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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及區域社經地位對血液透析病人早期轉介

腎臟科之影響

張嘉恬1　吳肖琪1,*　洪燕妮2 
吳義勇3　陳慧珊1

目標：健康不平等是公共衛生研究的重要議題，台灣在全民健保開辦後，大幅降低民眾就

醫的財務障礙，早期轉介腎臟科是否存在個人及區域社經地位之差異，是值得探討的議題。方

法：採回溯性世代研究法，以2009年慢性血液透析成人新個案為對象，資料來源包括全國健保
門住診及相關次級資料；以病人透析前二年內首筆出現腎臟科門診之日計算，若落在透析前90
日以上定義為早期轉介。以逐步邏輯斯迴歸探討個人(被保險人收入、教育程度、工作狀態)及
區域(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15歲以上人口高等教育率)社經地位對早期轉介之影響，並控
制人口學、共病症與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特質。結果：2009年慢性血液透析成人新個案有7,687
位，早期轉介率為70.9%；控制其他因素後，被保險人收入較低者、無工作者早期轉介率顯著
較低(OR=0.81, 95%CI=0.70-0.93; OR=0.84, 95%CI=0.73-0.95)，區域社經地位則與早期轉介率無
顯著相關。結論：我國在全民健保實施後，透析患者之早期轉介仍存在個人社經地位之差異，

產生此現象之原因有待未來研究作進一步探討。(台灣衛誌 2014；33(1)：75-88)

關鍵詞： 早期轉介腎臟科、社經地位、血液透析

前　　言

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是公共衛
生研究的重要議題，許多研究發現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對健康照護品質
造成之影響[1]，社經地位較低者，接受乳
房X光檢查率[2]、流感疫苗接種率[3]、糖
尿病相關視力檢查率[4]與住院照護品質[5]
皆較低。世界衛生組織於2005年成立健康

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SDH)，呼籲社會因
素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6]，因此
近年來備受各國重視，紛而採取行動及政策

致力於改善群體健康與弭平健康差距。

台灣在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後，大幅降

低民眾就醫的財務障礙，健康不平等是否能

因此消弭？Hsu等人[7]使用1997-2005年全
民健保資料庫之抽樣檔，以20歲以上且無糖
尿病紀錄者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

台灣在全民健保制度下，低收入者之糖尿病

發生率(HR=1.5)與住院期間確診糖尿病風險
(OR=2.2)皆顯著高於中收入者；低收入之糖
尿病人者，糖尿病門診就診率(OR=0.4)與接
受糖尿病相關檢驗之機率(OR=0.4-0.6)皆顯
著低於中收入之糖尿病人者。此研究結果表

示，儘管台灣已實施全民健保，貧窮不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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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糖尿病發生率有關連性，糖尿病相關照

護亦存在不平等現象。針對血液透析病人，

黃逸芯[8]使用2001-2008年全民健保資料
庫，以透析治療病人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

顯示高所得家庭之血液透析病人，平均每人

每年住院醫療利用天數仍較高，亦即台灣在

實施全民健保後，因其社經地位不同，血液

透析病人在醫療利用上仍存在醫療使用之差

距。 
有鑑於我國末期腎臟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 ESRD)之盛行率與發生率在過去十
年內均高居世界前三位[9]，且2012年末期
腎臟病醫療支出為443.29億元，在我國重大
傷病醫療支出中僅次於癌症[10]，因此透析
病人之相關醫療照護是否存在不平等現象是

值得探討的議題。

過去文獻發現早期轉介腎臟科(e a r l y 
nephrology referral, ER)可延緩腎臟病之病程
[11]且提高使用長期性血管通路機率[12]，
長期性血管通路類型為影響ESRD病人之透
析效果及預後的重要因素之一[13,14]，長
期性血管通路類型中以採自體動靜脈瘻管

(native	arteriovenous	fistula,	AVF)之預後為佳
[14, 15]且血管暢通時間較久[16]，國內外血
管通路指引皆強烈建議使用AVF作為長期性
血管通路[17,18]，因AVF成熟期較長(建置至
成熟可用約需1-4個月)，因此其關鍵在於病
人是否能及早轉介，在需要開始透析前即有

成熟的通路可用。另有研究指出，早期轉介

腎臟科可降低死亡風險[19]，且減少住院日
數[20]及醫療費用[21]。

國外研究顯示，早期轉介腎臟科存在

健康不平等現象，低收入者有顯著較低的

早期轉介率[22]或傾向(tendency)[23]、無工
作者有顯著較低的早期轉介率[24]或傾向
[25]，且對接受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
照護率呈顯著負向影響[26]、低教育程度者
有顯著較低的早期轉介率[22,25,27]或傾向
[23,24]。在個人層次方面，在收入狀況部
份，Parameswaran等[22]於2011年以印度一
家醫學教育與研究機構中的2,490位ESRD
新個案為研究對象，定義透析前>12個月
轉介至腎臟科為早期轉介，3-12個月為中

