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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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協會為促進基層院所間之交流，設有「TCDA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Line群組，誠摯懇請各院所醫師務必參與。(請先加協會專員 Line 

ID：kellybabe44，曾專員會立即將您加入群組) 

 

 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最新公告-「全民健康保險慢性腎衰竭

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詳細資料請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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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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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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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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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區域座談暨研討會(台北場)                                                                              

日期：2016年 04月 19日（星期二）   

時間：18 : 10 - 21 : 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忠孝東路一段 12號 (喜來登大飯店 B1辰園) 
 

本研討會包含用餐及積分(醫師公會、腎臟醫學會、內科醫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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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ysis98@gmail.com 或致電 035-313889曾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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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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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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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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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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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請各院所會員至協會網站，填寫簡易入會資料進行會員申請，

跳出繳費顯示視窗時，如已繳過會費的會員無須再次繳費，尚未

繳費的會員，協會在確認入帳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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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析協會與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合作，於網站平台提供

會員免費積分課程(e-lear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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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的免費積分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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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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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智鴻醫師 新鴻遠診所 

病人最危險的時刻？也許是他離開醫師的時候 

DOCTORS 

Most Dangerous Time at the Hospital? It May Be When You Leave 

By DHRUV KHULLAR, M.D.  MARCH 17, 2016 11:01 

 

作者是一位哈佛醫學院和麻州醫院的總住院醫師，一日處理一位消化道出血

的病人，除了立即排做內視鏡止血外，也把患者的"Lasix"利尿劑停掉，擔心

血壓太低。 

 

患者改善後想要馬上出院，醫院醫師希望他能再留院觀察幾天。最後還是讓

病人出院了，並且提醒他出院後幾天必須要去看他原先的 primary care 

doctor，並調整一下藥物。 

 

然而病人出院後並沒有立即去看他原先的醫師，拖了一個多禮拜，那時水份

太多已經造成肺積水了，急診室通知這位 CR，「你的病人又再次入院了」。 

 

病人的再次入院常常是對醫師一種"a mark of shame"，讓醫師覺得是不是還

有什麼沒有做好所以病人那麼快的再入院？ 

 

是不是能讓病人出院常常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因為可能還有報告結果還沒

出來？藥物還在調整之中？病人身體還在恢復之中，可是病人已經想要出院

了。根據統計，有 20-30%不等的，在 30 至 90 天的再入院率，嚴重的狀況

可能造成病人死亡，當然還有龐大的醫療費用支出。 

 

造成再入院率高的其中之一原因是，醫院醫師和原先病人的醫師(primary 

care physician)溝通不足，甚至 discharge summaries 在患者回到原先醫師門診

時，還沒拿到手，所以有些住院計畫或是檢查報告甚至在出院後，還沒有出

來，那時候醫院醫師沒注意到，原來的門診照顧醫師當然也不會注意到。 



 

 

目前逐漸有推動一些作為，可以來改善以上這些由醫院出院回到原先社區醫

療缺失，例如：Post-discharge phone calls, nurse-led discharge planning, visiting 

nurses, and dedicated “transition coaches” 都可以來降低再入院率。藥物方面

由藥師們再注意藥物的交互作用，在一些高危險群甚至出院後一週就要回

診，或是利用一些遠距醫療(telemedicine)或是協同一些社區醫療人員來合作。 

 

More seamless transitions from hospital to clinic require recognizing that our 

responsibilities to patients continue, and sometimes increase, when they leave us. 

 

後記： 

洗腎患者若到醫院住院回來，我們也是很想要一份出院病歷摘要，若是家屬

記得我們交待，或是對方醫院醫師佛心來著主動送回一份，我們都會感謝得

銘感五內，然而多數是空手而回，或是再三交待，才會取得一份。若是能推

動出院患者，固定帶一份出院病歷摘要，不管是家屬參考或是原來院所參

考，對於患者的照顧都是加分作用。 

 

--- 

Dhruv Khullar, M.D., M.P.P. is a resident physician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 Follow him on Twitter: @DhruvKhu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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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累計 108家院所繳納一萬元會費，請尚未繳納之院所，務必繳納，

讓協會能夠維持會務運作，繼續為透析院所服務。 

 

 煩請匯款帳號後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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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 

安基診所 泰安內科診所   
  

台北市 

文林診所 宏林診所 華榮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怡德診所 

元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景安診所 安仁診所 
 

新北市 

怡安診所 志豪診所 幸安診所 德輝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宏明診所 東暉診所 江生診所 
新莊 

安庚內科診所 

德澤診所 祥佑診所 安旭診所 廣泉診所 
 

桃園 

聖文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南崁 

安庚內科診所 
宏元診所 中庚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中慎診所 桃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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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新診所 宜暘診所 宏仁診所   

台中 

京冠診所 育恩診所 大順診所 瑞東診所 長安診所 

怡仁診所 中清診所 慶華診所 蔡精龍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南投 

新協合 

聯合診所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台南 

以琳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謝智超 

達恩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

所 

陳冠文 

內科診所 
   

高雄 

幸安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高欣診所 蔣榮福診所 好生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為好診所 愛欣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新鴻遠診所 
吳三江 

內科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東陽診所 昱泰診所 長清診所 明港診所 佑鎮診所 

茂田診所 高悅診所 高晟診所 芳民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