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108年7月感謝函
項次

1

摘要
感謝婦女醫學部黄本湘
醫師、麻醉部醫師醫療
團隊及產房全體護理
師、新生兒病房陳稟淳
等全體護理師、A081病
房柯惠娟護理長暨全體
護理師

內容
臺北榮總院長鈞鑒：
OO 是貴院的產婦，冒昧斗膽查詢您的信箱，
心中萬分感動寫封信給您！把對北榮婦產科
11 月 O 日晚間提早破水落紅到院當晚接生的
未用晚餐產房醫療團隊、黄本湘醫生的精湛醫
術、仁心肯定，以及對 OO 早產兒疼愛有加的
新生兒病房善良用心：陳稟淳護理師表達衷心
謝意與讚美，讓院長知道貴院有這麽棒的醫
師、護理師！
在此向院長大力肯定讚美的是婦產科黄本湘
醫師！OO 夫妻兩次流產後，去年兩人心懷憂
懼數次看本湘醫師的診，做了孕前全部檢查，
對黄醫師耐心细心、鼓勵人心印象極為深刻！
11 月 O 日當晚突然提早破水且胎位不正必須
緊急剖腹，但 OO 是高危險高齡打肝素吃阿斯
匹靈的產婦，黄醫師以輕鬆口吻說剖腹孩子出
來只要 5 分鐘，讓羊水ㄧ直流又怕手術出血不
止的 OO，頓時有安全感，不再恐懼。OO 如
今平安產子，心中萬分感恩黄本湘醫師，更希
望院長肯定貴院有如此醫術精湛的黄本湘醫
師！
最後，感謝院長撥冗看此信。衷心感謝北榮醫
術精湛、極有耐心的黃本湘醫師！感謝愛心滿
分的陳稟淳護理師耐心細心對我早產兒關照
之情！
謝謝北榮產房、新生兒病房、81 病房親切的護
理長、護理師、麻醉師等醫護團隊！
產婦：OOO
產婦夫：OOO 敬謝感恩 2018/12/2

項次

2

3

摘要
感謝一般內科呂岱穎醫
師、蔡心儒醫師及A071
病房張昭容護理長暨全
體護理師

感謝婦女醫學部葉長青
醫師醫療團隊及產房全
體護理師、A081病房全
體護理師

內容
院長您好:
本人母親 OOO 於 108 年 4 月 O 日-5 月 O 日以
及 5 月 O 日-5 月 O 日因泌尿道感染和肺炎接
連住院 71 病房, 因母親已高齡 O 歲,能在北榮
得到妥善及細心的照護, 實在非常的感恩!
在此要非常感謝主治呂岱穎醫師,住院蔡心儒
醫師,還有所有照顧媽媽的日班小夜班大夜班
護理師!在大家悉心照顧之下,媽媽日漸退燒好
轉,順利回家休養.
貴院能讓我真正感受到視病猶親的溫暖,感謝
院長的帶領及各位醫護人員的付出.
祝呂岱穎醫師、蔡心儒醫師以及 71 病房的護
理長所有辛勞的護理師
平安, 順心, 快樂!
病人 OOO 敬上
女兒 OO 代筆
院長 您好
本人 5/O 於產科病房緊急早產，在此要感謝葉
長青醫師醫療團隊、產科病房及 81 病房全體
護理師。
5/O~5/O 這段住院期間也讓我體會到醫療人員
的辛勞，醫療人員除了掌握患者的用藥狀態之
外，也要注意患者的心理狀態，安撫患者以及
患者家屬，實屬不易。感謝有你們的犧牲與付
出才能完善整個醫療體系的運作，讓患者享受
如此完好的醫療資源！
最後，誠心感謝葉長青醫師醫療團隊、產科病
房及 81 病房全體護理師辛苦的日夜細心照
護，以此信感謝在這次住院期間幫助我的人，
祝福你們一切順心如意。
OOO 及家屬敬上

項次

4

5

摘要
內容
感謝胃腸肝膽科蘇建維 院長好：
醫師及A121病房全體
我父親 OOO 于 2019 年六月 O 日住進 A121-O
醫護人員
病床，受到肝膽腸胃科主治醫生的悉心治療以
及醫療人員的關懷照顧，內心十分感激。由於
父親多種疾病，許多症狀交互發生，蘇建維醫
生以醫術醫德給病人及家屬充分的資訊以及
整合其他科别的醫生給我父親專業以及溫暖
的醫療。我們十分感謝蘇建維醫師以及所有的
醫護人員，致上最大的敬意及謝意。
感謝兒童醫學部曹珮真 臺北榮民總醫院張院長鈞鑒：
醫師
OO 是貴院健兒門診曹珮真醫師從寶寶出生在
保溫箱住兩天後，每個月持續打預防針看診的
早產兒媽媽，冒昧斗膽查詢您的信箱，心中萬
分感動寫封信給您！把 OO 對貴院健兒門診曹
珮真醫師細心耐心照顧我兒，表達衷心謝意與
讚美，讓院長知道貴院有這麽棒的醫師！
在此向院長大力肯定讚美的是健兒門診曹珮
真醫師！OO 連兩次自然流產後，去年因破水
且胎位不正緊急剖腹高齡產子，兒子○週 4 天
在貴院出生，此後 6 個月皆由珮真醫師安排每
個月回診施打預防針、交待可以給寶寶食用哪
些副食品……，這些日子來對珮真醫師耐心細
心、鼓勵人心印象極為深刻，連寶寶也喜歡珮
真醫師，心中萬分感恩珮真醫師！
感謝院長撥冗看此信。衷心感謝北榮仁心仁
術、極耐心、細心、愛心的曹珮真醫師！
OO 寶寶的媽咪：OOO 敬謝感恩 2019/6/30

