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2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09/02/20 

 最新消息 
一、腎臟醫學會最新消息 

有鑑於國內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持續增加，台灣腎臟醫學會於 3 月北、中、南

舉辦之世界腎臟日園遊會，取消舉辦。 

 

各縣市透析院所舉辦之園遊會或講座，請各院所評估是否暫停辦理。 

網址：https://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7B39F66754078  

 

二、疾病管制署-109 年傳染病指定隔離醫院及應變醫院名單 

疾病管制署公告 109 年傳染病指定隔離醫院及應變醫院，如果透析院所裡，有醫師

懷疑的病人，而且病人願意，可自行聯絡名單內的醫院，到醫師指定的科室接受採檢。 

 

網址：https://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7B54BBD89773B  
 

三、會費招領 

協會於 1 月 31 日收到一筆一萬元的匯款，請繳費院所與協會聯絡。 

匯款帳號末五碼：2XXX1 

 

四、「透析醫療院所防護武漢肺炎 2019-nCoV 感染處置規範」 

鑒於疫情快速擴增，台灣腎臟醫學會恪遵政府防疫政策，呼籲全國各透析院所應提高

警覺，遵守各種公佈的防疫措施，共同努力防治 COVID-19感染。 

 

檢附經各界討論統整後之「透析醫療院所防護武漢肺炎 COVID-19 感染處置規範」，

提供各透析院所參考。但因為情勢變化迅速，本規範需視疫情發展、政府各項公告及

相關科學實證資料進行必要的修訂。 

 

各院所透析單位請務必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  

公告之最新消息、重要指引與教材，隨時更新各種定義與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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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7B39F6675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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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OVID-19 的病理學改變與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相關 

自 2019 年 12 月下旬以來，武漢發生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以前稱

為 2019-nCoV）的暴發，隨後該疾病又被傳播到全球 26個國家。一般而言，COVID-

19 是一種急性自限性疾病，但也可能致命，病死率約為 2％。重症者可能由於瀰漫

性肺泡損傷和進行性呼吸衰竭而導致死亡。截至 2 月 15 日，已有 66580 例確診病

例並造成 1524例死亡。但是，由於幾乎無法進行屍檢或活檢，目前尚未報告該疾病

的病理學改變。在這裡，我們通過在遺體解剖（autopsy）中獲取的組織樣本（biopsy 

samples）調查死於 SARS-CoV-2 嚴重感染的患者的病理特徵。這項研究符合中國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法規和赫爾辛基宣言。我們的發現將有助於了解 COVID-

19 的發病機理，並改進針對該疾病的臨床策略。 

 

2020 年 1 月 21日，一名 50 歲的男子因發熱、寒戰、咳嗽、乏力和氣促等症狀被送

往發熱門診。他報告了 1 月 8 日至 12 日的武漢旅行史，並且於 1 月 14 日（起病第

1 日）出現首發症狀，表現為輕度寒戰和乾咳。但該患者仍繼續工作，直到 1 月 21

日前往醫院就診（圖 1）。在醫院對該患者進行了胸片檢查並採集了咽拭子，胸片顯

示雙肺多發性斑片影（附錄 p2）。1 月 22 日（起病第 9 日），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CDC）通過 qRT-PCR 檢測證實該患者為 COVID-19。 

 



 

 
 

他被立即轉入隔離病房，並通過面罩給氧進行氧氣支持。予干擾素α-2b （霧化吸入

500 萬 U, bid）和洛匹那韋/利托那韋（500mg, bid., po）作為抗病毒治療，並予莫

西沙星（0.4g，qd. , ivgtt）預防繼發感染。鑑於其出現的嚴重氣促和低氧血症，予

甲強龍（80 mg, bid., ivgtt）以減輕肺部炎症。實驗室檢查結果列於附錄 p4。接受

藥物治療後，患者體溫從 39.0℃降至 36.4°C。 

 

