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6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8/04/04 

 最新消息 

一、 腎臟醫學會活動預告 

 

發行人：楊孟儒 理事長 

學術編輯：張智鴻 醫師 

週報編輯：曾庭俞 專員 

                                                                                                                                                                                                                                                                                                                                                                                                                                                                                                                                                                                                                                                                                                                                                                                                                                                                                                                                                                                                                                                                                                                                                                                                                                                                                                                                                                                                                                                                                                                                                                                                                                                                                                                                                                                                                                                                                                                                                                                                                                                                                                                                                                                                                                                                                                                                                                                                                                                                                                                                                                                                                                                                                                                                                                                                                                                                                                                                                                                                                                                                                                                                                                                                                                                                                                                                                                                                                                                                                                                                                                                                                                                                                                                                                                                                                                                                                                     

腎臟腎臟病病 

 



 



二、 學術專欄 

使用 beta-blocker 有較少的 COPD 住院率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以往的內科學訓練告訴我，在開 beta-blocker 時要注意可能有氣喘（asthma or 

COPD）的患者，因為會惡化疾病。這丹麥的觀察型研究，卻告訴我們不一樣的結果。 
 

β-Blocker Therapy and Risk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  

A Danish Nationwide Study of 1·3 Million Individuals 

Published:January 28, 2019 DOI: https://doi.org/10.1016/j.eclinm.2019.01.004 
 

這是丹麥患者登錄系統中，追蹤了 30 萬位患者使用 beta-blocker 超過 6 個月和 100

萬位使用其他降血壓藥的患者來比較。有使用 beta-blocker 有較少的 COPD 住院率 

(649 vs. 919 cases per 100,000 person-years，adjusted hazard ratio [HRadjusted] 

0·80, 95% CI 0·79–0·82). 
 

在 sub-group 分析發現：Risk of COPD hospitalization was lowered in the groups 

treated with β-blockers among patient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0·72, 0·

69–0 ·75), cardiac arrhythmias (0 ·76, 0 ·72–0 ·80), asthma (0 ·69, 0 ·61–0 ·79), 

hypertension (0 ·91, 0 ·86–0 ·96), and diseases of the pulmonary circulation 

(pulmonary embolism and cor pulmonale) (0·72, 0·59–0·87). 
 

甚至 All-cause mortality 和 COPD death 也是有下降：in the group treated with 

β-blockers compared to the group treated with any other antihypertensive 

drugs (0·56, 0·53–0·59). 
 

作者結論：也許我們應該要改變目前的給藥準則，在可能有 COPD 患者，beta-

blocker 不一定是絕對不能使用。 
 

三、 108 年度會費繳交 

今年（108 年）的透析總額成長率是 3.1 %，比原先要給的 2.95 %，稍有增加，結果

可能與預估的真實病人成長率相去不遠，未來一年的門診透析點值，應該與去年相去

不遠。但這對我們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基層院所必須更加團結起來，面對各種挑戰，

爭取更好的生存空間。大家有繳納會費，我們才有資源去透過各種管道尋求支持，以

維護我們基層的生存，如此才能維持最基本的透析品質，維護腎友的健康。 

https://doi.org/10.1016/j.eclinm.2019.01.004
https://doi.org/10.1016/j.eclinm.2019.01.004


去年繳費院所接已達七成，希望未來一年，每一家都要能做出貢獻。最後以八字箴言

「尊重、關心、謙虛、低調」的行事準則與大家共勉！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理事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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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8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182 家院所已繳納一萬元會費，請尚未繳納會費之院所務必繳交，謝謝！ 
 

基隆 

泰安內科診所 安基診所 高士振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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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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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柏安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滙安診所 元林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宏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景安診所 百齡診所 安仁診所 

晟幸診所 文林診所 康禾診所 杏心診所 怡仁診所 

怡德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新北市 

杏原診所 宏明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輝德診所 逸守診所 

安新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明暘診所 德澤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東暉診所 江生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仁佳診所 

仁馨診所 康全診所 新庚診所 安旭診所 祥佑診所 

富康診所 戴良恭診所 欣禾診所 世康診所 志豪診所 

仁謙診所 怡安診所 仁川診所 廣泉診所 板橋仁安內科診所 

恩康診所 仁美診所 詠靜診所 益康診所 晉康診所 

昕隆診所 仁暉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佑霖診所 宏元診所 桃安診所 惠民診所 

全安診所 欣庚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中庚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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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仁診所 康健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德安診所 長春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雅林診所 蔡精龍診所 瑞東診所 淨新診所 

育恩診所 漢寧診所 大業診所 宜家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榮平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合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佑全診所 東豐診所 中清診所 京冠診所 仁禾診所 

仁德診所 晉安診所 安新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惠聖診所 合濟診所 

旭安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崙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螺安診所 

宏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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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 

新協合聯合診所 益民診所 金生診所 草屯陳診所 農安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台南 

文賢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群安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佑鎮診所 仁康診所 愛欣診所 好生診所 

明港診所 茂田診所 新鴻遠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蔣榮福診所 

長清診所 高健診所 鴻源診所 為好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建安診所 佑強診所 聖安診所 裕生診所 

東陽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益祥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高美診所 

幸安診所 楠華診所 五福診所 安泰診所 高欣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屏東 

人晟診所 立安診所 大武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德埔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得安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