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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5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11/11/17 
 

一、 轉知-2022 周邊血管介入超音波應用研討會 

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邀請到員林基督教醫院外科李中毅部長以及東京木村醫院透析

中心陳莉薇主任，並分享床邊應用超音波輔助上針以及超音波對於血管廔管病變的

檢查與介入相關經驗，講題將會包含台日血管介入超音波的應用、技術及未來發展。 

 

時間：2022 年 11 月 27 日（週日）上午 09：30 至 12：00 

舉辦方式：本活動免費報名，將會以 Zoom 進行線上直播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tNuTWPtvC5qkMzRu5  
 

時間 講題 講師 

09:30-10:00 線上會議室開放 

10:00-10:40 
Session 1： 

床邊應用超音波輔助上針 
陳莉薇主任 

10:40-10:50 Break 

10:50-11:00 Konica Minolta 超音波於周邊血管之應用 
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專員 

11:00-11:40 
Session 2： 

超音波對於廔管病變的檢查與介入 
李中毅部長 

11:40-12:00 Q&A 
 

二、 2022 國際血液淨化論壇 

International Nephrology Webinar - Blood Purification 

主辦單位：馬偕紀念醫院 腎臟內科 

協辦單位：台灣健康醫學協會、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活動時間：202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09：00 - 16：30 

活動地點：線上論壇，免費參加（名額 1000 位）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26 日 

 

2022 國際血液淨化論壇電子手冊：https://online.fliphtml5.com/djggz/yagw/  

2022 國際血液淨化論壇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cgRmCdtKKXKhhRE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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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tNuTWPtvC5qkMzRu5
https://online.fliphtml5.com/djggz/yagw/
https://forms.gle/cgRmCdtKKXKhhRE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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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1 年第 4 次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 

111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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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 4 次會議） 
 

報告事項： 

①. 111 年第 2 季點值如下表： 

年季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111 年第 2 季 0.87292451 0.88205613 

111 年第 1 季 0.87921946 0.88793110 

110 年第 4 季 0.86047784 0.87064800 

110 年第 3 季 0.85914332 0.86943829 

110 年第 2 季 0.85578360 0.86633904 

110 年第 1 季 0.85570953 0.86630159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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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第 3 季 

10,932 708 167 11,403 0.8820 0.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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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會議 

協會於 111 年 8 月 17 日（週三）舉辦理監事會議，楊孟儒理事長、曾國憲秘書長、

鄭集鴻理事、林元灝理事、顏大翔理事、林新泰理事、李素慧理事、曾志龍理事、 

戴良恭理事、李少瑛理事、吳泰德理事、張志豪監事、施孟甫監事、王介立監事， 

共 14 位理監事出席參與會議討論。 
 

五、 11 月 26 日懇請支持雲林縣縣長候選人 2 號劉建國 

各位同仁大家好！ 

雲林縣縣長候選人 2 號劉建國，在過去當立法委員時就與基層透析協會建立良好的

關係，為協會發聲、協商可說是不遺餘力。現在他出來參選雲林縣縣長，懇請各位 

基層的夥伴們全力支持 2 號劉建國，並呼籲周遭設籍於雲林的親友們，11 月 26 日

務必要返鄉，將票投給 2 號劉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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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1 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大會-111 年 12 月 11 日(週日) 
 

會員大會 

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 2 館 7 樓 703 會議室 

主持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09:40-10:00 簽到 / 投入摸彩劵 
摸彩劵投入時間為 09:40-10:30 

對象：需已繳納 111 年度會費之醫師 

10:00-10:10 Opening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10:10-10:20 貴賓致詞 台灣腎臟醫學會 黃尚志 理事長 

10:20-10:30 111 年度會務報告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曾國憲 秘書長 

10:30-10:50 「第五屆優秀論文大獎賽」頒獎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10:50-11:00 抽獎 
抽到之醫師會員務必在場 

未在場視同放棄 

11:00-11:10 Closing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專題演講 

台灣腎臟醫學會主辦 /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合辦 

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 2 館 7 樓 701-A 會議室 

血液透析血管通路照護之進展：基礎與臨床面面觀 

Advanced care of hemodialysis vascular access: bench and clinic 

13:30-14:10 

透析血管併發症的成因、偵測及預測 

Hemodialysis vascular access complications: 

causes, detection, and prediction 

楊智宇 醫師 

台北榮總 

腎臟科 唐德成 主任 

台北榮總 

內科部 
14:10-14:50 

從基礎至臨床面向來探討血管通路失能的 

危險因子 

Risk factors of HD vascular access 

dysfunction: from bench to bedside 

吳重寬 醫師 

新光醫院 

腎臟科 

14:50-15:00 Break 

15:00-15:40 
Surgical intervention of HD vascular access 

dysfunction 

李秋陽 醫師 

台北榮總 

心臟外科 
林志慶 主任 

台北榮總 

腎臟科 
15:40-16:20 

Non-surgical intervention of HD vascular 

access dysfunction 

吳承學 醫師 

台北榮總 

心臟科 

16:20-16:30 Closing remarks 
楊孟儒 理事長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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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已繳交 111 年度院所會費-會員專屬福利 

