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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1 期 基層透析週報                               發行日期：110/06/17 
 

 最新消息 
一、 院所透析病人接種 COVID-19 疫苗實施方案 

透析病人因其免疫力低、併發症多、老年族群多、出入透析院所頻繁，是為新冠病毒

感染高危險族群，感染後除病患送醫隔離外，將有眾多透析醫療工作接觸者被匡列隔

離，嚴重影響透析室正常人力運作，接受疫苗注射為避免透析室遭受感染最有效的方

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年 6 月 6 日公布，長期照護、75 歲以上長者、及

洗腎病患列入 COVID-19 疫苗接種對象。 
 

衛福部 6 月 7日以衛部醫字第 1101663978號文，函請台灣腎臟醫學會協助調查全

國洗腎病人欲接種 COVID-19 疫苗之意願及人數，要求院所填報附表並於 6 月 8 日

前回復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社區防疫組，以進行後續疫苗分派及施打作業。台灣腎

臟醫學會隨後即發函全國透析院所進行病人人數與施打意願資料收集，6月 10 日得

到全部 710 家院所回覆，共有透析病患 82,443 人。 
 

腎臟醫學會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 年度 COVID-19 疫苗接種計畫-0312

修訂版」與相關附件資料，考量血液透析病人每周三次至院所接受四小時透析之特點

與參照過去施打流感疫苗之經驗，提出「院所透析病人接種 COVID-19 疫苗實施方

案」，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參考。 
 

方案概要： 

依「自己的病人自己打」、「在那裡洗在那裡打」之原則，規劃於各大小醫院、透析單

位與獨立透析診所執行血液及腹膜透析病人疫苗注射。 
 

血液透析病人本來即分為 W135 及 W246 透析兩大組，每一大組再分上午、下午、

及夜晚三班。院所先利用週一丶週二全天(或更早)做三班病患評估，由腎專醫師說明

疫苗相關資訊與施打後應注意事項，護理師給予應有之文件與衛教單張，行政人員準

備及完成所有文件與資料輸入。週三丶周四(或週四、周五)再由醫護人員評估病人是

否可以施打後，病人交回或簽署同意書，藥師與護理師隨後準備及分裝疫苗，在血液

透析結束前一小時左右由護理師施行疫苗肌肉注射，此時肝素量已降載，過去施打流

感疫苗經驗亦未見流血問題，施打後病人仍平躺持續透析，經一小時觀察後收針，沒

問題即可回家，有問題再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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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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組三班病人皆如此運作，院所在兩天內即可完成全部血液透析病人疫苗注射。腹

膜透析亦可作相似安排，擇日於腹膜透析室分批完成注射。其餘疫苗分派、儲存作業

與後勤支援事務可以經由教育訓練完成。 
 

本方案非但可快速完成透析病人疫苗注射，利用透析院所原有人力與病人常規透析

時間，避免傳統設站排隊施打方式增加人與人近距離接觸，亦可免去家屬攜帶病人赴

疫苗注射站的移動與不便，節省大量人力物力時間。 
 

方案內容(各醫院、診所因作業系統不同應就其現況調整) 

「一二評估、三四施打、五六觀察」 
 

一、整體計畫提點 

目標院所：全國醫院透析單位及獨立透析診所共 710家 

注射對象：長期血液透析(HD)及長期腹膜透析(PD)病人 

注射人數：全部透析病人數 82,443 人 

施打疫苗：本批日本政府捐贈之 AZ疫苗 

實施日程：6/14(一)~6/19(六) 
 

二、前置作業日 

⚫ 作業準備：6/14(一)全日或上午半日 

⚫ 作業地點：各透析院所透析中心 

⚫ 先期作業：取得施打名冊、建立疫苗施打之行政程序、準備 AZ 疫苗說明文件與

接種同意書、架設電腦連線設備。 

⚫ 流程建立：看診作業流程、藥物運送或領取、藥物保存地點與方法、藥劑抽取針

具與方法、疫苗注射處相關設備(含急救設備)、海報製作、人員與流程演練。 
 

三、病人疫苗施打作業與評估日 

⚫ 確定名冊中病人身分。猶疑不決或不願接受疫苗接種病人宜再積極勸說 

⚫ 評估地點：各透析院所透析中心 

⚫ 評估日期：6/14(一)~6/15(二)，早、中、晚班適當時間 

⚫ 評估程序：解說為何要打疫苗、正面意義、副作用、自我監測、處置方法，量體

溫、身體理學評估，藥物與疫苗過敏詢問、血栓病史。 

⚫ 報到、健保卡過卡、病人 SOAP、開立醫囑、藥劑藥物開立、說明衛教單張、同

意書、準備黃卡、教導下載與使用疾管家 V-Watch App，單位副作用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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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病人疫苗施打日 

