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8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7/11/29 

 最新消息 

一、 第一屆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優秀論文大獎賽-參賽名單 

107 年 12 月 5 日（三）公布五位入圍者名單，12 月 9 日（日）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會員大會宣布得奬者。 

（頒獎地點：長庚大學 第二醫學大樓 B1 會議廳（二），時間：10：30-10：40） 
 
編

號 

第一 

作者 
題目 期刊 

01. 劉文勝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fluorinated 

chemicals and serum biochemical 

markers and performance status in 

uremic patients under hemodialysis. 

PLOS ONE 

02. 黃俊祺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Overhydration with All-Cause and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Adjusted for 

Global Left Ventricular Longitudinal 

Systolic Strain and E/E’Ratio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Kidney Blood 

Pressure Research 

03. 郭宜瑾 

A Low Geriatric Nutrition Risk Index 

Is Associated with Progression to 

Dialy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Nutrients 

04. 鈕聖文 

Association between Age and Changes 

in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fter 

Hemodialysi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 

05. 周鈺翔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s a Predictor 

of Rapid Renal Function Deterioration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atients. 

Nephrology 

06. 林定筠 

Body composition is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non-dialysis-dependent chronic kidney 

disease. 

Kidney 

International 

發行人：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張智鴻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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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腎臟病病 

 



07. 吳家兆 

Role of melatonin receptor 1A and 

pituitary homeobox-1 coexpression in 

protecting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in membranous nephropathy. 

J Pineal Res. 

08. 孫樵隱 

A novel SNP in the 5’regulatory 

region of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 1 

is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Scientific Reports 

09. 楊豐榮 

Anti-cytomegalovirus IgG antibody 

titer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T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Immunity & Ageing 

10. 吳昱德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mortality than 

ACE inhibitors in predialytic stage 5 

chronic kidney disease：A nationwide 

study of therapy with renin-

angiotensin system blockade. 

PLOS ONE 

11. 王建中 

Urinary biomarkers predict advanced 

acute kidney injury after 

cardiovascular surgery. 

Critical Care 

12. 邱千華 

Comparison of tunnel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and native arteriovenous 

fistulae by evaluating the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of patients with 

prevalent hemodialysis. 

Formosa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3. 巫宏傑 
Association between obesity with low 

muscle mass and dialysis mortality. 

Internal Medicine 

Journal 

14. 曾敏峯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yields better renal outcomes than 

intermittent hemodialysis among 

traumatic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patients with acute kidney injury: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retrospective study in Taiwan. 

PLOS ONE 

15. 廖宸逸 

Protective effect of N-acetylcysteine 

on progression to end-stage renal 

disease: Necessity for prospective 

clinical tri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16. 林祐賢 

Hematuria and Ren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 

Medical Sciences 

17. 王怡寬 

Renal dysfunction increases the risk 

of recurrent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therosclerosis 

18. 張嘉峰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n Pulmonary-

Renal Crosstalk: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p-Cresyl Sulfate 

Triggered Nonspecific ROS and 

Chemoattractants in Dyspneic Patients 

with Uremic Lung Injury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19. 蔡靜瑋 

First-year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variability after 

pre-end-stage renal disease program 

enrollment and adverse outcomes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Nephrology 

Dialysis 

Transplantation 

20. 吳欣旭 

Family Aggregation and Heritability 

of ESRD in Taiwa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Kidney Disease 

 

