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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2017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研討會-台中場成果 

協會於 04 月 25 日（週二）在裕元花園酒店舉辦 2017 年第二場區域研討會，感謝

彰基第一呼吸照護中心-紀炳銓主任精彩的演講，以及 51 位醫師的熱情參與。 

 

 

腎臟腎臟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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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017 前瞻生技建康福祉 提升競爭力」論壇 

健康福祉產業是行政院「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所規劃推動的新興重點產業，除

打造台灣成為亞太健康福祉產業創新重鎮外，並可結合地方發展特色場域及生活圈，

以促進地方區域創新。例如在台中的微創醫材智慧輔具以及中南部的高值利基藥品

生產聚落。 
 

本次論壇舉辦目的將針對健康福祉產業推動，邀集全國產官學研各界代表聚焦討論，

期能有效連結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產業發展資源，建立夥伴關係共同解決問題，帶動

健康福祉產業發展，從而創造投資與就業，提升人民福祉。 
 

在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指導下，台中市政府與前瞻社將於 2017 年 5 月 13 日（六）

假台中市政府 4F 集會堂舉辦「2017 前瞻建康福祉產業 提升競爭力」論壇，期望共

同來為我國健康福祉產業發展共同努力。 
 

活動網址：http://www.rfc.url.tw/index.html  
 

聯絡人員：陳姵璇（手機：0966-622-235；市話：02-7707-4898） 

          蕭羽媛（手機：0984-320-087；市話：04-2228-9222 分機 31115） 
 

「2017 前瞻生技健康福祉 提升競爭力」論壇議程 

2017 年 05 月 13 日（週六）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主持人：郭耀煌 /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致詞貴賓：吳政忠 / 行政院政務委員 

          林佳龍 / 臺中市市長 

09：30-09：55 專題演講(一)：突破台灣現狀—邁向健康福祉 

09：55-10：20 專題演講(二)：台中健康產業現況與未來 

10：20-10：40 茶敍 

10：40-12：10 議題討論(一)：智慧醫療輔具與健康 

12：10-13：40 午 餐 

13：40-15：10 議題討論(二)：保健醫藥與養生 

15：10-15：30 茶敍 

15：30-16：30 綜合討論暨結論 
 

http://www.rfc.url.tw/index.html


三、 2017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研討會(高雄場) 

日期 : 2017 年 05 月 09 日（星期二） 

時間 : 18: 00 - 21 : 30 

地點 : 漢來大飯店 9F 金鶴廳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 號) 

 

包含積分(醫師公會、內科醫學會、腎臟醫學會)及用餐，需做人數確認，

若欲參加務必要與協會報名。請大家踴躍報名！ 

報名方式：dialysis98@gmail.com 或致電 03-5313889 曾小姐 
 

議程： 

Time Topic  Speaker 

18:00-18:20 Registration  All 

18:20-18:30 Opening/用餐 鄭集鴻 醫師 

18:30-19:20 The new hope to treat Hepatitis C 王志文 醫師 

19:30-20:10 透析預算協商與基層的困境 林元灝 醫師 

20:20-21:00 分級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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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6 年度會費繳交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統一編號：29200695 
 

常年會費 

院所負責醫師 10000 元 

非負責醫師 1000 元 

醫院會友 1000 元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帳號：５０２６５６１４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匯入行庫：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銀行代碼：006，分行代碼：1346) 

帳號：1346-717-033598 



 106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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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內科診所 安基診所 高士振診所 元翔診所  

台北市 

元林診所 宏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滙安診所 文林診所 

杏心診所 弘德診所 東成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景安診所 

華榮診所 承新診所 慶如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怡仁診所 

晟幸診所 安仁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百齡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康禾診所 洪永祥診所 福林診所   

新北市 

漳怡內科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德澤診所 東暉診所 輝德診所 

宏明診所 幸安診所 陳尚志診所 安新診所 松禾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康全診所 江生診所 恩康診所 戴良恭診所 

志豪診所 元福診所 祥佑診所 國城診所 逸安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安旭診所 慧安診所 佳晟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佳愛診所 仁暉診所 仁謙診所 

益康診所 欣禾診所 世康診所 家祥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仁川診所 仁美診所 富康診所 廣泉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仁馨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宏元診所 惠民診所 安禾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全安診所 桃安診所 中庚診所 

安慧診所 聖文診所 榮元診所 杏福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惠慎診所 安新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亞太診所 宏仁診所 康健診所 宜暘診所 成功診所 

祥仁內科診所     

苗栗 

德安診所 宏福診所 長春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晉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仁禾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育恩診所 淨新診所 蔡精龍診所 慶華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合安診所 瑞東診所 信安診所 東豐診所 加安診所 

佳楊診所 佳福診所 榮曜診所 中清診所 京冠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雅林診所 佑全診所 漢陽內科診所 宜家診所 

彰化 

里仁診所 合濟診所 健新內科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旭安診所 

惠聖診所     

雲林 

崙安診所 大安診所 惠腎診所 螺安診所 宏德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腎安診所    

嘉義 

正安診所 宏醫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家馨診所 康明診所 

上水診所     

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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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民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群安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陳冠文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康健內兒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高雄 

為好診所 新鴻遠診所 仁康診所 芳民診所 聖安診所 

安泰診所 幸安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蔣榮福診所 好生診所 

佑強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建安診所 明港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愛欣診所 長清診所 高健診所 宗禾診所 長新診所 

佑鎮診所 楠華診所 高悅診所 高晟診所 茂田診所 

東陽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裕生診所 高欣診所 揚銘診所 

昱泰診所 健聖診所 鴻源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佳生診所 

佳醫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五福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高美診所 

腎美診所 興義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順泰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宏祥診所 

迦美診所 德埔診所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大武診所 宇安診所    

佳屏診所     

宜蘭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傳康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嘉恩診所 劉明謙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