期轉介；<3個月為延遲轉介，以卡方趨勢
檢定(chi-square test for trend)發現低收入與
延遲轉介有顯著關連性(p<0.0001)，家庭
月收入低組之延遲轉介率(78.1%)高於中組
(76.2%)及高組(45.9%)。Hommel等人[23]
以1999-2006年4,495位丹麥ESRD新個案為
研究對象，定義透析前>4個月即轉介至腎
臟科為早期轉介，在控制年齡、性別、腎

臟疾病診斷與教育程度後，收入高低之延

遲轉介風險在統計上雖無顯著差異但具有

負向之傾向，中、高收入者之延遲轉介風

險皆較低收入者低(AOR=0.99、0.77)。在
工作狀態部份，Obialo等人[24]以美國某三
級照護醫院(tertiary-care hospital)中460位新
透析個案為研究對象，定義透析前≧3個月
轉介至腎臟科為早期轉介；>1個月至<3個
月為延遲轉介；≦1個月為超延遲轉介，發
現無工作者超延遲轉介的風險顯著高於有

工作者(AOR=6.02, p=0.004)。McClellan等
人[26]以美國ESRD network 5、6、8、11與
13區共29,031位血液透析新個案為研究對
象，定義透析前<6個月轉介至腎臟科為未
接受pre-ESRD照護，結果顯示無工作者接
受pre-ESRD照護的機率顯著低於有工作者
(AOR=0.79, 95%CI=0.74-0.84)。Hasegawa
等人[25]使用DOPPS (Dialysis Outcomes 
and Practice Patterns Study)跨國研究8,500
位新血液透析個案為研究對象，定義透析

前≧1個月轉介至腎臟科為早期轉介，顯
示工作狀況與早期轉介機率雖無統計上顯

著差異，但有工作者之早期轉介機率仍存

在較高(AOR=1.04)之傾向。在個人教育程
度部分，Parameswaran等人[22]以卡方趨勢
檢定發現低教育程度與延遲轉介有顯著關

連性(p<0.0001)，「無就學」之延遲轉介率
(85.7%)高於「有就學」(76.6%)及「大學」
(67.1%)。H a s e g a w a等人[25]跨國研究，
控制其他因素後，顯示有上大學者的早期

轉介機率顯著高於未上大學者(AOR=1.35, 
p<0.0001)。Wauters等人[27]研究亦有相似
之結果，此研究以1999-2001年間，三國(法
國、義大利與瑞士)共8間位於阿爾卑斯山地
區之透析中心的279位新透析個案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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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並以透析前>6個月轉介至腎臟科定義
為早期轉介、1-6個月為中期轉介、<1個月
為延遲轉介，未完成義務教育者之延遲轉

介機率顯著高於有完成義務教育者(AOR=3,	
p=0.02)。Hommel等人[23]將教育程度分為
「短期(小學)」、「中期(中學/技職)」與
「長期(大學以上、護士、圖書館員與老師
等)」三組，在控制年齡、性別、腎臟疾病
診斷與收入狀況後，教育程度之延遲轉介風

險雖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但仍呈現接受

中、長期教育者之延遲轉介風險皆低於僅

接受短期教育者(AOR=0.93、0.88)之傾向。
Obialo等人[24]將教育程度分為「小學」、
「中學」與「大學」三組，發現小學之早期

轉介率(17%)低於中學(17%)及大學(31%)，
顯示低教育程度對早期轉介率呈負向之傾

向，多變項分析(同時考量教育及工作狀況
及其他相關因素)結果，教育程度未達統計
上顯著水準，而工作狀況為顯著影響因素。

在區域層次方面，Lar son等人[28]文
獻回顧研究中發現，雖然不同研究所定義

的區域劃分大小不同，但是都關心區域特

質對健康之影響。針對ESRD個案之研究，
不論區域劃分之大小，皆顯示早期轉介

與否亦受區域社經地位影響[29-31]。Cass
等人[30]以1995-1998年澳洲8個主要城市
(Australian	 capital	 cities)共3,334位ESRD新
個案為研究對象，發現居住於區域社經地

位較低者，其延遲轉介比例顯著較高(r=-
0.36, p=0.01)。Grace等人[31]針對2000-2009
年澳洲非原住民接受腎臟替代療法(r e n a l 
replacement therapy, RRT)共19,540位ESRD新
個案之研究，顯示居住於區域優勢程度越高

地區者，其延遲轉介風險越低(IRR(incident 
rate ratio)=0.98, p=0.001)。此外，英國學者
Caskey等人[29]以1997-2004年英國腎臟病資
源中心(UK Renal Registry)接受腎臟替代療
法新個案為研究對象，發現居住於區域剝奪

程度(Townsend Index deprivation score)較高
地區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低(卡方檢定
p<0.005, 卡方趨勢檢定p<0.01)。國內亦有學
者發現區域社經地位對健康行為與健康結果