⚫ 確定名冊中病人身分，正式簽署 AZ 疫苗注射同意書。猶疑不決或不願接受疫苗

接種之病人，宜再積極勸說。病人量體溫，評估狀況與前日是否不同。 

⚫ 施打地點：各透析院所透析中心 

⚫ 施打日期：6/16(三)~6/17(四)，早中晚班適當時間(透析結束前 60-90 分鐘) 

⚫ 疫苗準備：確定今日施打病人數，每十人一瓶(可抽 11-12 劑)，施打前 20 分鐘

開始抽 

⚫ 施打位置：各透析院所病人透析床上 

⚫ 施打部位：病人透析廔管對側手臂之上臂三角肌 

⚫ 施打方法：肌肉注射後不插不揉，酒精棉球+貼片、適當時候撕除 

⚫ 後續觀察：持續透析至收針透析結束(肝素降載減量或停止、量血壓脈搏意識如常

規)，病人回家後繼續觀察副作用，由於透析病人大多無尿，無法多喝水，不舒服

可服用準備之普拿疼。 

⚫ 收針後如常規，若病人無不適即可回家，有不適可再觀察，若情形嚴重則/或轉至

急診。 

⚫ 紀錄疫苗注射相關資料(黃卡)並囑咐妥善保存 

⚫ 確定了解如何使用疾管家 V-Watch App 

⚫ 次日可電話關心量體溫、注意不適症狀 
 

五、注射後症狀觀察日 

⚫ 檢查與完成疾管家 V-Watch App 當日紀錄 

⚫ 紀錄單位之副作用評估表 

⚫ 檢查造冊名單與注射紀錄是否正確 

⚫ 上傳方式與NIIS 系統之使用 

⚫ 完成 AZ COVID-19 疫苗接種作業 
 

六、參考文件 

1.葉時孟醫師，透析腎友新冠施苗認知圖、透析腎友新冠施苗施打圖 

2.李佳蓉醫師，透析院所施打 COVID-19疫苗之工作建議 

3.高醫腎臟內科，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病人接種 COVID-19 AZ 疫苗說帖 

4.范佩君、Ming Hung Tsai、葉時孟，FB 與網頁資料 
 

腹膜透析以 PD 門診方式召回施打疫苗，其餘注意事項基本如上。 

「一週齊努力，十萬人受益」，台灣透析防疫保護您！ 

網址：https://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92FF46E4D4252  

https://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92FF46E4D4252


4 
 

二、 【搶先預告】線上研討會 

經過重重努力，終於爭取到洗腎病患施打 COVID-19 疫苗的優先權。為了消弭病患

對於疫苗的安全感或不被其他資訊誤導，以提升病患的施打率。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特別邀請到台灣疫苗推動史的重要推手之一「台中榮總兒童感染

科-陳伯彥主任」來為大家解答施打 COVID-19 的必要性與迷思，協會誠摯邀請您一

同破解病患疑慮。 
 

題目：洗腎病患 COVID19 疫苗施打的必要與迷思 

時間：6/17(四)PM 6:30 – PM 7:30 

主持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 理事長 

演講者：台中榮總兒童感染科 陳伯彥 主任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TqIB5YRM5-

QB08Ee_3gAB5K1SdkqrwOwHYFC69UnMpmmzsA/viewform  
 

1. 報名完成後，將會收到一封確認信，請留意信箱>確認信件將提供會議觀看連結 

2. 使用電腦觀看，不用下載任何軟體；使用手機觀看，需先下載 ZOOM App 

3. 此研討會無提供學分，謝謝！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TqIB5YRM5-QB08Ee_3gAB5K1SdkqrwOwHYFC69UnMpmmzs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TqIB5YRM5-QB08Ee_3gAB5K1SdkqrwOwHYFC69UnMpmmzs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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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10 年度徵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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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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10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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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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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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崇德診所 佳康內科診所 康禾診所 

安仁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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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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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謙診所 元福診所 廣泉診所 

欣禾診所 世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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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暘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安慧診所 龍恩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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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禾診所 加安診所 祐和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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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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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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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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馨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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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悅診所 壬禾診所 長新診所 尚清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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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美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青田診所 得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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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