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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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健保透析總額議事會議另有一重要決議： 

取消腹膜透析處置費點直保障，此項符合本協會長期以來的一貫主張，也算是一項小的

勝利。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  由：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第1屆103年第12次委員會議附帶決議略

以：「對於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支付標準處理，現行之點值等

保障方式，久而久之恐將使結構失衡」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查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簡稱健保會)104年度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總

額協商暨第一屆103年第10次委員會議決議：對於需保障或鼓勵之醫

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如仍有部分服務需採點值保

障，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門診透析相關團體議定後，於103年12月

底前送本會同意後執行；104年門診透析預算一般服務之保障項目業

經前次會議結論如下： 

(一) 藥品、藥事服務費，採每點固定以1元支付。 

(二) 腹膜透析之追蹤處置費(58011C及58017C)，採每點1元支付。 

發行人 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 張智鴻 

聯絡人:靳國慧、吳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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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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障偏遠地區門診透析服務院所每點1元。 

 

 第三十梯次血液透析訓練班(在職教育訓練) 

洗腎室第二位醫師(非腎專)必須有上「血液透析訓練班」的課程證明，本年度上課日期為

104 年 5 月 9、10、16、17 日，報名將於 3/25 截止，請有需要上課院所盡速報名。 

 

針對基層透析醫師做報名日期展延(不包括技術及護理人員，如有課程需求，

請致電至台灣腎臟醫學會聯絡電話：(02) 2331-0878)，原報名截止日為 2/25，展

延至 3/25 (附檔為報名簡章)。 

 

一、主    旨：訓練血液透析醫護人員，提昇血液透析專業知識與技術。 

 

二、課程資訊： 

1、上課日期：104 年 5 月 9、10、16、17 日 (技術人員：104 年 5 月 9、10、16 日) 

2、上課地點：勾選後不可再更動 (以上課前之通知單為主) 

(a)醫師：統一集中於北部上課→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第一會議室 

(b)技術人員：統一集中於北部上課→台北榮民總醫院介壽堂 

(c)護理人員：北部→台北榮民總醫院介壽堂；南部→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大禮堂 

3、課程內容：課程內容將於上課前一個月張貼於報名網站。上課結束並通過考試及

格將發給上課結業證明。(上課教材上課當天發給) 

4、上課通知：完成繳費後，請於上課前一週至學會網站「線上作業/線上報名/相關查

詢」列印上課通知單，並請詳閱上課通知單之事項，上課當日務必攜

帶報到。 

 

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tsn.org.tw/UI/J/J001.aspx 

 

 

 慈元診所事件 

壹週刊於 3/4 誇大報導員林慈元診所事件，協會已與當事人聯繫並取得真相，將會對壹

週刊發文要求更正。附上衛生局查核及該院所聲明稿，並請各院所對於過期藥品及醫材

務必在第一時間清理掉。 

 衛生所文 

有關於慈元診所，稽查結果截至下午兩點為止，相關違規事項說明如下: 

 

1、 違法醫材品項:查獲鼻胃管、靜脈注射針具(頭皮針)、吸引導管、氣管內管等 18 項，

數量至少 300包以上。有效期間最早為 2009年前後，逾期期間為 5年。 



 

 

2、 違法藥品品項:查獲過期藥品計 129項，數量至少約 5,000顆以上。有效期間最早為

2002年，最晚為 2014 年，逾期期間為 1至 12年。違法藥品包含抗生素、消炎藥、高

血脂用藥、降血壓及降血脂等。 

 

3、 違法藥品品項: 

逾期針劑共 39種，數量至少 1000支以上。有效期間最早為 2007年，逾期期間 7至 8年。

違法藥品包括消炎止痛藥、抗生素、利尿劑等。 

 

4、 感控查核結果: 

1. 102年 3月 9日有一位洗腎病患經皮膚科確診為天皰瘡，並無罹患疥瘡情事。 

2. 於現場稽核時發現工作人員未確實落實相關感染管制規範，已請院方加強督導。 

 

慈元診所案涉及藥事法、醫療法及醫師法違規部分，說明如下： 

 

 ㄧ、藥事法 

過期藥品屬藥事法第 21條例稱劣藥，過期醫材屬藥事法第 23 條所稱不良醫   療器材，

違法使用者依第 90 條，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醫療法 

 醫療法第 57條醫療機構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

務。違反者依第 103 條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醫師法 

另依醫師法第 25 條 醫師有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

業務上不正當行為等情事，移付懲戒。情節重大者可予以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

廢止執業執照。 

 

 慈元診所聲明稿 



 

 

 

 

 本協會將架設基層透析網站，網頁初稿如下，請各位夥伴提供

修改意見。 

 

 

 



 

 吳寬墩醫師 作品展 『土地與正義』 

腎臟科大老台大吳寬墩教授於 03/07-03/12 在台北師大藝文中心舉行個展，邀請各位

醫師前往蒞臨參觀，增加藝文涵養與氣質。 

 

展期：2015/03/07-2015/03/12 

地點：德群藝廊(A 廳/吳寬墩醫師作品展,B,C,D 廳/文浩藝術基金聯展) 