會造成影響[32-36]。白姍綺[32]由家庭收支

調查發現，縣市收入不平等與自評健康之間

存在顯著相關；陳佳宜[33]發現，區域社經
地位(縣市失業率、15歲以上未受高等教育
比率、低收入戶比率)對糖尿病患者健康相
關生活品質(SF-36)有直接影響，居住在愈
劣勢縣市之生理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愈差。林

慧淳[34]發展台灣地區剝奪指數(同時考量初
級行業人口比例與15-17歲不在學率)，發現
地區剝奪程度與死亡率具有高度相關；高剝

奪地區的男性成人吸菸率高於低剝奪地區

(OR=1.46, p<0.01)[35]、兒童過重機率亦愈
高(OR=1.31, p<0.05)[36]。

據此，不同個人及區域社經地位間，

慢性血液透析患者早期轉介腎臟科之情形為

何？是否存在健康照護之差距值得探討。

材料與方法

研究設計與對象

採回溯性世代研究法(r e t r o s p e c t i v e 
cohort study)，使用次級資料探討個人及區
域社經地位對透析患者早期轉介腎臟科之影

響。由於國內透析病人中，有89.7%使用血
液透析(hemodialysis, HD)作為腎臟替代療法
[37]，且腹膜透析及血液透析的影響因素可
能不同，因此本研究以2009年全國慢性血液
透析成人新個案為研究對象。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包含加密ID之「全民健保門
住診處方及治療醫令明細檔」、「全民健保

門住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醫事機構基

本資料檔」、「醫療機構現況檔」、「全民

健保重大傷病檔」、「全民健保承保資料

檔」、「戶籍資料檔」以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縣市重要指標查詢系統」。以2008-2010
年「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醫令明細檔─西醫

門診(H_NHI_OPDMO)」及「全民健保處方
及治療醫令明細檔─住院(H_NHI_IPDTO)」
擷取連續三個月以上[38,39]申報血液透析
醫令碼(58001C, 58019C-58025C, 58029C)且
血液透析起始日(病人連續血液透析第一個
月份第一筆透析日期)介於2009年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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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8,433人。排除血液透析起始日前及
透析後三個月內曾接受腎臟移植者(72人)或
腹膜透析者(424人)[12]、小於18歲者(6人)
[40]、無法定義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者(135
人)、無戶籍資料或承保資料者(109人)，
針對7,687人進行分析，再以病人投保地串
連2008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各縣市重要指
標」。

變項定義與說明

依變項為早期轉介腎臟科，使用2007-
2009年「全民健保門住診處方及治療明細
檔」，以病人透析前二年內首筆出現腎臟科

門診之日計算，若落在血液透析起始日前三

個月(90日)以上[20,30,41,42]定義為早期轉
介、≦90日為延遲轉介。

自變項部份分為個人社經地位與區域

社經地位。個人社經地位包含「被保險人收

入狀況」、「工作狀態」與「教育程度」三

項指標。「被保險人收入狀況」指標以被

保險人之投保金額級距作為代理測度(proxy 
measure)之概似指標[7]，並依據2008年底
「全民健保承保資料檔」之投保類別代碼為

51-52者及「全民健保門住診處方及治療明
細檔」之健保卡就醫序號為IC89者定義「低
收入戶」組，再依研究對象之投保金額級

距高低排序，區分為低(≦16,500元/月，即
≦Q1)、中(16,501-26,400元/月，即Q1-Q3)、
高(＞26,400元/月，即＞Q3)，共四組；「工
作狀態」指標，依據2008年底「全民健保承
保資料檔」，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加密之身份

代碼相同定義為有工作，不同則為無工作，

若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加密之身份代碼相同，

但為低收入戶、眷屬及地區人口者則定義為

無工作；「教育程度」指標，以2008年底
「戶籍資料檔」之教育程度註記代碼區分為

國小及以下、國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區

域社經地位包含「區域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

收入」及「區域15歲以上高等教育率」兩項
指標，以研究對象之投保地所在縣市作為區

域劃分之單位，使用行政院主計總處「縣

市重要指標查詢系統」取得各縣市2008年

底「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元)」與「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
上(%)」兩項指標，而未採用「失業率」之
理由為各縣市失業率(離島除外)介於4.0%-
4.4%之間，縣市間比率差異過小。「區域
全年家庭經常性收入」指標依據各縣市「平

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元)」，區分為低
(≦1,150,141元，即≦Q2)、高(>1,150,141
元，即>Q2)兩組；「區域15歲以上人口高
等教育率」指標依據各縣市「15歲以上民
間人口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上(%)」，
區分為低(≦26.0%，即≦Q1)、中(26.1%-
40.4%，即Q1-Q3)、高(>40.4%，即>Q3)三
組。

