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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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104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區域座談暨研討會新北場次，誠摯邀請各院

所醫師撥冗參加。(包含用餐及積分) 

報名方式：致電 035-313889吳專員/協會網站活動報名專區/Mail 

日期 :  2015 年 5 月 26 日（星期 二 ）   

時間 :  18 : 30 ~ 21 : 00 

地點 :  潮品集 ( B1 品旺廳 ) 

地址 :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17 之 1 號 

                                                                                                                              

議程如下： 

Time Topic  Speaker 

18:20~18:30 Registration  ALL 

18:30 Opening / 用餐 鄭集鴻 醫師 

基層透析週報 
第 104 期 104/05/21〈週四出刊〉 

發行人：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張智鴻 醫師 

週報編輯: 吳若瑀 專員 

法律顧問：黃清濱 律師 

手機：0989-003-929 

協會專線 : 03-5313889 

協會傳真 : 03-5351719 

e-mail:dialysis98@gmail.com 

電話：04-23205577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 鄭集鴻醫師) 

 

 

 

 



 

18:30~19:00 透析總額預算爭取概況 林元灝 醫師 

19:00~19:40 
Why CKD patients need 

pneumococcal vaccine  

台大醫院 

古世基 醫師 

19:40~20:10 基層透析協會年度工作計畫    鄭集鴻 醫師 

20:10~20:4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0:40~21:00 Closing  

 

 104年行政院環保署修正發布「水汙染防治費收費辦法」 

 

1.第一階段收費對象：持有水汙染防治許可證之院所(19床以上)。 

2.申報流程：請各院所將水質定檢資料，最大水量、化學需氧量(COD)、懸浮

固體(SS)定檢數據帶入環保署水汙染防治費網路試算表中。 

環保署官網：http://wpcf.epa.gov.tw 

範本：以安慎診所 103年度 7-12月份 為例 

欄位輸入：C7 100(法規標準值/也可輸入許可證申請值) 

          C8 30(法規標準值/也可輸入許可證申請值) 

          D7 67.2 定檢數據(水質檢驗申請表中) 

          D8 27定檢數據(水質檢驗申請表中) 

          H7 80 (排放許可證所申請的每日排放量) 

          J7 124 營運天數(水質檢驗申請表中) 

          I7 7660 (水質檢驗申請表中) 

黃色表格：為帶出數值及費用(無須輸入) 

http://wpcf.epa.gov.tw/


 

 

 

3.申報期間：104/05/01開徵，申報 104年 05-06月份之汙水費，104/07/31

前申報繳納，得展延至 104/10/31前申報繳納。 

環保署訊息公告 

水污染防治費徵收常見問答 

環保署已彙整水污染防治費徵收常見問答及相關法規，於「水污染防治費網路申報暨查詢系統」

中建置「常見問答」專區網頁，請使用者逕行查閱。 

 

水污染防治費試算表(僅供申報系統未上線前試算) 

本試算表僅供試算費額使用，不做為申報水污染防治費之依據。徵收對象可先依試算表試算應繳

費額，待申報系統完成並正式上線後，則應依規定至申報系統中填具申報書，並以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水污染防治費。 

環保署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 104 年 5 月 1 日開徵 

環保署於 104 年 3 月 31 日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如附件一、附件二)，全文 23 條，

本次共修正 18 條，刪除 2 條，新增 2 條，主要係配合立法院決議內容將畜牧業納入第 3 年起徵收，



 

有害健康物質由第 4 年調整為第 1 年起徵收外，並定於 104 年 5 月 1 日開徵水污染防治費。  

環保署表示，為廣徵各界意見，於去(103)年 12 月 8 日、18 日、19 日及 23 日召開 4 場次研商公聽

會，與會各產官學界與環保團體針對收費辦法之內容討論熱烈，本次修正已參考各界意見。 

 

     「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方式說明會」 

       (各場次時間及報名，請上環保署官網：http://wpcf.epa.gov.tw 查詢。) 

 

場次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地址 

1 

5 月 11 日(一) 

下午  

14:00-16:30 

 新竹市政府綜合大禮堂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2 

5 月 12 日(二) 

上午  

09:30-12:00 

 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 

 機械大樓演講廳 
 彰化市師大路二號 

3 

5 月 12 日(二) 

下午  

14:00-16:30 

 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 

 機械大樓演講廳 
 彰化市師大路二號 

4 

5 月 13 日(三) 

下午  

14:00-16:30 

 台北科技大學綜合科館  

  第三演講廳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5 

5 月 15 日(五) 

上午  

09:30-12:00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演講廳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 號 

6 

5 月 15 日(五) 

下午  

14:00-16:30 

 屏東縣政府勞工育樂中心 

  305 視聽室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17 號 

7 

5 月 19 日(二) 

上午  

09:30-12:00 

 桃園縣南區 

 青少年活動中心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一段 168 號 

8 

5 月 19 日(二) 

