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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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9日基層透析協會秘書長顏大翔醫師與腎臟醫學會秘書

長林元灝醫師，至立法院與劉建國委員、環保署副處長及健保署委

員，召開，「徵收洗腎水汚費爭議協調會」，針對水污染徵收相關條

例修改請願及討論。(參附件)  

提案討論項目 

一、無開會預先通知，給予基層表達意見的機會及空間。 

二、放流水標準太高不易執行，因為舊有建築沒有空間放汚水處理設備。 

三、希望比照農牧業及舊建築物放寬排放標準。 

四、洗腎診所的營業額無法承擔太高的罰款。 

五、協商有共識的是走行政程序，把２０床的必須設汙水處理設備的限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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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區域座談暨研討會(桃園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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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23 日（星期 二 ）   

時間 :  18 : 30 ~ 21 : 00 

地點 :  桃園尊爵飯店 ( 3 樓 翡翠廳 ) 

地址 :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 300 號                                                                                     

議程如下： 

Time Topic  Speaker 

18:20~18:30 Registration  ALL 

18:30 Opening / 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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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馬偕醫院 

        劉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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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台南學術研討會 6月 23日 (新增場次) 

 (包含用餐及積分) 

親愛的醫師 鈞鑒 
 肺炎鏈球菌本身容易感染的族群有包含慢性共病(CKD. Meta等)另外年齡也

是危險因子之一，洗腎患者在台灣以及其他國家的資料來看也為肺炎鏈球菌

感染的危險群之一，且洗腎的患者也是共病的患者之一，所以此類患者須注

意預防肺炎鏈球菌感染的重要性。 



 

 誠摯地邀請您參與 6月 23日(二)於遠東香格里拉 B2府城廳舉辦台南基層透

析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您的參與來達到提升醫療品質，共創全民健康福祉。 

 

期待您的蒞臨與指教！    敬祝  醫安 

                                                                                                                                   

時間: 6 月 23 日(星期二) ; 6:30pm ~8:30pm 

地點: 遠東香格里拉 B2 府城廳 

地址: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89 號 

 

議程： 

Time Events Speakers Moderators 

18:30~18:40 Opening  

顏大翔內科診所 

顏大翔 院長 

18:40~19:30 

Polysaccharide Conjugate 

Vaccine against 

Pneumococcal Pneumonia 

in Hemodialysis and High 

Risk Patients 

成大醫院 

 腎臟科 

吳安邦 醫師 

成大醫院 

 腎臟科 

曾進忠 醫師 

19:30~19:40 Group Discussion ALL 

19:40~20:00 水汙染防治收費辦法座談 

顏大翔內科診所 

顏大翔 院長 

20:00~20:10 Closing remark 

顏大翔內科診所 

顏大翔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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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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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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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專欄：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胡方翔師 

                                               感謝胡醫師血淚分享 

為什麼 

從此不當旅遊團的隨隊醫師，也不協辦主辦任何病友旅遊， 

源自於十多年前的一場夢魘般的經驗。 

 

     一位腎友是半年前做過心導管，在韓國南怡島一個郊外景點休克，當場 CPR叫救護

車送至醫院急診插管，病人轉送加護病房，沒有醒，成為植物人，我請護理長繼續帶團

行程及腎友透析安排。 

 

    我隨車前往醫院，後來把團先帶回台灣，病人無法脫離呼吸器，留在韓國治療，回

來就是麻煩的開始，家屬來醫院要求負責，還開記者會，又找民代立委關說，又再開協

調會，多次要求醫院把植物人帶回國，否則司法相見，因為此病人平時為另一位主治醫



 

師照顧，我也請主治醫師飛去韓國醫院評估，醫師自費前往，評估後說不可能，還在用

升壓劑維持血壓。 

 

    旅行社撇清責任，家屬咬定醫院得負責，活動當然是旅行社主辦收錢，醫護是協辦，

加上醫院沒收錢也沒出錢，是由腎友基金贊助部分，病人家屬說理溝通不了，硬是要醫

院負責，病人在韓國加護病房住了十多天，費用竟超過韓幣一千萬，家屬下最後通牒，

不帶病人回台，後果自負。 

 

    我找了護理長談，後來兩人一塊飛去韓國醫院並找韓國醫師談判，醫師堅持病人不

適合出院，民航機也有狀況，表示病人若不穩定建議要坐醫療包機，像林志玲那次摔馬，

包機一口價─300萬！我本來向醫學中心借了行動呼吸器，在韓國海關被扣，出境才領。 

在韓國談判時，餐餐吃泡菜，現在看到泡菜就胃抽筋，我用各種擊破法，長榮那邊我自

己開證明說病人穩定，只須躺床，願意包下八個機位請他們拆最後兩排位置，並且供應

氧氣鋼瓶與隔離掛簾，而且開機尾由後方升降輸送病人，醫院方面，那位女主治醫師英

語還可，我說願意簽切結，離開醫院後病人狀況一切自行負責。 

 

