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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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於 4月 30日召開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記錄如下： 

一、時間：105年04月30日(星期六) 18:00至21:00 

二、出席人員： 

理事：鄭集鴻、林元灝、楊孟儒、李素慧、顏大翔、郭芝蕙、呂國樑、 

      戴良恭、李少瑛 

三、主席：鄭集鴻 

記錄：曾庭俞 

四、主席致詞：鄭集鴻 

感謝各位理監事撥空參與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也謝謝各位的辛勞 

和資源提供，接下來討論幾項重要議題，希望能幫助協會、基層院所在 

推動各項運作規劃能更加順利。 

五、討論事項： 

  1.案由：推舉腎臟醫學會理監事代表 

    說明：腎臟醫學會理監事會今年要改選，基層院所的因應策略。 

    決議：為使基層的聲音能有效傳達，理監事們決定推舉五位基層院所的 

        醫師進入腎臟醫學會的理監事會。在理事長部分，則支持能照顧 

   基層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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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由：LINE群組的壯大 

   說明：協會設有「TCDA台灣基層透析協會」Line群組，目標是集結全 

         台基層院所之醫師共同參與、一起互動交流。 

 決議：目前全台基層院所有356家，群組人數僅約138位，集結狀況差強 

       人意，希望已加入群組之醫師，能再邀請同儕加入，讓基層醫師 

       能更團結。但是加入條件務必要是基層院所之醫師，請各位醫師 

       留意。 

3. 案由：會費的收取 

   說明：依照章程的修改，105年度診所負責醫師繳納一萬元整，非診所 

         負責醫師繳納一千元整，會友亦是一千元整。 

   決議：協會是在努力幫每家院所爭取權益，是好處均享，會費收取是協 

       會運作的必要條件，希望每家院所都能繳納，如果有人不繳，就 

       會失去公平正義，到時基層協會就會崩盤。截至4月28日為止， 

       已有173家院所繳納一萬元整的會費，尚有183家院所尚未繳納。 

       目前還是以宣導的方式，希望各院所能給予協會經費上的支持與 

       幫助，若還是成效不彰，就予請協會專員親自至院所拜訪、收取 

       會費。 

4. 案由：基層院所之紀律規範 

   說明：協會於三月底有接獲一起申訴案件，說明處理經過。 

 決議：協會對於申訴案件，一律來函照登，不會公布院所及醫師，但對 

       查照屬實且勸阻不聽者，則將公告院所及醫師姓名。請各院所遵 

       守腎臟醫學會公告的倫理紀律規範。 

5. 案由：醫學中心擴床 

   說明：近日各醫學中心頻繁增設床位，此舉已破壞分級醫療的醫療倫理 

       且嚴重危害基層院所之生存。 

   決議：推派腎臟醫學會秘書長林元灝醫師與醫事司商議，期望規範醫學 

       中心之合理洗腎床數。 

 對於會員們關心之水汙染議題，環保署已有發文回覆給立委，目前

協會理事長暨理監事尚在努力中，並預訂於 5/18再與立委商議。 



 

 

 台灣腎臟醫學會於 4月 30日召開第十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 

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鄭集鴻醫師暨理監事林元灝醫師、楊孟儒醫師

提兩議案且獲通過。 

1. 擬請增加章程中第二章「任務」事項 

說明：本學會目前任務已不止原章程中所列之事項 

擬請增列：(1)參與國家健康保險會議，協助制訂國家腎病預防及治療政策。 

          (2)以學術專業立場，維護腎臟醫學從業人員及腎臟病患權益。 

          (3)舉辦腎病防治活動，促進全民腎臟健康。 

2. 擬請制訂卸任理事長擔任榮譽理事長辦法說明： 

因應學會任務增加，為使原任理事長的經驗及人脈能持續貢獻學會，提案請

卸任理事長擔任榮譽理事長兩屆。 

註：原台灣腎臟醫學會章程 第二章 任務 

第四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 促進腎臟醫學之研究與發展。 

(二) 舉辦有關腎臟醫學之學術演講及討論會。 

(三) 發行有關腎臟醫學之刊物。 

(四) 聯繫國內外腎臟醫學學術團體。 

(五) 辦理其他有關腎臟醫學之事項。 
 

第二十一條：本會理事會得推舉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若干人， 

推舉對象為對腎臟醫學會有特殊貢獻或成就者。 



 

基層透析協會 會務報告 
理事長 鄭集鴻 

       

           

 

 本協會設有「TCDA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Line 群組，懇請各位醫師

務必參與，並邀請同儕一起加入(限制：務必要是基層院所醫師)，

讓基層院所團結一致、共同爭取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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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場)                                                                              

 日期：2016 年 05 月 24 日（星期二）   

 時間：18 : 10 - 21 : 30 

 地點：喜來登大飯店 一樓 清翫廳 

      (台北市中山區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台灣腎臟醫學會  
秘書長 林元灝 

台灣腎臟醫學會  

與會理監事 



 

