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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8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10/03/18 

 最新消息 
一、 理事長的話 

    各位基層同仁大家好，上週五（3 月 12 日）很榮幸受邀參加高醫體系血液透析

病人 C 型肝炎清零計劃成果發表會，恭喜高醫體系含診所，響應政府 2025 年 C 型

肝炎根除目標，在腎臟醫學會黃尚志理事長、高醫余副校長及重量級教授帶領之下，

率先達標，積極與效率令人肅然起敬，深受感動。 
 

    台灣透析病人 C 肝抗體盛行率是 9%，大約是 8700 人，推估其中有 2/3～3/4

（5800～6600 人）是 HCV RNA(+)，屬潛在需要治療的病人，根據健保署最新資料

顯示，目前大約有 3/4 的透析 C 肝患者已接受治療且絕大多數治療成功，因此期望

基層同仁積極鼓勵尚未接受治療的病人，加緊追隨黃理事長的腳步，希望大家能比

2025 年提早 2～3 年，達成基層透析診所 C 肝清零的目標。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業務順利！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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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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邁向 2025 無 C 國家！高醫獨步全球推 Erase-C 計畫 

根除 C 肝下一步 持續推動在地篩檢、治療遠離 C 肝 

    肝病是台灣人的國病，每年因慢性肝病、肝硬化或肝癌而死亡的人數約有 1 萬

3000 人，其中 C 型肝炎是危害肝臟的病毒之一。所幸，在 C 肝口服抗病毒藥物可以

有效治療後，政府、NGO 團體與醫療院所等執行大規模篩檢及治療，再加上全民健

保給付的加持下，幫助許多患者遠離 C 肝，台灣也訂下在 2025 年消除 C 肝為目標。 
 

中央研究院陳建仁院士說明，為了達到此目標，政府及各肝炎專家規劃「精準公

衛治療」、「防治在地化」、「防治一條龍」，以作為消除 C 肝的三大核心政策。而高雄

醫學大學肝炎研究中心余明隆講座教授的團隊也推動 Erase-C「C 肝根除計畫」，與

18 間洗腎室攜手合作，達到逾 9 成的 C 肝洗腎患者治療成功，且近 4 成的洗腎室達

到無 C 洗腎室的標準。另外，C 肝高盛行地區多位於醫療資源較缺乏的地區，因此

會持續推動在地篩檢、治療、追蹤的模式，幫助更多患者遠離 C 肝。 
 

Erase-C 計畫成果顯著！逾 9 成 C 肝洗腎患者治療成功 

洗腎患者在過去可能因血液透析而交叉感染 C 肝，雖然現在已經下降很多，但

是還是比一般人得到 C 肝的比例高。C 肝的洗腎患者若不治療，通常比較不容易排

到腎臟移植，即使接受腎臟移植，也可能面臨高排斥率，導致移植預後不良等困境，

必須即刻接受 C 肝的治療，因此 Erase-C「C 肝根除計畫」（microelimination of 

HCV）第一步就決定從洗腎室開始，高雄醫學大學肝炎研究中心余明隆講座教授說

明，相比 WHO 的定義，我們的 C 肝微根除的定義更嚴格，必須符合兩個必要條件，

第一，一家洗腎中心必須有 9 成以上的 C 肝洗腎患者接受治療；第二，洗腎中心的

HCV 盛行率降低 8 成以上。而此計畫以二策略「轉介治療」、「在地治療」實際執行

後，余明隆講座教授表示，在桃源和梓官兩大高盛行地區，由醫院過去做篩檢及治療，

發現到許多 C 肝患者會因就醫不方便性、體能狀況差等因素而未治療，因此透過啟

動在地治療的方式，追蹤結束後，有近 92.3%(12/13)達到以上的條件。 
 

另外，台灣腎臟醫學會黃尚志理事長及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楊孟儒理事長表示，洗

腎患者若罹患 C 肝，易感染給身旁的人，甚至醫護人員都要小心接觸，若不治療，C

肝恐會造成對腎臟的傷害、甚至糖尿病控制不良等全身性問題。為了達到「無 C 洗

腎室」的終極目標，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肝炎防治中心戴嘉言教授表示，

洗腎患者和醫療照護提供者皆無 C 肝病毒陰性必須達半年以上，才真正達成此目標。

在 18間洗腎室的 Erase-C計畫結果裡，C 肝的洗腎患者在接受 12 周的藥物治療後，

共 7 間達到無 C 洗腎室（No-C HD），分別為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興義診所、佑鎮

