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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腎臟醫學會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106 年 11 月 11 日（六）基層透析協會鄭集鴻理事長、顏大翔秘書長、林元灝理事、

楊孟儒理事出席腎臟醫學會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紀律倫理委員會報告： 

鄭集鴻理事長參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紀律倫理規範」，擬加訂台灣腎臟

醫學會紀律暨倫理委員會的「醫師紀律倫理規範」第六條、第七條。會議決議蒐集

理監事意見，於下次理監事會議確認。 
 

台灣腎臟醫學會 醫師紀律倫理規範 

第六條 醫師相互間所生之爭議，應向學會紀律倫理委員會請求調處，當事人應到 

       學會陳情說明。 
 

第七條 醫師違反法令、醫師公約、醫師公會章程、或本規範者，除法令另有處罰 

       規定者外，由本學會紀律倫理委員會提出審議處置建議，最重得以處停權 

       處份，經理監事會同意後實施。 

 

（附件）紀律暨倫理規範第一條～第五條（第十二屆理監事會議確認）： 

第一條 不要提供不當利益給病患。 

第二條 不要拜訪他院固定腎友。 

第三條 不批評同儕基層院所。 

第四條 診所住院腎友，請醫院端能盡量將透析病患轉回原單位繼續接受治療，勿強 

       留病患或轉介他院。 

第五條 受僱醫師在離職後，不宜有下列行為： 

       (a)惡意攻擊舉報原任職單位。 

       (b)惡意挖角原任職單位工作人員。 

       (c)惡意招攬原任職單位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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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臟腎臟病病 

 



  
   陳金順理事長、盧國城理事長、林元灝秘書長                   鄭集鴻理事長 
 

 

全體與會人員 
 

二、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 

106 年 11 月 15 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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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會議） 
 

報告事項： 

1. 各位基層同仁，廢除醫院評鑑保障腹膜透析條款，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有了初

步成果，會議結論如下： 
 



序號 案號/案由 決定/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1. 105_4_討

(1)_106 年門診

透析服務保障項

目及操作型定義 

 

106_2_討(3)_修

訂 107 年腹膜透

析支付標準案 

 

106_3_討

(2)_107 年腹膜

透析支付標準修

訂案 

1. 105 年 11 月 16 日第 4

次會議決議：請台灣腎臟

醫學會參酌本會代表相

關意見，於 106 年 4 月

底前提出腹膜透析相關

支付標準調整之具體方

案。 

2. 106 年 5 月 17 日第 2 次

會議決議：請台灣腎臟醫

學會就腹膜透析支付標

準修訂部分，參酌本會歷

次代表意見，於下次會議

提供具體之建議方案。 

3. 106 年 8 月 16 日第 3 次

會議決議： 

(1)腹膜透析支付標準調

整案經與會代表充分討

論，支付標準仍維持現

狀，107 年仍採保障點值

的方式處理。 

(2)本會代表建議取消醫

院評鑑腹膜透析執行占

率之相關意見，轉請衛福

部醫事司參考。 

1. 本署已於 106 年 9 月 8

日健保醫字第

1060033840D 號函行

文醫事司，有關代表建

議取消醫院評鑑腹膜透

析執行率等相關意見。 

2. 衛福部於106年9月13

日衛部醫字第

1061640624 號函行文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

療品質策進會，建議取

消醫院評鑑腹膜透析執

行率等相關意見，請納

入醫院評鑑基準研修參

考。 

3. 有關腹膜透析點值保障

一節，併本次會議討論

第 3 案辦理。 

 

2. 有關腎友共病就診，診察費被核刪一案，經協會提出議案，會議決請腎臟醫學會

提出辦法，將於下次會議決議。 
 

2. 106_3_臨 

因腎友常患共病

有關部分代表所提各分區核

刪透析診察費標準不一致一

1. 依支付標準第二部西醫

第一章基本診療第一節



需就醫，近來被

全面核刪診察

費，且各分區做

法不一。 

節，由本署醫審及藥材組瞭

解本個案並蒐集各分區處理

情形，研擬適當處理方式，

於下次會議說明。 

門診診察費通則第八點

規定，同一醫師診療同日

兩次以上門診相同病情

案件，限申報門診診察費

一次。 

2. 本署 106 年西醫基層及

醫院醫療服務審查作

業，已委託予中華民國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台

灣醫院協會辦理，相關抽

審案件，腎友病患共病就

議，是否屬同病情案件，

均依聘任之審查醫藥專

家依個案專業審查認定

辨理。醫療院所如有異

議，得循申復與爭議審議

機制辦理救濟。 

3. 如對於是否認定屬同病

情之審查結果有爭議，請

相關專業醫學會彙整有

關臨床屬腎臟病同病情

之專業建議，俾憑訂定審

查原則。 

4. 經查中區、高屏及東區業

務組近來並無全面核刪

診察費情事，台北、北區

及南區業務組依專業審

查有核刪診察費。代表所

提案例屬北區業務組轄

區，再請該區代表人員協

助說明。 



3. 106 年第 2 季門診透析服務點值結算報告。（如附件，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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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Q2 0.84016418 0.85209246 
 