【透析中補充營養，健康指數更漂亮】 

    營養攝取狀況是腎友重要的健康觀察指標。病患在洗腎時若能同時飲用可補充

熱量、蛋白質的營養補充品，且營養補充品含有提升體力的成分，再加上醫療人員的

主動關心，對於病患的健康促進，可產生全方位協助。 
 

    針對透析腎友啟動透析中長期補充營養品計畫研究顯示，當腎臟病病患在洗腎

過程中飲用腎臟病透析適用營養補充品，連續三個月後，多數病患在體力指標與體力

進步程度方面，都獲得顯著提升。 

 

    醫療人員若能鼓勵病患在洗腎當下直接飲用營養補充品，對病患整體營養攝取、

體力提升很有幫助。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111 年度專屬福利】 

雀巢立攝適免費贊助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營養品乙箱和專業營養諮詢服務，

一同為提高照護品質努力。歡迎有興趣會員點選以下連結登記，將有專人與您聯繫。 

 

登記網址：https://forms.gle/LNUL8derX9x8adxP9  

(索取資格：以診所為單位，需繳交 111 年度院所會費(一萬元)。<協會會審核資格>) 

https://forms.gle/LNUL8derX9x8adx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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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11 年度會費繳交 

111 年度會費於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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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111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 111 年度累計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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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 

安基診所 泰安內科診所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高士振診所 

台北市 

安德聯合診所 洪永祥診所 景安診所 滙安診所 櫟安診所 

怡仁診所 柏安診所 百齡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宏林診所 

元林診所 佑佳內科診所 元泰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晟幸診所 

文林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慶如診所 弘德診所 東成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杏心診所 康禾診所 華榮診所 怡德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佳康內科診所 崇德診所 福林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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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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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瑞和診所 仁川診所 仁滙診所 佳聖診所 安新診所 

泓安內科診所 陳尚志診所 喜聖診所 康全診所 仁美診所 

仁佳診所 恩康診所 富康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佳腎內科診所 

新庚診所 文鼎診所 泰山新庚診所 逸好診所 逸守診所 

逸全診所 逸安診所 逸原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宏明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明暘診所 輝德診所 佳永診所 

德澤診所 東暉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東辰診所 板杏內科診所 

禾原內科診所 吉浤診所 幸安診所 安旭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杏軒診所 板橋仁安內科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集安診所 慧安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佳愛診所 元福診所 新欣診所 

國城診所 家祥診所 昕隆診所 仁暉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江生診所 益康診所 晉康診所 戴良恭診所 世康診所 

欣禾診所 祥佑診所 怡和診所 仁謙診所 廣泉診所 

怡安診所 志豪診所 佳晟診所   

桃園 

安禾診所 中慎診所 桃安診所 中庚診所 全安診所 

桃德診所 宇康診所 元康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宏元診所 惠民診所 榮元診所 家誼診所 

聖文診所 和暘診所 安慧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杏福診所 

欣庚診所 龍恩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君和內科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成功診所 

佳崋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長春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大業診所 蔡精龍診所 雅林診所 旭康診所 

信安診所 大道診所 漢寧診所 榮平診所 興豐內科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佳弘診所 京冠診所 民安診所 榮曜診所 

仁德診所 育恩診所 慶華診所 瑞東診所 仁謙診所 

淨新診所 仁誠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佳福診所 東豐診所 

東福診所 合安診所 加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祐和診所 

安新診所 宜家診所 佳楊診所 佑全診所 中清診所 

晉安診所 漢陽內科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惠聖診所 

旭安診所 員美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安馨彰美內科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玉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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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 

大安診所 惠腎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螺安診所 

安佳診所 腎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嘉義 

慈安診所 宏醫診所 安馨民雄診所 康明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家馨診所 正安診所 維德診所   

南投 

草屯陳診所 農安診所 金生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益民診所 

台南 

仁得內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欣姿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銓莘診所 陳冠文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佳新診所 杏和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佳宜內科診所 

尚禾內科診所 佳宏診所 康健內兒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五福診所 鴻源診所 裕生診所 

東陽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蔣榮福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長清診所 安泰診所 明港診所 聖安診所 興義診所 

好生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仁康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高健診所 

新鴻遠診所 幸安診所 揚銘診所 佑鎮診所 佑強診所 

愛欣診所 佳澤診所 茂田診所 安可診所 為好診所 

湖康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田源診所 壬禾診所 尚清診所 

高美診所 佳明診所 芳民診所 佳生診所 佳醫診所 

佳恩內科診所 長新診所 健聖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高悅診所 

聖博診所 高晟診所 楠華診所 腎美診所  

屏東 

大武診所 宇安診所 德樹診所 立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瑞基診所 德家內科診所 仁佑診所 東和內科診所 

佳屏診所 德埔診所 宏祥診所 迦美診所 藍文君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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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德診所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美崙聯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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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