控制變項部份包含「人口學特質」、

「共病症特質」與「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特

質」。人口學特質包括性別、年齡(18-44、
45-64、65-74、≧75)、婚姻狀態(未婚、有
偶、離婚、喪偶)；共病症特質以首筆腎臟
科門診就診日前半年之門住診主次診斷與手

術碼，定義周邊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惡性腫瘤[43] (ICD-9-CM詳見附錄
一)；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特質包含層級別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基層院
所)、權屬別(公立、私立)、血液透析病床
數(無、低(≦47床，即Q2)、高(>47床))，以
「首筆腎臟科門診就診日前一年內就診次數

最多之院所」定義為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

若至多家院所就診，但每家院所皆僅有一次

就醫紀錄者，則以最後一次就醫院所定義

之。

統計分析

使用SAS	9.2版及Stata12版套裝軟體進
行資料分析，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呈現各

變項樣本分佈情形，以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檢驗血液透析病人之個人及區域社經地
位、人口學特質、共病症特質、醫療院所

特質與早期轉介腎臟科之關聯性。因考量

病人於區域之群聚效應，本研究預計採用多

層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以避免忽視群
聚效應而影響估計結果。在進行多層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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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須先行計算各變項的組間變異數與總變

異數的比值，亦即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當ICC甚小時，
表示組間不明顯，多層次結構的影響可以

忽略，以傳統方法即可處理[44]，而本研
究以零模型計算之 ICC為0.01，當ICC小於
0.059表示區域效果可以被忽略[45]，因此研
究以逐步邏輯斯迴歸模型(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進行分析，社經地位、性別與年
齡為強制進入模式之變項。迴歸模型皆通

過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檢定，以VIF為10作為判別各變項間共
線性嚴重程度之標準。

結　　果

2009年慢性血液透析新個案早期轉介
腎臟科(以下簡稱早期轉介)之整體比例為
70.9%。在卡方檢定結果中，個人社經地
位指標部份，不同被保險人收入狀況間，

病人早期轉介比例有顯著差異(p<0.001)，
高、中、低及低收入戶組之早期轉介比例

分別為74.7%、70.1%、69.3%、59.8%；區
域社經地位部份，不同區域全年家庭經常

性收入間，病人早期轉介比率有顯著差異

(p<0.001)，高、低組早期轉介比例分別為
72.8%、69.0%；不同區域15歲以上人口高
等教育率間，病人早期轉介比率有顯著差

異(p<0.001)，高、中、低組早期轉介比例分
別為74.1%、71.0%、68.6%。人口學特質部
份，不同性別、年齡及婚姻狀態間，病人早

期轉介比例皆有顯著差異(p<0.05)；共病症
特質部份，有周邊血管疾病者及無糖尿病

者，早期轉介比例皆顯著較低(p<0.05)；轉
介前最常就醫院所特質部份，不同層級別與

不同血液透析床數間，病人早期轉介比例皆

有顯著差異(p<0.05) (表一)。
進一步探討個人及區域社經地位對早期

轉介腎臟科之影響(表二)，結果顯示個人社
經地位之影響大於區域社經地位，除了被保

險人收入狀況、工作狀態會影響早期轉介機

率外，性別、年齡、婚姻狀態、共病症與轉

介前最常就醫院所特質，皆會影響早期轉介

機率。個人社經地位部份，若僅校正其他變

項之干擾作用，收入狀態為中組(OR=0.78, 
95%CI=0.68-0.89)、低收入戶組(OR=0.67, 
95%CI=0.45-0.99)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低於
高組，無工作者(OR=0.86, 95%CI=0.76-0.98)
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低(模式一)，進一步控
制區域社經地位後，被保險人收入狀況為

中組(OR=0.81, 95%CI=0.70-0.93)早期轉介
機率仍顯著低於高組，無工作者(OR=0.84, 
95%CI=0.73-0.95)早期轉介機率仍顯著較
低，但不同個人社經地位間早期轉介差距有

縮小(模式三)，而教育程度則與早期轉介機
率無顯著相關。

區域社經地位部份，在雙變項邏輯

斯迴歸中，區域全年家庭經常性收入較低

(OR=0.83, 95%CI=0.75-0.92)者以及區域15歲
以上高等教育率中組(OR=0.86, 95%CI=0.75-
0.98)、低組(OR=0.75, 95%CI=0.66-0.86)
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低，但校正其他變

