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本會宗旨: 

關懷透析病患，提升透析品質，維護透析診所與病患的權益，協助政府制定相

關醫療政策及推行健康保險制度。 

透析週報 週四出刊  第八十九期 104.2.5 

 

 

 

 

 

最新消息： 

☆本協會新聘高級專員吳佳怡小姐，於 2 月 2 日到職，並已到台灣社區醫院協會觀 

  摩學習，目前工作重點如下： 

1.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各項運作活動。 

2.行政庶務整合，資料歸檔，設定協會勞健保投保單位。 

3.表單製作：財務相關表單/公文編碼及主旨編程/工作日誌/週報表/週報相關資料。 

3.會員名冊/帳務款項/募款/協會流程進度。 

4.協助網站平台建立/介面架構適用編排/協辦活動課程。 

5.協會章程。 

6.台灣社區醫院協會/台灣醫療繼續教育協會經驗交流。 

7.主管機關相關資訊更新。 

8.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未來短中長期運作規劃。 

發行人 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 張智鴻 

聯絡人:靳國慧 

電話:0933118495 

傳真:03-5351719 

e-mail:dialysis98@gmail.com 

法律顧問：黃清濱律師 

電話：04-23205577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高級專員 

 知涯知識顧問有限公司 專案管理師 

 皇茂建設有限公司 董事長特助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辦理 104 年慢性腎臟病整體照護研討會，課程表如附 

  件，請基層同仁踴躍參加。 

☆感謝會員熱情捐款，目前已累計 51 家院所贊助，請未捐款院所，務必贊助。 

  捐款名單如下：  

 

院所名稱 負責醫師 金額 院所名稱 負責醫師 金額 

新竹安慎診所 鄭集鴻醫師 10000 懷德診所 林美菊醫師 11000 

竹東安慎診所 盧天成醫師 10000 裕生診所 李飛慶醫師 10000 

新竹安新診所 劉偉銘醫師 10000 安德聯合診所 楊孟儒醫師 10000 

中慎診所 吳宗翰醫師 10000 仁康診所 王瑞仁醫師 10000 

惠慎診所 陳介民醫師 10000 里仁診所 吳啟峰醫師 11000 

迦美診所 陳正穎醫師 10000 昱泰診所 黃文德醫師 11000 

戴良恭診所 戴良恭醫師 10000 建安診所 沈雍哲醫師 10000 

惠腎診所 曾志龍醫師 11000 長清診所 沈震泰醫師 11000 

志豪診所 張志豪醫師 20000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10000 

福民內科診所 阮明昆醫師 11000 光明內科診所 李思遠醫師 10000 



 

迦南內科診所 楊志遠醫師 10000 正安診所 蔡政勳醫師 10000 

蔡精龍診所 蔡精龍醫師 11000 顏大翔診所 顏大翔醫師 10000 

草屯陳診所 陳俊助醫師 10000 桃庚聯合診所 林銘政醫師 10000 

鑫庚內科診所 林楠傑醫師 10000 安庚內科診所(南崁) 邵彥甯醫師 10000 

榮銘內科診所 楊榮銘醫師 10000 安庚內科診所(新莊) 洪世明醫師 10000 

好生診所 林士弼醫師 11000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蔡育哲醫師 10000 

大順診所 尤英覽醫師 10000 高健診所 洪錦傳醫師 10000 

明港診所 李政學醫師 11000 鴻源診所 王堯輝醫師 10000 

岡山內科診所 王彥超醫師 10000 懷仁內科診所 葉豐傑醫師 10000 

建霖內科診所 林俊池醫師 10000 合濟診所 游川吉醫師 10000 

佑強診所 賀志強醫師 10000 康福內科診所 藍榮儒醫師 10000 

太原診所 熊運祥醫師 10000 長新診所 陳啟修醫師 10000 

安新診所 余守信醫師 10000 立安診所 潘咸亨醫師 11000 

東陽診所 邱晴嵐醫師 11000 康健診所 郭芝蕙醫師 10000 

弘典內科診所 黃群超醫師 10000 陳冠文內科診所 陳冠文醫師 10000 

崙安診所 何昌益醫師 10000    

 