時間：09：00-17：00 

 

 

      

學術專欄： 

                                                                         陳炯毓醫師                                     

                        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介入性放射科 主治醫師 

為什麼建議病人放支架 

 



 

臨床上有時會遇到剛通完血管沒多久的瘻管，用沒 1-2 個月就又出現功能不良甚至堵塞。有

一部份的患者回來 PTA 時，因為才通過沒有很久，血管攝影上看不見什麼血管狹窄，所以瘻

管堵塞主要是因為患者本身低血壓或是透析後血壓太低；然而，大部份這類病人回來時，往

往發現前一次撐開的血管狹窄又窄回去了。 

 

PTA 的效果應該要維持三個月以上 

K/DOQI-guidelines 提到這個現象，叫做 rapid recurrence of stenoses，他們認為三個月內

PTA 兩次以上就太頻繁了，表示 PTA 這個治療已無法提供足夠的效益 (may not be 

cost-effective) 恐有浪費醫療資源之虞 

，建議應該換個治療方式，像是 surgical revision. 因此，當 PTA 一次的效果只有 1-2 個月

時，應該考慮是否外科可以 revision? 還是適合放支架？還是乾脆放棄重開。 

 

什麼樣的血管狹窄會在氣球擴張後很快又窄回去？ 

一般有兩種，就是 1)回彈性狹窄 (recoil stenosis), 2)快速血管內皮增生(rapid neo-intimal 

hyperplasia)。回彈性狹窄指的是狹窄於氣球擴張後，當氣球消風後，狹窄於短時間內再度出

現。各位可以看看說明的圖比較容易暸解。 

 

為什麼放支架有用？ 

對於回彈性狹窄而言，不論是彈型疲乏或是狹窄段有外物壓迫，支架都可以提供一個物理性

的支撐，強迫血管打開，因此對這類狹窄而言，不開刀的唯一治療方法就是放支架。血管內

皮增生是血管在經氣球擴張的傷害後引發的修復反應。有的人內皮長很快，有的人很慢，這

是個體差異，無法預期。對於內皮長很快的患者，當接受第二次 PTA 時，我們會用氣球將內

膜碎裂，然後放上支架，最好是放包覆支架(cover stent)，內皮會隨時間從支架兩端長進支

架內，也就是沿著支架表面重新內皮化，而重新內皮化需要一點時間，所以這樣做其實只是

一種拖延戰術，因為時間一長，支架內還是會因為長滿血管內皮而報廢。 

 

支架可以改善這類病人的生活品質 

請大家參閱”血管內皮隨時間變化示意圖”。比如有一個病人因為中央靜脈狹窄，因為手腫的

問題必須每一個月 PTA 一次。當中央靜脈撐開後，血管通暢，所以腫很快就消了；可是一個

月後，內皮層長得很快，佔據超過 80%管腔時，手很快又腫起來，因為一直這樣通也不是辦

法，所以通到第三個月時，我們幫他放了支架。支架放了後，重新內皮化花了一年，內皮層

才佔據超過 80%管腔而引起水腫；第二年因為內皮已經鋪滿整條支架，增生的速度往往越來

越快，於是在支架置放後的第四次 PTA (P4)，患者又回復到一個月通一次的循環。 

 

因此，當患者面臨很頻繁 PTA 時，唯有放置支架才能跳出這個困境。就像手腫的這個例子，

患者由一個月通一次變成支架置放後一年通一次，第二年通 4 次。當然，這個患者於兩年後

支架面臨一個月通一次的困境時，可以選擇再放一隻支架或是如果覺得夠本了，也可乾脆重

做一條新的瘻管。 



 

沒有包覆的支架(bare metal or non-covered stent)一支約3-4萬元; 包覆支架(covered stent)則視長度

不同, 約 8-12 萬元不等。目前在瘻管裡置放支架，健保只給付用在人工瘻管與靜脈吻合處(vein-graft 

anastomosis)與治療瘻管瘤，其他適應症都要自費。 

 

  



 

 

 

 

 

 

  感謝會員熱情捐款，目前已累計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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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榮福診所 蔣榮福醫師 10000 

高美內科診所 黃春森醫師 10000 佳醫診所 蘇林瑞醫師 11000 

仁謙診所 何泰儀醫師 11000 以琳內科診所 田春生醫師 10000 

元林診所 林元灝醫師 10000 德澤診所 劉國憲醫師 10000 

宏林診所 何坤山醫師 10000 安基診所 劉俊宏醫師 10000 

輝德診所 韓雲楷醫師 10000 宏元診所 李愛祖醫師 10000 

惠民診所 李哲智醫師 10000 宏明診所 蔡振成醫師 10000 

萬澤內科診所 施孟甫醫師 10000 成民內科診所 邱尊譽醫師 10000 



 

滙康內科診所 陳俊言醫師 10000 人晟診所 莊東璋醫師 10000 

洪永祥診所 洪永祥醫師 10000 揚銘診所 蘇鍵育醫師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