下午  

14:00-16:30 

 桃園市八德區綜合大樓 

 演藝廳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里福國北街 220 號 

9 

5 月 20 日(三) 

上午  

09:30-12:00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演講廳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10 

5 月 20 日(二) 

下午  

14:00-16:30 

 臺中市大墩 

 文化中心 B1 演講廳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http://wpcf.epa.gov.tw/01-2-01.html
http://wpcf.epa.gov.tw/


 

 

 為了讓社會更了解透析治療的價值，本協會特別舉辦透析徵文活

動，預將感人作品集結成冊印製發行，期能讓健保署官員、健保會

委員及社會大眾更了解基層透析醫療對社會及腎友的貢獻，誠摯的

邀請各院所會員及腎友們參與，並將訊息活動公告於院內。 

 

 為增加參與度，特別增加 500-1500 字篇幅文章，預入選 10篇

佳作，入選佳作協會將頒發 2000元稿費。 

 投稿皆贈送協會精美禮品一份。 

 截止日展延至 104/06/30。 

 

 

11 

5 月 21 日(四) 

下午  

14:00-16:30 

 花蓮縣環境永續教育中心 

  集賢館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 68 號 

12 

5 月 26 日(二) 

下午  

14:00-16:30 

 新店區馬公公園演藝廳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92 號 

13 

5 月 27 日(三) 

上午  

09:30-12:00 

 台南市政府勞工育樂中心 

  第二會議室 
 臺南市南門路 261 號 

14 

5 月 27 日(三) 

下午  

14:00-16:30 

 台南市政府勞工育樂中心 

  第二會議室 
 臺南市南門路 261 號 

15 

5 月 28 日(四) 

上午  

09:30-12:00 

 雲林縣政府勞工育樂中心   

  大會議室(二)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嘉新  路 222 號 



 

 
   

 

104年度基層透析協會舉辦全台基層院所徵文活動，凡與透析醫

療及透析生活相關事物、復歸職場皆可為文章題材。 

 

 徵文對象：腎友/腎友家屬/護理人員/醫師/透析相關人員 

 文章字數：1500-3000字 

 入選佳作獎勵：協會將頒發 5000元稿費 

 協會預錄取十篇佳作文章，特優作品將在報章媒體健康專欄製作專訪 

 

           投稿時間：104 / 04 / 07～104 / 06 / 30 截止   

投稿方式：e-mail/傳真/郵寄至協會 

主旨：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徵文活動 

信箱：dialysis98@gmail.com 

地址：300 新竹市中央路 128 號 

(郵寄請註明：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吳專員收) 

           傳真：03-5351719 

備註：姓名、聯絡方式、服務院所/所在院所。 

 

 

 



 

 基層透析協會網站登入使用 

請各院所會員至協會網站，進行帳號/密碼申請作業流程，登入使用前務必

先至加入會員連結填寫網站入會資料，如已繳過費用的會員，跳出繳費顯示

視窗，無須再次繳費，還未繳費的會員，在確認入帳後，協會將立即為您開

通帳號。 

 

 基層透析協會網站 e-learning平台使用須知 

平台系統建置中，之後請有捐款一萬元的院所醫師及護理人員申

請帳號登入，帳號將使用個人身分證字號(積分送審核定為個人) 

 

協會網站將與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合作，架設線

上積分課程，針對已捐款院所之所有醫療同仁，提供免

費的線上課程服務，為顧及協會已捐款院所之權益，未

捐款之院所如有課程需求酌收個人 200元/堂。 

 

 員林慈元診所日前被壹週刊報導一案，目前彰化衛生局已經結案， 

僅於藥品過期違規部分作懲處，在洗腎室作業部分查並無違規事

項。 

 

學術專欄：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醫師 

Most Doctors Give In to Requests by Parents 

to Alter Vaccine Schedules 

By CATHERINE SAINT LOUISMARCH 2, 2015 

 

http://nyti.ms/1wHHQBm 

 

這篇文章提到了美國多數的小兒科醫師都默許(acquiesce)過家長們要求延後疫

苗注射時間，雖然這樣對小孩的健康防疫能力是不好的。這些默許家屬們的醫

師說這是為了和家屬建立信任以及不要失去病人。現今的醫療慢慢走向視患者

為"partners"，而非過往傳統的"patients"。 

 

“It is sad that we are willing to let children walk out of our offices vulnerable to 

potentially fatal infections,” he said. “There’s a fatigue here, and there’s a kind of 

learned helplessness.” 