項之干擾作用後，區域全年家庭經常性收入

及區域15歲以上高等教育率與早期轉介則
皆無顯著相關(模式二)，若進一步校正個人
社經地位後，仍然與早期轉介皆無顯著相關

(模式三)。
相關影響因素部份，在控制個人及區

域社經地位後，男性早期轉介機率較女性

減少15% (OR=0.85, 95%CI=0.76-0.95)、
18-44歲者早期轉介機率較75歲以上者減少
32% (OR=0.68, 95%CI=0.54-0.86)、未婚者
早期轉介機率較有偶者減少26% (OR=0.74, 
95%CI=0.60-0.91)、有周邊血管疾病者早期
轉介機率減少29% (OR=0.71, 95%CI=0.54-
0 .95)、有腦血管疾病者早期轉介機率減
少19%(OR=0.81, 95%CI=0.70-0.94)、有惡
性腫瘤早期轉介機率減少27% (O R=0.73, 
95%CI=0.57-0.93)、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
為公立者早期轉介機率減少23% (OR=0.77, 
95%CI=0.68-0.87)；而有糖尿病者早期轉
介機率則增加13% (OR=1.13, 95%CI=1.02-
1.26)、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為醫學中心者，
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高(模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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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9年慢性血液透析新個案之基本特質分佈

變項
總人數 早期轉介 p值a

人數 分布比例 人數 早期轉介比例
總個案數 7,687 100.0 5,447 70.9
個人社經地位
被保險人收入狀況 ***

高(>26,400元/月) 1,884 24.5 1,408 74.7
中(16,501-26,400元/月) 3,758 48.9 2,633 70.1
低(≦16,500元/月) 1,918 25.0 1,330 69.3
低收入戶 127 1.7 76 59.8

工作狀態
有工作 3,499 45.5 2,502 71.5
無工作 4,188 54.5 2,945 70.3

教育程度
大專及以上 594 7.7 428 72.1
高中 1,230 16.0 873 71.0
國中 1,195 15.6 807 67.6
小學及以下 4,668 60.7 3,339 71.5

區域(縣市)社經地位
區域全年家庭經常性收入 ***

高(>1,150,141元) 3,750 48.8 2,730 72.8
低(≦1,150,141元) 3,937 51.2 2,717 69.0

區域15歲以上高等教育率 ***

高(>40.4%) 1,737 22.6 1,287 74.1
中(26.1-40.4%) 3,569 46.4 2,535 71.0
低(≦26.0%) 2,381 31.0 1,625 68.6

人口學特質

性別 **

女 3,631 47.2 2,630 72.4
男 4,056 52.8 2,817 69.5

年齡 ***

18-44歲 558 7.3 351 62.9
45-64歲 2,838 37.0 1,991 70.2
65-74歲 2,067 26.9 1,533 74.2
75歲以上 2,224 28.9 1,572 70.7

婚姻狀態 ***

未婚 541 7.0 335 61.9
有偶 5,082 66.1 3,665 72.1
離婚 536 7.0 364 67.9
喪偶 1,528 19.9 1,083 70.9

共病症特質

周邊血管疾病 *

無 7,469 97.2 5,307 71.1
有 218 2.8 140 64.2

腦血管疾病

無 6,702 87.2 4,470 71.2
有 985 12.8 677 68.7

糖尿病 **

無 3,317 43.2 2,288 69.0
有 4,370 56.9 3,159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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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總人數 早期轉介 p值a

人數 分布比例 人數 早期轉介比例
惡性腫瘤

無 7,348 95.6 5,217 71.0
有 339 4.4 230 67.9

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特質

層級別 ***

醫學中心 2,100 27.3 1,659 79.0
區域醫院 2,081 27.1 1,554 74.7
地區醫院 1,187 15.4 719 60.6
基層院所 2,319 30.2 1,515 65.3

權屬別

公立 1,726 22.5 1,213 70.3
私立 5,961 77.6 4,234 71.0

血液透析病床數 ***

高(>47床) 2,658 34.6 2,076 78.1
低(<=47床) 2,658 34.6 1,829 68.8
無 2,371 30.8 1,542 65.0

註：a卡方檢定，*p<0.05; **p<0.01; ***p<0.001

表一　2009年慢性血液透析新個案之基本特質分佈(續)

討　　論

在Wa u t e r s[46]等人文獻回顧研究中
表示，醫療照護體系本身可能會利於轉

診，亦有可能阻礙轉診。此外，不同國

家的藥品 (例如：處方藥、紅血球生成素
(erythropoietin, EPO))支付制度亦有可能會
影響轉介比例[46]。台灣2009年慢性血液透
析新個案早期轉介比例為70.9%，以相同定
義比較後發現，台灣早期轉介比例低於澳

洲(73.3%)[30]、挪威(71.9%)[20]；高於美國
(67.0%)[42]，推測可能為國家醫療制度不
同所致，台灣為社會保險國家但無明確轉

診制度；澳洲及挪威皆為國民保健服務(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國家，且有明
確之轉診制度[47,48]；而美國雖有Medicare
與Medicaid，但不包括透析前的照護，主要
仍以私人保險為主，研究顯示沒有保險者延