在起病第 12 日，胸片顯示患者雙肺進行性浸潤影和廣泛網格狀密度增高影。由於患

者患有幽閉恐懼症，他多次拒絕 ICU 的呼吸機支持。因此，他接受了高流量鼻導管

吸氧（HFNC），給氧濃度 60％，流速 40 L/min。在起病第 13 日，患者症狀仍未改

善，但血氧飽和度仍保持在 95％以上。起病第 14 日下午，患者低氧血症和氣促惡

化。儘管接受了 HFNC（給氧濃度 100％，流速 40 L/min），但血氧飽和度仍降至 60

％，並且患者突發心跳驟停。我們立即進行了有創通氣、胸外按壓和腎上腺素注射。

但不幸未能復甦成功，該患者於北京時間 1 月 27日 18：31 宣布死亡。 

 

組織樣本取自患者的肺、肝和心臟組織。組織學檢查顯示雙側瀰漫性肺泡損傷伴纖維

黏液性滲出（圖 2A，B）。右肺組織出現明顯的肺泡上皮脫落和肺透明膜形成，提示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ARDS；圖 2A）。左肺組織表現為肺水腫和肺透明膜形成，提

示早期 ARDS（圖 2B）。雙肺中均可見到間質內以淋巴細胞為主的單個核細胞炎性浸

潤。在肺泡腔中出現多核鉅細胞和非典型增大的肺泡細胞，其中非典型增大的肺泡細

胞具有較大的細胞核，雙嗜性的細胞質內顆粒和明顯的核仁，表現出病毒性細胞病變

樣改變（viral cytopathic-like changes）。我們未發現明顯核內或胞漿內病毒包涵體。 



COVID-19 的病理特徵與 SARS 和中東呼吸綜合徵（ME RS）冠狀病毒感染中的病

理特徵非常相似。此外，COVID-19 患者的肝活檢標本顯示中度的微血管脂肪樣變性

以及輕度的肝小葉匯管區活動性炎症（圖 2C），提示該損傷可能由 SARS-CoV-2 感

染或藥物性肝損傷引起的。心肌間質中有少量單個核細胞炎性浸潤，但沒有其他心肌

實質損害（圖 2D）。 

 

 

將外周血用於流式細胞術分析。我們發現，外周血 CD4+和 CD8+細胞的數量大大

減少，而它們的狀態卻被過度激活，較高的 HLA-DR（CD4 3.47％）與 CD38（CD8 

39.4％）雙陽性比例證實了這一點。 

 

此外，CD4+T 細胞中具有高度促炎效應的 CCR4+ CCR6+ Th17 細胞增加（附錄

p3）。此外，發現 CD8+T 細胞有高濃度的細胞毒性顆粒，其中 31.6％的細胞為穿孔

素陽性，64.2％細胞為顆粒溶素陽性，30.5％細胞為顆粒溶素和穿孔素雙陽性（附錄

p3）。 



我們的結果表明，以 Th17 的增加和 CD8+T 細胞的高細胞毒性為表現的 T 細胞過

度活化，能夠部分地解釋該患者的嚴重免疫損傷。 

 

 
 

胸片圖像提示肺炎迅速進展，雙肺之間有些許差異。此外，肝組織表現出中度微血管

脂肪樣變性和輕度小葉活動性炎症，但是沒有支持 SARS-CoV-2 病毒感染或者藥物

導致肝損傷的確切證據。心臟組織中未見明顯的組織學變化，提示 SARS-CoV-2 感

染可能不會直接損害心臟。 



儘管不建議常規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 SARS-CoV-2 肺炎，但根據該患者病理解剖中

肺水腫和透明膜形成的病理表現，對於重症患者，應考慮及時適當使用糖皮質激素及

呼吸機支持以預防 ARDS 進展。 

 

淋巴細胞減少是 COVID-19 患者的常見特徵，可能是與疾病嚴重程度和死亡率相關

的關鍵因素。 

 

我們對這一例重症 COVID-19 患者的臨床及病理學發現不僅能幫助確定這位患者的

死因，也為 SARS-CoV-2 引起的肺炎的發病機理提供了新的見解，這可以幫助臨床

醫生為相似的重症患者提供更合適的治療策略以降低死亡率。 

 

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PJatOygwtcz3ZPReNG51Xw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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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PJatOygwtcz3ZPReNG51Xw


七、109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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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榮診所 杏心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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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康診所 益康診所 

志豪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佑霖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桃安診所 

桃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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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仁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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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東診所 榮平診所 

仁禾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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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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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美診所 興義診所 鴻源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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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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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