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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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各位基層同仁： 

104 年度會員大會在上週日圓滿完成，感謝腎臟醫學會陳鴻鈞理事

長到場致詞及會員踴躍出席。會中完成章程修改及第五屆新任理監

事選舉，內容及名單如下： 

案由：章程修訂。 

說明：修改第二章會員第七條本會會員資格，第三點及第四點。 

          第三點修改如下： 

          會友：凡與透析相關之單位，完成入會後，並於第一季繳納1000元常   

          年會費者，除不具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其他權利義      

          務皆與正式會員相同。 

          第四條修改如下： 

          刪除贊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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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修改第二章會員第十四條。 

          (會員超過一年未繳會費者，停止其各項權利。) 

          第十四條修改如下： 

          會員超過一年未繳會費者，經協會通知後未復會，即停止其各項會員     

          權利。 

    說明：修改第五章組織及職權第三十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第一點及第三點。 

          第一點修改如下： 

          常年會費：1.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萬元整，於第一季繳納。 

                    2.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第一季繳納。 

                    3.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第一季繳納。 

           (會友不具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其他權        

           利義務皆與正式會員相同。) 

          第三點修改如下： 

          創會時捐款十萬元以上者，終身免繳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台灣腎臟醫學會 陳鴻鈞理事長 



 

  

 

第五屆 理事及監事當選名單 

理事  編號    候選人         院所 地區/縣市 

理事 1 鄭集鴻 安慎診所 北區/新竹 

理事 2 林元灝 元林診所 北區/台北 

理事 3 楊孟儒 安德聯合診所 北區/台北 

理事 4 顏大翔 顏大翔診所 南區/台南 

理事 5 張智鴻 新鴻遠診所 南區/高雄 

理事 6 鄒居霖 心力合診所 北區/台北 

理事 7 丁勇志 健新內科診所 中區/彰化 

理事 8 曾志龍 惠腎診所 中區/雲林 

理事 10 郭芝蕙 康健診所 北區/新竹 

理事 11 呂國樑 大雅長安診所 中區/台中 

理事 13 李素慧 仁暉診所 北區/新北 

理事 14 蔣榮福 蔣榮福診所 南區/高雄 

理事 15 阮明昆 福民內科診所 南區/台南 

理事 16 戴良恭 戴良恭診所 北區/新北 

理事 19 李少瑛 集賢內科診所 北區/新北 

監事  編號 候選人 院所 地區/縣市 

監事 1 林修哲 林修哲內科診所 南區/屏東 

監事 2 張志豪 志豪診所 北區/新北 

監事 3 林俊池 建霖內科診所 中區/彰化 

監事 4 吳三江 吳三江內科診所 南區/高雄 

監事 5 林吉福 劉內兒科診所 南區/高雄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理事長  

 鄭集鴻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全體與會人員  

 鄭集鴻  



 

 在爭取透析總額預算方面，我們目前有兩個重要的努力方向： 

1.改善腎臟科洗腎形象： 

2004.12.24 媒體報導各式洗腎招攬的不當行為，讓洗腎的社會形象嚴重

受創，導致後續健保會壓低或不給洗腎成長，使得洗腎點值大幅滑落，我

們若想恢復洗腎點值，第一要務就是建立透析的紀律倫理，不要再有不當

的行為招致批評，改善洗腎的社會形象，才能爭取合理給付。 

今年的專題演講，我們整理近兩年的透析院所紀律倫理申訴案例提出探

討，並訂定規範，將待腎臟醫學會審核後公告全體腎臟科醫師遵守。(研

討內容如附件) 

2.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健保給付是公共改革，必需透過政治協商，我們不能自外於政策事務而冀

求別人多給我們預算。立法委員是政策制定最關鍵的人，我們一定要在合

法狀態下和他們保持良好的互動。這一點，牙科就做的很好，他們每人每

月提繳固定金額做為公共事務基金，平常時贊助各項社會公益活動(附

例)，在選舉時做合法政治捐獻，支持友善候選人。 

明年大選在即，是我們爭取支持的很好的機會點，協會發起小額的捐款運

動，每家院所捐 5000 元，由協會接洽捐贈 3-4 位候選人，協會指派各自

匯款給指定對象，讓候選人知道基層透析院所對他們的支持。我們期待全

國 352家院所都能參與，一家不漏，大家都必需對這件事做出貢獻，確保

未來透析預算的爭取能夠順暢。(詳細辦法近日通知) 

 



 

               

 

 

台北醫學大學內科學科 萬芳醫學中心 方德昭 教授  

國防醫學院內科學科 心力合診所 鄒居霖 助理教授 

IV Iron Sucrose Treatment is Superior to 

Others in Anaphylactic Reactions 

      靜脈蔗糖鐵治療比其他鐵劑治療較不易引起過敏反應 

    在透析病患，缺鐵性貧血是常造成人工合成紅血球生成素治療無效的

主要原因[1]；然而，鐵劑的過敏反應也常造成鐵劑在臨床上使用的限制。



 

