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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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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衛生福利部部長交接 

衛生福利部部長林奏延與新任部長陳時中於 106 年 2 月 8 日交接。 

  

衛福部長林奏延下台內幕 
2017-02-07 21:20 張瀞文報導 
 

衛生福利部長林奏延與新任部長陳時中將於 2 月 8 日交接，交接後林奏延將回長庚

擔任兒科特聘教授。對於林擔任部長 8 個多月就下台，醫界大多為他抱不平。 
 

其實他在日前面對媒體時就已自爆早在 1 月 25 日就跟行政院長林全提過辭呈，至於

原因，他則是笑說將來要寫在回憶錄裡。 

腎臟腎臟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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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外界大多認為，林奏延是因為日本核災食品輸台一案引發民怨才導致下台，實

際上在日本核災食品輸台事件未爆發之前，就不斷有人放出消息點名他不適任衛福

部長，而這背後的原因，牽涉到的是醫界與社福派之間對於長照政策的看法分歧，

林奏延下台的種子其實早在他上任不久後就已經種下。 

 

醫界與社福兩派相爭 

林奏延去年 5 月上任衛福部長時，對長照業務尊重政院主導。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當時林奏延的想法是，長照既然有政務委員林萬億以及衛福部次長呂寶靜在負責，

他就全權交給林跟呂來處理，對於長照的事情他並不多加過問。 

 

之後行政院召開的長照會議，每每都跳過衛福部長，直接通知次長呂寶靜參加，林

奏延也確實把整個長照都交給林萬億、呂寶靜來主導。由於呂是政委林萬億推荐的

關鍵人選，且兩人都是社福學者出身，在校時又是學姐學弟關係，相互提攜大家不

意外，加上呂也只聽命於林萬億，「大政委、小部長」的傳言開始在中央跟地方衛福

單位傳了開來。 

 

只是長照 2.0 是蔡英文總統大選的重要政見，所以小英一上台就急著催促衛福部趕緊

把長照 2.0的版本弄出來，不過一直拖到去年 7、8 月，府方都還是不見完整的計畫

提出，這時候林奏延面對來自府方以及行政院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 

 

所以從去年 9 月開始，林奏延召開的一次記者會，正式對外宣布長照規畫回歸到衛

福部裡頭，他則是每周親自主持開長照會議，宣示拿回長照主導權，但是也從此與

社福派種下心結。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去年 9 月林奏延拿回長照主導權之後，每次開會只要林奏延的

意見跟呂寶靜不同，林馬上就會接到民進黨裡頭社福系統不分區立委打電話來罵他，

說林奏延要推的是長照保險，不管民進黨的政策等等。 

 



與次長不和檯面化 

由於綠營社福不分區有多位立委，林奏延三天兩頭接到抗議電話，他與社福派「不

和」的傳聞在中央、地方衛福界以及醫界幾乎都有耳聞。 

 

不過真正的導火線，是從衛福部推 9個長照試點開始。 

 

在幾經波折之下，去年 10 月底，衛福部終於端出了長照的第一道菜─長照 2.0 試辦

計畫，這是蔡政府宣示長照 2.0 計畫的重要起手式。結果這個由次長呂寶靜主導的計

畫，並不是小英心目中「中央與地方」全面動起來的長照計畫，而是僅有 9 個縣市

的社福團體、且僅有 1.8 萬人受惠的試辦計畫。 

 

試辦計畫不打緊，關鍵在於這 9 個試辦點當中，就有 5 個（台北、台東、花蓮、新

北、南投）不是民進黨執政縣市，小英政府上台號稱最重要的長照政策，結果一端

出來，綠營執政的縣市大多在名單之外，中央執政的蔡政府一上台就白白把政績送

給藍營，引起許多綠營執政縣市不滿。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名單公布之後，行政院高層發現到幾個中南部執政縣市天

王，如陳菊的高雄市、賴清德的台南市以及林佳龍的台中市等六都重要縣市都不在

名單之列，老人比例偏高的綠營執政縣市如彰化、屏東也被排除在外，地方首長反

彈的壓力，迫使行政院要出面安撫，最後林全還要林奏延一一打電話向這幾位首長

說明、致歉。 

 

