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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洗腎診所水污法相關法規及水系統操作宣導說明會議 

1. 目的： 

因應 105 年 10 月 28 日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5 項第 6款及水污染防治措施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49 條之 4、第 71條第 1 項

第 6 款，已規定洗腎診所(設置洗腎治療床(台)(或稱血液透析)床(台)達 20 床(台)以上

者)免申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免依水污防治法辦理檢測申報。修正施行前既

設之洗腎診所，應於 106 年 4 月 30 日前檢具廢(污)水管理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為使洗腎診所瞭解相關規定及廢(污)水管理計畫檢具方式與水系統申

請操作流程，辦理本次宣導說明會議，俾利相關作業之執行。 
 

2. 辦理時間及地點： 
 

場次 時  間 地  點 

1 

(臺中場) 

106 年 3 月 6 日（一） 

上午 9：00~12：00 

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臺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246 號 7 樓(簡報室) 

2 

(高雄場) 

106 年 3 月 7 日（二） 

上午 9：00~12：00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34 號(B棟 6 樓第 1 會議室) 

3 

(臺北場) 

106 年 3 月 13 日（一） 

上午 9：00~12：00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處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43 號 9 樓（大禮堂） 

腎臟腎臟病病 

 

發行人：鄭集鴻 理事長 

學術編輯：張智鴻 醫師 

週報編輯：曾庭俞 專員 



3. 會議議程： 
 

各 場 會 議 議 程  

時    間 流    程 

9：00〜9：30 報到及入座 

9：30〜10：30 洗腎診所水污法相關法規說明 

10：30〜11：30 
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 

系統申請操作流程說明 

11：30〜12：00 問題與討論 
 

4. 報名相關訊息： 

①. 線上報名 

http://estc10.estc.tw/ctci/Reg2/67/index.asp  

②. 第 1 場次(臺中)報名人數為 140 人，額滿為止。 

第 2 場次(高雄)報名人數為 80人，額滿為止。 

第 3 場次(臺北)報名人數為 150 人，額滿為止。 
 

二、 106 年度會費繳交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統一編號：29200695 
 

常年會費 

院所負責醫師 10000 元 

非負責醫師 1000 元 

醫院會友 1000 元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帳號：５０２６５６１４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匯入行庫：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銀行代碼：006，分行代碼：1346) 

帳號：1346-717-033598 

http://estc10.estc.tw/ctci/Reg2/67/index.asp


 

 106 年 4月份開始，針對未繳納會費之醫師，協會將不再寄送每週四出刊的週報

給您，不再提供透析相關醫療政策資訊和諮詢，亦無法讓您進入協會設立的 Line

群組。望藉此區隔的方式，來維護有繳納會費醫師的權益。 
 

三、 帳號末五碼 0xxx6 

協會於 106年 1月 31日收到一筆一萬元整的匯款，請匯款之院所盡速與協會聯絡。

帳號末五碼為 0xxx6，連絡電話：03-5313889 曾小姐。 
 

四、 帳號末五碼 3XXX2 

協會於 106年 2月 23日收到一筆一千元整的匯款，請匯款之院所盡速與協會聯絡。

帳號末五碼為 3xxx2，連絡電話：03-5313889 曾小姐。 
 

 學術專欄 

違抗醫囑 (Against Medical Advice)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2/well/live/when-patients-leave-against-medical-advi

ce.html?emc=edit_tnt_20170112&amp;nlid=54935624&amp;tntemail0=y&amp;_r=0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2/well/live/when-patients-leave-against-medical-advice.html?emc=edit_tnt_20170112&amp;nlid=54935624&amp;tntemail0=y&amp;_r=0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2/well/live/when-patients-leave-against-medical-advice.html?emc=edit_tnt_20170112&amp;nlid=54935624&amp;tntemail0=y&amp;_r=0


病人不一定會全部照醫囑進行，住院病人可能會在病情還沒改善時就要求提早出院，

門診洗腎患者可能不會照醫囑給的次數和時間來透析（新患者一般都是想要洗少次

一點）。醫護人員遇到違抗醫囑 (Against Medical Advice)，可能心情會有點波動，

然而若是深入了解患者不依照醫囑的原因，或是依同理心來思考，也許就不會那麼

的挫敗感。 

 

這文章中的一位風濕性心臟病患者，病起因於幼年時家庭疏於照顧，結果就留下了

這個心臟的大麻煩。這次又因心臟瓣膜老問題住院，檢查治療還沒有完成，但是病

人就要求 A.M.A 出院。詳細詢問下方知，原來這一次家人無法來陪同住院，所以病

人心裡很恐慌（幼年時留下的陰影）。 

 

最近來了一位剛進入透析的患者，住透天 5 樓，下肢萎縮無力，上下樓必須家人背

負，實在是一件大工程，所以家屬一來就說明了只能一週透析二次，因為出入不便。

也有另一位透析患者，手上舊瘻管已壞了，只能用 permanent catheter 透析，效果

當然不佳，加上患者飲食量也很大，所以毒素都很高。患者堅拒再重開新的瘻管，

患者無法溝通，家屬也說順著他的意吧，不要勉強他了。因此，若是患者或是家屬

能充分了解醫療上的建議，以及無法依照醫囑來進行的風險，我想我們還是要尊重

患者的選擇。 
 

 106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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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內科診所 安基診所 高士振診所   

台北市 

元林診所 宏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滙安診所 文林診所 

杏心診所     

新北市 



漳怡內科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德澤診所 東暉診所 輝德診所 

宏明診所 幸安診所 陳尚志診所 安新診所 松禾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康全診所 江生診所 恩康診所 戴良恭診所 

志豪診所 元福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宏元診所 惠民診所 安禾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全安診所 桃安診所 中庚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惠慎診所 安新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亞太診所     

苗栗 

德安診所 宏福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晉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仁禾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育恩診所 淨新診所 蔡精龍診所 慶華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合安診所 瑞東診所 信安診所 東豐診所 加安診所 

佳楊診所 佳福診所    

彰化 

里仁診所 合濟診所    

雲林 

崙安診所 大安診所 惠腎診所 螺安診所  



嘉義 

正安診所 宏醫診所    

南投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台南 

以琳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群安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高雄 

為好診所 新鴻遠診所 仁康診所 芳民診所 聖安診所 

安泰診所 幸安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蔣榮福診所 好生診所 

佑強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建安診所 明港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愛欣診所 長清診所 高健診所 宗禾診所 長新診所 

佑鎮診所 楠華診所 高悅診所 高晟診所 茂田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順泰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宏祥診所 

迦美診所 德埔診所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宜蘭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