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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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105/03/24 出刊之第 148 期基層透析週報，經協會瞭解及處理，

被投訴人之診所特提出嚴重聲明如下： 

「被投訴人診所並無第 148期基層透析週報所刊載申訴內容之行為；也查無

申訴人診所病患有在被投訴人診所就醫的事實；更無雇用先前曾任職申訴人

診所之護理人員。此申訴案件指摘內容，與被投訴人診所完全無涉。 

被申訴人診所已向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前輩表達，願意參與所召開協調會，與

申訴人診所當面釐清事實真相。惟申訴人診所卻表明無意願參與協調會。 

基上事實，第 148期基層透析週報刊登之申訴內容，其舉已足使被投訴人之

診所聲譽平白遭受不實抹黑之傷害，請貴會在週報刊載被投訴人診所之回應

意見，以正視聽，免遭混淆。」 

 協會聲明：再次重申，請院所遵守腎臟醫學會公告的倫理紀律規

範，對於申訴案件，協會一律來函照登，不會公佈院所及醫師。但

對查照屬實且勸阻不聽者，則將公告院所及醫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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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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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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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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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底前繳納。 

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 4月底前繳納。 

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 4月底前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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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TORS 

Let Patients Read Their Medical Records 

By DHRUV KHULLAR, M.D.  MARCH 31, 2016 11:00 AM 

 

作者說每當他在等病人從 ER 上到病房前，都會玩一個遊戲，他會仔細讀病

人的抽血檢查報告、過去病史、和過去住院或是會診資料，然後，猜病人這

次的診斷為何？ 

 

當然，這樣書面看診和醫學院所教的，「要仔細當面詢問患者的病史，才能

給予正確診斷和維持治療關係」是有衝突的。 

 

然而，當醫師和患者見面訪談時，就會發現病歷記載有許多錯誤，讀病歷不

一定能得到正確的患者資料。例如，醫師問患者，「是不是下週要開刀？」

結果患者回答，3 個月前就開完了。還有，病歷也會記載患者是否曾有糖尿

病的錯誤訊息，讓患者一頭霧水。 

 

作者舉出，有研究顯示 43%的病歷記載錯誤，或是藥物過敏和藥物交互作用

沒有完整的記錄。也有研究指出，至少 60%的病歷，有至少一處的錯誤。統

計 2013-2014 年，因電子病歷因素，而產生的法律訴訟，逐年增加。 

 

這些電子病歷錯誤的原因之一：醫師們很習慣地以「copy and paste」來複製

病歷，這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重複或是過期的資料， 讓人一直在病歷中

翻頁。此外，有些病歷是以選項方式來選擇或是填入病人的狀況，這樣也過

於單純化。 

 

作者強調，找出病史，一層一層分析病因，並且和患者溝通，這是一個醫師

要給患者好的照顧很重要的事。 

 

要怎樣來改善以上病歷容易出錯的狀況呢？一個解決方式是「讓病人能讀自

己的病歷」。因為當醫師知道患者會來讀自己的病歷時，醫師會再更正確的

書寫病歷和記錄。雖然美國政府 2009 年就開放患者權利，可以看自己的病

歷，但是大多數的病人仍然沒有用到這個權利。若是病人能多接觸自己的病

歷，這樣就能有機會，更正一些過期或是錯誤的病歷資料。聯邦政府更是要

求醫療機構，要在 30 天內給予患者病歷，而且不得詢問要求病歷的原因。 



 

 

... what needs to be mandatory in the age of digitalization is the art of story 

gathering and storytelling. 

 

感想： 

的確如此，很多病情記錄，護理師問到的，和我問到的還是不一樣。所以還

是要注意「story gathering and storytelling」，另外就是要加強病歷的完整性。

在台灣，還有另一個重要議題，「病歷中文化」，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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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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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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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謙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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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宏福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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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安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瑞林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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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全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顏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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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僾彼高榮 

育仁診所 

安泰診所 揚銘診所 仁康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順泰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