6

感謝婦女醫學部王鵬惠
主任醫療團隊、張文薰
專科護理師、李娜蓉個
管師、前A072病房郭素

院長您好：
我目前已移居□□多年，因為經商關係，經常
往返□□、臺灣及□□三地，心中沒有抱著貪
圖臺灣健保之意念，都依規定繳納健保費用也

項次

7

摘要
真護理長暨護理師

內容
向□□當地政府繳交高額醫療保險。去年因罹
患卵巢癌至貴院求診，讓我深深感受到醫療水
準的進步及榮總醫療團隊視病如親的用心及
一條龍式的服務治療，讓□□家醫醫生不得不
稱讚臺灣醫療環境超乎水準！
一年來，在我開刀住院治療及化療期間，特別
感謝王鵬惠部長及醫療團隊，每一階段的治療
過程都詳細告知及用心安排治療步驟，讓我的
身體減少許多副作用產生，能維持一定的生活
品質；因王鵬惠部長耐心安撫我心中的不安，
讓我不會害怕面對病情，勇敢與病魔挑戰。
特別是去年 12 月，個人因為敗血症緊急送醫，
生命情況一度危急，感謝王鵬惠部長精湛的醫
術，讓我的生命得以延續，我的侄兒(任職於□
□急診室主任)對王鵬惠部長的緊急處置措施
及醫術給予極高的推崇。
感謝張文薰專科護理師、李娜蓉個管師的專業
服務、前 72 病房護理長郭素真、已改調單位
的護理師及留任原單位的六位護理師，我的疾
病因為您們的悉心照料而康復，各位有如人間
活菩薩，總是默默付出、不求回饋、不求名利，
謹此由衷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
OOO 敬謝

感謝陳威明副院長及
本人 OOO 因長期飽受左腳髖關節疼痛之苦，
B118病房全體護理師、 求醫多年始終無法解決，後經好友、社區網站
A183病房全體護理師
推薦，108 年 2 月 O 日前來臺北榮總向陳威明
教授門診，當中深深感受陳威明教授精湛醫
術、親切問診，門診即約定 7 月 O 日住院施行
「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
，入住思源樓 11 樓
B118-O 床，再轉中正樓 18 樓 183 區域 O 床，
治療期間受到各處室護理師們細心照護。
重點是經由陳威明教授執行手術後，多年頑疾

項次

摘要

內容
立刻解決，內心感激涕零，人生重見光明，特
地書寫此信以表感謝陳威明教授仁醫仁心。

8

感謝泌尿部鍾孝仁科主
任、陳人傑醫師、吳儼
航醫師、婦科醫師醫療
團隊及恢復室、A063病
房護理師

院長 您好：
我媽媽 OOO 今年因發現有血尿症狀，至榮總
就醫，後診斷出為膀胱癌，於今年 6/O 進行達
文西手術摘除膀胱等，手術過程順利，術後恢
復良好，並已於 7/O 出院，家屬十分感激，在
此想對整個醫療團隊表達感謝之意，希望院長
能將家屬的感激心意傳達給相關人員，並給予
獎勵及表揚。
謝謝泌尿科主任鍾孝仁醫生，仁心仁術，謝謝
您每天的巡房，觀察我媽媽恢復情形，適時調
整用藥，並且非常有耐心的回答我媽媽每個問
題，給予建議；
謝謝泌尿科住院醫師陳人傑醫生，謝謝您每天
的巡房，悉心的看傷口滲血狀況，視病猶親，
親切態度讓我媽媽稱讚有佳；
謝謝住院醫師吳儼航醫生，謝謝您每天的巡
房，親切又細心；
謝謝術後加護室(恢復室)O 床護理師(抱歉我那
天沒戴眼鏡，一直想看您名字但因為近視看不
到)，謝謝您在手術後細心的照顧病人，於開放
會客時，親切專業且不厭其煩回答家屬的問
題，讓焦急擔心想知道恢復情形的我們鬆了一
大口氣，謝謝您；
謝謝進行達文西手術的整個醫療團隊，包括泌
尿科及婦科醫護人員，長達 14 小時的手術，
辛苦您們了，真的非常謝謝您們；
謝謝辛勤的 63-O/63-O 病床的護理師們，謝謝
您們協助換藥，鼓勵我媽媽；
醫師、護理師真的是很偉大的職業，真心謝謝
整個醫療團隊，謝謝有您們，才能成就了每個

