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39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8/11/20 

 最新消息 

一、 理事長的緊急動員令 

各位基層同仁大家好： 

 

    今年腎臟醫學會理監事改選，將於 11 月 24 日（星期日）舉行，競爭更勝以往，

把基層的代表送進學會繼續為大家發聲與維護權益是絶對必要的，由上圖從 105 年

第一季透析點值最低點 0.79 開始，近三年來已逐年回升至 0.85，平均單次服務金額

已增加超過 200 元以上，若乘以一年的總人次就會讓大家很有感，但這樣的結果並

非理所當然且得來不易，是大家共同努力參與的成果，因此大家都一定要站出來踴躍

參加投票，讓我們團結一起再次把基層的代表：08 呂國樑、11 林元灝丶 26 楊孟儒、

28 鄭集鴻、30 顏大翔，送進腎臟醫學會為大家服務，懇請大家一定要出席參加投票，

由衷感謝！  

11 月 24 日（週日）10：00～12：30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5（2F） 
 

基層候選人號碼：08、11、26、28、30 
 

權益不會憑空天上掉下來，請大家務必出席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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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108 年 11 月 24 日（週日） 

今年年會備有 iPhone 抽獎，請有繳交 108 年度會費之醫師踴躍出席、參加抽獎。 
 

會員大會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3F） 

主持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09:50-10:00 報到 / 投入摸彩劵 
摸彩劵投入時間為 09:50-10:50 

對象：需已繳納 108 年度會費之醫師 

10:00-10:05 opening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10:05-10:20 協會會務報告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林新泰 秘書長 

10:20-10:35 年度工作報告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林元灝 理事 

10:35-10:50 「第二屆優秀論文大獎賽」頒獎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10:50-10:55 抽獎 
抽到之醫師會員務必在場 

未在場視同放棄 

10:55-11:00 Closing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專題演講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2F） 

主持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13:30-13:40 opening 楊孟儒 理事長 

13:40-14:10 

Current status and issues 

of home hemodialysis in 

Japan 若井 陽希 院長 黃秋錦 教授 曾國憲 醫師 

14:10-14:15 Q&A 

14:15-14:45 

Patient education 

programs and rule 

construct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s 

in home hemodialys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nurses 

海老原 慧 護理長 陳永昌 教授 郭慧亮 主任 

14:45-14:50 Q&A 



14:50-15:20 

Medical equipment, facility 

functions, and safety 

management in home 

hemodialysis-From the 

viewpoint of clinical 

engineers 

阿部 奈津美 技師 劉榮順 先生 吳慶成 先生 

15:20-15:25 Q&A 

15:25-15:30 Closing 曾國憲 副秘書長 

 

三、 第二屆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優秀論文大獎賽-入圍名單 

第二屆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優秀論文大獎賽於 108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舉辦，

今年共有 16 位醫師（論文團隊）參加投稿，經台灣腎臟醫學會五位理事專業審查後，

入圍名單如下： 
 

編號 第一作者 題目 

01 林彥仲 
Effect of weight loss on the eGFRs of obese patients at risk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e RIGOR-TMU study. 

02 鄭智仁 
WNK4 kinase is a physiological intracellular chloride 

sensor. 

03 林俊良 
A KDM6A–KLF10 reinforcing feedback mechanism 

aggravates diabetic podocyte dysfunction. 

04 邱元佑 

Safe Nanocomposite-Mediated Efficient Delivery of 

MicroRNA Plasmids for 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ADPKD) Therapy. 

05 宋志建 

RNA-Seq and protein mass spectrometry in 

microdissected kidney tubules reveal signaling processes 

initiating lithium-induced nephrogenic diabetes insipidus. 

 

協會將於 108 年 11 月 24 日（週日）10：35～10：50，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8 年

會員大會上宣布 20 萬得獎者，請五位入圍者務必出席、參加頒獎，謝謝！ 
 

頒獎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3F） 
 



四、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發起小額捐款活動 

各位基層夥伴： 
 

    爭取透析總額以及透析業務是否順利攸關醫療品質，和政治人物維持良好互動

關係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工作。明年選舉是和友善立委做好關係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

要明確表現出全體基層透析院所對他們的支持，在未來四年才能繼續獲得良好協助。 
 

    現在，協會發起全體院所小額捐款運動，每一家院所以負責人名義捐 5000 元，

讓協會指派分別捐給二位對我們最友善的立委候選人，全國共有 411 家洗腎診所，

若每家都捐，每位候選人就可以得到 200 筆左右的捐款，絕對能感受到我們的誠意。 
 

    請在 108 年 11 月 28 日（週四）前回覆捐款意願，協會後續會與您聯絡，告知

您捐款的對象及劃撥帳號，院所負責人捐款完後，也請回傳劃撥單據告知協會，方便

捐款收據的開立（可抵個人所得申報）。此次的捐款方式完全合法，請大家安心，並

請每一家院所務必要捐，未來四年在此一舉。 
 

捐款意願表單：https://forms.gle/u1LPWfBfufuXnsrc8  
 
五、 澎湖腎友協會健康講座盛況空前 

2019-11-18（星期一）00:05，第四版新聞，記者：張致和 
 

    澎湖腎友協會理事長陳耀宗邀請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長盧國城、基層透析協會

理事長楊孟儒、台北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任吳家兆、台灣腎臟醫學會及基層透析協會