學術專欄： 

半百騎士環島行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胡方翔醫師 



 

早在尚未開放重機的 80 年代，老溫就騎著黑牌 BMW_R1200S，在苗栗台

三撇來撇去；民國 91 年，拜加入 WTO 之賜，米酒漲價，台灣機車也有了

150cc 以上；老溫與我分別去考了大型重機駕照，老溫買了他的夢幻逸品

BMW_GS1200，我牽了義大利名駒 DUCATI_ST4S。 

 

 

 去年十月的某天下午，有點秋陽，與老溫騎重機沿西濱閒晃，微微的北

風，吹得風車發電懶懶的轉，來到後龍赤土崎的好望角，遠脁前方的海，灰

藍色帶著白浪裹住鴨蛋黃的夕陽。老溫說，能不能排三天假，我們該去環島

看看。 

 騎重機十多年來，老溫與我，北不過新竹，南不過台中，最遠騎到谷關； 

曾多次談到環島夢想，只是說說，此回在好望角，老溫肯定的說，這次ㄧ定

要成行。當時，我是沒當真，只是想著，哪天，不老騎士，白髮蒼蒼，滿臉

風霜，在七星潭吹海風，倒也挺浪漫的。那天後，我們不曾再提這檔事，直



 

到十ㄧ月某天，老溫問，請假何時？始才驚覺，這回要來玩真的，心中沈睡

多年的夢想，開始輕輕地騷動起來。 

 十二月，安排好元月假期，排定保養日期，準備地圖，整理裝備，興奮

一整個月，我們要去環島了。為了此次旅程中的通訊，我們一起新裝了配備

--頭盔用藍芽對講機。 

 
 

 環島行前，核對裝備多次，還研究了氣象，討論了要不要帶雨衣雨褲？

需不需要帶補胎及打氣機？天氣不好要改走 B 計畫。出發前兩天，在竹南火

車站定裝，順便跑一趟西濱新竹莫內花園，測試對講機通訊；為了避開頂風

行進，降低東北季風的風切聲，在莫內喝咖啡時，敲定為逆時鐘環島。 

 一切妥當，十九號凌晨六點，天色未光，記錄里程數，兩人準時出發。

從竹南崎頂進入西濱快速路，一路南向，約半小時後由通霄接上高架路段，

海邊輻射冷卻，清晨低溫，海風凜冽，手指僵冷，卻熱血沸騰。 

 苑里台中段，高架修路，清水後再上高架，一路順暢，花一個半小時來

到王功吃早餐囉，停車在警局前，米糕配豆腐湯。吃完在王功景觀橋合影，

繼續旅程。 



 

