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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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於環保署召開的研商公聽會，會議記錄已公告。(見附件) 

謝謝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理事長、醫師公會全聯會 張嘉訓醫師、

腎臟醫學會 林元灝秘書長，以及以下出席的院所醫師，一起打贏

這場勝仗。(出席院所參見環保署簽到單) 
 

安慎診所 元林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慶如診所 螺安診所 

國城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宏仁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益民診所 安仁診所 

中庚診所 高健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怡安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怡仁診所 

家祥診所 廣泉診所 怡德診所 

全安診所 晉康診所 益康診所 

仁美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宏祥診所 迦美診所 昕隆診所 

 105年 8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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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會議) 

 鄭理事長反應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增設洗腎床位一事，認為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應著重於教學及急重症的照護，實不應設置大型洗腎中心留置

病患。為落實醫療分級、減少社會資源浪費，擬請明確訂下規範，限制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門診洗腎床數，蔡淑鈴副署長允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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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一、「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門診透析總額研商議事會議」 

105年第 2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第 6頁) 
 

二、門診透析服務執行概況報告。(附件一，第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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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季 8900 545 164 9846 0.8320 0.8433 

 

三、105年第 1季門診透析服務點值結算報告。(附件二，第 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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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Q1 0.82969102 0.84317136 

104Q2 0.81769317 0.83196363 

104Q3 0.81073535 0.82535056 

104Q4 0.80871190 0.82338923 

105Q1 0.79245960 0.80836228 

四、104年「全民健康保險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結算情形案。(附件 3，第 39頁) 
 

五、有關全民健康保險門診透析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之專業醫療服務 

  品質指標，改以健保申報資料及透析院所上傳至健保署 VPN系統資料計 

  算案。(第 42頁) 
 

六、有關「連續假期看診時段登錄作業方式」案。(第 48頁) 
 

詳細會議內容，請參見附件 



 

 

曾志龍理事、顏大翔秘書長、鄭集鴻理事長                林元灝秘書長 

 

全體與會人員 

 各位基層同仁： 

安寧療護是國家政策，現在台大蔡宏斌醫師在做問卷調查，將作為

政策制訂參考，請大家務必填寫回傳，維護基層權益。 
 

紙本問卷會寄送給各院所 

亦可用電子檔直接回傳至 hbtsai37@gmail.com (蔡宏斌醫師) 
 

 這次協會促成環保署修法成功，等於為我們基層院所每家節省了數

十萬，甚至是百萬的費用，協會的運作需要大家的支持，請尚未交

一萬元年費的院所能盡速繳交。協會專員即日起亦將開始分區進行

院所拜訪，瞭解各院所經營狀況並收取 105 年度會費。(行前會先

通知) 

mailto:可用電子檔直接回傳至hbtsai37@gmail.com


 

 十月起健保核刪 最高只罰 3倍 

2016-08-16 02:58 聯合報 記者黃安琪／台北報導 

 

衛福部健保署日前將核刪匿名審查改為具名雙審制，昨天再度宣

布，當隨機抽審發現不符給付條件個案時，核刪點數將以回推三倍

為上限，試辦計畫十月上路，率先由耳鼻喉科、婦產科、兒科、精

神科、神經科及眼科六大科試辦。 
 

健保署醫審及藥材組組長施如亮表示，為避免醫療院所浮報健保點

數，現行抽審依公式回推、擴大核刪申報點數，最高曾有醫師遭核

刪後放大回推八十倍，平均是六十到七十倍。醫界對此怨聲載道，

不少醫師與立委強烈建議檢討回推比例。 
 

不滿健保核刪匿名審查、放大回推核刪點數過重的宜蘭和信診所院

長汪立偉，兩度北上絕食抗議，經健保署長李伯璋出面允諾改革

後，抗議事件才暫告落幕。 
 

健保署月初邀集廿七個醫學會、醫師公會研議修訂「全民健保醫療

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陸續收到兩個醫學會書面

回覆，提議隨機抽審擴大核刪點數以三倍為上限。 
 

施如亮解釋，目前三倍上限是醫界初步的建議，未來仍會蒐集各方

意見，但十月上路目標不變。核刪仍採取隨機和立意抽樣，前者發

現院所有不符給付條件個案，依比例回推核減申報點數，未來將縮

減；後者則依特定條件專案抽審，核刪結果不回推，但未來也不排

除改以核刪點數三倍為上限。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研究員沈珮涵表示，健保核刪制度具名審查、

調降放大回推倍數上限等，皆不及於其中最關鍵，應有審查標準化

的指引方針，供民眾或醫師上網查詢，資訊公開透明才能了解遭核

刪的理由，而非審查醫師自由心證。 



 

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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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6年 08月 23日（星期二），18：10–21：3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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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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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D病人的鈣磷平衡 林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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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繳納之院所請盡速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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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智鴻醫師.腎臟科.新鴻遠診所 
 

因應老年人口透析比例愈高，以及多重慢性病因素，年老洗腎患者或是家屬

可能選擇中斷或是不開始透析。對於選擇安寧緩和治療的患者，我們還是需

要用藥物來幫助他們，渡過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以下是摘錄藥物使用建議

供參考。 
 

--- 
 

腎臟與透析 28 卷 1 期，43-47 頁 (2016 年 3 月) 

Kidney and Dialysis Vol.28, No.1, pp. 43-47 (March, 2016) 

 

血液透析的安寧緩和治療： 

如何給予停止血液透析的病患症狀緩和治療？ 

Renal Hospice Care: How Do We Apply Symptom Management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after Dialysis Withdrawal in Taiwan? 

詹雅婷 1、賴俊夫 1,*、蔡宏斌 1、姚建安 2、洪冠予 

 

1) 末期腎衰竭病患停止透析後的存活期中位數為 8 ~ 10 日。 
 

2) 停止透析後感到噁心嘔吐，多與尿毒累積有關，可用半量的 haloperidol

皮下注射；使用 metoclopramide 因可能導致椎體外症候群，需減低劑量。 
 

3) 當有呼吸囉音時，可使用 50% 劑量的 Glycopyrrolate (Glycopyrodyn) 或

hyoscine butylbromide (Buscopan)來減少分泌物；也有人使用 hyoscine 

hydrobromide (Scopolamine) 1.5 mg 耳後貼片。 
 

4) 若躁動或意識混亂，可每 4 小時給予皮下注射 haloperidol 0.5 ~ 2 mg。亦

可用 benzodiazepine 類藥物, midazolam 或 ativan。 
 

5) 因停止透析後存活時間短，預先開立處方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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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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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永祥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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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新診所 陳尚志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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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元診所 

全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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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安診所 

佳福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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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濟診所 惠聖診所 旭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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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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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全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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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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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埔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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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