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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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訪健保會委員請求預算支持 

3月 18日鄭集鴻理事長至鹿港拜會健保會蔡明忠委員，請求支持透析預

算，蔡委員表示明年成長率應不會低於今年，但仍需與醫院及西醫基層

溝通。另指示今年可以用淘汰老舊機器做為經費訴求。 

 

 104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巡迴研討會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計畫於 104年 4月 14日(二)晚上六點，在台北(地點

未確定)舉辦基層透析學術研討暨座談會(積分申請中)，誠摯邀請各院

所醫師參與，議程如下。 

 

時間 議程 

17：50~18：00 入場 

發行人 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 張智鴻 

聯絡人: 吳若瑀 

手機：0989-003-929 

電話 : 03-531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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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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00 醫師講座 

19：00~19：10 基層透析協會事項 

19：10~21：00 座談及餐會時間/結束 

 

 基層透析協會網站 帳號/密碼 設定作業流程 

(目前已進行測試階段，預計下週啟用) 

登入基層透析協會網站 

 

進入 加入會員 連結 (已是會員身份無須重新繳納會費) 

 

       帳號：請輸入個人腎專或專科字號 

 

密碼：(6 至 20 個字元之英文字母、數字、橫線或底線，英文字母區分大小寫 ) 

會員權限專區：未來線上積分課程、週報專區、會員服務 (包括透析論壇) 

     

 本會將秉持公開透明原則，每月公佈收支明細，以下為 104

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2月份經費收支表。 

 

 

 



 

 



 

 

 

 

 



 

 

 

學術專欄：     

                                                                      陳炯毓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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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球與熱敷都只是保養的手段而不是治療的方法 

很多來做 PTA的患者都會問說「我這麼努力握球熱敷為什麼還是要 PTA?」，今天來談談這

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就是「有彈性的血管的確可以透過握球熱敷而隨著時間鼓脹；但是

硬化的血管只能用 PTA的手段強迫它擴張」。如果你的自體瘻管整條都是有彈性的血管，那

麼可能用個十年都不用 PTA；然而若是你的瘻管有很多血管段是硬而沒有彈性的，那麼這條

瘻管可能需要頻繁的 PTA來維持它的功能正常。這是個體差異，所以有人用很久都不用通，

有些人三天兩頭在跑醫院。 

接下來談談為什麼。 

 

硬的血管與有彈性的血管 

硬的血管指的是血管壁沒有彈性，像是 tourniquet綁起來不會自然變得鼓脹的那種血管。常

見血管壁變硬的原因有手術後沾黏或是瘻管建置前因為 CKD或其他內外科疾病常需要放靜

脈留置針引起纖維化。 然而，當瘻管成熟開始使用後最常見的原因是固定扎針點引起的一位

炎。一位炎只的是扎針點慢性發炎後形成血管與附近軟組織纖維化，這樣的血管段當然硬梆

梆而沒有彈性。 

 

握球與熱敷只對有彈性的血管有用 

在家裡能做的保養是握球與熱敷，而這兩種方法都可以使瘻管內血流增加。當有彈性且內皮

細胞功能正常的血管段遇到血流增加的刺激時會隨時間鼓脹而增大，這個現象叫做 

flow-mediated vasodilatation；而硬的或沒有彈性的血管就沒有 flow-mediated 

vasodilatation的現象，因此，若要使硬的血管段鼓脹就只能透過血管擴張術(PTA, 

angioplasty)，也就是通血管



 

 

 



 

 

 

 

 

感謝會員熱情捐款，目前已累計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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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泰診所 莊玄昇醫師 10000 中清診所 林鼎家醫師 10000 

吉泰內科診所 陳政宏醫師 10000 五福診所 施振弘醫師 10000 

公園內科診所 楊孟昌醫師 11000 幸安診所 莊仲華醫師 10000 



 

承新診所 江彥駸醫師 10000 劉內兒科診所 林吉福醫師 10000 

陳文貴診所 陳文貴醫師 11000 吳得中診所 吳得中醫師 10000 

德恩診所 吳保勤醫師 11000 金生診所 盧錫民醫師 10000 

怡德診所 姜元鈞醫師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