 西濱路況佳，感覺是好無趣，騎到九點多，精神不濟，竟想瞌睡，望見

布袋港，趕緊轉進港區，停泊泡咖啡；我們在港邊的土地廟旁，正準備起爐，

才發現沒帶鍋具，唉，出發前應該清點裝備才是；幸好保溫壺熱水還燒，熱

咖啡配冷牛奶，將就提神振奮一下。 

 收拾杯具時，悲劇發生--車倒，距出發才四小時就出意外，兩台車全倒，

老溫破右燈，老胡右側箱擦傷；此次事件，彷彿幫我們消災解厄，成為此行

惟一重大事故，從此一路行車平安。 

 來到台南北門，已經 12 點，尚未抵達午休點，放棄參觀北門水晶教堂，

離開西濱 61，左轉東西 84，直達玉井接上南橫公路，下到北寮接回台三，

繼續南下旗山停車吃飯，時約下午一點，找了市場邊比較有人氣的越南餐

廳，分別點牛肉麵和牛肉河粉，調味用酸柳丁，滋味頗佳。 

 兩點由旗山續南行台三，於里港右轉台 22，過高屏溪左轉接台 29，過

佛光山，沿溪南下抵林園海邊，左接台十七到大鵬灣景區休憩，本打算喝個

下午茶，偏偏開始飄雨，擔心雨勢增強，匆忙留影便趕路去。來到屏東，車

速放緩，有名的落山風，明顯造成我們在公路飄移。 

 台 17 過佳冬，於水底寮接上台一，在楓港遇南迴公路，我們不打算直接

走南迴，停在路邊買黑珍珠蓮霧吃，順便買了個不鏽鋼小茶壺；繼續循台一

南下，進入車城停車加滿油，因為左轉 199 縣道就沒加油站了；沿 199 約

十分鐘，到達第一天的住宿點--四重溪溫泉--清泉日式旅店，十分道地的和

風旅舍；大剌剌地，兩台重機成了左右門神，晚餐在溫泉街上啖羊肉爐，餐

後當然去泡湯，有寒流又泡溫泉，一夜好眠。 

 六點起來整裝，六點半餐廳開門當第一組食客，七點半離開旅舍起程續



 

航 199，經哭泣湖景點，在東源部落有岔路往旭海、佳洛水，我們維持 199

於壽卡接回南迴，199 路小而彎，卻清幽少車。壽卡是南迴最高點，由此一

路滑行，咻地一下就滑進台東了。 

 九點在大武漁港煮咖啡，前一天買的壺子派上用場，這回可有熱牛奶來

加熱咖啡；向港邊大姐問了路，到了一個地點--大鳥，非拍不可，

BMW_1200GS，車友暱稱大鳥，我們就留個鳥照。 

 沿海邊北上，頗有南島風情，來到網路名勝--多良車站，不免俗地留下

英姿；聽說是台灣最接近太平洋的火車站，角度喬好，時機抓準，進站火車

彷彿航行海上。 

 太麻里隔壁!可別誤會，非粗口國罵，是釋迦產地。因為即時上傳老溫吃

相被朋友看到，最後買了四箱宅配以杜悠悠眾口，老闆一開心，從屋裡拿出

數個有手球大小的私房釋迦招待，一個足足一斤有餘，讓我們大吃一斤，一

人連吃兩斤，挺著肚腩上路。 

 過了知本卑南，到了一個小村落--南王，二十五年前，我當兵於此--東

成山莊，現在是屬法務部矯正署，當年叫警備總部感訓一隊，專關流氓大哥；

門口替代役男讓我停重機照相，那一年，我騎著野狼 125 經過門口，憲兵是

要向醫官敬禮的。 



 

 

 

 大約一點半，在池上停留，人吃便當，車加油，三點到安通溫泉；老溫

說，一身疲累，泡個湯放鬆去掉倦氣，幽靜的玉溫泉中選；此刻，炫耀變樂

極生悲，拍完泡湯照，手機就泡湯，接下來的旅程當機不斷，回來就徹底死

機了，照片損失不少，除非防水手機，奉勸千萬別帶機泡溫泉。 

 我們剛進湯池，後面來一對小情侶，兩人女前男後，有些忸怩生澀，選

了一間湯屋，女生在門前猶疑，男生由後半牽半就，進屋關門鴛鴦雙浴，看

的我和老溫，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想當年，我們也是英雄出少年的。 

 四點從安通溫泉離開台 9，改走 193 縣道，此兩條路平行，雙雙貫穿花

東縱谷，兩旁的油菜花田，不斷向我們身後奔去，本想去伯朗大道看金城武

樹，騎得太順，錯過右轉路口，竟由瑞穗又接回台九；台 9 真是三多路--車

多、紅燈多、照相機多，看來此行程錯估費用—可少不了罰單。一來手機失

靈，二來約了友人五點吃海產，就不再停車拍照，直達花蓮市。 

 原本此次環島定位於溫泉之旅，說好早午晚一天泡三湯；計劃總跟不上

變化，三天行程緊湊，無法悠閒泡湯；第二晚預定好溫泉旅舍，但花蓮老友

熱情難卻，就改到他家的新佳山別墅一聚；老莊與夫人闔家熱情招待，中華



 