遲轉介風險顯著較高[26]。
在個人社經地位方面，本研究結果顯

示被保險人收入狀況為中組早期轉介機率

(OR=0.81)顯著低於收入高組，與國外文獻
[22]之發現相似。收入低組與低收入戶之早
期轉介機率(OR=0.88, OR=0.70)有低於收入

高組者之傾向，顯示台灣全民健保雖縮小

了被保險人的社經差距，且政府會協助低

收入戶支付保費與部份負擔，然個人社經

地位與早期轉介腎臟科之關係除經濟因素

外，亦可能有「病人因素」與「基層照護醫

師(primary care physiscian, PCP)對pre-ESRD
敏感度」兩部份。在病人因素部份，包括

非經濟因素如缺乏對慢性腎臟病(c h r o n i c 
kidney disease, CKD)的警覺[24]、拒絕就醫
[22,24,49]、健康識讀(health literacy)不足，
收入狀況較低之慢性腎臟病人其健康識讀能

力較低[50]。過去研究指出貧窮患者較常以
非經濟因素拒絕就醫[24,49]，即使在有醫療
保險的狀況下，仍可能因為就醫距離較遠，

透析病人的照顧者需要工作等原因而導致延

遲轉介[22]。基層照護醫師敏感度部份，透
析病人至腎臟科就醫前，大部分會至基層醫

師就診，但仍有延遲轉介的情形，Boulware
等人[51]研究指出，基層照護醫師可能因為
缺乏CKD病程的知識或對於臨床診療指引
的警覺性較低，故在適當時間轉介病患的比

例顯著較低，因此建議加強PCP的教育訓練
並與腎臟專科醫師建立共識。我國中央健保

署於2011年正式公告「全民健康保險初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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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個人及區域社經地位對早期轉介腎臟科之影響(N=7,687)

變項
雙變項分析 多變量分析a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OR 95% CI p OR 95% CI p OR 95% CI p OR 95% CI p
個人社經地位
收入狀況(base:高)
中 0.79 0.70 0.90 *** 0.78 0.68 0.89 *** 0.81 0.70 0.93 **

低 0.77 0.66 0.88 *** 0.86 0.73 1.00 0.88 0.75 1.03 
低收入戶 0.50 0.35 0.73 *** 0.67 0.45 0.99 * 0.70 0.47 1.04 

工作狀態(base:有工作)
無工作 0.94 0.86 1.04 0.86 0.76 0.98 * 0.84 0.73 0.95 **

教育程度(base:大專及以上)
高中 0.95 0.76 1.18 0.99 0.80 1.24 1.00 0.80 1.25 
國中 0.81 0.65 1.00 0.82 0.65 1.02 0.84 0.67 1.04 
小學及以下 0.97 0.81 1.18 0.90 0.73 1.11 0.93 0.75 1.14 

區域社經地位

區域全年家庭經常性收入

(base:高)
低 0.83 0.75 0.92 *** 0.95 0.82 1.09 0.95 0.82 1.09 

區域15歲以上高等教育率 
(base:高)
中 0.86 0.75 0.98 * 0.90 0.79 1.04 0.93 0.80 1.07 
低 0.75 0.66 0.86 *** 0.85 0.70 1.03 0.86 0.71 1.05 

人口學特質

性別(base:女)
男 0.87 0.78 0.96 ** 0.85 0.76 0.95 ** 0.86 0.78 0.96 ** 0.85 0.76 0.95 **

年齡(base:75歲以上)
18-44歲 0.70 0.58 0.85 *** 0.68 0.54 0.86 ** 0.72 0.58 0.89 ** 0.68 0.54 0.86 **

45-64歲 0.98 0.86 1.10 0.91 0.79 1.04 0.94 0.82 1.07 0.90 0.79 1.04 
65-74歲 1.19 1.04 1.36 * 1.12 0.97 1.29 1.12 0.97 1.29 1.12 0.98 1.30 

婚姻狀態(base:有偶)
未婚 0.63 0.52 0.76 *** 0.74 0.61 0.91 ** 0.71 0.58 0.87 *** 0.74 0.60 0.91 **

離婚 0.82 0.68 0.99 * 0.91 0.74 1.11 0.86 0.71 1.05 0.90 0.73 1.10 
喪偶 0.94 0.83 1.07 0.88 0.76 1.02 0.87 0.75 1.00 * 0.88 0.76 1.01 

共病症特質

周邊血管疾病 0.73 0.55 0.97 * 0.71 0.54 0.95 * 0.70 0.53 0.94 * 0.71 0.54 0.95 *

腦血管疾病 0.89 0.77 1.03 0.81 0.70 0.94 ** 0.80 0.69 0.93 ** 0.81 0.70 0.94 **

糖尿病 1.17 1.06 1.30 ** 1.13 1.02 1.26 * 1.12 1.01 1.24 * 1.13 1.02 1.26 *

惡性腫瘤 0.86 0.68 1.09 0.72 0.57 0.92 ** 0.74 0.58 0.94 ** 0.73 0.57 0.93 **

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特質

層級別(base: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0.78 0.68 0.91 *** 0.77 0.67 0.89 *** 0.79 0.68 0.91 *** 0.79 0.68 0.92 ***

