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8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8/04/18 

 最新消息 

一、 5/4-5/5，高雄展覽館 3F，台灣透析血管通路大會 

會場：高雄展覽館 3 樓會議室（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 

報名至 4/20 截止，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k3aZhtmb4kZGVJs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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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k3aZhtmb4kZGVJs67


 

TSVS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有參與協辦，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二、 學術專欄 

B 肝表面抗原陽性的洗腎患者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編輯 
 

最近在基層透析的 LINE GROUP，看到會員發問： 

患者的 B 肝檢查結果如下：HBsAg(+)，Anti-HBsAb(+)，HBV DNA：undetectable，

這樣要當作有無 B 肝感染否？ 

---- 
 

先說結論：當作 B 肝患者隔離。 
 

---- 



會員們提供的佐證參考資料相當有價值，因此特別記錄下來 
 

1) 

The Many Faces of Positive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epatology. 2016 Oct; 64(4): 1379–1381. 

https://aasldpub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hep.28503  
 

50 歲的女性患者要開 primary hyperparathyroidism，術前檢查發現如下： 
 

Results of our patient's hepatitis B testing 
 

Test* HBsAg** S/CO*** Ratio Neutralization Test Result HBcAb HBeAg HBeAb HBsAb HBV DNA 

1 positive 
3.13 (average 

3.07) 
non-confirmable 

negative 
not 

detected 
2 positive 9.24 

no confirmation 

necessary 

3 positive 9.70 
no confirmation 

necessary 

 

開完 parathyroid adenoma 後 7 週，這 HBsAg 才轉為陰性。 
 

作者認為可能原因是：Therefore, it is highly suspected that the patient's false 

positive HBsAg was due to heterophilic interference from a paraneoplastic 

syndrome related to her parathyroid adenoma. 
 

2) 

What are the causes and outcomes of the coexistence of HBsAg and anti-HBs? 

Braz J Infect Dis vol.20 no.3 Salvador May./June 2016 

http://www.scielo.br/pdf/bjid/v20n3/1413-8670-bjid-20-3-0318.pdf  
 

可能原因： 

 1. mutations in S gene region, particularly in the ‘a’ determinant. 

 2. the presence of heterologous subtype-specific antibodies, 

 3. superinfection with a new (second) hepatitis B virus (HBV) strain, 

 4. occult HBV reactivation 

https://aasldpub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hep.28503
http://www.scielo.br/pdf/bjid/v20n3/1413-8670-bjid-20-3-0318.pdf


 5. false positivity for anti-HBs (False positivity for anti-HBs may be caused by  

   glycoproteins such as pili fractions isolated from Neiserria gonorrhoeae and  

   Escherichia coli.) 
 

3)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agnostic Blood Tests for Hepatitis B Virus (HBV)  

Micropathology Ltd 

University of Warwick Science Park,  Venture Centre, Sir William Lyons Road, 

Coventry 
 

  # HBV DNA -  • May be NOT DETECTED in blood but DETECTABLE in the liver 

  # Phases of HBV infection: Phase 3: inactive-phase 

    HBsAg loss and seroconversion to HBsAb may occur spontaneously in  

    ~1.5% of cases per year, usually following several years of undetectable 

    HBV DNA. Patients remain infectious but at a lower level. 
 

4) 

 



 
 

患者的 B 型肝炎表面抗原消失，但是體內還有具有複製能力的 cccDNA 存在的情況，

被稱為功能性治癒、而非完全治癒。當他們因病情需要接受很強的免疫抑制劑或化療

時，比如淋巴癌患者接受化療及莫須瘤（rituximab）治療時，會清除體內大部分的

B 細胞，統計約有 10～15%的人可能因此導致 B 肝復發，嚴重者甚至出現猛爆型肝

炎。因此，這類功能性治癒的 B 肝患者，雖然血液檢驗看起來不是帶原者，但是當免

疫力被抑制時，cccDNA 就會再度活化，讓 B 肝病毒又被製造出來。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https://www.liver.org.tw/newsView.php?cat=3&amp;sid=164  
 

5) 

 

https://www.liver.org.tw/newsView.php?cat=3&amp;sid=164


在 HBsAg (-) 患者，HBV DNA 占 (+) 57.5% 
 

Investigation of HBV DNA in HBsAg positive patients 

Medicine Science 2017;6(4):706-9 

https://www.ejmanager.com/mnstemps/53/53-

1493293011.pdf?t=1553739690  
 

6) 

目前專家意見： B 肝分區依據宜以 HBsAg 為準 

B 肝病毒會嵌入肝細胞核之染色體中，即使血中測不到病毒，日後也可能伺機而動。

而 C 肝病毒是在細胞質、不會進入細胞核中，故容易消滅。 
 

 

https://www.ejmanager.com/mnstemps/53/53-1493293011.pdf?t=1553739690
https://www.ejmanager.com/mnstemps/53/53-1493293011.pdf?t=155373969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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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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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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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8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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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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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榮診所 崇德診所 弘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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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庚內科診所 逸安診所 逸原診所 

逸全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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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庚內科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桃德診所 安慧診所 聖文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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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弘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慶華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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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馨彰美內科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員美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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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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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安內科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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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銘診所 湖康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健聖診所 

壬禾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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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文君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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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恩診所 維德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