路的食舍海鮮餐廳，實在澎湃，值得推薦。 

 第二天在花蓮榮民之家旁，吃眷村燒餅油條配豆漿；八點半出發，朝中

橫公路前進，既然手機先泡湯，接下的行程就少了許多相片，只靠老溫相機

撐場面；太魯閣牌樓，天祥都有停車留念；在白楊泡咖啡時，巧遇昨天在花

東縱谷狂飆超車的另一對機車小情侶，老溫上前攀談，語重心長地說，騎太

快了，騎車是長長久久，慢慢來。似乎是說，別急，感情是一輩子，細水長

流。我差點把咖啡噴出來，真無愧老溫，愛情不老騎士的名號。 

 中橫一路蜿蜒爬升，有時老溫帶頭，有時換我領軍，隧道中，雄厚的引

擎聲，撼動人心；拜科技耳機之便，一路殺彎順暢。 

 前者呼叫--有來車！有來車！ 

 後者回應--收到！收到！ 

 後者呼叫--有超車！有超車！ 

 前者回應--瞭解！瞭解！ 

 私密交談不漏接--十一點方向！正咩一枚！ 

 絕不會錯過美景。重點是，即時行動通訊真有效率，感謝竹北駿雄機車

小施老闆熱情推薦。 

 到了大禹嶺，海拔 2565，往合歡清淨有積雪，汽車須加掛雪鏈，機車只

能放棄前往，轉過合歡隧道改走梨山，越過中央山脈下到梨山，觸目驚心，

梨山仿佛一個非常醜陋，滿臉刀疤縫線，充滿撲鼻體味的老人。時近一點半，

只好停車用餐，本想直闖德基，省時又可谷關泡溫泉，但餐廳老闆娘肯定的

說，管制哨沒通行證是不放行的。於是原計畫作罷，改切台七甲，想繞去武

陵賞初櫻，三點經過武陵產業道路口，但時間已不允許，不完美也是一種美，



 

武陵農場留待下回拜訪。直殺棲蘭，回到蘭陽溪谷，四點接上北橫公路；此

次的三橫--北橫、中橫、南橫--各走一段，拼圖完成了。再度上明池下巴陵，

氣溫變化等同洗三溫暖，在大漢橋邊解手時已四點半，山上天黑快，天色微

暗，我們怕夜間走山路，本想北出大溪繞道台三，雖較遠但較安心；經過羅

浮時，五點五分。 

 123！123！呼叫 A1！聽到請回答！ 

 收到！請說！ 

 天色尚可！ 

 可否拼羅馬公路！ 

 由關西馬武督接台三！ 

 約省半小時！ 

 OK！OK！ 

 於是，馬不停蹄，毫不猶豫地左轉 118 羅馬公路；若非趕路，風景頗值

細看。 此行，一路上我雖有行車紀錄器，卻是裝反，而且忘記帶電腦下載，

錄影被循環洗掉；只有一台車有紀錄器也不足，下回兩台車皆要規劃進去；

最後只留下一段老溫在羅馬遛大鳥的身影，上下顛倒，有種飛龍在天的特別

錯覺。 

 出到關西剛好六點十分，看到超商，覺得終於重返人間；台 3 由竹東右

轉東西快 68，接回西濱南下，七點十分回到竹南家。本日駕駛時數約十個

半小時，三日總里數 1112 公里，在地圖上的紅色軌跡恰似畫出一個小台灣。 



 

 

 

 完成環島壯遊後，我問老溫一個問題，他怎麼回就開放給讀者自由發揮；

總之，故事未完待續。 



 

 我問，下回載老婆再跑一趟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