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本會宗旨: 關懷透析病患，提升透析品質，維護透析診所與病患的權益，協助政

府制定相關醫療政策及推行健康保險制度。 

 

基層透析週報 
 

 

最新消息：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將在網站正式上線後(目前進行模擬測試階段)，提供會員多項平台

服務功能以及整合基層透析院所所需資源，如院所會員有特別建議或需求討論，都

可直接聯絡協會專員吳小姐。聯絡專線：03-535-9779 轉 925  

手機：0989-003-929 

信箱：kristineyu@yahoo.com.tw 

協會信箱：dialysis98@gmail.com 

 網站平台會員服務專區 

提供有徵才需求的基層院所會員，透過協會網站會員平台來徵才或待聘。 

 醫事人員線上繼續教育積分課程 

台灣透析協會網站，未來將提供協會會員多項繼續教育積分課程活動。 

 線上 E-learning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課程平台(一堂一點，上限 60

點)。 

 線上文章閱讀通訊教育積分課程(一期 2 點，上限 60 點)。 

發行人 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 張智鴻 

聯絡人:靳國慧 

電話:0933118495 

傳真:03-5351719 

e-mail:dialysis98@gmail.com 

法律顧問：黃清濱律師 

電話：04-2320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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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實體教育積分課程(依課程內容及時間給予積分，一天約 6-8 點)。 

 年後台灣基層透析協會與社區醫院協會合作課程，在 3/7(六)、3/8(日)

舉辦 104 年慢性腎臟病整體照護研討會。 

本活動申請之積分：(1)腎臟醫學會慢性腎臟疾病繼續教育積分。 

                  (2)內科醫學會。 

                  (3)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4)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專用醫療品質 6 學分/天。 

感謝會員熱情捐款，目前已累計 67 家院所贊助，請未捐款院所，務必贊助。 

  捐款名單如下：  

院所名稱 負責醫師 金額 院所名稱 負責醫師 金額 

新竹安慎診所 鄭集鴻醫師 10000 懷德診所 林美菊醫師 11000 

竹東安慎診所 盧天成醫師 10000 裕生診所 李飛慶醫師 10000 

新竹安新診所 劉偉銘醫師 10000 安德聯合診所 楊孟儒醫師 10000 

中慎診所 吳宗翰醫師 10000 仁康診所 王瑞仁醫師 10000 

惠慎診所 陳介民醫師 10000 里仁診所 吳啟峰醫師 11000 

迦美診所 陳正穎醫師 10000 昱泰診所 黃文德醫師 11000 

戴良恭診所 戴良恭醫師 10000 建安診所 沈雍哲醫師 10000 

惠腎診所 曾志龍醫師 11000 長清診所 沈震泰醫師 11000 

志豪診所 張志豪醫師 20000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10000 

福民內科診所 阮明昆醫師 11000 光明內科診所 李思遠醫師 10000 

迦南內科診所 楊志遠醫師 10000 正安診所 蔡政勳醫師 10000 



 

蔡精龍診所 蔡精龍醫師 11000 顏大翔診所 顏大翔醫師 10000 

草屯陳診所 陳俊助醫師 10000 桃庚聯合診所 林銘政醫師 10000 

鑫庚內科診所 林楠傑醫師 10000 安庚內科診所(南崁) 邵彥甯醫師 10000 

榮銘內科診所 楊榮銘醫師 10000 安庚內科診所(新莊) 洪世明醫師 10000 

好生診所 林士弼醫師 11000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蔡育哲醫師 10000 

大順診所 尤英覽醫師 10000 高健診所 洪錦傳醫師 10000 

明港診所 李政學醫師 11000 鴻源診所 王堯輝醫師 10000 

岡山內科診所 王彥超醫師 10000 懷仁內科診所 葉豐傑醫師 10000 

建霖內科診所 林俊池醫師 10000 合濟診所 游川吉醫師 10000 

佑強診所 賀志強醫師 10000 康福內科診所 藍榮儒醫師 10000 

太原診所 熊運祥醫師 10000 長新診所 陳啟修醫師 10000 

安新診所 余守信醫師 10000 立安診所 潘咸亨醫師 11000 

東陽診所 邱晴嵐醫師 11000 康健診所 郭芝蕙醫師 10000 

弘典內科診所 黃群超醫師 10000 陳冠文內科診所 陳冠文醫師 10000 

崙安診所 何昌益醫師 10000 長安診所 呂國樑醫師 10000 

瑞東診所 杜柏村醫師 10000 健新內科診所 丁勇志醫師 11000 

崇德診所 劉美愛醫師 10000 東暉診所 蔡武冠醫師 10000 

吳三江內科診所 吳三江醫師 10000 茂田診所 方振興醫師 10000 

新協和聯合診所 周南興醫師 10000 慶華診所 談伯慶醫師 10000 

聖文診所 施美綿醫師 10000 康健內兒科診所 林廣彥醫師 10000 

大安診所 許逸生醫師 10000 芳民診所 龔志宏醫師 10000 



 

佑鎮診所 葉時孟醫師 10000 益民診所 郭明哲醫師 11000 

昕安內科診所 王聲隆醫師 10000    

 

學術專欄： 

  Original Investigation | January 12, 2015 

    LESS IS MORE 

    

   MEDICAL NEWS | PHYSICIAN'S FIRST WATCH 

   Diabetes Frequently Overtreated in Older Adults 

   老年或是體虛的糖尿病患者，不要把血糖控制得太好，這是早已知道的事，而然 

   最近就發生在一位出院洗腎病人身上。在住了 5 個多月後，總算能出院了，當然 

   身體瘦弱，住院即用 insulin 治療高血糖。 



 

   一次洗腎後到家，說昏迷（我們最擔心這樣的事...），原來是低血糖，說是等交通 

   車太久，加上洗腎少灌一次牛奶，早上來洗腎時，家屬也是照打 insulin 的結果。   

   因為這一次的經驗，家屬要求收針前測血糖，低的話，要注射葡萄糖，當然我們 

   就教導家屬要減少注意 insulin。 

   結果一次，來洗腎時低血糖（家屬當天早上也有打 insulin)，收針補了葡萄糖， 

   到家後說 10 分鐘後昏迷，就走了...然而，年輕, 健康的 DM 患者，得確是值得嚴 

   格控制血糖，hemoglobin A1c levels below 6.5%–7%。 

   Using 2001–2010 NHANES data, researchers studied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1300 diabetics aged 65 or older. Approximately 50% were considered  

   relatively healthy,  

   28% were in complex health, and 21% were in poor health. In each health  

   category, roughly 60% of patients had an HbA1c measurement below 7%;  

  of these, over half received  treatments that can lead to severe   

  hypoglycemia (insulin or sulfonylureas)  

  The authors point to the many poor  outcomes with hypoglycemia,  

  including death, heart  disease, falls, and dementia. "Therefore," they  

  conclude, "intensive strategies to lower  glucose levels may result in more  

  harm than benefit, especially among older,  sicker  pati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