次長提名單卻要部長道歉 

「這 9 個試辦點是次長找來的學者評選出來的，最後有人不滿意，竟然是要部長打

電話去道歉，這不是很奇怪嗎？」一位地方官員說。 

 

日前面對媒體，談到被撤換衛福部長一職，林奏延並沒有多談，只是不斷強調，「我

是一個講求團隊精神的人，上頭有什麼指令就是全力配合，」他甚至還自爆早在 1

月 25 日就向林全口頭請辭了。 



其實今年 1 月，蔡總統外交之旅回來後沒多久，外界就開始盛傳宜蘭縣長林聰賢要

接衛福部長，過不到幾天又有媒體爆出來次長呂寶靜要接衛福部長，這成為壓垮林

奏延的最後一根稻草。 

 

根據林奏延的朋友透露，當時有醫界朋友看到三天兩頭就有誰誰誰要接衛福部長的

消息傳出來，就把這個訊息貼給林奏延看，一開始林奏延都沒有動靜，到了 1 月 26

日媒體傳出呂寶靜要接部長時，林奏延突然跟朋友回覆說：「兩天一次真是折磨，我

已經向院長遞辭呈了！」顯然在 1 月下旬，林就已經做好離職的準備，才會留在美

國沒有參加行政院的新春團拜。 

 

「衛福部三個次長，呂寶靜有大政委林萬億當靠山，何啟功是花媽的人，蔡森田是

賴神推薦的，個性一個比一個強勢，後台也一個比一個硬，林奏延是醫療專業，人

很客氣，不僅管不住這三個次長，在府院沒有靠山，也沒有立法院或是民進黨的派

系奧援，最多又只能溝通到院長林全的層級，最後結果當然就是這樣了！」一位熟

知綠營生態的醫界人士精準分析了林奏延「孤軍無援」的處境。 

 

缺乏政治判斷，忽略食安跟長照 

其實林奏延有醫療專業背景，也是個肯做事而且有能力的人，是副總統陳健仁所推

荐，不過在政治判斷上可能還是少了一根筋。 

 

因為食安、社福（長照）、醫療三大塊是衛福部的核心業務，而且蔡總統重大政見的

第一條就是食安，長照也是蔡最重視的政見之一，結果林奏延一上台就判斷錯誤，

除了把長照交給次長，食安也完全交給食藥署來負責，所以在日本核災輸台問題上

完全沒有插手。 

 

「其實他輕忽了在一般民眾心目中，對於食藥署是沒有信心的，」一位地方衛生官

員說。 

 



尤其看到核食事件蔓延鬧大，林奏延被部分重視食安的人士告上法院之後，還是沒

有出面找農委會溝通，「等於說他還是僅專注在關心原本就專精的醫療領域，忽略了

蔡總統，甚至與更大多數民眾息息相關的食安跟長照這一塊，」一位官員透露。 

 

顯然林奏延的專業沒有話說，不過就當一個必須與立委打交道，又必須與其他部會

溝通的政務官來說，林奏延的政治學分可能還需要再加強。 
 

三、 106 年度會費繳交 

親愛的基層透析夥伴： 

2016 年 11 月腎臟醫學會理監事選舉，我們基層的五位候選人全部順利當選理事，

這代表基層院所是可以凝聚的、我們的力量是強大的。而我們也更應該緊密團結，

透過腎臟醫學會和基層透析協會來保障基層透析院所的權益。 

 

前年爭取到 3.8%的透析預算成長，去年則爭取到 4.0%的成長率，有這成果除了要

感謝協會理監事們的奔波，更要感謝各位基層夥伴的團結與支持。若沒有各位去年

繳納的會費，協會的會務（研討會、拜訪立委和健保會委員、水汙染的修法等）將

無法順利運作。 

 

新年度的開始，我們又要為爭取明年的預算做努力。協會需要各位基層夥伴的支持，

讓我們更具代表性、更有談判的力量。希望各位同仁能盡快繳納會費，讓協會繼續

為基層透析院所做最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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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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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專欄 

