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0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8/02/21 

 最新消息 

一、 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 

108 年 0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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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1 次會議） 
 

報告事項： 

①. 門診透析獨立預算預估點值 
 

 預估申報點數(百萬) 預估點值 

月份/ 總額(百萬) 非浮動點數 腹膜透析追蹤費 浮動點數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107 年 

第 4 季 
9868 560 165 10731 0.8520 0.8614 

 

②. 107 年第 3 季點值結算結果及彙整近二年結算點值如下表： 
 

季別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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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Q3 0.83472726 0.84696046 

106Q4 0.85993451 0.87034565 

107Q1 0.80817247 0.82227969 

107Q2 0.84641094 0.85767661 

107Q3 0.85111375 0.86197341 

 

③. 案由：報告研議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院及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內科審查注意事項 

    規範之「尿毒症相關治療及檢查」案。 

發行人：楊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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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 

一、 同意本署意見，於審查注意事項明訂「因癌症或其他外傷出血所需之輸血

不含在血液透析費用內」，本署後續將依程序辦理修訂事宜；另「尿毒症相

關治療及檢驗」及「診察費」部分不修訂。 

二、 病人病情是否屬寫意透析費用所含括尿毒症相關治療及檢查應由專業認定，

另本署將函請總額受託單位重申，若經專業認定核刪之案件應詳述核刪理

由。 
 

④. 案由：108 年門診透析總額四季預算重分配案。 

決定：四季重分配改依加總近 3 年（104-106 年）西醫基層及醫院部門各季核定 

      點數占該部門同期核定點數之占率分配。 

 

 



二、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會議 

108 年 02 月 20 日（三）召開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會議，協會楊孟儒理事長、

林新泰秘書長、林元灝理事、李素慧理事、曾志龍理事和曾國憲理事出席參與會議。 
 

三、 給石司長的一封信 

石司長鈞鑒： 

    近來傳出關於南部洗腎床數與登記床數不符的問題，可能是因污水防治法規定，

20 床以上須有污水處理設備。南部洗腎室為了規避這個窒礙難行的法令，所以只設

19 床，又因為不敷成本，所以沒有第二位醫師。 

    考量到經營者的成本，在現行的健保給付之下，洗腎室設置辦法是否能夠改為：

第一位腎臟科醫師照顧 20 床，超過 20 床到 30 床的第二位醫師，則須有透析訓練

班上課資歷的醫師登記執業。同樣都是 30 床兩位醫師登記執業，如此既不違背品質，

也可以兼顧現實的需要。 

腎臟醫學會 理事長     盧國城      

政策秘書長 林元灝 敬筆 
 

四、 一腎換一腎，非親屬活腎交換捐贈新制今上路 

蘋果日報，出版時間：2019/02/14，16：25 
 

衛生福利部今發布「活體腎臟交換捐贈移植手術管理辦法」，有意捐腎的家屬若無法

與患者成功配對，可與其他換腎家庭交叉比對，若配對成功經審查即可「一腎換一

腎」，不受限於五等親內，增加配對機率，新制從今起正式上路。 
 

衛福部統計，去年我國等待腎臟移植人數為 7460 人，大體腎臟捐贈移植為 181 例，

親屬間活體腎臟捐贈移植為 163 例，合計為 344 例，其中活體腎臟捐贈移植比例雖

有逐年提高趨勢，但仍有數千苦等移植機會。 
 

衛福部今發布「活體腎臟交換捐贈移植手術管理辦法」，明定非親屬間的合適腎臟捐

贈者，得於自主意願下、經器官移植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進行交換捐贈移植手

術。 
 

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受移植者須為捐贈者五親等以內的血親或配偶，但

腎臟的待移植者未能覓得合適捐贈者時，得於 2 組以上待移植者的配偶、及五親等

血親範圍內交互配對。 
 



衛福部表示，一旦配對成功，經過雙方與多家醫院進行交叉評估，最後由執行手術的

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進行二度審查，通過後再交由衛福部進行最終審理，再通過即可

手術，不過手術時間必須由雙方獲多家醫院共同訂定、同時執行，且手術前仍可反悔

撤回同意。（江慧珺／台北報導） 

 
 

五、 會費招領 

協會於 108 年 1 月 31 日收到一筆$1000 會費（帳號末五碼：5XXX0）。 

請匯款醫師與協會聯絡，謝謝！ 
 

六、 108 年度會費繳交 

今年（108 年）的透析總額成長率是 3.1 %，比原先要給的 2.95 %，稍有增加，結果

可能與預估的真實病人成長率相去不遠，未來一年的門診透析點值，應該與去年相去

不遠。但這對我們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基層院所必須更加團結起來，面對各種挑戰，

爭取更好的生存空間。大家有繳納會費，我們才有資源去透過各種管道尋求支持，以

維護我們基層的生存，如此才能維持最基本的透析品質，維護腎友的健康。 
 

去年繳費院所接已達七成，希望未來一年，每一家都要能做出貢獻。最後以八字箴言

「尊重、關心、謙虛、低調」的行事準則與大家共勉！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理事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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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8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102 家院所已繳納一萬元會費，請尚未繳納會費之院所務必繳交，謝謝！ 
 

基隆 

泰安內科診所 安基診所    

台北市 

柏安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滙安診所 元林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宏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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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杏原診所 宏明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輝德診所 逸守診所 

安新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明暘診所 德澤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東暉診所 江生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仁佳診所 

仁馨診所 康全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佑霖診所 宏元診所 桃安診所 惠民診所 

全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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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宏福診所 德安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雅林診所 蔡精龍診所 瑞東診所 淨新診所 

育恩診所 漢寧診所 大業診所 宜家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榮平診所 信安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惠聖診所 合濟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崙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南投 

新協合聯合診所 益民診所 金生診所   

台南 

文賢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群安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佑鎮診所 仁康診所 愛欣診所 好生診所 

明港診所 茂田診所 新鴻遠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蔣榮福診所 

長清診所 高健診所 鴻源診所 為好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建安診所 佑強診所 聖安診所 裕生診所 

東陽診所     

屏東 

人晟診所 立安診所 大武診所 宇安診所  

宜蘭 

     

花蓮 

懷德診所     

台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