地區醫院 0.41 0.35 0.48 *** 0.38 0.33 0.45 *** 0.39 0.33 0.46 *** 0.39 0.33 0.46 ***

基層院所 0.50 0.44 0.57 *** 0.46 0.40 0.53 *** 0.47 0.41 0.54 *** 0.47 0.41 0.54 ***

權屬別(base:私立)
公立 0.96 0.86 1.08 0.78 0.68 0.88 *** 0.77 0.68 0.87 *** 0.77 0.68 0.87 ***

註： 依變項分為早期轉介與延遲轉介兩組，以早期轉介作為事件組(event)；a以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進行分析，社經地位變項、性別、年齡為強制進入模式之變項；模式一為個人SES+控制變項；模式
二為區域SES+控制變項；模式三為個人與區域SES+控制變項；*p<0.05;**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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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除腎臟、心

臟、新陳代謝專科醫師，其他專科醫師需接

受慢性腎臟病照謢教育訓練(上課時數至少6
小時)並取得證明，讓非腎臟、心臟或新陳
代謝專科醫師可瞭解適切的轉介時間點，將

病人在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階段就轉
介至腎臟科，使其早期接受積極治療，以延

緩腎臟病之病程且提高使用長期性血管通路

機率，以提升透析效果，而此方案之實施成

效則有待未來研究作進一步探討。本研究

顯示無工作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低，與

國外研究[24]有類似發現；至於教育程度則
與早期轉介機率無顯著相關，過去文獻顯

示，低教育程度者有顯著較低的早期轉介率

[25,27]，然Obialo等人[24]以多變項分析同
時考量教育及工作狀況及其他相關因素後，

教育程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而工作狀況為

顯著影響因素，此結果與本研究相似，表示

針對早期轉介腎臟科，在個人社經地位指標

中，經濟層面指標可能是相對較敏感的指

標。

在區域社經地位部份，在未控制其他影

響因素下，本研究結果顯示區域社經地位較

低地區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低。過去文

獻顯示，在未控制其他因素下，居住於區域

優勢程度較低地區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

低[30,31]；Caskey等人[29]發現未控制其他
因素下，居住於區域剝奪程度較高地區者，

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低。但本研究進一步同

時控制個人社經地位與其他控制變項後發

現，區域社經地位則與早期轉介機率無顯著

相關，推測可能與台灣醫療資源普及、就醫

可近性高有關。

在人口學特質部份，本研究結果

顯示，男性早期轉介機率顯著低於女性

(OR=0.85)，劉家慧[52]以2005年台灣末期
腎臟病新發個案為研究對象，有類似發現，

推測原因可能為男性門診就診率(每十萬人
口90,481人)小於女性(每十萬人口95,421人)
[53]，亦可能為男性健康識讀能力較低，
Cavanaugh等人[54]針對480位新血液透析個
案所進行的研究發現，男性之健康識讀能力

顯著較女性低，而健康識讀能力較低者，可

能會延遲轉介至腎臟科。本研究結果顯示

18-44歲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75歲者低
(OR=0.69)，McClellan等人[26]以美國慢性
血液透析患者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亦顯

示≧65歲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高於20-44歲
者(OR=1.14-1.19)，可能是由於青壯年者大
多數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在經濟壓力考量

下，難以離開工作崗位，因而導致延遲轉介

[22]。
在共病症特質部份，本研究顯示有糖

尿病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高(OR=1.14)，
但有周邊血管疾病(OR=0.71)、腦血管疾病
(OR=0.81)與惡性腫瘤(OR=0.73)者，早期轉
介機率顯著較低。過去研究同樣顯示糖尿病

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高[40]，由於糖尿病
是導致慢性腎臟疾病主要因素之一[55]，醫
師對於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病程之警覺性

較高，因而增加對慢性腎臟病的關注[40]，
有惡性腫瘤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較低[23]，
可能是醫師考慮其共病狀況較嚴重，因此不

傾向轉介，亦即治療的虛無主義(therapeutic 
nihilism)[56]，亦可能是癌症病人會盡量採
不透析，但若是尿毒造成明顯不舒服最後才

會透析。

在血液透析前最常就醫院所之特質

部份，本研究結果顯示最常至區域醫院

(OR=0.78)、地區醫院(OR=0.39)或基層院所
(OR=0.48)就醫者，早期轉介機率顯著低於
最常至醫學中心就醫者，與過去研究結果相

似。劉家慧[52]研究結果顯示醫療層級別越
高，早期轉介機率顯著越高，可能是由於醫

院愈大型其次專科專科化發展愈細緻、專科

愈齊全，因此轉介率較高；國外研究顯示，

相較於透析前由專科醫師負責健康照護者，

若透析前由無專科醫師執照的一般內科醫師

(general internist)負責健康照護者，延遲轉
介風險會顯著增加，此現象可能為一般內科

醫師對於照護末期慢性腎臟病病人有自信或

對於腎臟科醫師可讓這群病人得到更好照護

的認同感是較低的[40]。此外，本研究亦發
現，相較於透析前最常至其他層級別醫療院

所就醫者，最常至地區醫院就醫者之低收入

戶比率最高(3.21%)且收入狀況屬於最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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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0元/月)之比率最低(17.09%)，社經相
對弱勢下，可能因此導致其延遲轉介至腎臟

