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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106 年度透析院所實地訪視作業院所名單 

代腎臟醫學會轉知，「106 年度透析院所實地訪視作業」受訪院所名單詳如附件 

 對象為上一階段第一梯次（102 年 9 月至 102 年 12 月）合格證書有效期限將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到期之院所。 
 
學會代號 院所名稱 腹膜透析 

0003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有 
0006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有 
0007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無 
0008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有 
0016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有 
0018 西園醫院 有 
0023 紹毅內兒科診所 無 
0024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有 
0030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有 
0049 安德聯合診所 有 
0061 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有 
0075 安禾聯合診所 無 
0080 祐腎內科診所 無 
0086 安仁診所 無 
0088 三軍總醫院汀洲院區 無 
0093 佳德內科診所 無 
0094 康禾診所 無 
0095 華康診所 無 
0104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有 
0109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 有 
0110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有 
0121 新泰綜合醫院 無 
0129 中英醫院 無 
0138 承安聯合診所 無 
0148 欣禾診所 有 
0165 慧安診所 無 
0166 世康診所 無 
0167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汐止分院 有 
0174 江生診所 無 
0186 佳晟診所 無 
0193 健新診所 無 
0194 仁川診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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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6 晉康診所 無 
0197 思原內科診所 無 
0198 益康診所 無 

01100 富康診所 無 
01101 德全診所 無 
01102 佳聖診所 無 
01103 兆興診所 無 
01106 三禾診所 無 
01107 漳怡內科診所 無 
0305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有 
0306 新國民醫院 無 
0308 華揚醫院 無 
0311 龍潭敏盛醫院 無 
0317 聖文診所 無 
0332 榮元診所 無 
0337 安馨大溪診所 無 
0338 杏福診所 無 
0349 仁祥醫院 無 
0353 桃德診所 無 
0354 大園敏盛醫院 無 
0355 懷寧醫院 無 
0509 大川醫院 無 
0522 長春診所 無 
0605 杏豐醫院 無 
0612 加安診所 無 
0624 健安內科診所 無 
0632 晉安診所 無 
0633 佳仁內科診所 有 
0638 興豐內科診所 無 
0639 慈濟醫院台中分院 有 
0645 欣仁診所 無 
0646 長安醫院 無 
0651 仁德診所 無 
0652 淨新診所 無 
0704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有 
0714 溫建益醫院 無 
0718 建霖內科診所 無 
0723 慈元診所 無 
0724 卓醫院 無 
0729 佳安內科診所 無 
0740 惠聖診所 無 
0743 旭安診所 無 
074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有 
0821 水里社區基督聯合診所 無 
0827 南投縣信義鄉衛生所 無 
090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有 
0917 大安診所 無 



0921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 無 
092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無 
1006 祥太醫院 無 
1007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有 
1011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有 
1016 家馨診所 無 
102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有 
1027 慶昇醫院 無 
1030 維德診所 無 
1031 上水診所 無 
1106 以琳內科診所 無 
1110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無 
1116 滿福診所 無 
1129 崇仁內科診所 無 
1138 吉安醫院 無 
1204 建佑醫院 無 
1205 廣聖醫院 無 
1210 劉內兒科診所 無 
1222 湖康診所 無 
1223 嘉美診所 無 
1226 芳民診所 無 
1233 幸安診所 無 
1236 加昇診所 無 
1239 揚銘診所 無 
1243 鴻仁健康診所 無 
1306 林修哲內科診所 無 
1318 南門醫院 無 
1323 人晟診所 無 
1325 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無 
1333 宇安診所 無 
1402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有 
1404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榮民醫院 無 
1407 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有 
1408 東興內科診所 有 
1501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無 
1505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有 
1509 懷德診所 無 
1513 劉明謙診所附設洗腎中心 無 
1701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醫院 無 
1708 安基診所 無 
1711 泰安內科診所 無 
1802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總醫院 有 
1803 台新醫院 無 
1804 順天醫療社團法人順天醫院 無 
1812 漢陽內科診所 無 
1814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 無 
1821 文冠內科診所 有 