二、 107 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107 年 12月 9 日（週日） 

地點：長庚大學 第二醫學大樓 B1 會議廳（二）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 號） 
 

協會將準備兩隻 iPhone 給當天全程參與，且已繳交 107年度會費的醫師會員抽獎，

請大家踴躍參加！（注意摸彩劵投入時間為 10:00-11:10，抽獎時間為 16:30-16:35） 
 

會員大會 

主持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 理事長 

10:00 報到 / 投入摸彩劵 
摸彩劵投入時間為 10:00-11:10 

對象：需已繳納 107 年會費之醫師 

10:10-10:20 協會會務報告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林元灝 理事 

10:20-10:30 協會年度工作報告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 理事長 

10:30-10:40 第一屆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優秀論文大獎賽 頒獎 

10:40-11:10 理監事選舉 全體與會人員 

11:10-12:00 開票 工作人員 
 



專題演講 

主持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 理事長 

13:30-14:00 Present status of dialysis therapy in Japan 日本透析治療學會 中元秀友 理事長 

14:00-14:30 
Echo-guided PTA  

(超音波導引下的球囊擴張) 
吉祥寺朝日醫院 野口智永 醫師 

14:30-14:50 
Access flow-based vascular care 

(以流速為基礎的血管通路照護)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吳重寬 醫師 

14:50-15:10 
Ballon-assisted maturation of AVF 

 (球囊擴張促自體動靜脈瘻管成熟) 
林口長庚心臟血管外科 游勝越 主任 

15:10-15:30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vascular access dysfunction 

 (血管通路的血管腔內治療) 

嘉義慈濟心臟血管外科 張兼華 主任 

15:30-15:50 

Management of vascular access 

complications (steal, aneurysm, infection…) 

(血管通路的合併症治療) 

高醫心臟血管外科 謝炯昭 主任 

15:50-16:10 
Emergent management of AVF or AVG 

occlusion (血管通路栓塞的即刻救援) 
台灣血管外科學會 甘宗旦 秘書長 

16:10-16:30 

Management of symptomatic central vein 

occlusive disease 

(中心靜脈狹窄阻塞的最新治療) 

台灣血管外科學會 林佳勳 理事長 

16:30-16:35 摸彩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鄭集鴻 理事長 

 

三、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選舉 

今年 12 月 9日（週日）於長庚大學第二醫學大樓 B1 會議室（二），將進行透析協會

理監事改選，目前參選名單如下： 
 

理事參選人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安德聯合診所 楊孟儒 2. 安慎診所 鄭集鴻 

3. 元林診所 林元灝 4. 顏大翔內科診所 顏大翔 

5.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6. 長安診所 呂國樑 

7. 仁暉診所 李素慧 8. 惠腎診所 曾志龍 

9. 健新內科診所 丁勇志 10. 戴良恭診所 戴良恭 

11. 集賢內科診所 李少瑛 12. 迦美診所 陳正穎 

13. 桃庚聯合診所 林銘政 14. 益康診所 曾國憲 

15. 得安診所 林新泰 16. 全安診所 吳泰德 
 



監事候選人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志豪診所 張志豪 2. 吳三江內科診所 吳三江 

3. 劉內兒科診所 林吉福 4. 廣泉診所 張維廣 

5. 萬澤內科診所 施孟甫  
 

請有意願參選理監事之醫師會員，致電或來信向協會報名。請大家踴躍參與！ 

（dialysis98@gmail.com 或 03-5313889 曾小姐） 
 

四、 會員專屬活動 

肺炎是腎友主要死因之一，有鑑於此協會與輝瑞大藥廠合作，於流感季來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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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11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間，以合約簽訂的方式，提供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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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劑 $3,300 $2,500 

10~29劑 $3,300 $2,450 

30~49劑 $3,300 $2,425 

≥ 50 劑 $3,300 $2,350 

 

備註： 

1. 本優惠條件為會員專屬，時間限定為 2018 年 10 月 11日起至 11 月 30 日為止。 

2. 本批疫苗保存期限為 2020年 8 月 31日或更長效期。此專案活動，除包裝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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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社區肺炎，

及重症感染。 

4. 有意願採購的會員，請於 2018 年 11月 30 日前主動與協會聯繫做登記。協會將

安排後續簽約及出貨事宜。（03-5313889 曾小姐） 
 

mailto:dialysis98@gmail.com


五、 學術專欄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腎臟科 顧進裕教授 

（本短文經顧教授同意授權基層透析協會電子報使用） 
 

11 月 7 日上午 6：55 

應該考慮要減量或停用的藥物 

https://www.medscape.com/slideshow/deprescribing-

6009041?fbclid=IwAR0nHHBIrrkob7x7QDynWlCbz0dV99bWOHVFVWqHoK47vLOjInEy-LJvrM4  

 

