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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理事長的話 

各位基層同仁： 

健保署在上週透析總額議事會議提出「為減少透析病患，擬將腎移植費用併入透析總

額，不然就將基層和醫院透析預算各自回歸西醫基層和醫院總額」。這個方案對我們

基層透析影響甚大，目前尚在討論階段，請大家提出意見及可行替代方案，用 e-mail

或 line 上回覆協會。 
 

二、 請各院所踴躍加入「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 

爲推展腎臟保健工作，建構腎臟疾病整體照護與衛教體系，國健署今年（107 年度）

持續鼓勵醫療院所參與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之設置，希望各透析院所踴躍提出申請。 
 

①. 申請截止日期：107 年 3 月 31日 

②. 有意申請之院所，請至學會網站下載相關資訊並且填寫新申請表格，於截止日前

E-mail或郵寄至腎臟醫學會。 

學會網站：http://www.tsn.org.tw/ 衛教資訊/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設置。 

 

慢性腎臟病的預防與治療，已是全球醫界關心課題，健保署於95年開始將CKD Stage 

3b, 4, 5（Pre-ESRD）納入健保給付，100 年延伸到 CKD Stage 1, 2, 3a（Early CKD）

進行跨專業領域的照護，台灣慢性腎臟病防治體系已漸漸完整。 
 

腎臟病防治是全體腎臟科醫師的責任，學會希望各基層醫師及院所都能積極參與腎

臟病防治行列，並加入「腎臟病健康病健康促進機構」，以全國性規模的防治組織團

隊共同推動慢性病健康促進機構之建置，以此協助慢性腎臟病之預防、治療與照護，

降低國人罹患腎臟病機率、延緩慢性腎臟病患者進入末期腎衰竭及提升慢性腎臟病

患之照護與生活品質。 
 

期望讓衛生主管機關看到腎臟科醫師為腎臟病防治的努力！ 

有任何疑問請聯絡：台灣腎臟醫學會，(02)2331-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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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sn.org.tw/


三、 2018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研討會（台北場） 

日期：2018 年 3月 20 日（星期二） 

時間：18：00－21：30 

地點：君品酒店 5樓 亮懷廳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3 號） 

 

講師：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林清淵 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腎臟內科 吳志仁 主任 

 

積分：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品質 4 分） 

      台灣內科醫學會（B 類 5分） 

      台灣腎臟醫學會（B 類 2分） 

 

此研討會包含用餐，需做人數確認以備餐，請欲參加的醫師務必要向協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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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18:30-19:10 Fabry Disease Introduction and Renal Manifestation 林清淵 教授 

19:10-19:50 Learning from Diagnosing Fabry Disease in MMH 吳志仁 主任 

19:50-20:30 透析預算協商與基層的困境 林元灝 秘書長 

20:30-21:10 提升基層透析競爭力 鄭集鴻 理事長 

21:10-21:2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1:20-21:30 Closing 鄭集鴻 理事長 

 

 



報名名單：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 鄭集鴻 2.  腎臟醫學會秘書長 林元灝 

3.  中國兒童醫院 林清淵 4.  馬偕紀念醫院 吳志仁 

5.  德禾診所 嚴醫師 6.  仁馨診所 陳醫師 

7.  仁馨診所 陳醫師 8.  晟幸診所 謝醫師 

9.  祥佑診所 洪醫師 10.  福星診所 吳醫師 

11.  詠靜診所 洪醫師 12.  杏心診所 楊醫師 

13.  百齡診所 黃醫師 14.  崇德診所 鄭醫師 

15.  康禾診所 徐醫師 16.  景安診所 林醫師 

17.  益康診所 林醫師 18.  匯安診所 戴醫師 

19.  晉康診所 曾醫師 20.  祐腎內科診所 蔡醫師 

21.  安德聯合診所 楊醫師 22.  東暉診所 蔡醫師 

23.  昕隆診所 吳醫師 24.  志豪診所 張醫師 

25.  佳佑診所 張醫師 26.  安旭診所 張醫師 

27.  心力合診所 鄒醫師 28.  景安診所 呂醫師 

29.  禾安診所 王醫師 30.  仁暉診所 李醫師 

31.  東成診所 蕭醫師 32.  東成診所 遲醫師 

33.  怡仁診所 黃醫師 34.  宏仁診所 郭醫師 

35.  怡德診所 張醫師 36.  宏林診所 何醫師 

37.  康全診所 張醫師 38.  祐腎內科診所 陳醫師 

39.  悅康健康管理公司 陳俊榮 共計 39 位 

 



