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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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發健保署訊息 

[緊急通知：特約院所線上續約展延至 7 月 31 日。] 

有關本署中區業務組緊急通知：特約院所線上續約展延至 7 月 31 日。 

本署已發送電子郵件通知續約院所，請協助轉知院所，謝謝您的協助。 
 

一、本署 105 年 6 月 8 日健保中字第 10554090231 號函（諒達）請合約將（已）

屆滿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 105 年 6 月 30 日前至 VPN 完成線上續約作業，考

量本次係首度採用網路續約的新方式，醫事機構對操作方式尚未完全熟悉，故線

上續約期限將予以展延至本年 7 月 31 日。 
 

二、線上續約系統十分簡便，可以節省您來署洽辦的寶貴時間，仍請貴院（所）

負責人儘速前往 VPN 執行線上續約，如有疑義，歡迎來電洽詢，本署中區業務組

醫務管理科聯絡窗口如下：臺中市蔡小姐分機 6629、原台中縣王小姐分機 6606、

彰化縣任小姐分機 6616、南投縣黃小姐分機 6656。感謝您的配合！ 
 

 大醫院治輕症  給付擬少於小醫院  

2016-06-10 03:16 聯合報 記者江慧珺／台北報導 

衛福部健保署長李伯璋指出，為解決「血汗醫院」，關鍵在於落實分級醫療，

未來健保署將提升大醫院急重症給付標準，但治療感冒等輕症，則是中小型

院所的給付會優於大醫院，讓健保給付更趨合理，以便解決醫療院所兩極化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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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健保是依據不同醫療院所層級，有不同的加成給付方式。據醫改會統

計，一名感冒患者若前往地區醫院就診，健保給付金額約八百八十六元，到

區域醫院的給付金額就提高到一千一百一十元，醫學中心甚至高達一千三百

八十六元。 
 

因不滿健保給付對中小型院所不公，南投縣醫師公會之前曾揚言退出健保特

約。南投縣醫師公會理事長許鵬飛說，盼新政府落實分級醫療，建立診所輪

班制度可分散醫學中心急診量，也希望醫學中心將病情穩定的病人下轉到診

所或地區醫院。 
 

李伯璋日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醫界為搶食健保總額大餅，各醫療院所不斷

衝量，造成血汗醫院狀況更嚴峻。他認為，應調整給付制度，鼓勵大醫院收

治急重症病患，提高中小型醫院治療輕症給付，促進醫師流動與病人上下轉

診機制。 
 

李伯璋以行醫經驗為例，因成大醫院開刀房較少，故留給困難的病例；較單

純的手術則安排到衛福部台南醫院開刀。起初患者對這樣的「柔性轉診」難

免抱怨，但台南醫院以服務與醫療品質讓患者放心。 
 

李伯璋說，希望透過給付調整措施來加強醫院間的垂直整合，例如盲腸炎、

甲狀腺腫大、單純骨折外傷等由中小型醫院處理；嚴重的癌症、腦部與髖關

節手術上轉到醫學中心；至於疾病複雜程度分類，還需與各科醫學會及各大

醫院溝通、討論，新制上路也沒有時間表。 
 

台大醫院院長何弘能表示，轉診制度與民眾就醫習慣等配套措施須先備好，

否則會有問題，健保署要謹慎。 
 

台中榮民總醫院院長許惠恒表示支持，他表示，醫學中心本應以急重症照顧

為主，醫護人力要求高，本應提高給付；至於感冒或其他慢性病則由基層院

所照顧。他認為，輕症患者若直接到醫學中心掛急診，應加重民眾部分負擔

自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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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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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6/21 台灣基層透析座談會報名參加名單(台中場)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 鄭集鴻 10 太原診所 呂源三 

2 台灣腎臟醫學會秘書長 林元灝 11 慶華診所 談伯慶 

3 成大醫院 吳安邦 12 台安醫院雙十分院 廖有進 

4 榮曜診所 賴鉦洋 13 中清診所 林鼎家 

5 惠聖診所 林秀梅 14 溫建益醫院 賴梓文 

6 加安診所 蔡萬加 15 佳楊診所 賴銘南 

7 聯安醫院 蔡榮芳 16 瑞東診所 杜柏村 

8 仁美診所 林威志 17 大順診所 尤英覽 

9 仁美診所 呂理男 18 晉安診所 李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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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京冠診所 張景竣 35 合安診所 謝志崗 

20 京冠診所 施凱耀 36 育恩診所 陳育偉 

21 傑安內科診所 鄭書建 37 蔡精龍診所 蔡精龍 

22 高美內科診所 黃春森 38 員林何醫院 林居正 

23 通霄光田醫院 王惠滿 39 健新內科診所 丁勇志 

24 苑裡李综合醫院 陳美珠 40 健新內科診所 張家琦 

25 佳福診所 劉醇忠 41 合濟診所 李漢斌 

26 螺安診所 吳國和 42 瑞竹診所 陳錫斌 

27 大安診所 許逸生 43 三豐診所 洪一恭 

28 仁禾診所 李美嬌 44 瑞竹診所 黃偉德 

29 康健診所 郭芝蕙 45 信生醫院 林治俊 

30 建霖內科診所 林俊池 46 日欣診所 陳鈺緯 

31 佑全診所 陳世欣 47 里仁診所 吳啟峰 

32 佳福診所 陳世杰 48 里仁診所 王勇欽 

33 宏安診所 鍾錫裕 49 金生診所 盧錫民 

34 宏安診所 王雅儀 共 4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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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旋乳酸中毒: 容易被忽略的代謝性酸中毒 

張智鴻醫師.腎臟科.新鴻遠診所 

看這次腎臟醫學會北部地方會(第 232 次)摘要，有一篇文章，相當吸引我 
 

右旋乳酸中毒: 容易被忽略的代謝性酸中毒 

D-Lactic Acidosis: An Easily Unrecognized Metabolic Acidosis 

曾敏華¹ 賴明瑋² 林石化³ 

Min-Hua Tseng¹·³, Ming-Wei Lai², CH Chen¹, Shih-Hua Lin³· 

¹林口長庚醫院兒童內科部兒童腎臟科 ²林口長庚醫院兒童內科部兒童腸胃科 

³三軍總醫院內科部 

--- 
 

一般認為腹瀉是 normal anion gap metabolic acidosis，而這個 2 歲小朋友的病

歷告訴我們，他的腹瀉是 high anion gap metabolic acidosis (D-lactic acidosis)。

遇到 high anion gap metabolic acidosis 還是要先排除一般常見可能的原因，當

然這小朋友都沒有。 
 

然而，酸血症較少出見神經學上的變化。這小朋友因為出現了神經學症狀(例

如意識狀態改變、運動失調、說話含糊不清、步態不穩、注意集中力降低甚

至昏迷等)，因為被懷疑是 D-lactic acidosis，檢測治療前後血液的 d-lactate，

確認是這個診斷。 
 

林石化院長每次都提供我們如此有趣的病歷，真是感謝。 
 

查資料時，發現內科學誌 2010；21：192-196，也有豐富的資料可看，一併

附上。 

D 乳酸中毒 

張祐銘 楊垂勳 台北國泰綜合醫院 腎臟內科 
 

附件有 2 個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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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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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力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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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