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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108 年第一次門診透析議事會議-會議記錄 

108 年 2 月 20 日（週三）於健保署召開 108 年第一次門診透析議事會議，會議記錄 

請見網址：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E21C58374F7EE37D&topn=D39

E2B72B0BDFA15  
 

二、 跨領域整合式 AKI 照護模式 

108 年 6 月 23 日（週日）下午一點半，台灣腎臟醫學會於輔仁大學醫學大樓舉辦 

春季學術演講「跨領域整合式 AKI 照護模式」，請各位醫師踴躍參加！ 
 

議程： 

1. Multi-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AKI. 

（邱鼎育醫師） 

2. Medication review and reconciliation after AKI. （許茜甯藥師） 

3. Nutritional assessment and therapy after AKI. （洪凱殷營養師） 

4. Coordination of post-AKI care. （施若琪專科護理師） 

5. Q&A （10分鐘） 

* 20 min each segment 
 

詳情請洽台灣腎臟醫學會，02-2331-0878 
 

三、 協會合作金庫帳號，戶名更改 

因為協會申請法人，故合作金庫帳號，戶名更改為「社團法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請各位醫師在做會費匯款時留意，謝謝！ 
 

四、 會費招領 

協會於 108 年 01月 31 日收到一筆$1000會費（帳號末五碼：5XXX0）。 

請匯款的醫師（院所）與協會聯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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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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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健保署：全台多達 8 萬 7 千人洗腎 年花健保 600 多億 

2019-03-14 09:54〔記者吳亮儀／台北報導〕 
 

我國洗腎人數多，健保署長李伯璋今天在立法院受訪時指出，目前洗腎人數高達 8 萬

7 千人，包括洗腎和相關治療費用，一年將花費健保 600 多億元。 
 

健保署今天宣布，新增「器官移植協調管理費」支付項目，醫院可併同器官摘取或是

移植手術診療項目多申報 5 千點健保點數，預計增加健保財務支出約 900 多萬點。

（一點接近一元） 
 

腎臟是移植需求最高的臟器，上千人仍在等待捐腎；李伯璋說，腎臟移植過程中並非

只有外科醫師的付出，醫院第一線「器官移植協調師」備極辛勞，從器官捐贈者術前

諮詢評估、連絡醫療團隊、開刀房、調度室、實驗室做交叉比對、安排移植手術病患

住院、負責捐贈者腦判及移植門診病患追蹤與衛教等各階段作業流程花費眾多時間。 
 

李伯璋說，新措施是給醫療團隊合理給付。而之前監察院也糾正衛福部對於國人到國

外接受器官移植的不透明狀況，李伯璋說，目前也持續推動國人器捐的觀念，希望讓

國人若有需要器官移植，能在國內就能獲得。 

 

健保署長李伯璋今指出，目前洗腎人數高達 8 萬 7 千人，包括洗腎和相關治療費用，

一年將花費健保 600 多億元。（記者方賓照攝） 
 

網址：https://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26493  

https://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26493
https://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2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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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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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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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8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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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士振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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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安診所 百齡診所 安仁診所 

晟幸診所 文林診所 康禾診所 杏心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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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庚診所 安旭診所 祥佑診所 

富康診所 戴良恭診所 欣禾診所 世康診所 志豪診所 

仁謙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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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庚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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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仁診所 康健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德安診所 長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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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美內科診所 合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佑全診所 東豐診所 中清診所 京冠診所 仁禾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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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安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崙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螺安診所 

宏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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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屯陳診所 農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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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內科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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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益祥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高美診所 

幸安診所 楠華診所 五福診所 安泰診所 高欣診所 

屏東 

人晟診所 立安診所 大武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得安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