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1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6/08/17 

 最新消息 
一、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 

106 年 8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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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第 3 次會議） 
 

報告事項： 

①. 本會歷次會議決定/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第 6 頁） 
 

②. 門診透析預算執行概況及慢性腎臟病防治策略報告。（如附件，第 9 頁） 

106 年門診透析獨立預算預估點值 

 預估核付點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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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4 552 165 10148 0.8412 0.8517 

*106 年門診透析獨立預算成長率為 4%（醫院為 2.975%，基層為 5.342%） 
 

③. 106 年第 1 季門診透析服務點值結算報告。（如附件，第 37 頁） 

彙整近二年結算點值如下表：  
季別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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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Q2 0.83027587 0.84323411 

105Q3 0.82342296 0.83687274 

105Q4 0.83824025 0.85052691 

106Q1 0.81052081 0.82484066 

 

④.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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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報

告。（如附件 1，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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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動議： 

因腎友常有共病需就醫，近來被全面核刪診察費，且各分區做法不一致。會議當天

鄭集鴻理事長提出臨時動議，擬請討論建立共識。蔡淑鈴副署長允諾於下一次會議

給予答覆。 



 



 



 



 



 

 

二、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106 年 8 月 16 日（三）鄭集鴻理事長、顏大翔秘書長、林元灝理事、楊孟儒理事、

呂國樑理事、曾志龍理事、戴良恭理事、郭芝蕙理事出席參加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

會議。會中決議，目前協會會員院所數已經高達七成，若明年透析總額成長率不如

病患成長率，就要集結全台診所的醫師和腎友，一起至健保署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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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場) 

日期：2017 年 08 月 22 日（星期二） 

時間：18：00 – 21：3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1F 清翫廳（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講師：台大醫院小兒部 黃立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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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腎病人肺炎預防及疫苗接種建議 黃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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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報名名單：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透析協會理事長 鄭集鴻 20 馬偕醫院 黃 OO 38 凱硯診所 王 OO 

2 腎臟醫學會秘書長 林元灝 21 馬偕醫院 陳 OO 39 弘德診所 李 OO 

3 台大小兒部主任 黃立民 22 馬偕醫院 張 OO 40 文林診所 簡 OO 

4 德禾診所 嚴 OO 23 馬偕醫院 王 OO 41 安基診所 劉 OO 

5 祥佑診所 洪 OO 24 怡仁診所 黃 OO 42 昕隆診所 吳 OO 

6 東成診所 蕭 OO 25 景安診所 林 OO 43 世康診所 郭 OO 

7 東成診所 遲 OO 26 羅斯福診所 周 OO 44 戴良恭診所 孫 OO 

8 晟幸診所 謝 OO 27 普仁健康診所 黃 OO 45 戴良恭診所 陳 OO 

9 戴良恭診所 戴 OO 28 宏仁診所 郭 OO 46 晉康診所 曾 OO 

10 安德聯合診所 楊 OO 29 宏仁診所 范 OO 47 慧安診所 陳 OO 

11 杏心診所 楊 OO 30 承安聯合診所 王 OO 48 江生診所 陳 OO 

12 華榮診所 王 OO 31 東暉診所 蔡 OO 49 集賢內科診所 林 OO 

13 弘德診所 尤 OO 32 宏林診所 何 OO 50 宏明診所 蔡 OO 

14 益康診所 林 OO 33 禾安診所 王 OO 51 仁川診所 陳 OO 

15 仁暉診所 李 OO 34 怡德診所 張 OO 52 崇德診所 鄭 OO 

16 詠靜診所 洪 OO 35 新庚診所 金 OO 53 安馨透析 馮 OO 

17 安新診所 余 OO 36 匯安診所 戴 OO 54 安馨透析 李 OO 

18 百齡診所 黃 OO 37 和泰內科診所 周 OO 55 祐腎內科診所 蔡 OO 

19 振興醫院 陳 OO     共 55 位會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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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Your Doctor Is Fitter Than You Are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By LAUREN C. HOWEJULY 13, 2017 

https://nyti.ms/2vgkF6S  
 

“I enjoy working out at the gym.”declares one profile. 

“To keep myself fit, I like to hike, bike and exercise.”says another. 
 

這不是交友網站上的個人介紹，而是醫師網站上的自我介紹。 
 

很有趣的文章，若是患者遇到一位比自己健美的醫師，會有什麼事發生？ 
 

最近一篇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研究（內文未附連結）發

現肥胖的患者會去選「不強調自己身材多健美或是多喜好運動的醫師」，甚至會刻意

去避開，因為肥胖的患者覺得，這類的醫師可能會看不起患者。 
 

This research documents that promoting that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can backfire. 
 

Instead, it should realize that doctors who don’t advertise healthy lifestyles 

may appear more approachable to some patients, while super-fit physicians 

may want to display compassion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 patients who do 

not find exercise appealing, or do not conform to stereotypical portraits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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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yti.ms/2vgkF6S


醫師們不要過度去強調健康的生活型態，對患者而言，也許是較沒有壓力的。 
 

（註：那做醫美醫師的廣告，男的帥女的美，是怎麼一回事？） 

- 

Lauren C. Howe is a social psychologist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who studies 

trust in experts. 
 

 106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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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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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新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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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姿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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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華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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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