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3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9/02/27 

 最新消息 

一、 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 

109 年 2 月 26 日（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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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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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第 4 季 
9971 554 165 10976 0.8430 0.8526 

 

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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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Q4 0.85196062 0.86268694 

108Q1 0.84566715 0.85771035 

108Q2 0.84274257 0.85474197 

108Q3 0.84244094 0.85643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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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案由： 

有關雲端藥歷系統新增「腎功能不佳」提示功能，並提示疾病別 ICD_10_CM 同

意刪除 N18.6。 

辦理情形： 

一、 本案併慢性腎臟病患者管理與預防相關策略」之具體執行方案之策略二、

(一)2 辦理。 

二、 108 年 12 月 31 日於本署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摘要區，新增腎臟

病人宜注意用藥提示訊息，如被查詢患者符合疑似中重度與重度慢性腎臟

病患者條件，則於摘要區顯示「此病患可能為中重度與重度慢性腎臟病患

者，請避免使用 NSAIDs、顯影劑等腎毒性藥物。」提醒訊息，提醒醫師/

藥師應留意該腎臟病患之用藥。 

1. 篩選患者條件： 

I. 6 個月內最近一次 eGFR 值≦45 者。 

II. 6個月內任一主次診斷N18.4(第四期腎臟病)、N18.5(第五期腎臟病)。 

2. 如患者 6 個月內最近一次 eGFR 值為數字且≦45 者，則其摘要區提示文字

會再加註該 eGFR 值之採檢日期及檢驗結果值(系統畫面如附件，頁次報 

1-6)。 

④. 案由： 

診所無障礙就醫環境合格標準。本案事涉 108 年品質保證保留款之核發，請衛福

部醫事司與各總額醫事團體再次溝通達成共識，於下次會議再報告。 

辦理情形：(衛福部醫事司) 

本部業於 108 年 12 月 6 日及同月 30 日辦理協商及說明會議，惟尚未獲透析總

額團體同意辦理，爰自 109 年 1 月 2 日起由牙醫診所與中醫診所先行啟動辦理。 
 

 
 



二、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會議 

109 年 2 月 26 日（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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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集鴻理事、李素慧理事、曾志龍理事，及曾國憲理事

出席參與會議討論。 
 

三、會費招領 

協會於 1 月 31 日收到一筆一萬元的匯款，請繳費院所與協會聯絡。 

匯款帳號末五碼：2XXX1 
 

四、武漢肺炎》政院拍板居家隔離每天擬補償 800 到 1000 元(3/10 定案) 

2020-02-27，記者李欣芳／台北報導 

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081904  

 

因應武漢肺炎的防疫及衝擊，行政院會今天由行政院長蘇貞昌拍板特別預算總計編

列 600 億元，其中提供給居家隔離、檢疫者及其請假照顧家屬的防疫補償金，共 18.2

億元，衛福部次長何啟功說，目前初估每天的防疫補償金將在 800 到 1000 元，衛

福部與勞動部將在 3 月 10 日之前敲定防疫補償金每天發放的金額。 

 

特別預算 600 億元中，有關社會救助與醫療保健的「防治」經費編有 196 億；農業

與經濟服務支出的「紓困及振興」經費編列 404 億，分別由原民會、客委會、通傳

會、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衛福部、文化部以及海委會等 11

個相關部會提出。 

 

至於特別預算經費來源以移用前年度累計的歲計賸餘 300 億元，並舉債 300 億元支

應。有關如何舉債，行政院主計長朱澤民表示，將發行公債支應。 

 

此外，有關行政院先前釋出的振興抵用券，經濟部編列餐飲、零售、商圈、市場的消

費優惠措施（抵用券）總計匡列 20 億元；文化部補助民眾於藝文場所消費等則有 3

億元。 

 

立法院 25 日審議通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 11 條規定特別預算經費上限為 600 億元。行政院院會今天進一步通過「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081904


主持院會的蘇揆表示，特別預算包括防治經費 196 億元，作為應變醫院隔離收治、

設置集中檢疫場所、防疫補償金、徵購物資設備等經費；紓困及振興經費方面共 404

億元，對內需型產業（包括餐飲、零售、商圈、夜市、傳統市場）、製造業、觀光及

運輸業、農漁業、藝文產業，以及原住民族與客庄產業等，提供包括企業融資保證與

利息補貼、運輸業的稅費補助、旅宿業的營運補貼，農漁畜產品拓銷，以及內需與藝

文產業的消費抵用券等措施，以全面協助業者將衝擊降到最低，儘速度過難關，確保

產業經濟穩健。 

 

蘇貞昌說，今天所通過的特別預算案，將立即送請立法院審議，下週二他也將至立法

院進行報告並答詢，請各部會首長做好準備，並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

早日完成立法程序。 

 

因應武漢肺炎的防疫及衝擊，行政院會今天由行政院長蘇貞昌拍板特別預算總計編

列 600 億元，其中提供給居家隔離、檢疫者及其請假照顧家屬的防疫補償金，共 18.2

億元。（資料照） 
 

 

行政院會後記者會 27 日舉行，由 Kolas Yotaka 發言人主持，主計總處朱澤民主計

長、衛福部何啟功次長、教育部長潘文忠出席，說明防疫疏困預算。（記者廖振輝攝） 



五、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六、109 年傳染病指定隔離醫院及應變醫院名單 















 



七、109 年度會費繳交 

109 年度會費於 109 年 1 月 1 日開始繳交，繳費資訊如下： 
 

常年會費 

負責醫師 10000 元 

非負責醫師 1000 元 

醫院會友 1000 元 
 

 

八、109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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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聯合診所 洪永祥診所 宏林診所 元林診所 文林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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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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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晟幸診所 元泰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柏安診所 

安仁診所 怡仁診所 怡德診所 慶如診所 百齡診所 

華榮診所 杏心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新北市 

安新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東暉診所 東辰診所 明暘診所 

德澤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輝德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新庚診所 

詠靜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宏明診所 佳永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祥佑診所 杏原診所 國城診所 廣泉診所 恩康診所 

佳聖診所 逸原診所 逸守診所 逸安診所 逸全診所 

康全診所 幸安診所 仁馨診所 晉康診所 益康診所 

志豪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昕隆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佑霖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桃安診所 

桃德診所 中庚診所 聖文診所 安慧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惠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祥仁內科診所 宏仁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竹南診所 德安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育恩診所 雅林診所 宜家診所 蔡精龍診所 

信安診所 淨新診所 仁德診所 大業診所 旭康診所 

漢寧診所 佳弘診所 興豐內科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東豐診所 京冠診所 佳福診所 瑞東診所 榮平診所 

仁禾診所 晉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東福診所 佑全診所 

合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彰化 

建霖內科診所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旭安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雲林 

大安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惠腎診所  螺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家馨診所 康明診所 

南投 

金生診所 草屯陳診所 農安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台南 

文賢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銓莘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高雄 

新鴻遠診所 仁康診所 宗禾診所 愛欣診所 建安診所 

明港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高健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尚清診所 佑強診所 好生診所 茂田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高欣診所 為好診所 裕生診所 蔣榮福診所 健聖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幸安診所 五福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揚銘診所 

安泰診所 高美診所 興義診所 鴻源診所 湖康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屏東 

沐民診所 仁佑診所 德家內科診所 德樹診所 立安診所 

藍文君診所 大武診所 人晟診所 德埔診所 宇安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得安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維德診所 嘉恩診所   

台東 

東興內科診所 陳明正內科診所    

澎湖 

惠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