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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健保會的成果報告 

106 年 7 月 20 日，台灣腎臟醫學會盧國城理事長和林元灝秘書長參加健保會的成果

報告，和委員們溝通明年的成長率。 

  

二、 國發會通過 健保給付總額 明年增 2.3％～5％ 

2017 年 06 月 27 日 04:10 于國欽／台北報導（工商時報） 
 

國發會委員會議昨（26）日通過「107 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總額」成長率將介於

2.349～5％之間，未來政府代表、學者專家、保險付費代表與醫界團體所屬的健保

會，將在此一區間內確認明年的成長率，可望於 9 月拍板。 
 

衛福部每年 4 月都要將次年的全民健保醫療給付總額報請國發會審議，而每年皆以

投保人口成長率、人口結構改變率及醫療服務成本改變率這三大參數算出健保給付

總額的低推估，經估算 107 年低推估成長率為 2.349％。 
 

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表示，明年的健保給付總額除了考慮這三項參數，還得考慮新

藥需求、分級醫療、偏遠地區及特殊族群的照顧等，加入這些因素所估得的高推估

成長率原本超過 5％，但國發會認為可以再省一些，因此訂在 5％。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7000138-26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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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7000138-260205


三、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6 年度徵文活動 

 



四、 2017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研討會(台中場) 

時間：2017 年 07 月 25 日（星期二），18：00 – 21：30 

地點：台中林酒店 6 樓奇緣廳（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99 號） 

講師：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林清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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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集鴻 醫師 

18:30-19:20 
Fabry Disease Introduction and Renal 

Manifestation 
林清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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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參加醫師名單：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 2.  金生診所 盧 OO 3.  健新內科診所 丁 OO 

4.  台灣腎臟醫學會 林元灝 5.  金生診所 康 OO 6.  京冠診所 施 OO 

7.  中國醫藥兒童醫院 林清淵 8.  慈安診所 黃 OO 9.  宜家診所 洪 OO 

10.  三豐診所 洪 OO 11.  惠聖診所 林 OO 12.  螺安診所 吳 OO 

13.  傑安內科診所 鄭 OO 14.  合安診所 謝 OO 15.  水里社區基督聯合診所 陳 OO 

16.  慶華診所 談 OO 17.  信安診所 陳 OO 18.  里仁診所 吳 OO 

19.  加安診所 蔡 OO 20.  仁禾診所 李 OO 21.  里仁診所 王 OO 

22.  榮曜診所 賴 OO 23.  日欣診所 陳 OO 24.  明德聯合診所 蔡 OO 

25.  佳福診所 劉 OO 26.  晉安診所 李 OO 27.  建霖內科診所 林 OO 

28.  益民診所 郭 OO 29.  宏安診所 鍾 OO 30.  漢陽內科診所 謝 OO 

31.  長安診所 呂 OO 32.  宏安診所 王 OO 33.  仁德診所 李 OO 

34.  佳福診所 陳 OO 35.  瑞東診所 杜 OO 36.  瑞東診所 楊 OO 

37.  京冠診所 張 OO 38.  蔡精龍診所 蔡 OO 39.  慶華診所 洪 OO 

40.  育恩診所 陳 OO 41.  台糖診所 莊 OO 42.  佑全診所 王 OO 

43.  中山醫附設醫院 張 OO 44.  員美診所 莊 OO 45.  佑全診所 陳 OO 

46.  以琳內科診所 田 OO 47.    48.    



五、 帳款認領 
協會於 106 年 6 月 26 日收到一筆一萬元整的匯款，帳號末五碼為 0xxx6。 

請匯款之院所盡速與協會聯繫！（協會電話：03-5313889 曾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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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專欄 

咖啡愛好者鬆了一口氣了（咖啡和死亡率的關係）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ORIGINAL RESEARCH |11 JULY 2017 

Coffee Drinking and Mortality in 10 European Countries：A Multinational 

Cohort Study 
 

http://annals.org/aim/article/2643435/coffee-drinking-mortality-10-europea

n-countries-multinational-cohort-study  
 

ORIGINAL RESEARCH |11 JULY 2017 

Association of Coffee Consumption With Total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Among Nonwhite Populations 
 

http://annals.org/aim/article/2643433/association-coffee-consumption-total

-cause-specific-mortality-among-nonwhite-populations  
 

這一期的 Annal of Internal Medicine，給咖啡愛好者鬆了一口氣，因為有 2 篇大型

並且長期研究（52 萬人橫越 10 個歐洲國家，平均 16 年追蹤）（另一篇 18.5 萬人，

非白人，16 年追蹤），都顯示咖啡可以減少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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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nnals.org/aim/article/2643435/coffee-drinking-mortality-10-european-countries-multinational-cohort-study
http://annals.org/aim/article/2643435/coffee-drinking-mortality-10-european-countries-multinational-cohort-study
http://annals.org/aim/article/2643433/association-coffee-consumption-total-cause-specific-mortality-among-nonwhite-populations
http://annals.org/aim/article/2643433/association-coffee-consumption-total-cause-specific-mortality-among-nonwhite-populations


雖然這不是新聞，但是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研究。而且，不管是抽煙者或是非抽煙

者，喝咖啡都會減少死亡率 。並且，對於腎臟、心血管、或是其他內臟疾病都有減

少發生率。 
 

今日最中肯，作者： 

"I think that the solid conclusion is that if you're a coffee drinker, keep 

drinking your coffee and be happy," Ascherio said. And if you're not? "I think 

you can go on drinking your tea or water without a problem." 
 

"The takeaway message would be that drinking a couple cups of coffee a 

day doesn't do you any harm, and actually, it might be doing you some 

good," he said. 
 

以下是 CNN 的報導 

http://edition.cnn.com/2017/07/10/health/coffee-leads-to-longer-life-studie

s-reaffirm/index.html  
 

 106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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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dition.cnn.com/2017/07/10/health/coffee-leads-to-longer-life-studies-reaffirm/index.html
http://edition.cnn.com/2017/07/10/health/coffee-leads-to-longer-life-studies-reaffir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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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庚診所 文鼎診所 板橋仁安內科診所 昕隆診所 

杏原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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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業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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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安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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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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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智超達恩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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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昇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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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