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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協會於 2 月 5 日網路調查蒐集各透析診所防疫物資儲備狀況，問卷回收近五十份，

顯示獨立經營透析診所近八成，無論是一般及緊急防疫物資，特別是口罩及消毒酒精，

受到大陸疫情增溫，1.民眾搶購的排擠作用、2.產能不足、3.政府管制的影響皆有嚴

重的缺乏，隨著後二種狀況改善與調整，應可稍微獲得疏緩解。而集團經營運的部份

幾乎無問卷回收，也許有特別考量，推測可能有相對不缺的備料，且可相互支援。 
 

二、國內徵用口罩產能提升，明起醫療院所口罩配送量倍增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建檔日期：109-02-10，更新時間：109-02-11 

網址：https://www.mohw.gov.tw/cp-16-51430-1.html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一週來國內醫用口罩徵用產能明顯提升，平均日產

量已超過 420 萬片，為使防疫最前線的醫護人員能有更足夠的口罩，將於明日起倍

增醫療院所的口罩配送量，由平均每日 85 萬片提高到 170 萬片，以滿足醫療院所的

防疫需求，並補充各醫院的庫存至足夠 15 天口罩安全準備量以上。 

 

    指揮中心表示，在增加的醫療院所的口罩配送量當中，每日約 37 萬提供基層診

所工作人員使用，約 120 萬提供醫院工作人員（含醫事人員、清潔人員、實習學生、

接觸病患的行政人員等）及補充安全儲備量之用。 

 

    指揮中心進一步指出，另為照顧有特殊醫療需要的病患，亦提供每日約 13 萬片，

將由醫療院所提供給前來接受透析（洗腎）、癌症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或其他醫師

評估因疾病狀況必須每日、隔日或每週頻繁就醫的特殊病患，以及提供住院病患的陪

病人員（每名住院病患限一位），上述民眾每次就醫或陪病，可向醫療院所之指定部

門登記取得一片醫用口罩，醫療院所須造冊管理，以使徵用口罩能被妥善分配運用。 

 

    指揮中心表示，今日和明日共將配送 350 萬片口罩至衛生局轉發醫療院所，提

供基層診所工作人員與特殊醫療需求病患之一週需求量。一般民眾仍請利用各地藥

局或衛生所購買實名制口罩。 

發行人：楊孟儒 理事長 

學術編輯：張智鴻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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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腎臟病病 

 

https://www.mohw.gov.tw/cp-16-51430-1.html


    指揮中心再次呼籲，除了肥皂勤洗手、避免觸摸眼鼻口外，須落實一不三要：一

「不」，開放空間不用戴口罩；三「要」，一、去醫院看病時要戴口罩，二、慢性病患

者要戴口罩，三、出入人多擁擠的地方要戴口罩。相關疑問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 

 

理事長的話： 

    現在大家拿到的口罩是醫師公會之前給醫師配額的延續。經與疾管署、衛生局、

醫師公會三方詢問的結果，應是衛福部先發佈訊息，新增口罩配送對象的正式公文稍

後才到各相關單位，再由地方衛生機關處理後續。 

 
 

三、腎臟醫學會公告 

「透析醫療院所防護武漢肺炎 2019-nCoV 感染處置規範」 

    這是目前最新的版本，但尚未與防疫主管機關做最後確認，因此僅供參考。若有

問題或不清楚處，請聯絡腎臟醫學會協助處理。 

 

    石司長結論： 

1. 洗腎病人的家屬如果是居家檢疫，病人可以正常透析。 

2. 洗腎病人的家屬如果已確診感染，病人須居家隔離，由衛生單位安排特定的洗腎

場所。 



























 

 



四、疫情下特殊人群的防護—給血液透析患者的一些建議 

原創：王琰、甘良英(北大人民醫院腎內科)，2020/02/09  

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XwafCaONjUn5UNKoYw2Elg  

 

    新年伊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洶湧來襲，但全國數十萬名血液透析患者仍需規律

到醫院接受治療。血液淨化中心屬於人群密集、流動性大的區域，血液透析患者免疫

力又普遍偏低，是感染性疾病的高危人群，因此更需要加強防範意識。我們將從傳染

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三方面入手，給血液透析患者提供一些預防新冠肺炎的建議。 

 

一、避免接觸傳染源 

    根據我們目前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認識，它可能來源於野生動物，主要傳染源是感

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因此我們要做到： 

1. 不食用野生動物，不食用生的或未煮熟的禽畜肉，不直接接觸病畜、病禽。 

2. 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與人接觸，避免走親訪友、逛商場超市、聚會聚餐、參加會議

等，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每日監測體溫，如果您 14 天內接觸過湖北地區的發熱患者，或者家庭內成員有聚

集性發熱現象，或者您出現發熱、乏力、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請及時告知醫

務人員，不用擔心會因此無法繼續透析，血液淨化中心已製定完善的流程，會保

證您得到及時的治療。 

 

