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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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區有一申訴案件，目前協會協調處理中，請各院所不要有類似

的行為，去破壞腎臟科透析形象，危害全體的利益。 

申訴內容原稿如下： 

1. 拉我的司機，透過司機再拉病人，三個月以內一個病人六千塊，超過三個

月再給六千塊，超過半年再六千塊 。 

2. 帶病人去參觀他們的 HD Room ,慫恿病人,如果介紹病人，一個病人給 3500

元。 

3. 故意調高薪資拉我的護士然後請小姐再拉我們的病人，這樣惡性競爭讓我  

們正規行事者受到威脅,請學會幫忙處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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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公告：基層院所醫師資料若有異動，麻煩請致電或發 mail告

知協會專員，避免會籍資料錯誤，以致各通知信件及訊息無法確實

寄送或告知。(協會專線 03-5313-889 曾專員)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區域座談暨研討會(台北場)。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於 105年 04月 19日(二) 18：20-21：00 台北市中山區

忠孝東路 12號 B1 (辰園 )舉辦基層透析區域研討會(包含用餐以及積分)，

誠摯邀請各院所醫師百忙撥冗參加。 

(基層透析區域研討會不限會員參加次數及區域，請會員踴躍報名) 

報名方式：致電 035-313889曾專員                                                                                                                          

日期 :  2016 年 04 月 19 日（星期 二 ）   

時間 :  18 : 10 - 21 : 30 

地點 :  喜來登大飯店  B1 辰園 

地址 :  台北市中山區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議程： 

Time Topic  Speaker 

18:10-18:20 Registration  All 

18:20-18:30 Opening  鄭集鴻 醫師 

18:30-19:20 
Phosphate binders and calcium 

balance 
楊垂勳 醫師 

19:30-20:10 
基層透析院所努力方向及協會年

度工作計畫 
鄭集鴻 醫師 

20:20-20:50 透析總額預算爭取概況 林元灝 醫師 

21:00-21:2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1:20-21:30 Closing 鄭集鴻 醫師 

 



 

 訊息公告：立委捐款收據已寄出，請各位會員確認，若未收到可致

電協會詢問(收件地址請確認是否是為戶籍地址)。 

劉建國立委收據為立委辦公室直接寄出(協會未經手)，若有疑問，可以致電

聯絡 05-5342586會計蔡小姐。 

 

 各位基層同仁： 

新的一年祝大家平安健康，事事順利。去年一整年的努力，爭取到今年

3.8%的透析預算成長，這個成果差強人意，至少也維持住給付水準，不

會再往下掉，現在新年度開始，我們又要為爭取明年度的預算開始努力。

感謝各位基層夥伴的團結支持，去年大家的捐款讓我們協會的會務得以

順利運作，並且在年初的選舉中與某些立委建立友好關係，相信我們基

層這樣的團結動作，對日後的預算爭取一定有很大的幫助。今年我們將

募款改成年度會費，院所負責醫師每位一萬元，非院所負責醫師每位一

千元，請大家於 3 月底前繳納，讓協會能持續為基層透析院所做最大的

服務。再次祝福。 

 

 105年會費已開始繳納，依照 104年度章程修改，請大家在第一

季前繳納完成，修改內文如下。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 常年會費： 

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萬元整，於第一季繳納。 

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第一季繳納。 

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第一季繳納。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銀行：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帳號：１３４６－７１７－０３３５９８ 

郵政劃撥：收款戶名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收款帳號  5 0 2 6 5 6 1 4 

 

  提醒各院所會員至協會網站，進行協會網站會員申請，登入使用

前務必先至加入醫師會員連結填寫簡易入會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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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cdan.org.tw/(協會網址連結) 

 帳號/密碼申請作業流程 

   帳號請設腎專字號或專科字號(含英文)(開通後系統會寄 mail通知) 

 

登入 基層透析協會網站 

 

點選 醫師入會 連結(已是會員身份無須重新繳納會費) 

 

帳號申請：(輸入個人腎專或專科字號) 

 

密碼設定：(6 至 20 個字元之英文字母、數字、橫線或底線，英文字母區分大小寫 ) 

會員權限專區：線上積分課程、週報專區、會員服務、透析論壇。 

 

 

http://www.tcdan.org.tw/


 

 透析協會網站平台提供會員免費積分課程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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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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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免費積分課程平台(e-learning)，申請路徑為協會網站線

上積分課程連結，協會網站加入會員為醫師入會申請使用。 

 
提醒會員：此帳號申請為 e-learning平台專屬使用，與加入會員帳號不同。 

使用條件：凡繳納會費一萬元院所的醫師及護理人員皆可免費申請使用。 

 

如有疑問請致電協會 035-313-889 曾專員 

 

 

張智鴻醫師 新鴻遠診所 

DOCTORS Patients, and Doctors, 

Aren’t Dying at Home 

病人、醫師多數不是在家中過世的 

By DANIELLE OFRI, M.D.  

JANUARY 28, 2016 8:00 AM January 28, 2016 8:00 am 

 

醫師作者一位 90 歲患者的家屬，有一次把作者拉到一旁，偷偷的問「若是

我媽媽在家裡過世，應該要怎麼辦？」這 90 歲的患者，已經了解自己的身

體狀況，也簽了 DNR(do-not-resuscitate)。 

作者也是因為家屬這樣問，才思考這個問題，患者過世時，需要 call 911 嗎? 