1841 佳福診所 無 
1908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有 
1913 福民內科診所 無 
1923 康健內兒科診所 無 
1926 育堂診所 無 
1933 夏隣康合診所 無 
1934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無 
1935 奇安內科診所 無 
2008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無 
2034 長清診所 無 
2042 好生診所 無 
2046 吳三江內科診所 無 
2054 佳明診所 無 
2055 五福診所 無 
2058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無 
2064 新鴻遠診所 無 
2065 宗禾診所 無 
2101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有 
2102 傅仰賢診所 無 

 

二、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醫師支援辦法 

為服務有盡義務的基層透析協會會員特訂定腎臟科醫師支援計畫 

1. 基層診所腎臟科專科醫師長年固守基層洗腎業務，盡心盡力照顧腎臟衰竭病友的

健康。但也因此常常犧牲了休息的時間，進修的時間及家人相處的時間。 

2. 基層透析協會建立一個腎臟科醫師支援平台。 

3. 這個支援平台只服務有固定繳交協會年費的腎臟科醫師及診所。 

4. 支援計劃提供支援醫師與人員需求診所的資訊交換平台。 

5. 基層透析協會對支援醫師的資格審查必須完備，但不參與向衛生主管機構的支援

報准。 

6. 協會建議支援費用標準如下： 

每節五小時五千元，另加車馬費。車馬費參考台灣腎臟醫學會補助標準，以高鐵

普通艙對號座來回票價加壹仟元計程車費。 

如，新竹到台北高鐵普通艙對號座來回$580，加$1000計程車費，共補助$1580。

費用以不報稅為原則，以上為協會建議。 

7. 因為每家診所各自有不同的需求和考量，所以協會只負責媒合、代為傳遞訊息，

其他條件由雙方自行協商，協會不收取任何費用。 

8. 本服務即日起開辦，有需求者請聯繫協會專員。 

電話：03-5313889；e-mail：dialysis98@gmail.com 



三、 醫療機構血液透析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醫療機構血液透析感染管制措施指引-增修，請下載參考。 

http://www.tsn.org.tw/tsnFile/news//G8D49EAE5343388A/%E9%86%AB%E7

%99%82%E6%A9%9F%E6%A7%8B%E8%A1%80%E6%B6%B2%E9%80%8F%E

6%9E%90%E6%84%9F%E6%9F%93%E7%AE%A1%E5%88%B6%E6%8E%AA%

E6%96%BD%E6%8C%87%E5%BC%95-%E5%A2%9E%E4%BF%AE1060512.pdf  
 

四、 2017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研討會(台南場) 

日期：2017 年 06 月 13 日（星期二） 

時間：18：00 – 21：30 

地點：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赤崁廳（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89 號） 

講師：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家庭醫學科 吳至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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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大翔 醫師 

18:30-19:20 洗腎病人肺炎預防及疫苗接種建議 吳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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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大翔 醫師 

21:00-21:2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1:20-21:30 Closing 顏大翔 醫師 

  

