.e. tablets, capsules, and injectable) are associated with disabling and 

potentially permanent serious side effects that can occur together. These 

side effects can involve the tendons, muscles, joints, nerves,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有使用 fluoroquinolone 的患者，若是有關節、肌腱、肌肉疼痛，或是針刺痛

感或是刺麻感，或是神智不清、幻覺現象時，要注意是否為藥物的副作用。 
 

RECOMMENDATION: Patients should contact you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immediately if you experience any serious side effects while taking your 

fluoroquinolone medicine. Some signs and symptoms of serious side 

effects include tendon, joint and muscle pain, a “pins and needles” 

tingling or pricking sensation, confusion, and hallucinations. 
 

The panel voted 21-0 to update the warnings for sinusitis treatment, 18-2 (1 

abstention) for bronchitis, and 20-1 fo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T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SafetyInformation/SafetyAlertsforHumanMedicalProducts/ucm500665.htm


 

Asked to comment,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Dr. Paul Sax said: "While 

fluoroquinolones are usually safe, there is an increasing appreciation that rarely 

they may cause severe and sometimes permanent side effects. The 

additional warnings will be a reminder that no antibiotic should be used unless 

clearly 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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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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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士振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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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心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弘德診所 東成診所 承新診所   

新北市 

怡安診所 志豪診所 幸安診所 輝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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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康診所 仁暉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逸安診所 

國城診所 家祥診所 仁川診所 仁美診所 佳愛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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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安診所 安慧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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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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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福診所 合安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瑞林診所 員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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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 

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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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馨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美侖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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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診所 宗禾診所 

安馨楠梓 

內科診所 
五福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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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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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恩診所  維德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