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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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8 月 17日，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第 3次會議記錄，

請見附檔。 
 

 105 年 9 月 4日，新竹市腎友協會舉辦腎友保健講習活動，鄭集鴻

理事長到場列席並致贈兩萬元贊助活動，期望腎友團體共同維護及

協助爭取透析預算總額。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理事長/新竹市腎友協會 楊生來理事長 
 

 協會有收到一筆於 105年 8月 31日匯入的一萬元會費，請匯款之

院所盡速與協會聯繫，謝謝！(03-5313889 曾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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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基層同仁： 

安寧療護是國家政策，現在台大蔡宏斌醫師在做問卷調查，將作為

政策制訂參考，請大家務必填寫回傳，維護基層權益。 
 

請用電子檔直接回傳至 hbtsai37@gmail.com (蔡宏斌醫師) 

若需索取紙本問卷，請洽 02-2312-3456 ext 63638 (郭小姐) 
 

 今年十一月腎臟醫學會將改選理監事，協會提出對未來腎臟醫學會

理事長的三大期待： 

1.能夠盡全力爭取透析預算。 

2.能夠推動分級醫療，限制大醫院不合理擴床。 

3.能夠合理推動治療模式，不硬推 PD。 
 

協會亦擬推派五位基層院所醫師參與腎臟醫學會理監事選舉，敬請

大家支持。 
 

1. 鄭集鴻 安慎診所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 

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 

新竹市診所協會秘書長 

2. 林元灝 元林診所 
台灣腎臟醫學會秘書長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 

3. 楊孟儒 安德聯合診所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 

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 

4. 顏大翔 顏大翔內科診所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秘書長 

5. 呂國樑 長安診所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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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公告：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5 年度徵文活動 

文章題材：與透析醫療、透析生活等相關經驗、事物 

徵文對象：醫師/護理人員/腎友/腎友家屬/透析相關人員 
 

文章字數：1500-3000 字 

文章稿費：1500 字(含)以上，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2000 字(含)以上，新台幣貳仟元整 

           2500 字(含)以上，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 

           3000 字(含)以上，新台幣參仟元整 
 

投稿方式：e-mail /郵寄至協會 

    信箱：dialysis98@gmail.com (主旨：105 年度徵文活動) 

    地址：300 新竹市中央路 128 號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收) 

*投稿文章需註明姓名、連絡電話、服務院所/就醫院所，謝謝。 
 

投稿時間：105/09/01～105/10/14 截止 

投稿文章將收錄在 105 年基層透析協會年刊裡，請大家踴躍投稿！ 
 
 

 105 年會費已開始繳納，尚未繳納之院所請盡速繳納。 

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萬元整。 

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 

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銀行：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帳號：１３４６－７１７－０３３５９８ 

郵政劃撥：收款戶名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收款帳號：5 0 2 6 5 6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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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腺體腎病變 

張智鴻醫師.腎臟科.新鴻遠診所 
 

這次的台灣腎臟醫學會中部地方會，有一很有趣的【病例討論】，一個粒腺

體腎病變家族之探討。由一位 CKD 患者引線，藉由家族史的詢問，得知家

中有好幾位女性有腎臟病(proteinuria, low GFR, HTN)，甚至洗腎。經過仔

細的抽絲剝繭，檢查發現 proximal tubular dysfunction，和腎臟切片

(intracytoplasmic eosinophilic giant (mitochondrail) inclusions 

involving predominantly the proximal tubular) ， 因 而 診 斷 是

Mitochodrial Nephropathy 這個罕見疾病。 
 

粒線體負責能量的生成，而腎臟接收了 1/4 的心輸出血量並且有很高密度的

粒線體，特別是在 cortical tubules。所以，一旦有粒線體疾病，就會導致

腎臟衰竭。 
 

結論： Mitochondrial nephropathy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young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unexplained 

CKD or ESRD. 
 

---- 

台灣腎臟醫學會，中部地方會【第 233 次腎臟學學術討論會】 

時間：105 年 9 月 4 日 

Mitochondrial Nephropathy: A Family Study 

王奕中 1 陳劍韜 1 魏長菁 1 林智一 2 林清淵 1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小兒腎臟科 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病理科 2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已繳納負責醫師會費一萬元名單 

(如劃撥院所，須等郵局作業七天後入帳) 

 目前已累計 223家院所繳納一萬元會費，請尚未繳納之院所，

務必繳納，讓協會能夠維持會務運作，繼續為透析院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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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診所 宏林診所 華榮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怡德診所 

元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景安診所 安仁診所 慶如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百齡診所 崇德診所 杏心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弘德診所 東成診所 承新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心力合診所 

洪永祥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新北市 

怡安診所 志豪診所 幸安診所 輝德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宏明診所 東暉診所 江生診所 
新莊安庚 

內科診所 

德澤診所 祥佑診所 安旭診所 廣泉診所 仁謙診所 

康全診所 慧安診所 佳晟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元福診所 詠靜診所 仁馨診所 康全診所 

益康診所 仁暉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逸安診所 

國城診所 家祥診所 仁川診所 仁美診所 佳愛診所 

昕隆診所 安新診所 陳尚志診所   

桃園 

聖文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南崁安庚 

內科診所 
宏元診所 中庚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中慎診所 桃德診所 杏福診所 家誼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桃安診所 安慧診所 惠民診所 榮元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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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新診所 宜暘診所 宏仁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長春診所 德安診所   

台中 

京冠診所 育恩診所 大順診所 瑞東診所 長安診所 

怡仁診所 中清診所 慶華診所 蔡精龍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加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雅林診所 

太原診所 東福診所 合安診所 佳楊診所 晉安診所 

佳福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瑞林診所 員美診所 

合濟診所 惠聖診所 旭安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螺安診所 腎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 

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上水診所     

南投 

新協合 

聯合診所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 

內科診所 

台南 

以琳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謝智超 

達恩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陳相國 

聯合診所 

陳冠文 

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顏大翔 

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蘇炳文 

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美侖診所 佑全診所  

高雄 

幸安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高欣診所 蔣榮福診所 好生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為好診所 愛欣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新鴻遠診所 
吳三江 

內科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東陽診所 昱泰診所 長清診所 明港診所 佑鎮診所 

茂田診所 高悅診所 高晟診所 芳民診所 
僾彼高榮 

育仁診所 

安泰診所 揚銘診所 仁康診所 佳生診所 佳醫診所 

長新診所 聖安診所 高健診所 建安診所 宗禾診所 

安馨楠梓 

內科診所 
五福診所 佑強診所 楠華診所 腎美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順泰診所 

佳屏診所 大武診所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迦美診所 德埔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嘉恩診所 維德診所 美崙聯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