診所、好生診所、五福診所、明港診所、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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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肝治癒率近百分之百 期望 2025 達到無 C 國家 

台灣肝臟學數文教基金會莊萬龍教授更進一步提到，過去而言，治療 C 肝的費

用昂貴或是副作用大的干擾素治療，導致許多患者非常抗拒，而現在有良好的口服抗

病毒治療，再加上健保有給付，因此若發現自己有 C 肝，建議盡快到肝膽腸胃科做

治療。目前 C 肝口服抗病毒藥物的治療為一天服用一顆，能夠有效將 C 肝的病毒從

肝臟中清除。C 肝治療好，一方面肝臟的威脅消失，一方面降低腎臟、糖尿病等其他

疾病的風險。 
 

陳建仁前院士表示，消除 C 肝會是台灣在公衛防治上的一大成就。還是有許多

民眾並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罹患 C 肝，目前各醫療院所皆有推動國健署成人一生一次

的 B、C 肝免費篩檢，陳院士呼籲，請民眾積極把握免費篩檢的機會，若發現 C 肝也

積極治療，一起達到無 C 國家的目標。 
 

三、 成果發表-110 年度區域研討會(0316 台北場) 

110 年 03 月 16 日（週二）協會於凱達大飯店舉辦 110 年第一場區域研討會，感謝

敏盛綜合醫院內科部-庄強主任精彩的演講，也謝謝 33 位醫師會員熱情的參與。 

  
        庄強主任、楊孟儒理事長                     與會醫師合照 

 全體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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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0 年度區域研討會(0321 台南場)(限額 30 位)<務必與協會報名> 

時間：2021 年 03 月 21 日（星期日），17：30－20：30 

地點：新光三越新天地本館 C 區 1 樓 台南名人坊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 號 1 樓） 

講師：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陳偉華主任 
 

議程： 

Time Topic Speaker 

17:30-18:00 Registration All 

18:00-18:05 Opening 楊孟儒 理事長 

18:05-18:35 慢性腎病患者足部潰瘍的評估與治療 陳偉華 主任 

18:35-18:55 血透病患中心靜脈阻塞的最新治療 陳偉華 主任 

18:55-19:0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19:00-20:30 用餐/Closing 全體與會人員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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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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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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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聯合診所 洪永祥診所 柏安診所 滙安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慶如診所 晟幸診所 宏林診所 怡仁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元泰診所 百齡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華榮診所 弘德診所 

東成診所 元林診所 景安診所 怡德診所  

新北市 

泓安內科診所 恩康診所 仁美診所 幸安診所 仁川診所 

杏原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佳聖診所 新庚診所 

仁滙診所 康全診所 逸安診所 逸守診所 逸原診所 

志豪診所 安新診所 富康診所 陳尚志診所 怡和診所 

江生診所 國城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佳永診所 宏明診所 

禾原內科診所 板橋仁安內科診所 泰山新庚診所 文鼎診所 杏軒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逸全診所 昕隆診所 仁暉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明暘診所 東暉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東辰診所 

輝德診所 德澤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板杏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桃園 

安禾診所 全安診所 桃安診所 欣庚診所 桃德診所 

中庚診所 聖文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宏元診所 惠民診所    

新竹 

安慎診所 祥仁內科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佳崋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竹南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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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林診所 佳弘診所 

育恩診所 宜家診所 中清診所 慶華診所 淨新診所 

大業診所 興豐內科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佑全診所 

東福診所 佳福診所 東豐診所 合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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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診所 榮曜診所 瑞東診所 京冠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合濟診所 旭安診所 

惠聖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員美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安馨彰美內科診所 

雲林 

崙安診所 大安診所 宏德診所 螺安診所 惠腎診所 

腎安診所     

嘉義 

安馨民雄診所 慈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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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民診所 農安診所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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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任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育堂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銓莘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陳冠文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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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診所 高健診所 

興義診所 佑強診所 為好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明港診所 

愛欣診所 五福診所 高美診所 安泰診所 仁康診所 

聖博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聖安診所 鴻源診所 好生診所 

幸安診所 揚銘診所 茂田診所 東陽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湖康診所 佑鎮診所 長清診所 安可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德樹診所 人晟診所 德家內科診所 大武診所 

仁佑診所 沐民診所 宇安診所 德埔診所 藍文君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維德診所 美崙聯安診所 嘉恩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