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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本協會鄭重呼籲，各大醫學中心縮減門診慢性洗腎床，落實分級醫療，

專心致力把急重症做好。 
 
未照 SOP？不熟器材？台大醫錯接洗腎管線 

記者：葉韋辰，攝影：楊清波 報導（2018/06/24，14：20） 

新聞網址：https://news.tvbs.com.tw/health/943791  
 

持續來關心台灣醫療龍頭，台大醫院爆發洗腎接錯管的事件，加護病房因應重症需求

會移動洗腎機，得重新接上 RO 水管線，有些醫院是由病房護理人員執行，有些則是

洗腎室人員支援，管線識別和教育訓練非常重要，然而到底 SOP 哪個環節出問題，

台大醫院都沒有說明。 
 

洗腎中心護理師陳彩惠：「而且他有一個卡榫，就是你沒接好它一樣會漏水。」，加護

病房或急診室裡頭，因應即時的洗腎需求，機器是移動式，再接上逆滲透水管線，但

台大醫院卻發生誤接自來水管的重大疏失。從新北聯醫的加護病房設備來看，牆上只

有 2 條管線，就是 RO 水一進和一出，不像台大還有自來水管線。 
 

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長盧國城：「那可能是方便一些排水的管路，有時候做一些清潔，

那必須用自來水來輔助、來沖洗，所以我想，原則上大部分目前所用的接頭都是萬用

接頭。」還有其他醫院表示，若真的有放置自來水的需求，自來水這條會做出明顯標

示，或者是防呆裝置做成不同接頭，連接都接不上，更別說用錯水洗腎。 
 

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長盧國城：「那一般都會貼上標籤，或者是水管的顏色不一樣，

來做一個分別，可能對水管的標示以及接上去之後，那是不是類似護理人員的處置，

確定這個水管是不是裝得很正確。」 
 

在加護病房執行血液透析的護理人員，依各醫院編制不同，可能隸屬加護病房或是洗

腎室，尤其要重接管線，因此熟練度非常重要。這回出事的是新進人員，不過 SOP

哪裡有問題、幾台機器接錯，台大醫院都沒有說明，但病人安危，不容一絲人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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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臟腎臟病病 

 

https://news.tvbs.com.tw/health/943791


二、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監事選舉 

今年 12 月 9 日（週日）將進行透析協會理監事改選，目前參選名單如下： 
 

序 院所 醫師 序 院所 醫師 

1. 安慎診所 鄭集鴻 2. 元林診所 林元灝 

3. 安德聯合診所 楊孟儒 4. 顏大翔診所 顏大翔 

5. 長安診所 呂國樑 6. 戴良恭診所 戴良恭 

7. 仁暉診所 李素慧 8. 惠腎診所 曾志龍 

9. 健新內科診所 丁勇志 10.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11. 志豪診所 張志豪 12. 吳三江內科診所 吳三江 

13. 劉內兒科診所 林吉福 14. 桃庚聯合診所 林銘政 

15. 迦美診所 陳正穎    
 

請有意願參選理監事之醫師會員，致電或來信向協會報名。請大家踴躍參與！ 

（dialysis98@gmail.com 或 03-5313889 曾小姐） 
 

三、 107 年徵文活動 

徵文時間：107 年 6 月 1 日〜107 年 8 月 31 日 

徵文對象：醫師/護理人員/腎友/腎友家屬/透析相關人員 

文章題材：與透析醫療、透析生活等相關經驗、故事 

 

文章字數：1000-3000 字（不含標點符號） 

文章稿費：1000 字(含)以上，新台幣壹仟元整 

1500 字(含)以上，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2000 字(含)以上，新台幣貳仟元整 

          2500 字(含)以上，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 

          3000 字(含)以上，新台幣參仟元整 

 

投稿方式：信箱 dialysis98@gmail.com 

          主旨請打上「107 年度徵文活動」 

          並註明姓名、連絡電話、服務院所/就醫院所 

注意：只接受信箱投稿，其餘投稿方式一律不採納 

 

投稿文章將刊登於 107 度基層透析協會年刊，敬請踴躍投稿！ 
 

mailto:dialysis98@gmail.com


四、 107 年度會費繳交 

去年繳費院所已達到七成，期望大家不要有搭便車的心理，每一家都要能做出貢獻，

讓基層透析越來越穩固。請尚未繳交 107 年會費之院所盡速繳交！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統一編號：29200695 
 

常年會費 

負責醫師 10000 元 

非負責醫師 1000 元 

醫院會友 1000 元 

 

五、 107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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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冠內科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元翔診所 

高士振診所     

台北市 

元林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宏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文林診所 

匯安診所 怡仁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杏心診所 晟幸診所 

承新診所 康禾診所 慶如診所 東成診所 弘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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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禾診所 景安診所 百齡診所 安仁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怡德診所 洪永祥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華榮診所 

富康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新北市 

東暉診所 德澤診所 輝德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宏明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杏原診所 志豪診所 江生診所 

怡安診所 仁美診所 仁川診所 佳聖診所 幸安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新庚診所 文鼎診所 仁佳診所 恩康診所 

康全診所 祥佑診所 戴良恭診所 欣禾診所 世康診所 

國城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逸安診所 

晉康診所 益康診所 仁馨診所 慧安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廣泉診所 佳晟診所 佳愛診所 

元福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憲安診所 安旭診所 逸原診所 

詠靜診所 安新診所 松禾診所 昕隆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全安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中庚診所 桃德診所 聖文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安慧診所 欣庚診所 安禾診所 桃安診所 家誼診所 

榮元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杏福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亞太診所 康健診所 宏仁診所 成功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長春診所    



台中 

育恩診所 淨新診所 蔡精龍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大業診所 

信安診所 宜家診所 瑞東診所 合安診所 榮平診所 

長安診所 加安診所 榮曜診所 慶華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佳弘內科診所 晉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佳福診所 

佑全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雅林診所 中清診所 

大墩診所 東福診所 京冠診所 仁德診所 仁禾診所 

彰化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惠聖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健新內科診所 旭安診所 員美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崙安診所 大安診所 螺安診所 宏德診所 

腎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嘉義 

正安診所 宏醫診所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維德診所 慈安診所    

南投 

益民診所 草屯陳診所 新協合聯合診所 金生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台南 

光明內科診所 康健內兒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群安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陳冠文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美侖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佳宜內科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新鴻遠診所 聖安診所 高美診所 茂田診所 

好生診所 芳民診所 佑強診所 揚銘診所 高健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建安診所 長清診所 佑鎮診所 

仁康診所 五福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蔣榮福診所 愛欣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安泰診所 明港診所 幸安診所 東陽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為好診所 湖康診所 高欣診所 

聖博診所 高晟診所 楠華診所 昱泰診所 高悅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佳醫診所 佳澤診所 佳生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壬禾診所 龍華診所 健聖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興義診所 

益祥診所 長新診所 腎美診所   

屏東 

順泰診所 立安診所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大武診所 德埔診所 

迦美診所 宏祥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林修哲內科診所 佳屏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青田診所 得安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維德診所 嘉恩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