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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3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10/02/11 

 最新消息 
一、 祝各位基層同仁新年快樂！ 

 

二、 腎臟醫學會理監事會議 

腎臟醫學會於 110 年 2 月 6 日(週日)舉辦理監事會議，協會楊孟儒理事長、林元灝

理事、呂國樑理事、曾國憲理事出席參與會議。 
 

 
 

發行人：楊孟儒 理事長 

學術編輯：蔡明宏 醫師 

週報編輯：曾庭俞 專員 

                                                                                                                                                                                                                                                                                                                                                                                                                                                                                                                                                                                                                                                                                                                                                                                                                                                                                                                                                                                                                                                                                                                                                                                                                                                                                                                                                                                                                                                                                                                                                                                                                                                                                                                                                                                                                                                                                                                                                                                                                                                                                                                                                                                                                                                                                                                                                                                                                                                                                                                                                                                                                                                                                                                                                                                                                                                                                                                                                                                                                                                                                                                                                                                                                                                                                                                                                                                                                                                                                                                                                                                                                                                                                                                                                                                                                                                                                                    

腎臟腎臟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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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衛福部公告 

 

 



3 
 

四、 醫師公會全聯會公告 

經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全力爭取，衛福部發布自 110 年 3 月 1 日，全面

調升「西醫基層院所」門診診察費、「西醫醫院」門診診察費、藥事服務費。 
 
自 109 年年初，本會即開始進行內部討論，於 109 年年底與健保署等相關單位進入

密集協商，衛福部於 110 年 2月 9 日正式發布修正。 
 

一、「西醫基層院所門診診察費」： 

各專科醫師申報第一段門診量內之門診診察費得按表定點數加計，其中婦產科、外科

及內科專科醫師加計 13%，整形外科、骨科、泌尿科、神經外科專科醫師加計 10%，

其餘專科醫師加計 9%。若同時符合兒童加成或七十五歲以上者加成，依加成率合計

後一併加計。 
 

二、「西醫醫院」門診診察費調升 10%： 

其中內科專科醫師門診診察費再加計 7%，內科專科醫師別新增「老人醫學科」。並

調升急診診察費、調升住院診察費、住院護理費…等。 
 

三、調升「門診及住院藥事調劑費」： 

其中，「基層診所藥事服務費增加 6 點」與社區藥局增加點數相同(門診每人每日 80

件內，山地離島每人每日 100 件內)。 
 

四、詳細內容請參閱健保署網站：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

367550F18590&s=392E1E7B20E41AFF  
 

五、 110 年度會費繳交 

各位基層同仁辛苦了！ 

 

2021新的一年開始，先祝大家事事順心，健康平安。COVID-19 全球爆發至今已屆

一年，隨著大家對 COVID-19 的了解與有效感控的認識及執行，大家對 COVID-19

已不再如疫情之初的緊張焦慮，較能處之泰然，只要照著年初的防疫模式，政府與全

民繼續共同努力，相信有非常高的機率，我們可安然過渡到疫苗開始接種，縱然全球

疫情不會因疫苗出現而立即獲得全面的控制，至少未來會給大家帶來更大的喘息與

活動的空間。 

 

由於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糖尿病盛行、優質的透析治療以及可近性極高的台灣健保

體制，加上國人活體器官移植風氣未開，使得門診透析總額費用逐年增加的趨勢看不

出改變的跡象，已習慣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動見觀瞻，大家不能置身事外。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392E1E7B20E41AFF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392E1E7B20E41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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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0年)的透析總額成長率，在腎臟醫學會黃尚志理事長與林元灝主委的努力及

健保會友好代表幫忙之下，爭取到介於 3.1%至 3.7%之間的成長率，較之去年 3.25%，

雖無明顯改變，在健保財務吃緊的情況下已屬難能可貴，比起明年預估的真實病人成

長率可能相去不遠，因此未來一年的門診平均透析點值，可能不會有太大改變，雖與

理想仍有差距，未來我們仍須團結起來維護形象，面對各種挑戰，以爭取更好的生存

空間。 

 

若大家都能繳會費，我們才有資源尋求支持，為大家提供服務，以維護基層的生存，

如此才能維持最基本的透析品質，維護腎友的健康。 

 

去年(109年)繳費院所有 308家，約佔七成多，相較於前年(108 年)略有所成長，希

望未來一年，每一家都要能做出貢獻。最後，希望大家能「謹守自律、行事低調、廣

結善緣、熱心公益」，與大家共勉！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理事長 敬上 

------------------------------------------------------------------------------------ 

110 年度會費於 110 年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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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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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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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0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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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安診所 滙安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慶如診所 晟幸診所 宏林診所 怡仁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元泰診所     

新北市 

泓安內科診所 恩康診所 仁美診所 幸安診所 仁川診所 

杏原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佳聖診所 新庚診所 

仁滙診所 康全診所 逸安診所 逸守診所 逸原診所 

志豪診所 安新診所 富康診所 陳尚志診所 怡和診所 

江生診所 國城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佳永診所 宏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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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安禾診所 全安診所 桃安診所 欣庚診所 桃德診所 

中庚診所 聖文診所    

新竹 

安慎診所 祥仁內科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太原診所 榮平診所 旭康診所 仁德診所 

信安診所 漢寧診所 蔡精龍診所 雅林診所 佳弘診所 

育恩診所 宜家診所 中清診所 慶華診所 淨新診所 

大業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合濟診所 旭安診所 

雲林 

崙安診所 大安診所 宏德診所 螺安診所 惠腎診所 

嘉義 

安馨民雄診所 慈安診所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南投 

益民診所 農安診所 草屯陳診所   

台南 

欣姿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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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琳內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育堂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銓莘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新鴻遠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裕生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蔣榮福診所 建安診所 高健診所 

興義診所 佑強診所 為好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明港診所 

愛欣診所 五福診所 高美診所 安泰診所 仁康診所 

聖博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聖安診所 鴻源診所 好生診所 

幸安診所 揚銘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德樹診所 人晟診所 德家內科診所 大武診所 

仁佑診所 沐民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維德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