• PPI 盡量不要使用超過 4 個月 

• 75 歲以上的老人用 statins 不能預防心血管疾病 

• 治療尿失禁的抗膽鹼劑：darifenacin, fesoterodine, oxybutynin (ditropan), 

  solifenacin, tolterodine, trospium 對老人有很大的副作用 

• 鎮靜劑、SSRI、安眠藥（副作用：跌倒、失智） 

• 乙型交感神經阻斷劑不是高血壓的第一線藥物 

• 肌肉鬆弛劑對於下背部痛是無效的 

• 不要常規使用綜合維生素、鈣片等飲食補充劑 
 

六、 107 年度會費繳交 

去年繳費院所已達到七成，期望大家不要有搭便車的心理，每一家都要能做出貢獻，

讓基層透析越來越穩固。請尚未繳交 107 年會費之院所盡速繳交！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統一編號：2920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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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帳號：５０２６５６１４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匯入行庫：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銀行代碼：００６，分行代碼：１３４６） 

帳號：１３４６－７１７－０３３５９８ 

https://www.medscape.com/slideshow/deprescribing-6009041?fbclid=IwAR0nHHBIrrkob7x7QDynWlCbz0dV99bWOHVFVWqHoK47vLOjInEy-LJvrM4
https://www.medscape.com/slideshow/deprescribing-6009041?fbclid=IwAR0nHHBIrrkob7x7QDynWlCbz0dV99bWOHVFVWqHoK47vLOjInEy-LJvrM4


七、 107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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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內科診所 安基診所 佳冠內科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元翔診所 

高士振診所     

台北市 

元林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宏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文林診所 

匯安診所 怡仁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杏心診所 晟幸診所 

承新診所 康禾診所 慶如診所 東成診所 弘德診所 

家禾診所 景安診所 百齡診所 安仁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怡德診所 洪永祥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華榮診所 

富康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柏安診所 福林診所  

新北市 

東暉診所 德澤診所 輝德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宏明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杏原診所 志豪診所 江生診所 

怡安診所 仁美診所 仁川診所 佳聖診所 幸安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新庚診所 文鼎診所 仁佳診所 恩康診所 



康全診所 祥佑診所 戴良恭診所 欣禾診所 世康診所 

國城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逸安診所 

晉康診所 益康診所 仁馨診所 慧安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廣泉診所 佳晟診所 佳愛診所 

元福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憲安診所 安旭診所 逸原診所 

詠靜診所 安新診所 松禾診所 昕隆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集安診所 仁暉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全安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中庚診所 桃德診所 聖文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安慧診所 欣庚診所 安禾診所 桃安診所 家誼診所 

榮元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杏福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亞太診所 康健診所 宏仁診所 成功診所 宜暘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長春診所    



台中 

育恩診所 淨新診所 蔡精龍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大業診所 

信安診所 宜家診所 瑞東診所 合安診所 榮平診所 

長安診所 加安診所 榮曜診所 慶華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佳弘內科診所 晉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佳福診所 

佑全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雅林診所 中清診所 

大墩診所 東福診所 京冠診所 仁德診所 仁禾診所 

漢陽內科診所 太原診所    

彰化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惠聖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健新內科診所 旭安診所 員美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崙安診所 大安診所 螺安診所 宏德診所 

腎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嘉義 

正安診所 宏醫診所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維德診所 慈安診所    



南投 

益民診所 草屯陳診所 新協合聯合診所 金生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台南 

光明內科診所 康健內兒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群安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陳冠文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美侖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佳宜內科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欣姿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新鴻遠診所 聖安診所 高美診所 茂田診所 

好生診所 芳民診所 佑強診所 揚銘診所 高健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建安診所 長清診所 佑鎮診所 

仁康診所 五福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蔣榮福診所 愛欣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安泰診所 明港診所 幸安診所 東陽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為好診所 湖康診所 高欣診所 



聖博診所 高晟診所 楠華診所 昱泰診所 高悅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佳醫診所 佳澤診所 佳生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壬禾診所 龍華診所 健聖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興義診所 

益祥診所 長新診所 腎美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尚清診所 

屏東 

順泰診所 立安診所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大武診所 德埔診所 

迦美診所 宏祥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林修哲內科診所 佳屏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青田診所 得安診所 

松禾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維德診所 嘉恩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