市面上鐵劑有右旋糖酐鐵(Iron dextran)、蔗糖鐵(Iron sucrose)、葡萄糖酸亞

鐵(Ferrous gluconate)、和納米氧化鐵(ferumoxytol)等產品。但是，每個鐵劑

產品之過敏反應安全性，目前仍然尚不清楚。 

  今年 11 月 17 日 JAMA 期刊[2]發表：比較市面上鐵劑產品之過敏反應

風險。此研究是一個回顧性世代研究(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實驗目的

是去評估美國市場上鐵劑產品的過敏性差異。這研究包含 688,183 位首次使

用鐵劑的患者，並且臨床試驗的追蹤期間是從 200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臨床試驗分成四個治療組：接受右旋糖酐鐵(Iron dextran)治療組、蔗糖鐵

(Iron sucrose)治療組、葡萄糖酸亞鐵(Ferrous gluconate)治療組、和納米氧化

鐵(ferumoxytol) 治療組。研究結果指出：第一次接觸鐵劑共有 274 位病患

發生過敏反應；此外，接觸第二次以上鐵劑發生過敏反應有 170 位病患。

經統計後，比較於蔗糖鐵(Iron sucrose)治療，右旋糖酐鐵(Iron dextran)發生

第一次過敏反應風險最高[adjusted odds ratio, 3.6 (95% CI, 2.4-5.4)]；納米氧

化鐵(ferumoxytol)發生第一次過敏反應風險(adjusted odds ratio)為 2.2 (95% 

CI, 1.1-4.3)]；葡萄糖酸亞鐵(Ferrous gluconate)發生第一次過敏反應風險

(adjusted odds ratio)為 2.0 (95% CI 1.2, 3.5)。進一步分析，在十二週內接受

1000 毫克鐵劑發生過敏反應的風險，研究發現：右旋糖酐鐵(Iron dextran)

治療發生過敏反應為最高(82 per 100,000 persons, 95% CI, 70.5- 93.1)：蔗糖

鐵(Iron sucrose)治療發生過敏反應為最低(21 per 100,000 persons, 95% CI, 

15.3- 26.4)。 

  這篇研究雖然是回顧性世代研究(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但是病患

的研究人數規模達六十幾萬，故具有臨床鐵劑產品之過敏安全性參考 ￮因



 

此，就目前過敏反應而言，蔗糖鐵(Iron sucrose)治療似乎是一個安全的鐵劑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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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會員熱情捐款，104年目前已累計 201家院所贊助，請還未捐  

款的院所，務必贊助。捐款名單如下： 

台北市 

 
   

文林診所 宏林診所 華榮診所 東成診所 弘德診所 

元林診所 康禾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承新診所 怡德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百齡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崇德診所 洪永祥診所 

杏心診所 慶如診所 兆揚內科診所 榮平診所 榮曜診所 

新北市     

仁暉診所 志豪診所 昕隆診所 仁謙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宏明診所 東暉診所 國城診所 
安庚內科 

診所(新莊) 

德澤診所 慧安診所 安新診所 家祥診所 佳晟診所 

廣泉診所 元福診所 仁美診所 佳佑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怡安診所 仁川診所 輝德診所 江生診所 

康全診所 禾安診所 逸安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祥佑診所 

桃園 

 
   



 

聖文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中庚診所 

安慧診所 桃安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中慎診所 桃德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大興維格聯合診所 

 安庚內科 

 診所(南崁) 
榮元診所  家誼診所  全安診所 

新竹 

 
 

    

康健診所 新竹安慎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新竹安新診所 宜暘診所 恩康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宜蘭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傳康診所     

基隆 

 
   

安基診所  高士振診所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嘉恩診所 美崙聯安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螺安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腎安診所     

南投 

 
   

新協合 

聯合診所 
草屯陳診所 埔里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 

內科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順泰診所 迦美診所 人晟診所 佳屏診所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宇安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員美診所 

慈元診所 旭安診所    

嘉義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 

內科診所 
宏醫診所 康明診所 正安診所 

台南 

 
   

風典聯合門診 懷仁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顏大翔 

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蘇炳文 

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謝智超 

達恩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康健 

內兒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錫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蘇義華 

內兒科診所 

杏和診所 佳新診所 尚禾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陳相國 

聯合診所 
    

台中 

 
   

京冠診所 育恩診所 太原診所 瑞東診所 大雅長安診所 

安新診所 中清診所 加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蔡精龍診所 晉安診所 合安診所 怡仁診所 

大順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佑全診所 佳福診所 

慶華診所 大墩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中科診所 三豐診所 

高雄 

 
   

幸安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高欣診所 蔣榮福診所 長新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佳醫診所 
僾彼高榮 

育仁診所 
佳生診所 五福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新鴻遠診所 佑強診所 揚銘診所 

仁康診所 昱泰診所 長清診所 
安馨楠梓 

內科診所 
佑鎮診所 

茂田診所 高悅診所 高健診所 芳民診所 高晟診所 

建安診所 
吳三江 

內科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東陽診所 吉泰內科診所 

好生診所 明港診所 田源診所 聖安診所 湖康診所 

東陽診所 安泰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