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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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基層同仁： 

這周日 11/29 上午 10 點，是基層透析協會年度會員大會，我們將

選舉新任理監事及修改部分章程，必須有超過半數會員出席，請大

家一定要參加。與會者在領完選票後可參加 iphone 6S plus及 ipad 

Air2 摸彩。如果真的無法出席，請將委託單託人帶至現場或照相

mail到協會，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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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書 

 

 

本人           因事未能出席參加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4

年度會員大會理監事改選，今委託 會員              代

為出席並行使大會中一切權益，特此委託。 

 

此  致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協會 

 

---------------------------------------------------

--- 

 

 

                   委託人：               印 

                   受託人：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1 月 29 日年會下午的學術演討會，議題有洗腎診所的汙水處理、

林元灝醫師報告透析總額爭取概況，及與大家經營相關的紀律倫理

議題，我們將提出近兩年來的申訴案件作為討論，建立透析經營的

紀律倫理共識。另外邀請成大周一鳴醫師，為大家說明腎友常見的

腕隧道症候群外科處理，精彩可期，請大家踴躍參加。 

地點及議程如下： 

時間：11月 29日(日)  

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與腎臟醫學會同地點)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305室) 

議程：會員大會(10：00-11：00) / 學術演講 (13：30-16：30) 

1.會員大會 (305室)               主持人：吳若瑀 專員 

10:00~10:15 致詞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   鄭集鴻醫師 

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長     陳鴻鈞醫師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秘書長   顏大翔醫師 

10:15~10:30 會務報告 章程修正討論、協會組織分工 

10:30~11:00 理監事選舉 全體與會人員 

10:00~12:00 開票 工作人員 

2.學術演講 (305室)               主持人：楊孟儒醫師 

13:30~14:00 
洗腎汙水處理 

經驗分享 

主講人：力聖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郭貴順 總經理   

14:00-14:30 總額預算概況 主講人：林元灝 醫師 

                                  主持人：林元灝 醫師 



 

參加：□     不參加：□     

有無意願擔任協會理、監事   有：□    無：□ 

簽 名：               院所：                   

請回傳：03-5351719   請於 11月 15日前回傳 吳小姐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醫師 

SundayReview | CONTRIBUTING OP-ED WRITER 

Are Good Doctors Bad for Your Health? 

NOV. 21, 2015   

http://nyti.ms/1kO5UDB 

 

很有趣的文章，作者說到他常接到朋友的緊急電話，詢問「要找最好的心臟科

醫師，來治療親人的心臟病」這種事我們當醫生的，一定常接到。 

然而，找到最好的心臟科醫師，結果是最好的嗎？ 

今年初，JAMA 文章， 

LESS IS MORE 

Mortality and Treatment Patterns Among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Acute 

Cardiovascular Conditions During Dates of National Cardiology Meetings 

JAMA Intern Med. 2015;175(2):237-244 

 

這文章收集了，美國醫學中心，教學醫院，近 10 萬的病例，10 年的時間，發

現 30 天內的心衰竭，AMI 住院死亡率，在心臟科醫師們年會時，這死亡率可

14:30-15:30 
透析醫療經營倫理 

案例探討 
主講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鄭集鴻 理事長 

                                  主持人：張智鴻 醫師 

15:30-16:30 
腕隧道症候群 

外科治療 
主講人：成大醫院骨科部 周一鳴 主任 

http://www.nytimes.com/pages/opinion/index.html#sundayreview
http://nyti.ms/1kO5UDB


 

以下降達 1/3。心臟科醫師不在醫院時，心臟病人活得更好？這種反直覺的研究

結果，真是令人驚訝。 

 

As the article concludes, high-risk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 cardiac arrest, 

hospitalized in teaching hospitals, had lower 30-day mortality when cardiologists 

were away from the hospital attending national cardiology meetings.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trivial — mortality decreased by about a third for some patients 

when those top doctors were away. 

 

另外，這報告額外的告訴我們，在"teaching hospitals"教學醫院的醫療結果，還

是比"community hospitals"社區醫院好，所以作者說，可以的話，還是選教學醫

院吧。 

 

為什麼資深的心臟科醫師不在醫院時，病人的死亡率會較低，研究提出可能的

解答：資深醫師專長是研究，臨床處置還是年輕醫師較強。另外，就是資深醫

師可能會試較多新的醫療處置，因此增加了病人風險。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while senior cardiologists are great researchers, the 

junior physicians — recently out of training — may actually be more adept clinically. 

Another potential explanation suggested by the data is that senior cardiologists try 

more interventions. When the cardiologists were around, patients in cardiac arrest, 

for example,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get interventions, like stents, to open 

up their coronary blood vessels. 

 

作者也提到以色列的研究，發現醫師們多開了 5-7 種不必要的藥物給患者，把

這些藥停掉後，病人也沒有不良後果。 

 

We — both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 usually think more treatment means better 

treatment. We often forget that every test and treatment can go wrong, produce side 

effects or lead to additional interventions that themselves can go wrong. 

 

沒錯，病人和患者仍然覺得，「多還是好」，不是「Less is More」，藥物不夠

大包、不夠多顆，藥效就不夠好，不排個檢查就是醫療沒有到位。雖然醫師們

都知道， “First, do no harm” 。 

 

最後，作者教大家，當醫師們建議一個新的檢查或是治療時，要問 4 個問題？

1) 這檢查能改變什麼？2) 這改變，可以延長生命？減少心臟病風險嗎？ 3) 副

作用有多大 ？4) 這裡是教學醫院嗎？這 4 個問題，比開口要找最有名的醫師

還重要。 

 

So when your mother is being rushed to the hospital, it might be best not to seek the 

most famous senior doctor, but to ask those four questions. 

 



 

Ezekiel J. Emanuel is an oncologist and a vice provost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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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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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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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