四、 107 年度會費繳交 

各位基層同仁： 

今年（107 年）的透析總額成長率是 3.5 %，本來健保署只打算給 2.3 %，在健保會

開會前一天，我們先邀請腎友協會一起登報陳情；另外，也準備如果預算爭取不利，

將發動院所和腎友到健保署大規模抗爭，所幸最後仍爭取到符合病患成長的數字。能

有這樣的成果，還是在於我們基層院所已經團結起來，大家有繳會費，我們才有資源

去遊說立委、支援腎友協會、經營媒體以及陳情抗爭。今年多爭取到的經費達 4.5 億，

應該可以維持透析品質，為腎友提供好的照護。去年繳費院所已達到七成，期望大家

不要有搭便車的心理，每一家都要能做出貢獻，讓基層透析越來越穩固。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理事長 敬上 
 
------------------------------------------------------------------------------------ 
 

今年度(107 年)會員會費已開始繳納，請各醫師會員於 107年第一季完成會費繳交。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統一編號：29200695 
 

常年會費 

負責醫師 10000 元 

非負責醫師 1000 元 

醫院會友 1000 元 

 

五、 帳款認領 

協會於 107 年 1 月 31 日收到一筆$10000 的匯款，帳號末五碼為 2xxx1 

請匯款之院所盡速與協會聯繫，協會電話：03-5313889 曾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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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專欄 

5 種新的糖尿病分類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過往的糖尿病粗略的分為 1, 2 型，在臨床上似乎無法精確分類患者。現在有這 5 種

分類，讓我們照顧起患者，更加了解背後的致病機轉和所應配合的治療方針。 
 

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dia/article/PIIS2213-8587(18)30051-

2/fulltext?elsca1=tlpr  
 

Scandinavia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diabetes had the following 

elements collected at baseline: age at diagnosis, BMI, glutamate decarboxylase 

antibodies (GADA), hemoglobin A1c (HbA1c) levels, and homeostatic model 

assessment 2 to estimate beta-cell function (HOMA2-B) and insulin resistance 

(HOMA2-IR) using C-peptide concentrations. Based on these factors,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one of the following clusters： 
 

1) Severe autoimmune diabetes (就是過往認為的 type 1 DM)：affected 6% of 

patients in the derivation cohort;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early-onset disease, 

relatively low BMI, and GADA-positive 
 

2) Severe insulin-deficient diabetes：18% of patients; GADA-negative but 

similar to cluster 1; lowest HOMA2-B scores 
 

3) Severe insulin-resistant diabetes：15%; higher HOMA2-IR scores 
 

4) Mild obesity-related diabetes：22%; obese, but not insulin resistant 
 

5) Mild age-related diabetes：39%; older than other clusters, but largely similar 

to cluster 4 
 

重點是這研究發現： 

Patients with severe insulin-deficient diabetes had the highest rates of 

retinopathy, while those with severe insulin-resistant diabetes had higher rates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 and coronary events.  
 

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dia/article/PIIS2213-8587(18)30051-2/fulltext?elsca1=tlpr
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dia/article/PIIS2213-8587(18)30051-2/fulltext?elsca1=tlpr


作者提醒以上這 insulin-deficient和 insulin-resistant患者常被當作 type 2 DM 治

療，也許是 insulin用得晚。因此要特別加強這 2種分類的患者糖尿病治療，來減少

以上的併發症。 
 

 107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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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元林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宏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文林診所 

匯安診所 怡仁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杏心診所 晟幸診所 

承新診所 康禾診所 慶如診所 東成診所 弘德診所 

家禾診所 景安診所 百齡診所   

新北市 

東暉診所 德澤診所 輝德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宏明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杏原診所 志豪診所 江生診所 

怡安診所 仁美診所 仁川診所 佳聖診所 幸安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新庚診所 文鼎診所 仁佳診所 恩康診所 

康全診所 祥佑診所 戴良恭診所 欣禾診所 世康診所 

國城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逸安診所 

晉康診所 益康診所 仁馨診所 慧安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全安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中庚診所 桃德診所 聖文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安慧診所 欣庚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亞太診所 康健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台中 

育恩診所 淨新診所 蔡精龍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大業診所 

信安診所 宜家診所 瑞東診所 合安診所 榮平診所 

長安診所 加安診所 榮曜診所 慶華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佳弘內科診所 晉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佳福診所 

佑全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彰化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惠聖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健新內科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崙安診所 大安診所 螺安診所 宏德診所 

腎安診所     

嘉義 

正安診所 宏醫診所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南投 

益民診所 草屯陳診所 新協合聯合診所 金生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台南 

光明內科診所 康健內兒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群安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陳冠文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美侖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新鴻遠診所 聖安診所 高美診所 茂田診所 

好生診所 芳民診所 佑強診所 揚銘診所 高健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建安診所 長清診所 佑鎮診所 

仁康診所 五福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蔣榮福診所 愛欣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安泰診所 明港診所 幸安診所 東陽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為好診所 湖康診所 高欣診所 

聖博診所     

屏東 

順泰診所 立安診所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大武診所 德埔診所 

迦美診所 宏祥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維德診所 嘉恩診所  

台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