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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0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10/01/21 

 最新消息  

一、 理事長的話 

各位基層同仁： 

 

大家辛苦了，時值歲末寒冬，請注意保暖！隨著全球 COVID-19 再次大爆發，

即使部分國家已開打 COVID-19 疫苗，疫情仍然嚴峻，未見緩和，台灣也受到了二

次波及，北部某醫院及附近社區因此爆發小規模群聚感染，是否會更大擴散，值得密

切留意。當然也激起基層透析同仁的關注，去年初疫情爆發之初，腎臟醫學會對於透

析院所的感控建議（可再上網截取）仍然適用，請確實嚴格執行。 

 

1. 一般感控措施：包括呼吸道症狀、發燒或接觸者病人的 TOCC 疫調，量體溫門禁

管制，造冊，規則室內消毒，病人及員工帶口罩、洗手及社交距離，搭乘交通工

具與出入公共場所的衛教事項。 

 

2. 進階感控措施：在疫情嚴重而醫院收治能量飽和時，則須建立萬一透析病人為確

診病例的接觸者，需居家檢疫，甚至本身是已確診病例，基層透析單位收治的 SOP，

除一般感控措施外，應迅速成立應變小組，規劃動線分流、人力分配及足夠 PPE

管理的建制並加以演練，並隨時與疫情指揮中心及學會保持聯繫。 

 

    以上再次提醒大家，防疫人人有責，祝大家平安健康順利！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理事長 楊孟儒 

二、 重要提醒 

    提醒桃園及附近縣市基層透析診所同仁，若接到部桃或未表明來處的「血液透析

患者或親屬」「自行來電或親臨診所」詢問轉院透析事宜，「請暫勿收治」，並告知當

事人應詢問當地疫情指揮中心、部桃透析中心或衛生機關該如何配合指揮調度。若是

「相關單位」「主動來電」詢問是否配合疏散病患，請先確認病患檢疫等級，再視診

所本身人力、動線、配備及準備狀況，自行決定是否收治。 

發行人：楊孟儒 理事長 

學術編輯：蔡明宏 醫師 

週報編輯：曾庭俞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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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術專欄-祐腎內科診所蔡明宏醫師提供 

Impact of parathyroidectomy on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patients 

 

<前言> 

    次發性副甲狀腺功能亢進（SHPT）是 ESRD 常見的併發症，是 CVD 的重要危

險因素。在所有併發症中，CVD 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率是普通人群的

10~100 倍。而副甲狀腺切除術（PTX）是 SHPT 的有效治療措施。成功進行 PTX 腎

友的心血管死亡率降低了 37-41％。但是，PTX 對左心室功能的影響仍然不清楚。少

量樣本和案例報告的研究表明，PTX 後，EF％和 FS％(Fractional Shortening％)會

顯著改善。為了評估 PTX 對 ESRD 患者左心室功能的影響，作者進行了回顧性研究。 

 

<方法> 

    對 2010/10/1~2016/10/1 接受 PTX 的 SHPT 腎友，回顧性地收集了 PTX 術前

和術後 1 年的心臟超音波參數，並分析了影響 LVH 並改善 EF％的因素。 

 

<結果> 

    在所有患者中（135 人），PTX 後主要心臟超音波參數顯著改善。PTX 一年後，

左心室質量（LVM）和左心室質量指數（LVMI）顯著下降，分別為 LVM：172.82

（135.90，212.91）g 對 192.76（157.56，237.97）g，p<0.001）；LVMI：107.01 

(86.79，128.42)g/m2 對 123.54(105.49，146.64)g/m2，p<0.001）。 

 

    此外，在 PTX 之前被診斷為 LVH 的患者有 43.75％從 LVH 中康復。在 35 例

PTX 前 EF％≤60％的患者亞組分析中，PTX 1 年後的 EF％和 FS％顯著改善，分別為

EF％：64.90％±7.90％對55.71％±4.78％，p<0.001；FS％:35.48％±6.34％對29.54

％±2.88％，p<0.001，且 82.86％的患者在 PTX 術後 1 年左室收縮功能得到改善。 

 

<討論> 

    SHPT 是 ESRD 的常見併發症，是一種與骨礦物質疾病，貧血，搔癢，高血壓，

血管鈣化，心血管疾病和性功能障礙有關的臨床疾病。腎友的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和死

亡率明顯較高，在歐洲國家和美國，CVD 佔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的 50％。在過去的幾