 

三、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會議 

106 年 11 月 15 日（三）召開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會議，協會鄭集鴻理事長、

顏大翔秘書長、楊孟儒理事、林元灝理事、呂國樑理事、曾志龍理事、李少瑛理事

出席參與會議討論。 



討論事項： 

1. 腹膜透析佔率不列入評鑑 

當年是參照國外的佔率建議這麼做的，但現在各國的佔率已下降許多，無當時的

誘因再去大量推廣腹膜透析，應該刪除這項規定。 
 

2. 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減透析床數 

醫學中心的透析床是提供給住院需要透析的病人，門診透析病人應該要回到自己

住處附近的透析院所。醫學中心實不該靠透析床獲利，完全失去醫學中心的意義。 
 

協會將蒐集其他各國 PD 佔率，以及醫學中心洗腎床與急性病床的比，再將資料轉請

腎臟醫學會以公文形式發給醫事司石崇良司長請求修法。 
 

四、 106 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大會議程 

各位基層同仁，今年協會年度大會，將與世界華人腎臟醫學大會同步舉行。 

日期：106 年 12 月 10 日（日） 

地點：萬豪酒店 五樓 宜華廳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199 號） 
 

協會準備 iPhone 8 Plus & iPhone 8，給全程參與的已繳 106 年度會費之醫師會員

抽獎，請踴躍參加！（請注意摸彩劵投入時間和抽獎時間） 

 

 



106 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大會議程表：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會員大會 

主持人：安德聯合診所 楊孟儒 院長 

13:40 報到 / 投入摸彩劵 
摸彩劵投入時間為 13:40-14:00 

對象：需已繳納 106 年會費之醫師 

13:40-13:50 協會會務報告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顏大翔 秘書長 

13:50-14:00 透析預算協商報告 台灣腎臟醫學會 林元灝 秘書長 

14:00-14:10 協會年度工作報告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 理事長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專題演講 

主持人：桃園醫院 王偉傑 副院長 

14:10 opening 台灣腎臟醫學會 盧國城 理事長 

14:10-14:45 Fabry Disease Overview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林清淵 教授 

14:45-15:20 
The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vascular calcification in CKD 

patients. 

重松教授  
Prof. Takashi Shigemastu 

（唐德成主任／陳金順主任） 

15:20-15:55 
Frailty and Sarcopeni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aging society. 

森下教授  
Prof. Yoshiyuki Morishita 

（吳家兆主任／許永和主任） 

15:55-16:30 
About the system of clinical 
engineering technicians in 

Japan. 

本間會長  
Chairperson Takashi Homma 
（郭克林主任／吳志仁主任） 

16:30-16:40 Closing & 摸彩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專欄 

長期使用 PPI 的癌風險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PPI Use After H. pylori Eradication Therapy Tied to Increased Risk for 

Gastric Cancer 

http://gut.bmj.com/content/early/2017/09/18/gutjnl-2017-314605  

http://gut.bmj.com/content/early/2017/09/18/gutjnl-2017-314605


香港一篇 60000 人的研究，最近發表在 Gut，發現在 Helicobacter pylori 感染並治

癒後的患者，若是長期繼續開 PPI 服用，會有較高致胃癌的風險。 
 

During roughly 8 years' follow-up, 0.24% of the cohort was diagnosed with 

gastric cancer. In adjusted analyses, the gastric cancer risk was more than 

twice as high in patients who'd used PPIs at least weekly compared with 

nonusers. This translated to roughly four excess gastric cancer cases per 

10,000 person-years. Cancer risk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duration of PPI 

therapy. 
 

可能致病機轉：「the acid-suppressive effects of PPIs could worsen atrophic 

gastritis.」 
 

因此，PPI 這個胃藥，若是 H. pylori 病程治好了，還是要適時停藥，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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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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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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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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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禾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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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