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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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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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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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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專屬活動： 

協會與輝瑞大藥廠合作，共同推廣腎臟病患施打十三價肺炎鏈球菌

結合型疫苗(PCV13)，以有效降低腎友感染肺炎鏈球菌肺炎風險。

擬定於 2016 年 10 月 10日起至 10月 31 日間，以合約簽訂的方式，

提供基層透析協會會員下列採購優惠： 
 
PCV13單筆訂購數量達 每劑發票價格 每劑折扣價格 價差(利潤) 

1~9劑 $3,300 $2,500 $800 

10~29劑 $3,300 $2,450 $850 

30~49劑 $3,300 $2,400 $900 

≥ 50劑 $3,300 $2,350 $950 
 

備註: 

1. 本優惠條件為會員專屬(需已繳交 105年度一萬元會費之院所)，時間限定

為 2016年 10月 10日至 2016年 10月 31日為止(逾期不辦理)。 

2. 本批疫苗保存期限為 2018年 6月 30日，或更長效期。此專案活動，除了

包裝破損，或其他瑕疵外，不得要求退換貨。 

3. PCV13疫苗目前榮獲美國及台灣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一致建議， 

慢性腎臟病患應優先接種一劑 PCV13疫苗，以有效預防肺炎鏈球菌肺炎。 
 

請有意願採購的會員院所，於 10月 31 日前主動向協會聯繫做登記

(直接聯絡廠商則無此優惠價格)，協會將轉達輝瑞藥廠安排採購。

(03-5313889 曾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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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6 – 7 1 7 – 0 3 3 5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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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痛藥(NSAID)和心臟衰竭住院 
 

張智鴻醫師.腎臟科.新鴻遠診所 
 

常用的止痛藥(NSAID)又有壞消息了，除了常見胃腸、腎臟副作用

和之前說過的 MI住院外，可能會再導致病人因心臟衰竭(heart 

failure)而住院。 
 

BMJ期刊在 2000-2010年，收了 820萬個病人使用 NSAID，共有 9.2

萬人因心臟衰竭而住院，經過和對照組比較後發現以下結果： 
 

Current (use in preceding 14 days) use of any NSAID was 

associated with a 19% higher risk for heart failure 

hospitalization.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 FDA-approved 

NSAIDs carried higher heart failure risk: ketorolac (odds 

ratio, 1.83), indomethacin (1.51), piroxicam (1.27), 

diclofenac (1.19), ibuprofen (1.18), and naproxen (1.16). 

The results were significant in pati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history of heart failure. Higher do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risk.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nd risk of heart 

failure in four European countries: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BMJ 2016; 354 doi: http://dx.doi.org/10.1136/bmj.i4857 

(Published 28 Sept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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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x.doi.org/10.1136/bmj.i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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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