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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理事長的話 

各位基層同仁： 

上週的健保總額協商會議，西醫基層總額和醫院總額都協商破裂，顯見健保財務之

困難，我們門診透析總額在腎臟醫學會盧國城理事長和林元灝秘書長的全力折衝下，

以成長率 3.5%定案。這個結果雖不及病患成長率，但應不至讓點值大幅滑落。感謝

盧理事長及林秘書長的辛勞，更感謝李伯璋署長及健保會委員對腎友的照護。我們

腎臟科醫師當要更用心力在腎病防治和推廣腎臟移植上，以減少國家洗腎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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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基層夥伴中秋節快樂！ 
 

 
 

三、 美國腎臟醫學會理事長的醫療改革建言 

AS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Health Care Reform 

1) Provide access to affordable care for all Americans 

Patients with kidney diseases are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members of 

society with a high likelihood of co-morbidities and limited access to care. 

 

2)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 

Patients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their physician; ensuring that 

patients have choices among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s is, for many 

patient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at goal, and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patient-centered care. 

 

3) Emphasize access to evidence-based screening, detection, and 

preventive care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is cost-effective. These services lead to 

saving and improving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at risk for kidney 

failure and, ultimately, save Medicare billions of dollars in costly dialysis. 



4) Guarantee access to care for Americans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Nephrology health professionals have committed their lives to keeping 

patients healthy and to restoring them to health when they become ill; 

insurers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limit care only to the healthiest 

Americans. 

 

5) Encourag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ost-efficient, physician-driven 

care delivery models 

Support physician-led efforts to test models that promote collaboration 

and provide comprehensive patient-centered care, especially for patients 

with costly chronic conditions like advanced kidney disease. 

 

6) Ensure predictable, continuous access to immunosuppressant drugs for 

transplant recipients 

Guarantee that every transplant patient will have uninterrupted lifelong 

access to the medications critical to preserving function of their 

transplanted kidney. 

 

7) Support policies to facilitate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nd organ donatio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s the optimal and most cost-effective therapy for 

many kidney failure patients; use all measures to promote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protect living donors must be from discrimination by 

insurers; and allow patients under 26 years of age to remain on their 

parents’ insurance. 
 

資料來源： 

https://www.newswise.com/articles/statement-by-eleanor-d-lederer-md-fasn

-president-the-american-society-of-nephrology-opposing-the-graham-cassi

dy-proposal  
 
 
 
 
 

https://www.newswise.com/articles/statement-by-eleanor-d-lederer-md-fasn-president-the-american-society-of-nephrology-opposing-the-graham-cassidy-proposal
https://www.newswise.com/articles/statement-by-eleanor-d-lederer-md-fasn-president-the-american-society-of-nephrology-opposing-the-graham-cassidy-proposal
https://www.newswise.com/articles/statement-by-eleanor-d-lederer-md-fasn-president-the-american-society-of-nephrology-opposing-the-graham-cassidy-proposal


 學術專欄 

Panda eyes (Amyloid Purpura)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一個 75 歲女性患者，反覆地出現眼眶周圍如照片所示，不會癢，壓迫也不會消失的

出血斑。有 multiple myeloma and acquired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light-chain amyloidosis 病史，沒有外傷或是服用影響血液凝固的藥物，只有輕微

血小板低下，腎臟指數稍高和一點蛋白尿。 

 

這會讓人想到什麼診斷？ 
 

NEJM 的這病例告訴我們：是 Amyloid purpura。這是因為 amyloid 結合至凝血因

子 factor X 而導致容易出血。這種 purpura 大部份是出現在 nipple 以上，脖子，臉。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icm061510#t=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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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icm061510#t=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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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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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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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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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