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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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基層夥伴端午節愉快！ 

 6月 7日下午，本會顏大翔秘書長、呂國樑理事陪同腎臟醫

學會陳鴻鈞理事長、林元灝秘書長拜會陳曼麗立委，請求支

持透析預算，陳委員有應允將提出質詢。 

 6月 7日晚上，本會鄭集鴻理事長、腎臟醫學會陳鴻鈞理事

長、林元灝秘書長、盧國城理事、陳振文院長參加歐盟商會

歐洲日晚宴，同桌巧遇健保署李伯璋署長，李署長希望基層

能支持他推動腎移植，他也會好好照顧腎友，讓透析預算穩

定成長。當天晚宴，小英總統也到場致詞，外交部長、交通

部長、總統府秘書長也都出席。 

 
    小英總統          和署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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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大合照 

 6 月 8 日，本會鄭集鴻理事長陪同腎臟醫學會陳鴻鈞理事

長、林元灝秘書長拜會楊曜立委，請求支持透析預算。楊委

員應允將在下週與健保署長討論。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研討會第三場活動成果 

(台北新增場次)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於 105年 06月 07日舉辦基層透析區域研討會，

感謝 40位會員的熱情參與，相信在全體會員的團結下，基層透析

院所將會愈來愈好。期望尚未繳交會費之院所能盡速繳納，讓協會

能維持運作、繼續為大家服務。 

 

林口長庚醫院 黃文宏醫師 /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顏大翔秘書長 

 

全體與會人員 



 

 公告 105年 06月 01日，台灣腎臟醫學會林元灝秘書長和基層透析

協會顏大翔秘書長至劉建國立委辦公室與水保處處長開會之紀錄。 

 



 

 



 

 

 



 

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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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6 年 06 月 21 日（星期二），18 : 10 - 21 : 30 

 地點：台中林酒店 7F柏林廳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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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腎病人肺炎預防及疫苗接種建議 吳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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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底前繳納完成。 

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萬元整。 

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 

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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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秉持公開透明原則，以下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5年度５月經費收支表：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經費收支表 

105年 5 月 

科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上期結存 ＄2752998   

本會經常收入 317500   

常年會費收入 95000   

會員捐款收入 22500   

非會員捐款收入 200000  吉泰藥品 

其他捐款收入    

利息收入    

    

    

本會經常支出  ＄106227  

人事費  49926  

  員工薪津  32038  

  獎慰金    

  健保費  4854 10503健保費 4204元.健保補充費 650元 

  勞保費  6306  

  勞保退休金  1728  

  加班費    

  其他人事費  5000 兼職人員薪資 

辦公費  7049  

  文具費  326  

  郵電費  2840  

  印刷、影印費  3643 6/7研討會邀請卡印製 

  手續費  240  

  設備費    

  雜支    

活動費  29252  

  會議費    

  旅運、交通費  8056 理事長及理監事開會車資 

  公共關係費 
 

12826 與各經理人開會餐敘 

  業務費用 
 

8370 
勞工體檢 1080.5/24研討會講師費.6/7.6/21研討會課程

積分申請.醫師公會全聯會及腎臟醫學會 

  其他費用    

    

捐款  20000 參加基隆腎友協會腎友會捐款 

本期結餘 ＄2964271   

理事長：         監事：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什麼人應該打肺炎鏈球菌疫苗? 

葉時孟醫師 Shih-Meng Yeh MD.佑鎮診所 

什麼是肺炎鏈球菌?  
 

肺炎鏈球菌是造成人體疾病的重要細菌，平時成人就有 5-10%，孩童有

20-40% 的帶菌率，附著於鼻咽部位。 
 

一旦病毒感染或過敏造成黏膜屏障破損，則肺炎鏈球菌就會伺機侵入，造成

鄰近的中耳炎、鼻竇炎，往下侵犯下呼吸道造成肺炎，侵入神經中樞造成腦

膜炎等，尤其是當肺部、腦部成為和細菌廝殺的戰場，通常都會使人體陷入

極大的危險。 

 

現在可使用的肺炎鏈球菌疫苗有哪些?  
 

