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人：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張智鴻 醫師
週報編輯：曾庭俞 專員

第 186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5/12/15

最新消息
一、 轉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部分修正規定」
(1) 血液透析應注意開始洗腎之時機，透析次數，EPO 等紅血球生成刺激劑(ESA)之
使用與用量。其尿毒症相關治療(包括簡單感冒藥)及檢查應包括於血液透析費用內。
(106/1/1)
(2) 腹膜透析及血液透析同時併作原則：
甲、(略)
乙、原接受腹膜透析之患者，因腹膜功能缺損，致使增加腹膜透析量或增長透析
液留置時間，總和 Kt/V 仍＜1.7 或肌肝酸清除每週無法達到 50 公升/1.73 平方公
尺以上體表面積，得併用血液透析者，當月可酌予增加最多 2 次血液透析，但此
類患者應改作血液透析為優先考量。(100/5/1)(106/1/1)
(29)透析治療造管及植管之執行時機
乙、血液透析部分
A.暫時性導管
(A)(略)
(B)暫時性導管之時機：重度腎衰竭【定義為肌酸酐清除率（Ccr）小於 15 ml/min
或肌酸酐(Cr)大於 6.0 mg/dl】
，且伴有下列任何一種尿毒併發症者：(106/1/1)
B.(略)
C.建立血管通路之時機
(A)糖尿病腎病變患者接受自體動靜脈瘻管手術的時機：
a.肌酸酐清除率（Ccr）小於 15 ml/min，或
b.肌酸酐(Cr)大於 6 mg/dl，或
c.預期在 3 至 6 個月內需要透析者。(106/1/1)

(B)糖尿病腎病變患者接受人工血管(AV graft)手術的時機：
a.肌酸酐清除率（Ccr）小於 12.5 ml/min，或
b.肌酸酐(Cr)大於 7 mg/dl，或
c.預期在 3 至 6 個月內需要透析者。(106/1/1)
(C)非糖尿病腎病變患者接受自體動靜脈瘻管或人工血管(AV graft)手術的時機：
a.肌酸酐清除率（Ccr）小於 10 ml/min，或
b.肌酸酐(Cr)大於 8 mg/dl，或
c.預期在 3 至 6 個月內需要透析者。(106/1/1)
詳細內容請參見附檔，或上健保署網站查詢。
http://www.nhi.gov.tw/information/bbs_total.aspx?menu=9&menu_id=545

二、 洗腎與糖尿病患血管疾病實務照護研討會
基層透析協會協辦台大醫院新竹分院於 12 月 11 日(日)舉行「洗腎與糖尿病患血管
疾病實務照護研討會」，鄭集鴻理事長代表協會出席並與當日眾多講者合照。

鄭集鴻理事長、吳志成主任、楊忠煒主任、陳宗彥醫師、林廷澤醫師、謝慕揚醫師

三、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
11 月 16 日(三)健保署召開 105 年第 4 次透析預算議事會議，會議紀錄請參見附檔。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17&menu_id=1023&
WD_ID=1043&webdata_id=1415

四、 預告「106 年度會費繳交時間」
106 年度會員會費預計於 106 年 1 月 15 日開始繳納，協會屆時會寄送「新款匯款
劃撥單」至各院所，請醫師會員於 106 年第一季完成會費繳交。
常年會費
負責醫師

10000 元

非負責醫師

1000 元

醫院會友

1000 元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帳號：５０２６５６１４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匯入行庫：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帳號：１３４６－７１７－０３３５９８

 106 年 4 月開始，針對未繳納會費之醫師，協會將不再寄送每週出刊的週報給您，
不再提供透析相關醫療政策資訊和諮詢，亦無法讓您進入協會設立的 Line 群組。
望藉此區隔的方式，維護有繳納會費醫師的權益。

五、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5 年 11 月經費收支表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經費收支表
105 年 11 月
科目
上期結存

收入
246030

常年會費收入

2000

會員捐款收入

9000

其他業務收入

備註

＄2804011

本會經常收入

非會員捐款收入

支出

25000
210030

利息收入

本會經常支出

＄446286

人事費

50933

員工薪津

31865

獎慰金
健保費

2022 含健保補充費 44 元

勞保費

3048

勞保退休金

1998

加班費
其他人事費

12000

辦公費

兼職人員薪資.11/26.11/27 腎臟醫學會年會及理監事選舉工作人員薪資

274114

文具費

887

郵電費

73556

印刷、影印費

199416

手續費

255

設備費
雜支
活動費

121239

會議費
旅運、交通費

16905 理事長.專員.理監事至各處開會車資

公共關係費

58922 送陳鴻鈞理事長榮退禮品

業務費用

45412

電話費 412.講師費 14500.年刊稿費 30500

其他費用
捐款
本期結餘
理事長：

＄2603755
監事：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學術專欄
紫質症 (Porphyria)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醫師

http://www.nytimes.com/2016/12/09/well/live/think-like-a-doctor-t
he-builders-blisters-solved.html
The New York Times 這期的病例是罕見疾病，又是常常耳聞的困難診斷
疾病。吸引人從頭讀下去，讀起來真像偵探辦案一樣。
這是在美國榮民醫院的一位 64 歲男性患者，喜歡露營，是工程承包商，
20 年病史的偶發性手上手泡，不明原因。

The patient’s hands showed a blistering rash.

一次就診時，不經意的向實習醫生說起手上這些 20 年不間斷發作的水泡。
一開始 interns，和主治醫師認為可能是 contact dermatitis, or allergic
reaction。但是，了解病史後又被排除，只好把病人轉介給皮膚科。但是，
這位認真主治醫師去查 UpToDate: Rash chapter，發現這和 porphyria
cutanea tarda 皮疹很像。

Glowing Urine

The patient’s urine (right) glowed orange under a Wood’s lamp, while
normal urine (left) glows blue.

於是經由尿液送檢，和用 wood's lamp 觀察尿液呈現 orange (purple)，
幾乎就要證實是這個疾病。然而，引發的原因是什麼(trigger)？測 HCV
也沒有，經過查閱過去的病歷，發現曾有很高的血液鐵質存在，但是之前
醫師也沒有進一步處理。這時候，誘發原因：hemochromatosis，在抽
血檢查後，就呼之欲出了。在這深秋的季節，患者的皮膚有點過度的
tanned，原本以為是喜歡露營曬太陽所致，原來也是因為 porphyria 發
作，導致皮下有 Hb 未分解產物過多造成。難怪患者說在夏天時，皮膚特
別容易有水泡。
The rash was from: Porphyria cutanea tarda
Which was in turn caused by: Hereditary hemochromatosis
(‘Bronze Diabetes’)
About the Diagnosis
The porphyrias are a group of diseases caused by a problem in the
breakdown of hemoglobin, the oxygen-carrying part of red blood
cells. The name comes from the Latin word for purple

(porphyros), because with some forms of this disease, the

unbroken-down parts of hemoglobin are eliminated from the body
in the urine, and those chemicals can make the urine turn purple
when exposed to sunlight.
The rest of the name highlights the disease’s most characteristic
qualities: It affects the skin (cutanea) and it appears late in life

(tarda). In P.C.T., the particular components of hemoglobin that are
not fully broken down migrate to the skin, where they cause a
blistering sore when exposed to sunlight.
結局：
患者開始看血液科，排除過多的鐵質。注意防曬，之前就是因為有習慣擦
防曬乳所以 porphyria 發作得並不明顯。患者也想把過多的血捐給紅十字
會，但是紅十字會不收有這樣疾病人的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