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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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針對醫療廢塑膠，廢棄物管理相關建議辦法。 

腎臟醫學會秘書長林醫師，已致電告知承辦窗口，表示此法不可行，理由是

透析院所已根據環保署規定，有合法的清運和回收商，責任應不歸屬醫療院

所。而洗腎室並無多餘人力去做執行此項目，承辦人員許先生也同意不再以

衛福部的建議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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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腎臟醫學會會員大會暨學術演講會訊息。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年會時間及場地同台灣腎臟醫學會。 

11月 28、29日 /上午 10：00-11：0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因今年將進行理監事改選，請有意擔任理監事之會員與協會吳專員聯繫。 

 

 104年行政院環保署修正發布「水汙染防治費收費辦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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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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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 104 年行政院環保署水汙染防治相關公文：「水汙染防治措施

及申報管理辦法」。(如內文說明) 



 

 

 104年度協會計畫建置免費線上積分課程平台(e-learning)，提供

院所同仁積分課程管道，為減少醫療人員奔波往返的辛勞，並與

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合作。(積分為 A類)  

平台系統已建置完成，請各院所醫師及護理人員以身份證字號申

請 e-learning平台帳號。(積分審核單位驗證為個人 ID) 

提醒會員：此帳號申請為 e-learning平台專屬使用，與醫師會員帳號不同。 

使用條件：凡捐款一萬元院所的醫師及護理人員皆可免費申請使用。 

 

 

 

 

 

為避免各院所護理人員申請線上積分課程帳號有誤，提醒您， 

線上積分帳號申請流程 

進入協會網站 (http://www.tmcs-edu.org.tw/tcdan) 

↓點選上排線上積分課程連結 

↓ 點選積分系統會員申請(以身分證字號為帳號申請) 

(後台開通後系統會寄 mail通知) 

http://www.tmcs-edu.org.tw/tcdan


 

申請提醒：積分課程帳號申請路徑為協會網站線上積分課程連結。 

如有疑問請致電協會 035-313-889 吳專員 

 

學術專欄：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醫師 

NEW ICD-10 AND ICD-9 BYE BYE! 

之前在 The New York Times 就有看到美國醫師，也是對 2015/10/1 要改用

ICD-10 的焦慮， 

One Symptom in New Medical Codes: Doctor Anxiety 

By ROBERT PEAR  SEPT. 13, 2015 

 

國內的醫界因為明年就要停用已經用了 30 年，舊的 ICD-9，改用新的 ICD-10, 

反彈的聲音一定會有。因為人性是習慣舊的，要強迫學新的，一定會遇到阻

力。因應健保局推動的鼓勵提早 ICD-10 編碼實作獎勵方案，我也去醫療資

訊公司上課，原來就是編碼的詳細度更高，更精確，不過以往記的日後就不

能用了，要重新記憶，這一定會有陣痛期。 

 

Dr. Marks,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onnecticut Orthopaedic Society, gave an 

example: A doctor will be asked to specify whether a fractured thigh bone is in the 

right or left leg; whether the bone protrudes through the skin; whether healing is 

routine or delayed; and whether the bone fragments rejoin at the wrong angle, 

leaving the patient with a deformed limb. 

 

“The number of codes is exploding,” Dr. Marks said. “On Oct. 1, we will be 

speaking a new language. It’s like switching to German, after speaking English for 

30 years.” 

 

以上最後一句話，最傳神能表達 ICD-9 轉換至 ICD-10 的差異。 



 

抗拒改變是可以預期的，近日剛好看到以下這文章，回應一下大多數醫師對

於 ICD-10 的反彈，也許可以平衡一下我們的想法，然而，他用了"myopic 

perspectives" 來回應大多數醫師的反彈，真是令人刺目和刺耳啊！ 

(OS: 這也是一位醫界大老寫的吧？) 

 

The Opinion Pages | LETTER 

Improving Health Data 

SEPT. 22, 2015 

To the Editor: 

 

“One Symptom in New Codes: Doctor Anxiety” (front page, Sept. 14) focused a 

great deal on myopic perspectives of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e health care 

community implements a new set of medical billing codes (known as ICD-10) by 

Oct. 1. Despite years of preparation time and support from private industr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some are afraid of change. 

 

But with change comes opportunity. The greater detail in ICD-10 codes will tell a 

more accurate and complete patient story and reverse the trend of deteriorating 

health data. The richer data will increase the ability to measure quality,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are; reduce fraud and waste; and ensure that health care dollars are used 

most efficiently. This is a point that everyone can agree on. 

 

--LYNNE THOMAS GORDON-- 

Chief Executive, American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Chicago 

 

感謝會員熱情捐款，目前已累計 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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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禾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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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如診所 兆揚內科診所 榮平診所 榮曜診所 

http://nyti.ms/1V898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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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原內科診所 祥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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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誼診所  全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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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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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崙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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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文君診所 宇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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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元診所 旭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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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全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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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墩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中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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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陽診所 安泰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