副秘書長曾國憲醫師到澎湖關懷腎友及關心離島醫療醫護人員。同時三總澎湖分院

張芳維院長、澎湖縣衞生局洪課長、縣副議長陳雙全也特地到場致意。出席的腎友近

70 人，盛況空前。 
 

    餐會前由三總澎湖分院心臟血管外科林宜璋醫師及惠安診所陳俊吉院長為腎友

講解「血管通路的建立與維持」及「血液透析病友之整體照護」，獲全埸熱烈迴響。

副議長陳雙全致詞時指出，他與腎友會的結緣長達 20 餘年，記得他剛成年時，他的

外婆因病洗腎，那時就是剛成立的腎友會經常到他的老家接送外婆到醫院洗腎，到了

他選上議員，接獲到腎友會的陳情，指稱接送腎友的九人座專車年久失修，經常故障

拋錨，對依靠交通車接送的腎友們形成困擾，隨後他即對外募款，先後捐贈三總澎湖

分院與當時的署立澎湖醫院各一輛洗腎專車，並且每年捐贈 5 萬元經費給腎友會，

期待所有腎友都能享受到福利。 

https://forms.gle/u1LPWfBfufuXnsrc8


    陳副議長說，他感謝昨日由台灣來的 4 位醫學教授及理事長關懷離島的腎友，

隨後頒贈感謝狀予腎臟醫學會理事長盧國城、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楊孟儒、台北三軍

總醫院腎臟科主任吳家兆、腎臟醫學會及基層透析協會副秘書長曾國憲醫師等人。 
 

    主辦講座的惠安診所陳俊吉院長表示，腎友的長期照顧是必須用心經營及關懷，

惠安診所同時也是澎湖唯一一家私人專業洗腎中心，提供更好的環境及專業給腎友，

達到最有利的醫病關係的互動。 

 

   

網址：http://www.penghutimes.com/?p=16391 

http://www.penghutimes.com/?p=16391


六、 日本參訪〈三〉 
秘書長 林新泰醫師 

 

    日本參訪最後一天，行程來到吉祥寺朝日病院，此醫院規模不大，約等同台灣的

地區醫院，但卻是東京附近透析院所重要的血管處理中心，尤其是以 echo-guided 

PTA 最為著名。根據該院 2018 年統計，共執行了約 900 例透析血管的 PTA，96%

的病患接受 echo-guided PTA，而剩餘的 4% 因為 central vein stenosis 才以傳統

的血管攝影來操作 PTA。 
 

    當日，我們一行人進入手術室，觀摩野口醫師的臨床操作，眼見著野口醫師坐在

椅子上一邊解答我們的問題一邊操作 PTA，一個病患約花 30 分鐘即可完成，與傳統

的血管攝影相比，echo-guided PTA 不需打顯影劑、工作人員不需穿笨重鉛衣，而

且 PTA 過程是 real-time，可以在螢幕上看著氣球在血管狹窄處撐開，並且可算出

PTA 前後 blood flow 的改進，看完這次的 demonstration 衷心期待這項技術日後

若能引進台灣，可爭取由腎臟科醫師來執行，不僅是幫腎臟科醫師找到另一條出路，

更是能讓我們有能力自行來解決病患的血管問題，午餐時我們也當面邀請野口醫師，

明年來台做學術演講與實際臨床操作，野口醫師也爽快當面應允。 
 

    此次三天的日本參訪，見識許多日本細膩與先進的透析技術，最後要感謝曾國憲

副秘書長安排如此緊湊與充實的行程，也要感謝吳泰德理事精湛的日文翻譯，才能讓

此次日本參訪之行順利圓滿成功。 

 
曾國憲副秘書長攝於吉祥寺朝日病院前 



 
echo-guided PTA 操作過程之一景，照片中可見 sheath 已放入 AV shunt 中 
 

 
觀摩後合影留念 

左起：吳泰德理事、林新泰秘書長、野口醫師、曾國憲副秘書長、有村院長 



七、 108 年度會費繳交 

去年度（107 年）繳費院所已達到七成，希望尚未繳交今年度（108 年）會費之院所

盡速繳交！每一家都要做出貢獻，協會才有經費繼續運作，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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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08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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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佳冠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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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榮診所 崇德診所 弘德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洪永祥診所 慶如診所 佳康內科診所 

福林診所 東成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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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安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佳愛診所 佳晟診所 

元福診所 幸安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集安診所 東辰診所 

怡和診所 國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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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元診所 杏福診所 家誼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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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暘診所 祥仁內科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德安診所 長春診所 竹南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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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楊診所 佳福診所 加安診所 榮曜診所 

興豐內科診所 東福診所 漢陽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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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安診所 維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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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佳宜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陳冠文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康健內兒科診所 美侖診所 佳新診所 尚禾內科診所 錫和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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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新診所 佳生診所 芳民診所 佳澤診所 

佳醫診所 龍華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昱泰診所 聖博診所 

高悅診所 高晟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田源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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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屏診所 德家內科診所 迦美診所 

宏祥診所 東和內科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得安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嘉恩診所 維德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澎湖 

惠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