十年中，有證據表明 ESRD 可能誘發心肌缺氧和左心功能不全。進行性 LVH 和心臟

纖維化可引起舒張功能和收縮功能障礙，但其病理生理機制仍知之甚少。先前的幾項

研究證明，成功的 PTX 與降低全因性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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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H 和左心室舒張功能障礙是尿毒症患者中最常見的心肌細胞損傷(myocyte 

damage)。LVH 是對壓力和容積過載的調節反應(adaptive response)。在透析患者，

LVH 的發生率約為 68-89％，大多數接受標準照護（包括 ACEIs/ARBs，透析頻率和

貧血管理）腎友的 LVMI 顯著升高，而 LVMI 與較高的 CVD 死亡率相關。PTH 被認

為是一種尿毒症毒素，因為它可以加重腎性貧血並損傷心肌細胞。先前的研究表明，

血清 PTH 水平與 LVH 獨立相關，PTH 下降，貧血減輕，營養狀況得到改善，且 PTH

的毒性退卻。最近的實驗和臨床研究強調了 FGF23 受體，維生素 D 缺乏症以及收縮

壓在 CKD 患者的 LVH 誘導和進展中的關鍵作用。一項研究表明，PTX 可以經由更

好地控制血壓，降低後負荷並改善收縮功能來改善血壓。 

 

    在作者的研究中 PTX 前被診斷為 LVH 的腎友，PTX 一年後有 43.75％從 LVH 中

恢復。在包括心血管藥物和血壓的多元邏輯回歸分析並未觀察到 PTX 後 LVH 逆轉

(overturn)的顯著影響因素，因此可以進一步確認 PTX 對 LVH 逆轉的影響。 

 

    剛開始透析的患者，收縮功能障礙的發生率為 15％，有案例報告表明 PTX 後 EF

％升高。N. Goto 進行的小樣本研究表明，10 例在 PTX 治療 6 個月後的 EF％已有

明顯改善。傳統的觀點研究證實 PTH 是 LVH 的促進因素，而 A. J. van Ballegooijen

強調說，高 PTH 濃度與低 EF％顯著相關。降低 PTH 水平可以改善動脈鈣化，減少

後負荷並提高 EF％。 

 

    作者的研究，儘管在所有患者中均未觀察到統計學差異，但 EF％和 FS％總體呈

上升趨勢，分別為 EF％：66.69±7.07％對 65.52±7.80％；FS％：37.01±5.70％對

36.63±5.80％。在 EF％≤60％的亞組分析中，發現 PTX 後的 EF％和 FS％的水平分

別顯著提高(與 PTX 之前相比)且 EF％：64.90％±7.90％對 55.71％±4.78％。PTX 一

年後 82.86％的患者 EF％絕對值增加了 10％或更高，表明 LV 收縮功能明顯改善。

而且在多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中，沒有觀察到心血管藥物，血壓與 EF％改善之間的

顯著關係，因此可以肯定 PTX 對改善左心室收縮功能的影響。與 N Goto 的研究相

比，作者進行了更長，更全面的研究。 

 

    與以前的進行比較，得出結論，PTX 後 ESRD 患者的左心室功能改善可能與一

些原因有關，例如 PTX 後降低了 PTH，甚至逆轉了(overturned)心肌損傷和改善動

脈鈣化。血清鈣磷異常的改善也減輕了血管鈣化；PTX 後營養狀況的改善有利於心

肌恢復；PTX 可以改善血壓，而較好好控制血容量，後負荷也下降了，但在作者的研

究中，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未觀察到 BP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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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TPTX + AT(Total PTX with forearm autotransplantation)是次發性副甲狀腺功

能亢進的有效治療方法，可明顯逆轉(overturn )LVH，並增加左心室收縮功能。 

 

網址： 

https://bmcnephro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82-020-02139-

3#Sec2  

(BMC Nephrology volume 21, number：479, 2020) 
 

四、 110 年度會費繳交 

110 年度會費於 110 年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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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cnephro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82-020-02139-3#Sec2
https://bmcnephro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82-020-02139-3#S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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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0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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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安德聯合診所 洪永祥診所 柏安診所 滙安診所  

新北市 

泓安內科診所 恩康診所    

桃園 

安禾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太原診所 榮平診所 旭康診所 仁德診所 

信安診所 漢寧診所 蔡精龍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雲林 

崙安診所     

嘉義 

安馨民雄診所     

南投 

益民診所     

台南 

欣姿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新鴻遠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裕生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蔣榮福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