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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2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10/04/15 

 最新消息 
一、 理事長的話 

各位基層同仁大家辛苦了，除了 COVID-19 的防疫，現在大家又要面對迫在眉睫的

缺水問題，壓力之大可見一斑，然有備而無患，在此給即將面臨分區供水的基層透析

單位以下建議： 

1. 停水確認：確認單位是否位在分區限水區域，確認每週停水日期、起始及終止時

間，並隨時留意地方政府是否有更動停水時間的訊息，隨時調整因應。「請注意位

於自來水管路末稍的用戶，恢復供水會有時間差，可能延遲長達數小時之久，若

無足夠儲水則恢復供水當日早班透析時段將被迫延後」。 

2. 儲水：請先確認目前單位儲水最大容量及估計每日用水量，大樓水塔的蓄水容量

也要一併掌握，一個透析單位每 5 噸的原水儲存，可大約提供 20 床病患洗一個

班或 1 噸 4 床一個班，依此類推。請注意評估儲水能量時，受限於水塔浮球位置，

儲水裝置注水通常無法達滿水位（即八分滿左右），應列入考慮。若空間許可，建

議緊急增加儲水設備，並加裝原水低水警示裝置。原水若間接經由大樓水塔供應

的單位，若消防隊或水車的裝置無法將原水送達自備水塔，則需有緊急加裝水輸

送管及購置馬達，以利儲水的準備（註：將水灌注到大樓公用水塔再供應自家水

塔是最不得已的方式，花大錢且效率差）。若停水當天打算正常透析，則前一天晚

班宜安排較少病患透析或提早結束以利儲水（通常零點開始停水）。 

3. 節約用水：透析液流速調為每分鐘 500ml，必要時可調降為 300ml/min，縮短

每班時間 3~3.5 小時，雙 RO 造水暫改單 RO，原每日造水設備之逆洗改 2～3 天

1 次，可找設備保養廠商做調整，唯需注意水質監測，透析一半面臨低水位時，可

緊急 Bypass RO 供水，但 ultrafilter 很快報銷，北部翡翠水庫供水「以外的地區」

不建議使用。 

4. 彈性調整班別及透析日：若儲水能量有限，不足以因應斷水日，原規則透析的

病患的用水需求，則儘量安排病患於供水日（含週日）做透析。若連續兩天停水，

避免於第二個停水日做透析治療，除非前一日可以備好足夠的用水。 

5. 找水：備妥地區消防隊的熱線（醫療單位優先供水）、自來水公司及載水公司（要

確認水車是專載乾淨水的車輛，可能要事先簽訂載運合約）的電話。 

6. 請求支援：與附近大醫院透析中心或鄰近地區非同日停水的透析診所保持聯繫，

協調必要時互相支援病患透析做備案。 

以上建議提供參考，最後，祝大家平安順利，也祈望台灣旱象早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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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發表-110 年度區域研討會(0413 台中場) 

110 年 04 月 13 日（週二）協會於台中林酒店舉辦 110 年第三場區域研討會，感謝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腎臟科-張浤榮主任精彩的演講，也謝謝 51 位醫師會員熱情

參與，讓會議圓滿順利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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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年度區域研討會(0427 台南場)<請與協會報名> 

時間：2021 年 04 月 27 日（週二），18：00－21：00 

地點：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赤崁延平廳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89 號） 

講師：柏安診所 王介立院長 
 

議程： 

Time Topic Speaker 

18:00-18:30 Registration All 

18:30-18:40 Opening/用餐 林元灝 秘書長 

18:40-19:40 The Next Horizon in Dialysis - HDx Therapy 王介立 院長 

19:40-20:40 慢性腎病預防之超前部署 林元灝 秘書長 

20:40-20:5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0:50-21:00 Closing 林元灝 秘書長 

  

四、 110 年度區域研討會(0511 台北場)<請與協會報名> 

時間：2021 年 05 月 11 日（週二），18：00－21：0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B1 辰園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講師：1.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 黃文宏副教授 

2. 馬偕紀念醫院腎臟科 林承叡副教授  
 

議程： 

Time Topic Speaker 

18:00-18:30 Registration All 

18:30-18:40 Opening/用餐 楊孟儒 理事長 

18:40-19:20 透析患者環境汙染、重金屬曝露影響之探討 黃文宏 副教授 

19:20-20:00 Uremic toxin in CKD & dialysis patients 林承叡 副教授 

20:00-20:40 慢性腎病預防之超前部署 林元灝 秘書長 

20:40-20:5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0:50-21:00 Closing 楊孟儒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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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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10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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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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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心診所 

文林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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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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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安診所 佳佑診所 佳愛診所 佳晟診所 禾安診所 

怡安診所 仁佳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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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元診所 家誼診所 杏福診所 

新竹 

安慎診所 祥仁內科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佳崋診所 康健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竹南診所 長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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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新診所 榮曜診所 瑞東診所 京冠診所 佳楊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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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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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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安診所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佳新診所 尚禾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佳宜內科診所 

錫和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康健內兒科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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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聖診所 

田源診所 佳生診所 芳民診所 佳澤診所 佳醫診所 

佳恩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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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和內科診所 佳屏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維德診所 美崙聯安診所 嘉恩診所  

台東 

東興內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