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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強化基層照護能力，開放表別 

針對 106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成長率之專款項目「強化基層照護能力，『開放表別』」

乙項，協會回覆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開放項目如下： 
 

106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之專款項目「強化基層照護能力『開放表別』」 

建議單位 醫令代碼 中文名稱 原點數 建議單位說明 備註 

台灣基層

透析協會 

12034B 補體 3(免疫比濁法) 275 
病患有需求，且基層醫師

可處置治療。 
 

12038B 補體 4(免疫比濁法) 275 
病患有需求，且基層醫師

可處置治療。 
 

09122B 
INTACT 副甲狀腺 

免疫分析 
360 

病患有需求，且基層醫師

可處置治療。 
 

33012B 
靜脈注射泌尿系統造影術

(點滴注射)(IVP) 
1445 

病患有需求，且基層醫師

可處置治療。 
 

 

二、腎臟醫學會理監事選舉 

今年十一月，腎臟醫學會將改選理監事，協會提出對未來腎臟醫學會理事長的三大

期待： 

1. 能夠盡全力爭取透析預算。 

2. 能夠推動分級醫療，限制大醫院不合理擴床。 

3. 能夠合理推動治療模式，不硬推 PD。 
 

協會亦擬推派五位基層院所醫師參與腎臟醫學會理監事選舉，敬請大家支持。 
 

發行人：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張智鴻 醫師 

週報編輯：曾庭俞 專員 



1. 鄭集鴻 安慎診所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 

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 

新竹市診所協會秘書長 

2. 林元灝 元林診所 
台灣腎臟醫學會秘書長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 

3. 楊孟儒 安德聯合診所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 

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 

4. 顏大翔 顏大翔內科診所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秘書長 

5. 呂國樑 長安診所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 

 

三、會員專屬活動 

協會與輝瑞生醫股份公司合作，共同推廣腎臟病患施打十三價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

苗(PCV13)，以有效降低腎友感染肺炎鏈球菌肺炎風險。擬定於 2016 年 10 月 10 日

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以合約簽訂的方式，提供基層透析協會會員下列採購優惠： 
 

PCV13 單筆訂購數量達 每劑發票價格 每劑折扣價格 價差(利潤) 

1~9 劑 $3,300 $2,500 $800 

10~29 劑 $3,300 $2,450 $850 

30~49 劑 $3,300 $2,400 $900 

≥ 50 劑 $3,300 $2,350 $950 

備註: 

1. 本優惠條件為會員專屬(需已繳交 105 年度一萬元會費之院所)，時間限定為 2016

年 10 月 10 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為止(逾期不辦理)。 

2. 本批疫苗保存期限為 2018 年 6 月 30 日，或更長效期。此專案活動，除了包裝破

損，或其他瑕疵外，不得要求退換貨。 

3. PCV13 疫苗目前榮獲美國及台灣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一致建議，慢性腎臟

病患應優先接種一劑 PCV13 疫苗，以有效預防肺炎鏈球菌肺炎。 
 

請有意願採購的會員院所，於 10 月 31 日前主動向協會聯繫、做登記(直接聯絡廠商

則無此優惠價格)，協會將轉達輝瑞藥廠安排採購。(03-5313889 曾專員) 
 



四、尚未繳納 105 年會費之院所請盡速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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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方式：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銀行：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帳號：1 3 4 6 – 7 1 7 – 0 3 3 5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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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專欄 

美國心臟醫學會 2016 年建議：降血脂藥物和心臟藥的交互作用 

張智鴻醫師.腎臟科.新鴻遠診所 
 

雖然知道藥物吃多容易有令人想不到的交互作用，但是臨床上就是會遇到必需給多

種藥物時，例如經過飲食和生活型態控制後，仍然 TG 超過 600 mg/dl，Total 

cholesterol 超過 200 mg/dl 的 DM 患者，這時候可能就需要合併使用 fibrate 和

statin 藥物，不然日久血管就狹窄發生心肌梗塞。過往的資料顯示，這樣合併藥物的

副作用發生機會大，而且可能較嚴重，例如肝炎或是肌肉發炎。更令人頭痛的是，同

類型藥物尤其是 statin 非常多種，到底要怎麼選擇？ 
 

AHA，2016 提供最新的建議，告訴我們副作用發生的程度(magnitude)，以及給我

們建議合併藥物的選擇。 
 

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Clinically Significant Drug-Drug 

Interactions With Statins and Select Agents Used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http://circ.ahajournals.org/content/circulationaha/early/2016/10/17/CIR.0000

000000000456.full.pdf 

http://circ.ahajournals.org/content/circulationaha/early/2016/10/17/CIR.0000000000000456.full.pdf
http://circ.ahajournals.org/content/circulationaha/early/2016/10/17/CIR.0000000000000456.full.pdf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16;134:00-00. 
 

例如，若是選擇 gemfibrozil + simvastatin 呢？(avoid combination!) 

若是，gemfibrozil + rosuvastatin (consider combination) 
 

相當實用，提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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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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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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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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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診所 宗禾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五福診所 佑強診所 楠華診所 腎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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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