二、切斷傳播途徑 

    目前確定的新型冠狀病毒傳播途徑主要為直接傳播、氣溶膠傳播和接觸傳播。直

接傳播是指患者噴嚏、咳嗽、說話的飛沫，呼出的氣體近距離直接吸入導致的感染；

氣溶膠傳播是指飛沫混合在空氣中，形成氣溶膠，吸入後導致感染；接觸傳播是指飛

沫沉積在物品表面，接觸污染手後，再接觸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導致感染。 

 

    為了切斷傳播途徑，我們要做到以下幾點： 

1. 佩戴口罩：建議患者在外出及血液透析全程佩戴口罩，口罩規格以醫用外科口罩

或 N95 口罩為宜。同時要掌握正確佩戴口罩的方法，佩戴時必須遮嚴口鼻，雙手

緊壓口罩上端的金屬條，使口罩上端緊貼鼻樑，保證密閉性（見下圖）。使用過程

中及摘取口罩時避免用手觸碰口罩外側面，一旦口罩潮濕應立即更換。 

https://mp.weixin.qq.com/s/XwafCaONjUn5UNKoYw2Elg


 

2. 注意手衛生：僅佩戴口罩並不足以預防病毒感染，還要配合手衛生。我們要做到

與人會面不握手不擁抱；在進入血液淨化室前要正確洗手或使用即用型手衛生消

毒用品消毒雙手；在回到家中後第一時間也要洗手；此外在飯前便後、觸碰眼口

鼻前、觸碰公共區域電梯按鈕或門把手後也要注意手衛生。必須掌握七步洗手法，

全部洗手時間至少 30 秒以上，具體方法見下圖。 

 



3. 建議陪同就診家屬最好固定，不要讓從外地回來的人員陪同，家屬也需佩戴口罩，

無特殊情況家屬不應進入血液淨化室。 

4. 注意個人衛生：我們要注意不能隨地吐痰，打噴嚏時用紙巾或手肘彎曲遮擋，與

他人盡量保持 1 米以上的距離，包括在透析候診區或接診室，減少與他人交談，

盡量不要在透析過程中進食飲水，不要和他人共用生活用品。 

5. 做好日常家庭消毒：家中需要定期通風，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對門把手、桌椅和

馬桶坐墊等重點部位，使用 75%醫用酒精或 500mg/L 含氯消毒劑擦拭消毒；使

用馬桶後注意蓋好馬桶蓋後再沖水，避免氣溶膠播散到空氣中。 

 

三、保護易感人群 

    所有人群對新型冠狀病毒普遍易感，血液透析患者基礎疾病多、免疫力低，感染

後病情較重，更應注意合理的生活方式。建議透析患者： 

1. 要攝入足夠的熱量、蛋白質和維生素，保證瘦肉或禽類、淡水魚、雞蛋等高蛋白

食物的攝入，飲食要清淡，葷素搭配。 

2. 注意保證充足的睡眠，注意保暖，適當鍛煉。 

3. 保持積極的心態，病毒雖可怕，但只要我們萬眾一心，定能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的

勝利！ 

 

參考資料： 

《血液淨化室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防控建議》 

《老年人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指南》 
 

五、109 年度會費繳交 

109 年度會費於 109 年 1 月 1 日開始繳交，繳費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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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9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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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安德聯合診所 洪永祥診所 宏林診所 元林診所 文林診所 

晟幸診所 元泰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柏安診所 

安仁診所 怡仁診所 怡德診所 慶如診所 百齡診所 

新北市 

安新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東暉診所 東辰診所 明暘診所 

德澤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輝德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新庚診所 

詠靜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宏明診所 佳永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祥佑診所 杏原診所 國城診所 廣泉診所 恩康診所 

佳聖診所 逸原診所 逸守診所 逸安診所 逸全診所 

康全診所 幸安診所 仁馨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佑霖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惠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竹南診所 德安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育恩診所 雅林診所 宜家診所 蔡精龍診所 

信安診所 淨新診所 仁德診所 大業診所 旭康診所 

漢寧診所 佳弘診所 興豐內科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東豐診所 京冠診所 佳福診所   

彰化 

建霖內科診所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旭安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雲林 

大安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惠腎診所  螺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南投 

金生診所 草屯陳診所 農安診所   

台南 

文賢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銓莘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高雄 

新鴻遠診所 仁康診所 宗禾診所 愛欣診所 建安診所 

明港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高健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尚清診所 佑強診所 好生診所 茂田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高欣診所 為好診所 裕生診所 蔣榮福診所 健聖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幸安診所 五福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揚銘診所 

安泰診所     

屏東 

沐民診所 仁佑診所 德家內科診所 德樹診所 立安診所 

藍文君診所 大武診所 人晟診所 德埔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得安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維德診所    

台東 

東興內科診所     

澎湖 

惠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