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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為 73980115，大家或您家人、親友日後搭高鐵
或探親或旅遊或參與會議等各式活動時，特別是
臨櫃購票，別忘了至高鐵企業客戶專屬櫃檯，購
票時告知學會編號即可，將可以節省排隊等待的

各位親愛的會員，大家平安！

時間，請大家善加利用！最後提醒大家天氣逐漸
轉涼，出門要注意溫差，保重身體健康，祝福大
家平安喜樂！
理事長 周學智 敬上

立秋之後接二連三颱風來襲，特別是中秋連
續假期前的強颱莫蘭蒂重創南部，尚未平息又有
中颱馬勒卡接力報到，在此要向颱風中仍堅守崗
位照護病患的醫療團隊及參與救災的各級人員致
上最高敬意，您們辛苦了。
隨著過度的溫室效應影響，使全球氣溫節節
上升，帶來環境包含氣候等改變，直接間接地影
響我們的生活，科學家們也提出警告，全球暖化
的結果將使各地出現創紀錄的異常天氣現象愈來
愈頻繁。身為地球的一份子，我們確實需要珍惜、
愛惜資源。學會從這次腎臟安寧緩和護理研習會
起，嘗試請與會學員採掃QR Code方式進行課後
評值調查，期待您的大力支持，讓我們一起節能
減碳，為降低全球暖化多盡一份力。
學會除了每年於各區分別辦理各式研習會
外，今年將持續辦理基層護理主管研習會，讓面
對及處理臨床各式人、事、物，肩負管理重責的
護理長及行政管理代理者，可以透過參與此研習
會機會，藉由專家演講及面對面一起分享，彼此
鼓勵支持，繼續攜手前行。學會也期待大家將臨
床照護轉換成文字，不論是個案報告、專案、研
究，還是論述文、護理新知及溫馨感人的照護經
驗，寫下來投稿學會雜誌，透過學會提供的腎臟
照護相關知能學術平台，能分享給更多會員與護
理夥伴們，讓大家可以一起學習並運用於臨床照
護，一同提升腎臟護理照護品質。

感謝
邱玉籃 贊助 100 元整
王妘安贊助 100 元整

還要告知大家一個好消息，學會已獲台灣高
速鐵路公司同意，成為高鐵的企業會員，會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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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溫玉嬌
適逢暑假，正是安排全家出國旅遊的好時節，本期將針對腎友出國旅遊的經驗，從腎友、
護理人員及多年承接腎友國外旅遊的資深業者角度的旅遊分享，讓我們也能敞開步伐，跟著他
們樂活無礙的走遍全世界，拓展視野。

社規劃此行程，讓我們到如此美麗的國家一窺她
的風采，我們造訪了藍天碧海、紅瓦白牆、如詩
如畫的杜布洛尼克城，也來到了堪稱歐洲的九寨
溝：十六湖國家公園，終於一趟完美的旅程圓了
我們大家的夢想！
透析腎友 何曉君（高雄）

感謝現今仍兢兢業業依舊在工作崗位上為我
們腎友熱心服務的專業旅行社及專業領隊，希望
大家能保有健康的身體，繼續我們未完成的旅程。

當醫生宣判我要終身洗腎時，只能用錐心之
痛、晴天霹靂八個字來形容，感覺世界末日的來
臨，實在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為何是我？
從初期的不甘心到慢慢的接受，同時受到醫
護人員的妥善衛教及悉心照顧，還有家人的不離
不棄，傾全力的呵護著我，感謝有他們也感謝台
灣的醫療體系及水平的不斷提升，使我們這些患
者得到良好的醫療照顧。
本人在洗腎之前會與家人一同出國旅遊，但
當我洗腎後，也曾擔心以後不能再出國到世界各
地走走，因為那實在是一件不方便的事。一開始
是與家人自助旅行，女兒自己上網幫忙找醫院，
過程非常繁瑣，凡事都要自己來且花很長的時間
聯繫，到了國外的洗腎室又會擔心這擔心那的。

十六湖美景 全家合影

後來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承辦腎友出國的旅行
社，他們的專業、認真的態度及親切感讓我們不
用再自己耗費很多的時間去找尋醫院。旅行社將
行程設計好、醫院找好，我們就安心快樂的出門，
在國外的洗腎室也有台灣專業的醫護人員陪同，
還有領隊的細心照顧，真的都不用我們操心太
多，感覺自己因為能出國旅行生活更充實，也在
平日工作忙碌之餘，與家人一起出國散心，更緊
密了我們一家人的感情。
去年旅行社突破了重重的困難，承辦了克羅
埃西亞團，那是我們一起出國的腎友們要求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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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友旅遊專業諮詢 饒芝樺
安慎診所洗腎室

聯絡電話：0933898871

簡杏如 護理師

我是一位旅
遊工作者，為何
會接觸到從事腎
友出國這部份
呢？因為我的一

今年三月接
受旅行社邀請，
陪同腎友到日本
靜岡、掛川、大
井川鐵道旅遊，
在機場的相見
歡，像是一場同
學會，從中了解

位親戚是腎臟專
科醫師，他引薦
我認識腎臟基金會，他們為了讓腎友們不會因為
一星期透析三次而無法出國，於是率先辦理了腎
友出國旅遊，讓腎友們在欣賞大自然美景的同
時，也能在旅途中與腎友們彼此互相交流，忘卻
透析時的辛苦，而能更進一步擴大視野，聯絡感
情。我們從十幾年前開始辦理腎友出國到現在，
其中的甘苦是身歷其中者才能體會與經歷，如有