 

作者在內容中提到的無助感、疲憊感，我們也是曾深有同感，尤其是在患者應

該透析的狀況下，建議患者透析，卻被拒絕時。 

 

看到這裡讓我最近遇到的一件事情浮上心頭，一位從開始進入透析最只洗二次

的病人，近期來常會有單次體重增加 4 公斤以上，並且抽血報告尿素氮、血鉀、

血磷等都過高，患者說話也都有不好的氣味，這符合透析劑量不足現象，建議

患者應週四來加洗腎，對身體比較好，患者說「我們只是想賺錢」。聽到這樣

的言論，我們只能表明立場說這是專業醫療上的建議，除此，對於患者這種偏

差的想法，我們也是無言以對，也許這也是現今健保下，扭曲的醫療狀況之一。 

 

會給這位患者加洗次數的建議，是有必要的，因為也曾經有幾位堅持每週一次

或是二次的透析患者，在透析日前，因為過多的毒素或是水份，而發生不幸，

司機也曾經要去接患者時，就看著救護車在眼前揚長而去，患者就走了。或是

說一到院透析時，就發生緊急事件。上述這位患者因為家屬幾乎都沒有來了解

病情，我們也不知道家屬了解患者狀況與否？最怕的是出事後，才來了解病情

的家屬了。因此，我們只能把這次溝通的過程，仔細的記錄在病歷上。 

 

然而幸運的是，並不是所有患者或是家屬都如以上這位一般，另一位也是一週

洗二次的患者，也是透析劑量不足需要加次數 了，家屬也來過幾次和大家都認

識。我在患者的聯絡本上寫上建議加洗的建議，家屬很客氣的回覆，文字中明

理的陳述，讓我們在這樣的醫療環境下，就算繼續維持一週二次的透析治療，

也覺得心安。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people/s/catherine_saint_louis/index.html
http://nyti.ms/1wHHQBm


 

 

 

 

本文的作者提到，他能了解這些妥協並且繼續治療要求延後疫苗注射的小兒科

醫師們的心情，並舉了一個例子，他說「你不能因為患者不戒菸，就把他踢出

診間吧？」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dvises doctors to keep skeptics in the fold, lest 

the doctors lose the opportunity to educate, cajole or persuade them. 

 

美國的小兒醫學會也建議醫師，收起心中的批評或是懷疑不配合疫苗醫療的家

屬，這樣才不會失去教育或是勸導他們的機會。看到這段文字，我心中真是會

心的一笑，原來醫師們不皆國界，都是需要忍耐不了解或是不理性的家屬的。 

 

                                      

感謝會員熱情捐款，目前已累計 185家院所贊助，請未捐款院所，務必贊助。 

捐款名單如下： 

 4/8(三) 匯款帳號後四碼 1014 金額 10000元(請已匯款院所與協會確認)  

 

台北市 

 
   



 

文林診所 宏林診所 華榮診所 東成診所 弘德診所 

元林診所 東陽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承新診所 怡德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百齡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崇德診所 洪永祥診所 

杏心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慶如診所 康禾診所  

新北市     

仁暉診所 志豪診所 昕隆診所 仁謙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宏明診所 東暉診所 國城診所 
安庚內科 

診所(新莊) 

德澤診所 慧安診所 安新診所 家祥診所 佳晟診所 

廣泉診所 元福診所 仁美診所 佳佑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怡安診所 仁川診所 輝德診所 江生診所 

康全診所 禾安診所 逸安診所   

桃園 

 
   

聖文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中庚診所 

安慧診所 桃安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中慎診所 桃德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大興維格聯合診所 

 安庚內科 

 診所(南崁) 
榮元診所     

新竹 

 
 

    

康健診所 新竹安慎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新竹安新診所 宜暘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宜蘭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傳康診所     



 

基隆 

 
   

安基診所  高士振診所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嘉恩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螺安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腎安診所     

南投 

 
   

新協合 

聯合診所 
草屯陳診所 埔里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 

內科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順泰診所 迦美診所 人晟診所 佳屏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員美診所 

嘉義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 

內科診所 
宏醫診所 康明診所 正安診所 

台南 

 
   

風典聯合門診 懷仁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顏大翔 

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蘇炳文 

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謝智超 

達恩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康健 

內兒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錫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蘇義華 

內兒科診所 

杏和診所     



 

台中 

 
   

京冠診所 育恩診所 太原診所 瑞東診所 大雅長安診所 

安新診所 中清診所 加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蔡精龍診所 晉安診所 合安診所 怡仁診所 

大順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佑全診所 佳福診所 

慶華診所     

高雄 

 
   

幸安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高欣診所 蔣榮福診所 長新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佳醫診所 
僾彼高榮 

育仁診所 
佳生診所 五福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新鴻遠診所 佑強診所 揚銘診所 

仁康診所 昱泰診所 長清診所 
安馨楠梓 

內科診所 
佑鎮診所 

茂田診所 高悅診所 高健診所 芳民診所 高晟診所 

建安診所 
吳三江 

內科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東陽診所 吉泰內科診所 

好生診所 明港診所 田源診所 聖安診所 湖康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