目前可使用的肺炎鏈球菌疫苗有兩大類，一類是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苗 

(Pneumococcal PolySaccharide Vaccine) 簡稱 PPSV 23，是較早期 (1983) 就

發展出的疫苗。是直接使用 23 種常見鏈球菌莢膜的多醣體來誘發免疫反應，

只能用於成人，不能用於孩童，價錢較便宜，市價約 1000 元。 



 

另一類是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簡稱 

PCV ，由剛發展出的 7 價 (PCV7) 改良進化涵蓋更多菌種到 10 價 (PCV10) 

而至現今的 13 價 (PCV13)。是使用 13 種常見鏈球菌莢膜的多醣體再與特殊

蛋白質結合而成，可以用於成人與孩童，價錢較貴，市價約 3300 元。 
 

23 價疫苗不是比 13 價疫苗涵蓋範圍更廣，為什麼 13 價疫苗更貴?  
 

身體內免疫系統有所謂的 T 細胞和 B 細胞，T 細胞就如同 B 細胞的教師，

外來侵入物(抗原)若經過 T 細胞的分析和傳遞訊息，B 細胞能較有效的產生

抗體和長期記憶的免疫反應。 
 

因為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較早發展出來，雖然涵蓋範圍較廣，但不會刺激 T

細胞參與免疫反應，因此產生的免疫反應較差而短暫。而 13 價疫苗較新，

因經前處理與特殊蛋白質結合，較會刺激 T 細胞參與免疫反應，產生的免疫

反應較全面且長，另外又可以有效減少鼻咽帶菌狀況，有群體保護效益，所

以要價較高。 
 

什麼人應該打肺炎鏈球菌疫苗?應該要打哪一種?  

因為 5 歲以下孩童和 65 歲以上老人是併發肺炎的高危險群，而老年人的致

死率又較高。美國疫苗咨詢委員會建議年滿 65 歲以上年長者應序列施打 1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和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 
 

現今政府有無提供公費的肺炎鏈球菌疫苗?  

目前政府已提供 1 歲以下幼兒常規接種和 5 歲以下幼兒補接種 13 價肺炎鏈

球菌疫苗(需依序施打三劑)以減少帶菌率和嚴重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而台塑企業創辦人王永慶、王永在先生透過「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等，自民國 96 年每年捐贈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給 75 歲以上老人

施打。 
 

因此 1 歲以下幼兒和 75 歲以上老人有免費的肺炎鏈球菌疫苗可以施打。 
 

若病人或家屬年滿 65 歲，且從未打過相關疫苗，應該選擇何種肺炎疫苗施打?  

若從未打過肺炎鏈球菌疫苗，年滿 65 歲建議先施打 1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

間隔一年再施打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 



 

 

若病人或家屬年滿 65 歲，且目前已打過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了，那還要再

打 13 價肺炎疫苗嗎?  

若年滿 65 歲已打過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建議間隔一年後再施打 13 價肺

炎鏈球菌疫苗，而間隔 5 年可再施打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 

 

若病人或家屬非年滿 65 歲，也需要打肺炎鏈球菌疫苗嗎?  

65 歲以下族群因肺炎發生率和致死率較沒那麼高，所以沒有建議需常規施打

肺炎鏈球菌疫苗。 
 

但以下族群病人建議單獨施打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  

糖尿病、吸菸者、慢性肺部疾患、慢性心臟病、酗酒者、慢性肝疾患等患者 



 

 

而以下族群病人因屬免疫極度低下是高風險罹患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的病人，比照 65 歲以上年長者亦建議需序列施打 1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和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間隔一年。 

 

 



 

洗腎的病人，肺炎疫苗的施打建議為何 ?  

若是洗腎(透析)的病人，則應比照免疫極度低下、高風險罹患侵襲性肺炎鏈

球菌感染症的病人建議需序列先施打 1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間隔一年再施

打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才有完整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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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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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禾聯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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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昕隆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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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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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楊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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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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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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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崙聯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