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1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8/05/09 

 最新消息 

一、 台灣腎臟醫學會理監事會議 

108 年 5 月 4 日（週六）台灣腎臟醫學會召開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協會

林新泰秘書長、顏大翔理事、林元灝理事出席參與會議討論。 
 

報告事項： 

1. 學會於 108 年 4 月 3 日發文醫策會，建議修改 108 年度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 2.4.20 透析照護服務之醫療照護品質適當「符合項目：3.85%以上透析病人 

Hb ≧ 10 g/dL」，優良項目「90%以上透析病人 Hb ≧ 10 g/dL」條文。  

建議修改如下： 

2.4.20 透析照護服務之醫療照護品質適當 

      符合項目：3.85%以上透析病人 Hb ≧ 8.5 g/dL  

      優良項目：2.90%以上透析病人 Hb ≧ 8.5 g/dL 

2. 秘書處於 2 月 16 日召開病患登錄電腦軟體 TSN-KiDiT 檢討會議，並請院所提供

KiDiT 輸入或報表需要修改或改進之地方。 

3. 學會參與 2019WCN 會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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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台灣透析血管通路大會 

108 年 5 月 4 日-5月 5 日（六、日）於高雄展覽館舉辦「台灣透析血管通路大會」，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楊孟儒理事長、曾國憲副秘書長，與台灣腎臟醫學會盧國城理事長

共同出席參與會議。 

 
 

三、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8 年第一場研討會-台北場 

時間：108 年 05月 14 日（星期二），18：00－21：30 

地點：台北六福萬怡酒店 9F山林廳（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 359號） 
 

講師：華揚醫院 徐偉岸 醫師 / 台北馬偕醫院 許碧惠 營養師 

積分：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內科醫學會、台灣腎臟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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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ID：dialysis98 曾小姐 
 

議程： 

Time Topic Speaker 

18:00-18:20 Registration All 

18:20-18:30 Opening/用餐 楊孟儒 理事長 

18:30-19:40 
如何利用胰島素，幫助病患控糖及減少微小血管

病變風險 
徐偉岸 主任 

19:40-20:10 如何利用食物摩天輪，衛教透析病患飲食管理 許碧惠 營養師 

20:10-21:00 總額協商與醫療政策對基層透析的影響 林元灝 理事 

21:00-21:2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1:20-21:30 Closing 楊孟儒 理事長 
 

mailto:dialysis98@gmail.com或Line


四、 台灣腎臟醫學會 108 年度春季學術演講會 

時間：108 年 6 月 23 日（週日）上午 9 點-下午 4 點 

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醫學大樓)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繼續教育積分：A類 15 分 
 

網址：台灣腎臟醫學會

https://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6C7FCA9D77490  

 

 
 
 
 

https://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6C7FCA9D7749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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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08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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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佳冠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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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仁診所 

怡德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華榮診所 崇德診所 弘德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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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安診所 仁川診所 廣泉診所 板橋仁安內科診所 

恩康診所 仁美診所 詠靜診所 益康診所 晉康診所 

昕隆診所 仁暉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逸安診所 逸原診所 

逸全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慧安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佳愛診所 佳晟診所 

元福診所 幸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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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庚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桃德診所 安慧診所 聖文診所 

榮元診所 杏福診所 家誼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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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暘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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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德診所 晉安診所 安新診所 佳弘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慶華診所 佳楊診所 佳福診所 加安診所 榮曜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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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馨彰美內科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員美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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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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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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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仁內科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佳宜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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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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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三江內科診所 揚銘診所 湖康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健聖診所 

壬禾診所 長新診所 佳生診所 芳民診所 佳澤診所 

佳醫診所 龍華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昱泰診所  

屏東 

人晟診所 立安診所 大武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德埔診所 藍文君診所 佳屏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得安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嘉恩診所 維德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