想到救護車人員進到這臨終者家中，寧靜、哀傷的氣氛可能馬上轉為兵荒馬

亂。 



 

 

作者提到他近日看到的一篇期刊，Association of Occupation as a Physician 

With Likelihood of Dying in a Hospital。JAMA. 2016;315(3):301-303 發現，醫師

本身(63%)和一般民眾相比(72%)，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多數都是在醫療機構

裡過世的。 

 

醫師作者很訝異這樣的統計結果，因為醫師們在醫院中看多了許多臨床時不

必要的醫療處置，怎麼還是那麼高的比例選擇在醫療機構中渡過最後的時刻

呢？ 

 

可能的原因是，現在的待在家中的成員人數較以往少，無法提供許多臨終者

的臨終的夜照顧。所以，就算不是在急性醫院中過世，也會轉至護理之家之

類的地方。 

 

回到作者這位 90 歲的患者，若是在家中過世，是需要有人宣 expire 的，所

以作者就告訴家屬，若是最後一刻來臨，任何時間，家屬都可以 call 作者來

宣的，不過，要等她把手上的事忙完。若是有 call 911，一定要把患者的 DNR

拿在手上給 EMT 人員看。若是患者有參加 hospice program，則會有輪班

hospice nurse 來協助。 

 

最後作者的結語，令人心中一陣微笑 ，沒錯，人生最後的一段路怎麼走，

有一大部份是決定在子女的手上的，所以，哈哈哈... 

 

 

 

 



 

 

“You’d better be nice to us,” my kids always say with a sly grin when they want to 

stay up late or get extra dessert. “Remember, we’re the ones who will pick your 

nursing home.” They aren’t kidding. 

 

--- 

Danielle Ofri’s newest book is What Doctors Feel: How Emotions Affect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She is a physician at Bellevue Hospital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edicine at N.Y.U. School of Medicine, as well as editor-in-chief of 

the Bellevue Literary Review. She spoke on Deconstructing Our Perception of 

Perfection at TEDMED.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已繳納負責醫師會費一萬元名單。 

(如劃撥院所，須等郵局作業七天後入帳。) 

 麻煩請帳號後六碼 136xx2的院所(匯款金額 1000元)，致電協會確認匯

款院所及醫師資料。 

 
院所名稱及負責醫師 

1 新竹安慎診所           鄭集鴻 21 文林診所               沈海明 

2 竹東安慎診所           盧天成 22 崙安診所               何昌益 

3 惠慎診所               陳介民 23 育恩診所               陳育偉 

4 安新診所               戴秋霞 24 信安診所               陳明田 

5 中慎診所               吳宗翰 25 為好診所               陳巖 

6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26 東陽診所               邱晴嵐 

7 茂田診所               方振興 27 大安診所               許逸生 

8 惠腎診所               曾志龍 28 陳冠文內科診所         陳冠文 

9 草屯陳診所             陳俊助 29 弘典內科診所           黃群超 

10 新協合聯合診所         周南興 30 華榮診所               王挺熙 

11 康健診所               郭芝惠 31 怡安診所               徐鳳生 

12 謝智超達恩診所         謝智超 32 宇安診所               鍾宇杰 

13 岡山內科診所           王彥超 33 路竹內科診所           郭有智 

14 陳相國聯合診所         陳美妏 34 安德聯合診所           楊孟儒 

15 江生診所               陳旭宏 35 怡德診所               姜元鈞 

16 立安診所               潘咸亨 36 芳民診所               龔志宏 

17 鴻仁健康診所           毛鴻忠 37 益民診所               郭明哲 

18 健新內科診所           丁勇志 38 文賢內科診所           陳鴻銘 

19 長清診所               沈震泰 39 宏醫診所               葉慧宗 

20 榮銘內科診所           楊榮銘 40 高悅診所               陳冠榮 



 

41 高美內科診所           黃春森 57 桃庚聯合診所           林銘政 

42 以琳內科診所           田春生 58 鑫庚內科診所           林楠傑    

43 劉內兒科診所           林吉福 59 新莊安庚聯合診所       洪世明    

44 懷德診所               林美菊 60 南崁安庚聯合診所       邵彥甯       

45 中清診所               林鼎家 61 人晟診所               莊東璋 

46 吳三江內科診所         吳三江 62 佑鎮診所               葉時孟 

47 福民內科診所           阮明昆 63 幸安診所               吳立昀 

48 建霖內科診所           林俊池 64 金生診所               盧錫民 

49 裕生診所               李飛慶 65 戴良恭診所             戴良恭 

50 明港診所               李政學 66 蔡精龍診所             蔡精龍 

51 蔣榮福診所             蔣榮福 67 長安診所               呂國樑 

52 傳康診所               賴傳才 68 高欣診所               林定筠 

53 好生診所               林士弼 69 鴻源診所               王堯輝 

54 昱泰診所               黃文德 70 康福內科診所           藍榮儒 

55 瑞東診所               杜柏村 71 宏德診所               洪國騰 

56 聖文診所               施美綿   72 里仁診所               吳啟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