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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衛福部健保會第 3 屆 107 年第 8 次委員會議議事錄 

（第 13 頁） 

3. 門診透析服務： 

①. 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並統為運用。 

②. 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 1 季醫院及西醫基

層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

費用及其成長率。 

③. 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 3.1 %，依上述分攤基礎，西醫基層部門本項

服務費用成長率為 4.683 %。 

④. 請加強慢性腎臟病管理，進行照護整合，並且應持續推動腎臟移植，以減少

透析病人數。 

⑤. 請於 108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 1 年成效評估報告。 
 

二、 請各位醫師提出想要開放的檢查檢驗項目，於一週內通知協會專員。 

(第 10 頁) 

(2) 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別」項目： 

①. 全年經費 720 百萬元。 

②.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7 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之項目與作業時程。 

③. 請於 108 年 6 月底前提出以下專案報告： 

A. 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報「各項開放表別項目之民眾利用情形及改善方向」。 

B.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報「開放表別項目之中長程規劃（含具體 

 目標及開放期程)」。 

④. 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期之件數、點數，併入一般服務費用結算。 
 

網址：https://dep.mohw.gov.tw/NHIC/cp-1655-44272-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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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ep.mohw.gov.tw/NHIC/cp-1655-44272-116.html


三、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選舉 

今年 12 月 9 日（週日）於長庚大學第二醫學大樓 B1 會議室（二），將進行透析協會

理監事改選，目前參選名單如下： 
 

理事參選人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安德聯合診所 楊孟儒 2. 安慎診所 鄭集鴻 

3. 元林診所 林元灝 4. 顏大翔內科診所 顏大翔 

5.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6. 長安診所 呂國樑 

7. 仁暉診所 李素慧 8. 惠腎診所 曾志龍 

9. 健新內科診所 丁勇志 10. 戴良恭診所 戴良恭 

11. 集賢內科診所 李少瑛 12. 迦美診所 陳正穎 

13. 桃庚聯合診所 林銘政 14. 益康診所 曾國憲 

15. 得安診所 林新泰  
 

監事候選人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志豪診所 張志豪 2. 吳三江內科診所 吳三江 

3. 劉內兒科診所 林吉福 4. 廣泉診所 張維廣 

5. 萬澤內科診所 施孟甫  
 

請有意願參選理監事之醫師會員，致電或來信向協會報名。請大家踴躍參與！ 

（dialysis98@gmail.com 或 03-5313889 曾小姐） 
 

四、 會員專屬活動 

肺炎是腎友主要死因之一，有鑑於此協會與輝瑞大藥廠合作，於流感季來臨前，共同

推廣腎臟病患施打十三價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PCV13)，以有效降低腎友感染肺炎

鏈球菌肺炎風險。 
 

擬定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間，以合約簽訂的方式，提供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下列採購優惠： 
 

mailto:dialysis98@gmail.com


PCV13 單筆訂購數量達 每劑發票價格 每劑折扣價格 

1~9 劑 $3,300 $2,500 

10~29 劑 $3,300 $2,450 

30~49 劑 $3,300 $2,425 

≥ 50 劑 $3,300 $2,350 

備註： 

1. 本優惠條件為會員專屬，時間限定為 2018 年 10 月 1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為止。 

2. 本批疫苗保存期限為 2020 年 8 月 31 日或更長效期。此專案活動，除包裝破損，

或其他瑕疵外，不得要求退換貨。 

3. PCV13 疫苗目前榮獲美國及台灣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一致建議，慢性

腎臟病患應優先接種一劑 PCV13疫苗，以有效預防肺炎鏈球菌造成的社區肺炎，

及重症感染。 

4. 有意願採購的會員，請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主動與協會聯繫做登記。協會將

安排後續簽約及出貨事宜。（03-5313889 曾小姐） 
 

五、 107 年度會費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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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尚未繳交 107 年會費之院所盡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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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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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07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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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冠內科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元翔診所 

高士振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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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仁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怡德診所 洪永祥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華榮診所 

富康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柏安診所 福林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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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安聯合診所 廣泉診所 佳晟診所 佳愛診所 

元福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憲安診所 安旭診所 逸原診所 

詠靜診所 安新診所 松禾診所 昕隆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集安診所 仁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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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禾診所 桃安診所 家誼診所 

榮元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杏福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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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仁診所 成功診所 宜暘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長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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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林診所 中清診所 

大墩診所 東福診所 京冠診所 仁德診所 仁禾診所 

漢陽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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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安診所 員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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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聯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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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德診所 慈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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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銘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佳宜內科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欣姿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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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晟診所 楠華診所 昱泰診所 高悅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佳醫診所 佳澤診所 佳生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壬禾診所 龍華診所 健聖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興義診所 

益祥診所 長新診所 腎美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尚清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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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修哲內科診所 佳屏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青田診所 得安診所 

松禾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維德診所 嘉恩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