    韓國機場那，我要求救護車直達停機坪，海關人員上車查驗通關，台灣方面我請醫

院救護組也比照辦理，在桃園機場停機坪等待，醫院跳過急診，直接入加護病房，RT已

stand by護理長請她備 am bu血壓計，Epinephrine及 Norepinephrine各 20支。 

 

    結果，晚上七點的飛機，醫院要求我們下午一點出院，我只好要求多送一瓶加了

dopamine的點滴，事情不斷，結帳時，又說不能刷卡，誰會帶十萬美金現金在身上?大家

湊一湊想辦法，用了現金卡提款，從一點多開始，我就跟護理長交互蹲跳，輪流壓 ambu

到了仁川機場，還不到三點，中間血壓不穩就調點滴，藥物都還寄存海關，請護理長領

回呼吸器與藥品，稍微鬆一口氣。 

 

    等待海關查驗，五點多登機，機尾翹起升降機啟動，終於─讓病人進入機倉，我趕

忙再與護理長溝通，待會 ambu每半小時換班，先做心理建設，主要是請護理長別慌，將

軍必須故作鎮定，病人在停機坪等待的時候，有時血壓不太穩，收縮壓時而 100多，時

而 80多，有調點滴量，但洗腎病人無尿不能灌水，心跳大多在 110，偶而會掉到 50，應

該是 CAD的問題，我說：『品妤，待會每半小時換手時就量一次血壓，兩支 20cc空針先

各抽 10隻強心針，心跳低打 atropine，血壓低 push epinephrine各 0.5cc…』。但重

點其實不在此，我只是要把醫囑下的很多、很細，讓她沒時間焦慮與煩惱。 

 

    Ambu每分鐘 10～15下，重點來了，如果 recheck也沒有 BP,HR，一切照作不必改變，

但機上空姐有時會來問安，當然，誰希望病人在機上宣告死亡，有時乘客用後方廁所時，

都會偷瞄一下，我們神色自若但心裡警覺，結果飛機餐也沒點，中間打了幾次 push。 

 

    我握住病人的手說：『林 xxx，加油！我們要一起回家，小峰和阿梅在機場等著，大

家都在幫你，我們一齊努力』。我知道有效，病人心跳雖微弱，卻不曾停止，中間換過

鋼瓶，但沒測血氧，其實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總之，帶他回家是我們唯一任務及目的，

飛行過程中幾度遇到亂流，也是無奈的插曲，反正空腹也嘔不出來，只是覺得頭暈目眩，



 

我想護理長也是撑得很辛苦，但我們只能咬牙強忍，畢竟馬拉松式的壓 ambu已經從下午

持續到深夜，中午過後只喝了果汁就沒再進食，體力也將耗盡，病人也很辛苦。 

 

    終於，黑暗大海上出現遠方的燈火，情不自禁地眼眶模糊，我覺得好感謝隊友，也

深知醫護人員的辛勞，那種苦真的不足為外人道，卻是我們心靈深沉共鳴與生命體驗的

經歷，當下給自己誡命與承諾不再苛責任何醫療誤失，誓死捍衛醫療勞動權益。 

 

    降落後順利入住加護病房，也安排加洗腎，已經半夜十二點，我請護理長早點回家

休息，自己單槍匹馬與家屬在會議室會談，我沒有倒，家屬走了，病人接呼吸器洗腎，

我留守到洗腎結束已經天光，沒什麼，這叫責任，從此十年來不曾再辦過腎友旅遊，這

樣的責任一次已足。 

 

    後來病人在加護病房住了近兩個月，有感染、有胃出血，穩定後轉入呼吸病房，奇

怪的是，家屬居然認定我為主治，還要求給他們電話，於是我又照顧這病人近兩年，最

後仍是敗血症走了，慢慢與家屬逐漸熟悉，還跟他兒子買了手機，沒有提告訴，只是韓

國帳單超過台幣百萬，按健保項目申請第一次，只申請到八萬，健保無價，真沒有價值，

韓國收費也價差太大，台灣健保也過於嚴苛，我還幫家屬寫覆議，後來又補了六萬，還

好病人是本地地主，經濟還可以，但病人在我們醫院的住院費用、加護病房所有費用，

還是被健保署硬砍十幾萬，呼吸病房就做人情，我寫簽呈給院長，免除家屬病房費，順

利劇終。 

 

一起哀悼健保。祝它長命百歲，請大家原諒我的憤世嫉俗，那是我的誡命與承諾，旅遊

就是旅遊，不要當隨隊醫師，那是一種責任。 

 

 

感謝會員熱情捐款，目前已累計 186 家院所贊助，請未捐款院所，務必贊助。 

捐款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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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聯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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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新診所 尚禾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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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