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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給李署長的公開信 

敬愛的李署長： 

感謝您上任以來為醫界所做的奉獻，大家銘感在心。目前各總額協商已經進入緊鑼

密鼓階段，關於門診透析總額，因之前您對腎臟科的養病人說法，從署內透露出來

的訊息都說透析成長額度很不樂觀。我們想對署長報告，洗腎病患成長，是整個國

家複雜交錯多重原因，絕非腎臟科醫師所能主導，實不應因「年老新發生洗腎病患」

成長，懲罰已經不幸在洗腎的腎友。從 2010 年透析費用零成長的慘痛經驗得知，降

低透析給付無法減少新發生透析率，反而會造成死亡率增加。唯有多方面正向腎臟

政策推動下，才能讓台灣的洗腎人口減少，然而這也不是一朝一夕可得。透析點值

已經多年偏低，期望您能至少給高於病患成長率（3.8%）的總額成長，不要再讓點

值往下掉，如果明年總額成長不及病患成長率，則給付會再降低，勢必影響洗腎品

質，多家苦撐的院所已經表示會向您陳情。再次感謝署長為全民所做的努力，腎友

也是殷殷期盼您照顧的一群，期望您別忘了他們！ 

祝您平安順利！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 

鄭集鴻敬上 
 

二、醫師公會全聯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106 年 8 月 27 日（日）基層透析協會鄭集鴻理事長、顏大翔秘書長、和腎臟醫學會

林元灝秘書長，至台中出席醫師公會全聯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建議事項： 

1. 建議全國腎友共病看一般門診，能夠有全國一致的做法，因為洗腎給付是全國一

致的，腎友應該得到相同的照顧跟待遇，目前台北區、高雄區較合理，北區及台

南區較嚴苛。 
 

2. 建請依現行法規，釐清腎友看診可給付及不可給付的項目，讓大家有依據可遵循。

(建議邀請腎臟醫學會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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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法規： 

①. 同日同醫師不同病情可以申報診察費。 

②. 尿毒症相關治療及簡單感冒藥不得申報。 
 

3. 建請各區以腎臟科醫師來審查腎友一般門診，較清楚洗腎相關疾病項目。 
 

4. 建議審查執行會不要輕易核刪診察費，不是只針對腎友，因為診察費是醫師尊嚴

最後一道防線。 

 
 

 學術專欄 

降鉀粉(Kalimate)和大腸壞死(Colonic Necrosis)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在常常高血鉀的洗腎患者，平常是可能服用降鉀粉的。雖然醫師都會警告患者有腸

子壞死的副作用，但是因為不常發生，大家可能就不以為意。這期的台腎有這樣病

例鮮明的大腸鏡照片，和病理切片，值得大家一看。腸子壞死的可能機轉和 resin 

crystal 引起腸子發炎反應有關。 
 

Acta Nephrologica 31(1): 31-36, 2017 

Case Report 

Calc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 (Kalimate)-Related Colonic Necrosis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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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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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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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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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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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