本研討會包含積分(醫師公會、腎臟醫學會、內科醫學會)及用餐，

因此需做人數的確認，若欲參加務必要與協會報名。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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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餐 鄭集鴻 醫師 

18:30-19:20 洗腎病人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建議 楊孟儒 醫師 

19:30-20:10 透析總額預算爭取概況 林元灝 醫師 

20:20-21:00 基層透析院所努力方向及協會年度工作計畫 鄭集鴻 醫師 

21:00-21:2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1:20-21:30 Closing 鄭集鴻 醫師 

 

 105 年會費已開始繳納，依照 104 年度章程修改，請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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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底前繳納。 

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 5月底前繳納。 

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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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ialysis98@gmail.com


 

 

張智鴻醫師.腎臟科.新鴻遠診所 

米食內的砷(Arsenic) 
 
看看到這個新聞令人驚訝，一般米食內有砷(Arsenic)，為了嬰兒的生長發育，

所以要去限制嬰兒食品內的砷含量？ 
 

MEDICAL NEWS | PHYSICIAN'S FIRST WATCH 

April 4, 2016 

FDA Moves to Limit Inorganic Arsenic in Infant Rice Cereal 

 

FDA 調查，和其他食物相比，無機砷在米類中的濃度較高，因為稻米植物會

從環境中吸取較多的砷元素（砷存在於土壤、空氣、和水中）。因為嬰兒體

重輕，所以米類食物較成人而言，嬰兒所攝取的比例較高，特別是在 8 個月

時候的嬰兒。 
 

FDA 提出無機砷的濃度限制，不高於 100 parts per billion (ppb)。在 2014 年

FDA 的調查 ，大約有一半的檢測嬰兒食品，達到 100 ppb 的上限。而，75%

的檢測品，砷低於 110 ppb。 
 

FDA 在這公告後 90 天內，歡迎各界的意見提出。 
 

Arsenic in Rice and Rice Products 

http://www.fda.gov/Food/FoodborneIllnessContaminants/Metals/ucm319870.htm 
 

Arsenic is an element in the Earth’s crust, and is present in water, air, and soil. It 

exists in two forms, with the inorganic form considered to be the more toxic. The 

FDA has been monitoring the levels of arsenic in foods for decades and in 2011, 

after new methods to differentiate the forms of arsenic became available, the 

agency expanded its testing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 and manage possible 

arsenic-related risks associated with food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ice has higher levels of inorganic arsenic than other foods, in part because as 

rice plants grow, the plant and grain tend to absorb arsenic more readily than 

other food crops. In April 2016, the FDA proposed an action level, or limit, of 

100 parts per billion (ppb) for inorganic arsenic in infant rice cereal. This lev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FDA’s assessment of a large body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eeks to reduce infant exposure to inorganic arsenic. The agency also has 

developed advice on rice consumption for pregnant women and the caregivers of 

infants.  

http://www.fda.gov/Food/FoodborneIllnessContaminants/Metals/ucm319870.htm


 

--- 

附上三年前的新聞 

 

米製品砷含量高? 台灣米沒問題 
 
自由時報–2013 年 5 月 17 日 上午 6:18 
 

丹麥禽畜及食品管理局 15 日說，米糕與米漿等米製品含致癌物質「無機砷」，

且含量高到讓人無法接受，父母應停止給孩子食用。 

 

禽畜及食品管理局表示，無機砷天然存在於稻米中，「民眾每天食用含無機

砷的產品，可能增加罹癌風險」。 

 

美國「消費者報導」去年 11 月曾檢驗 200 種不同的米製品，發現幾乎所有

產品都含有機砷與「大量」無機砷。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長費雯綺表示，我國稻米重金屬檢測，偶爾會檢

出砷，但都在安全容許值 0.5PPM 以下。事實上，一旦砷的濃度過高，水稻

就會死亡，無法收穫。台灣米沒有砷污染的問題，民眾可安心。 

 

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林杰樑指出，目前全球僅中國訂定稻米無機砷

含量上限 150ppb，有鑑於我國以稻米為主食，建議主管機關儘速訂定相關標

準。（文：國際新聞中心、記者鍾麗華、洪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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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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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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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如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百齡診所 崇德診所 杏心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弘德診所 東成診所 承新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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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全診所 慧安診所 佳晟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元福診所 詠靜診所 仁馨診所 康全診所 

益康診所 仁暉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逸安診所 

國城診所 家祥診所 仁川診所 仁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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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福診所 家誼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桃安診所 安慧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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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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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安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雅林診所 

太原診所 東福診所 合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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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 

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南投 

新協合 

聯合診所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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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蘇炳文 

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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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生診所 佳醫診所 

長新診所 聖安診所 高健診所 建安診所 宗禾診所 

安馨楠梓 

內科診所 
五福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順泰診所 

佳屏診所 大武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嘉恩診所  維德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