台灣夏季常見的高甜度水果，荔枝，竟然可以造成低血糖，甚至死亡？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空腹吃荔枝 印度每年百童離奇亡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075134  

2017-02-03 

〔記者吳亮儀、蔡清華／綜合外電報導〕印度北方的比哈省（Bihar）每年都發生健

康的孩子突然喪失知覺甚至死亡案例，經美國和印度科學家進行研究後，終於解開

導致逾百名孩子死亡怪病之謎，竟是「空腹吃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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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075134


知名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最近刊登一篇由美國和印度科學家共同撰寫

的研究論文，指比哈省盛產荔枝的墨沙發坡縣（Muzaffarpur），每年五到七月荔枝

產期時，常發生超過百名十五歲及以下的孩子突然癲癇發作陷入昏迷，約一半孩子

喪命。 
 

研究指出，因為孩子沒吃晚餐，空腹撿拾荔枝來吃，荔枝在孩子體內釋出含有降低

血糖的低血糖胺酸（Hypoglycin A）和 MCPG等成分，抑制身體產生葡萄糖，讓原

本體內血糖就不高且沒有吃晚餐的孩子，出現血糖過低（小於 70mg/dL）現象，這

些孩子晚上病發時，會從睡夢中驚醒尖叫，很快就急性腦腫而抽搐、失去知覺。醫

生們告誡當地家長：「一定要讓孩子晚上吃飯，吃荔枝也不能過量。」 
 

原文在此 

Association of acute toxic encephalopathy with litchi consumption in an 

outbreak in Muzaff arpur, India, 2014: a case-control study 

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17)30035-9/

fulltext?rss=yes  
 

=== 

經由這篇 Lancet文章，讓我感興趣的是一開始如何抽絲剝繭，幫這些不明原因發病

的小孩找出可能的致病因？從以下這段落詳細說明 
 

Research in context 

Evidence before this study 
 

經由 PubMed 找尋可能導致急性腦病變和低血糖的原因，一開始分成二個方向，一

個是感染性(infectious)原因，另一個是非感染性(non-infectious)原因，並且尋找是

否和當地水果有關。文獻搜尋結果發現，其他國家過去就曾有水果透過 hypoglycin 

或 MCPG 導致低血糖的病例。進而收集檢驗資料，証實這些病童致病和 hypoglycin 

A 和 MCPG有關。 
 

然而，對於在台灣很普遍的荔枝，為什麼我們不會有這樣的病例？也許是營養狀況

較好，三餐正常或是人種基因不同，然而這需要進一步更多研究才能有答案。 

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17)30035-9/fulltext?rss=yes
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17)30035-9/fulltext?rss=yes


 106 年度 1 月經費收支表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經費收支表 

106年 1月 

科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上期結存 ＄2411241   

本會經常收入 570000   

常年會費收入 259000   

會員捐款收入 301000   

非會員捐款收入 10000   

其他業務收入    

利息收入    

    

本會經常支出  ＄194331  

人事費  39509  

  員工薪津    

  獎慰金  27485 專員 105年度年終獎金 

  健保費  1978  

  勞保費  3048  

  勞保退休金  1998  

  加班費    

  其他人事費  5000 兼職人員 1月薪資 

辦公費  6630  

  文具費    

  郵電費  3625  

  印刷、影印費  2020  

  手續費  985  

  設備費    

  雜支    

活動費  3392  

  會議費    

  旅運、交通費  2872 理事長.專員.理監事至各處開會車資 

  公共關係費 
 

  

  業務費用 
 

520 
電話費 

  其他費用    

    

捐款  144800 台大景福館捐款(房租)124800.桃園腎友大會 20000 

本期結餘 ＄2786910   

理事長：           監事：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106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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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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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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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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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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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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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 

里仁診所 合濟診所    



雲林 

崙安診所 大安診所 惠腎診所   

嘉義 

正安診所     

南投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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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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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 

立安診所 順泰診所 沐民診所   

宜蘭 

     

花蓮 

懷德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