五、 帳款認領 

協會於 106 年 6 月 1 日收到一筆一萬元整的匯款，帳號末五碼為 7xxx2。 

請匯款之院所盡速與協會聯繫，協會電話：03-5313889 曾小姐。 
 

六、 受託廣告：中山醫大附設醫院徵腎臟科主治醫師及訓練醫師 

意者請洽中山內科部 04-24739595 轉 34704 
 

http://www.tsn.org.tw/tsnFile/news/G8D49EAE5343388A/%E9%86%AB%E7%99%82%E6%A9%9F%E6%A7%8B%E8%A1%80%E6%B6%B2%E9%80%8F%E6%9E%90%E6%84%9F%E6%9F%93%E7%AE%A1%E5%88%B6%E6%8E%AA%E6%96%BD%E6%8C%87%E5%BC%95-%E5%A2%9E%E4%BF%AE1060512.pdf
http://www.tsn.org.tw/tsnFile/news/G8D49EAE5343388A/%E9%86%AB%E7%99%82%E6%A9%9F%E6%A7%8B%E8%A1%80%E6%B6%B2%E9%80%8F%E6%9E%90%E6%84%9F%E6%9F%93%E7%AE%A1%E5%88%B6%E6%8E%AA%E6%96%BD%E6%8C%87%E5%BC%95-%E5%A2%9E%E4%BF%AE1060512.pdf
http://www.tsn.org.tw/tsnFile/news/G8D49EAE5343388A/%E9%86%AB%E7%99%82%E6%A9%9F%E6%A7%8B%E8%A1%80%E6%B6%B2%E9%80%8F%E6%9E%90%E6%84%9F%E6%9F%93%E7%AE%A1%E5%88%B6%E6%8E%AA%E6%96%BD%E6%8C%87%E5%BC%95-%E5%A2%9E%E4%BF%AE1060512.pdf
http://www.tsn.org.tw/tsnFile/news/G8D49EAE5343388A/%E9%86%AB%E7%99%82%E6%A9%9F%E6%A7%8B%E8%A1%80%E6%B6%B2%E9%80%8F%E6%9E%90%E6%84%9F%E6%9F%93%E7%AE%A1%E5%88%B6%E6%8E%AA%E6%96%BD%E6%8C%87%E5%BC%95-%E5%A2%9E%E4%BF%AE1060512.pdf


 學術專欄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當住院醫師時，腎臟病人要做檢查要儘量避免有顯影劑的 CT，最好是做 MRI 因為不

傷腎。當 FELLOW 時，腎臟病人儘量不要做顯影劑 CT，最好也不要做 MRI(因為使

用 gadolinium，有少數報告說會造成 nephrogenic systemic fibrosis）。 
 

10 多年後，FDA 說，MRI 用的 gadolinium 顯影劑沒有那麼多副作用，不需要限制

使用。 
 

Science is forever changing！ 
 

May 24, 2017 

FDA: Restricting MRI Contrast Agents "Not Warranted" 

By Kristin J. Kelley NEJM JOURNAL WATCH 
 

Edited by David G. Fairchild, MD, MPH, and Lorenzo Di Francesco, MD, FACP, 

FHM 
 

There isn't evidence to warrant restricting the use of gadolinium-based 

contrast agents (GBCAs), the IV drugs used dur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FDA has concluded. 
 

The agency began evaluating the risk for adverse health ev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heavy metal gadolinium retained in the brain after multiple uses of 

GBCAs. Reports showed that while gadolinium is retained in the body 

(including the brain, bones, and skin), no adverse health effect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retention, apart from a rare condition known as 

nephrogenic systemic fibrosis. 
 

The safety of GBCAs will continue to be investigated by conducting more 

research, including studies on how gadolinium is retained in the body. 

Clinicians should follow the FDA recommendations issued in 2015. 
 

https://www.fda.gov/Safety/MedWatch/SafetyInformation/SafetyAlertsforHu

manMedicalProducts/ucm559709.htm 

https://www.fda.gov/Safety/MedWatch/SafetyInformation/SafetyAlertsforHumanMedicalProducts/ucm559709.htm
https://www.fda.gov/Safety/MedWatch/SafetyInformation/SafetyAlertsforHumanMedicalProducts/ucm5597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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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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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基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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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德診所 崇德診所 

松禾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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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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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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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庚診所 文鼎診所 板橋仁安內科診所 昕隆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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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誼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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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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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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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德診所    

南投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新協合聯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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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康內科診所 美侖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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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博診所 尚清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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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安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嘉恩診所 劉明謙診所 維德診所 美崙聯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