這群腎友他們因為旅遊相識，常常相約出國旅
遊，很高興能夠同行參加此次旅遊。此次行程很
悠閒，欣賞日本茶道文化，巧遇鄉下市集去挖寶，
這是我多趟至日本旅遊遇不到的，大井川懷舊鐵
道是鐵道迷心中的古董巨星，早年擔負起載運乘
客的重責，在近代鐵路電氣化下，蒸氣火車逐一
汰舊退役，但它的風采，仍無法被世人忘懷，吸
引著我們前往朝聖，讓我們好好的回味那往昔的
精彩。

一年的九月份辦了一團日本團，在返國的當天因
為台灣颱風，飛機沒有飛過來，我們就無法飛回
去，當時我們很快的找到飯店安頓好客人，同時
我們一通一通的電話打回台灣，除了報平安也分
別聯絡每位腎友所屬透析診所隔天返台的透析事
宜等等…，我們只要在國外碰到任何不可抗拒的
因素，就是要穩重、不疾不徐，憑著經驗去處理
好每個環節，以確保每位客人的安全…。

這群腎友在旅遊時，旅行社會安排做功課～
血液透析，由我陪考，在當地透析相當安全，院
方派出資深有經驗的護理師為大家服務，也有專
職的翻譯協助溝通，讓腎友能夠得到好的透析服
務。在我服務的單位，腎友常有的疑問"洗腎"能
夠出國嗎？出國怎麼"洗腎"？我每次的回覆都
是：可以的，參加有帶團經驗的旅行社，旅遊中
都會安排有經驗的護理師全程照護，當然腎友自
己也要評估自身的體力與健康狀況，參與旅遊才
不會掃興。出遊時，要注意自身安全，自己日常
用藥也要攜帶，因國外飲食文化不同，若想嚐鮮
淺嚐即可，另外提醒一下水份控制還是不能鬆懈
的。很開心參與此次旅遊，自己也放鬆了心情，

雖然後來腎臟基金會不再辦理腎友出國旅
遊，但我們仍秉持著那股熱誠與累積多年的經驗
繼續為腎友們服務。腎友出國最重要的一環是要
聯絡好當地的醫院，在聯絡的過程中需要花時間
去溝通，因為有時他們自己的床位不夠或人力不
足、或對外來觀光客的不熟悉等等因素，而無法
接受；我們會鍥而不捨的一家一家尋找，直到找
到透析醫院才能成團，此項工作是要比操作一般
觀光旅遊團花上更多的時間、耐心及細膩度才能

期待下次還能夠參加同學會。

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旅遊。一般腎友們較喜歡去的
國家是日本，因為距離較近、觀光資源豐富且透
析條件及環境也優，當然我們會有一位專業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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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會訊息

護理師陪同出國照顧團體。
在團體中，可見到夫妻間的深厚感情，子女
們陪同父母的孝心，有年輕、有年老夫妻相伴出
遊，他們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陪伴、關心及體恤，
每每讓人動容，也曾有坐輪椅的腎友在家人的陪
伴下，度過了愉快的旅程。在返國前他們會握著
我的手說：「感謝您圓了我出國旅遊的夢，希望
下次妳仍可以帶我們出國」 ，我說：「您一定要
好好照顧身體，讓自己快樂健康，下次一定還有
機會出遊的」。

★編輯委員會
「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投稿
歡迎會員踴躍投稿至本會雜誌，稿件類型包括：
研究論文、行政專案、個案報告。投稿相關資訊
可至本會網站，點選『學會刊物→臺灣腎臟護理
學會雜誌』查閱、下載。
★會員委員會
敬請繳 105 年度常年會費，以確保會員權益及會
務之推展。

當客人的足跡踏遍了日本的不少觀光景點，心理
想著的是趁現在體力仍行，希望能前往更遠的國
家旅行，如美國、紐澳及歐洲等地，當然對於我
們來說，事前的聯繫及溝通工作肯定要比規劃短

個人基本資料如有變動，請務必更新您的會員資
料，以利會務的傳達。
★護理專業發展委員會
護理創新競賽獎勵申請至 9 月 30 日止，請會員把
握機會踴躍投稿。

程的團多，困難度也相對提高，但就是那份使命
感以及與客人之間的結緣情份，驅策著我們更進
一步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去年我們更突破了重重的困難，完成了土耳其及
克羅埃西亞的壯舉 !
感恩有您們的支持與鼓勵，讓這份緣圈起了
更大的圓、讓這份情勾起了更深的誼，萬語千言，
祝福在心深處、願每位腎友及其家屬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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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主題
第七屆會員代表
大會暨第七屆理
監事選舉

3

場次（暫訂）
3/27-台北市立聯合醫
院忠孝院區
3/6 北區-永和耕莘

腎移植的倫理議
題與法規

3/6 中區-澄清中港院區

3/13 南區-高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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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臟病之礦
物質骨病變
(CKD-MBD)治療的
新進展與臨床處
置研習會
腹膜透析護理進
階課程—居家訪
視實務與成效

4/10-中區-中榮
4/17 北區-北榮
4/17 東區-台東馬偕
4/24 宜蘭-博愛醫院
4/24 南區-高榮
8/21-台北市立聯合醫
院忠孝院區

8/28 北區-台北市立聯
合醫院忠孝院區
腎臟安寧緩和護
8～9
9/4 中區-澄清中港院區
理研習會
9/11 南區-高榮
10

11

慢性腎臟病繼續
教育─慢性腎臟
病照護研習會

10/23-成功大學光復
校區

在職人員專業

11/20-台北市立聯合

品質研習會
透析護理行政主
管研習營

醫院忠孝院區
11/27-台中金典酒店
13 樓金典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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