科。

研究限制包含(1)吳等人[38]研究指出，
利用健保申報資料定義國內慢性透析病人條

件中，以連續透析超過3個月定義為最佳，
但某些慢性透析病患在3個月內即死亡，因
此無法納入分析；(2)轉介前最常就醫院所
以「首筆腎臟科門診就診日前一年內就診次

數最多之院所」定義，但約0.5%個案至多
家院所皆僅就診一次，採最後一次就醫院所

定義之，可能造成偏差；(3)血清白蛋白為
周邊動脈疾病之預測因子[57]，且會影響早
期轉診機率[26]，但健保申報資料庫無相關
臨床資料；(4)受限於健保申報資料庫中無
個人收入，因此以投保金額級距作為概似指

標，僅能反映月領薪資等級，無法反映真實

收入，且若為眷屬身份，以其依附被保險人

之投保金額代表，可能高估其收入狀況，但

可部分反映出其家庭經濟支持之情形；另本

研究定義無工作者包括眷屬、地區人口及低

收入戶，但依附在高社經地位保險對象之無

工作眷屬、退休人員或擺攤生意人之地區人

口、有工作之低收入戶，皆可能因分類產生

偏差；(5)健保申報資料庫無病人居住地資
訊，因此以投保地區替代，可能造成偏誤，

但廖等人[58]認為工作地與居住地不會相差
甚遠，且或許更能呈現社經地位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2009年慢性血液透析新
發個案腎臟科早期轉介率為70.9%，台灣在
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後，大幅降低透析患者經

濟障礙，但個人社經地位較低者(被保險人
收入狀況較低者、無工作者)早期轉介腎臟
科機率仍較低，且個人社經地位之影響大於

區域社經地位。建議醫師若發現病人有慢性

腎臟疾病之初期症狀，應早期轉介至腎臟專

科，讓病人能在pre-ESRD階段得到更完整
與專業的照護，以延緩腎臟病病程及提升透

析效果，同時建議衛生主管機關應加強慢性

腎臟疾病的衛教宣導，提升個人社經地位相

對弱勢者(如低收入戶)的健康識讀能力，並
加強基層照護醫師的訓練，以縮小血液透析

患者透析前醫療照護因社經地位不同之健康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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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共病症類別及定義

共病症類別 ICD-9-CM Codes
周邊血管疾病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440.x, 441.x, 442.x, 443.1-443.9, 447.1,785.4
38.13-38.14*, 38.16*, 38.18*, 38.33-38.34*, 38.36*, 38.38*, 38.43-
38.44*, 38.46*, 38.48*, 39.22-
39.26*, 39.29*

腦血管疾病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362.34, 430-436, 437-437.1, 437.9, 438, 781.4,
784.3, 997.0
38.12*, 38.42*

糖尿病(輕至中度)
Diabetes (mild to moderate)

250.0x-250.3x

糖尿病伴隨慢性併發症
(Diabetes with chronic complications)

250.4x-250.9x

惡性腫瘤、白血病、淋巴癌
(Any	malignancy,	including	leukemia
 and lymphoma)

140.x-171.x, 174.x-195.x, 200.xx-208.x, 273.0,
237.3,	V10.46
60.5*, 62.4-62.41*

註：*為處置碼(procedure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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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and 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early nephrology referral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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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bjectives: Tackling health inequalities is a key concern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makers. The 
major	purpose	of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is	 to	 reduce	 the	financial	barriers	 to	
care. It is worth ascertaining if individual and 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exist in 
early nephrology referral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This population-base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xamined	 the	 incidence	 of	 new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2009	 as	 identified	 from	
the Taiwa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 and relevant secondary data. Early referral was 
defined	 as	 patients	 meeting	 with	 a	 nephrologist	 more	 than	 90	 days	 before	 initial	 hemodialysis.	
Stepwise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premium-based monthly salary (NT$), level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us) and neighborhood SES (“average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per 
household”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population aged 15 and over - junior college and 
above”) on early nephrology referral after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o-morbid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before referral. Results: A	total	
of	7,687	consecutive	adult	incident	hemodialysis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and	70.9%	of	them	were	
referred early. Unemployed patients and those with a lower premium-based monthly salary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early	 referral	 rat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OR=0.81,	95%CI=0.70-
0.93;	OR=0.84,	95%CI=0.73-0.95).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neighborhood	
SES and referral pattern. Conclusions: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exist in early 
nephrology referral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despit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The causes of this 
finding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14;33(1):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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