項次

摘要

內容
美好的家庭！
家屬 OOO OOO 敬上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感謝貴院耳科褚嘉慧醫師團隊，視病如親，不
褚嘉慧醫師醫療團隊
厭其煩、找出病因，治癒我二十多年的宿疾。
即使出院一個月後仍關心敝人的狀況，令人感
動！
10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院長好,今年 O 月下旬經由 O 部地區教學醫院
權科主任、耳鼻喉頭頸 神經內科醫師細心的安排肌電圖、MRI 檢查
醫學部王懋哲醫師醫療 下，意外的發現左邊腦幹上長了一顆接近 O 公
團隊
分的腫瘤，發現腫瘤時已經太大，已把腦幹壓
扁，醫師評估無法以伽瑪刀治療，必須以開顱
手術取出腫瘤，手術風險極高，有癲癇、植物
人、一輩子插鼻胃管的風險，聽完報告，一家
人頓時心情盪到谷底。
這段時間在網路上搜尋和親朋好友的大力推
薦，經由周秘書幫忙安排之下，毅然的決定於
4/O 由臺北榮總神經外科主任許秉權醫師、耳
鼻喉科王懋哲醫師和醫療團隊 GPS 定位技術
精湛醫術的協助下，歷經 9 小時(7:30-16:30)
的奮戰，終於完成了困難的手術。
術後在加護病房住一個晚上，第二天中午轉普
通病房，第 4 天再做一次 MRI 攝影，第 5 天
出院，第 10 天回醫院拆線，住院期間許醫師
每天會來病房關心病情，假日也不例外，是一
位醫術精湛值得信賴、親力親為視病如親的好
醫生。
重生的感動，恩同再造，出院前許醫師告知我
檢查確定是良性聽神經瘤，心情也放心了不
少，現在身體已慢慢的在康復中，這份恩情將
永遠銘記在心，也祝福許醫師和醫療團隊平安
健康，順心如意。
9

摘要
內容
11 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怡仁 院長您好，
科主任及A082病房全
我是 7 月 O 日由婦產科主任陳怡仁為我進行手
體護理師
術的患者，寫信給您是想謝謝勞苦的陳主任和
與他配合的 82 病房美麗的護理人員們，當我
知道我的手術時間比預期的時間長了許多
時，心裡對陳主任和一起同工的每個人感到十
分虧欠，因為我自己的害怕導致醫護人員要花
加倍的時間來幫助我，現在我逐漸在康復，我
非常非常向陳怡仁主任和你們感恩，謝謝你們
把辛苦視為日常的讓許許多多的人有活的指
望，向你們感恩。

項次

12 感謝兒童醫學部洪君儀
醫師、腫瘤醫學部孔亭
方護理師、護理部何宜
芳護理師、A093病房全
體護理師、產官學相關
人員及醫務企管部醫療
事務組批價人員

隨時做好下一步治療的準備
我是洪醫師的病患，我叫 OOO。首先要感謝
兒童血液腫瘤科主任洪君儀醫師，因為我加入
了一個從今年 O 月份到 O 月份的產官學合作
的藥物臨床實驗，讓我更加的敬佩洪醫師。 前
兩次的實驗，主要在 93 病房進行，也端賴 93
病房的醫療團隊，讓我在研究一開始可以受到
很好的照顧。第三回的實驗進行，則改採門診
化療的方式。記得 5 月 O 日的門診，洪醫師和
我說，我們或許該來討論一下，下一步該怎麼
進行治療。我帶著惶恐的心情問醫師：是腫瘤
不聽話了嗎？我們還在做實驗，是不是要讓實
驗告一個段落再來討論。洪主任很認真的和我
說，『實驗和下一步治療計畫是不牴觸的，不
會為了做藥物實驗去改變治療的進程，想著下
一步是正確的，我先和你說明下一步的藥物，
你好好的想一想，我還要和你討論。』（我想
應該是指對下一個藥物先做功課的意思）
。陪
我看診的姊姊，馬上記下了藥物名稱（因為我
還停留在腫瘤是不是朝向某個進展的驚嚇之
中）
。出了診間，姊姊和我說，我很驚訝也很

項次

摘要

內容
高興，你的醫師替你想的是下一步，同時關心
著你現在的狀況，她非常知道你現在的整體狀
況（這真的不是每個醫師都可以從電腦記錄中
詳細知道的）
。
再來我要感謝成人腫瘤醫學部的個案管理
師，也是研究中和我最頻繁聯絡的人員，孔亭
方護理師。第一次住院抽血時，為了監控每個
採血點，她居然可以在晚上十點出現在我的病
床旁邊，週日中午，甚至是因為不舒服送急診
的時候。我很訝異她的工作時間需要配合整個
實驗的流程，且每個採血的時間點和一般的上
班作息不同，她還需要特別從家裡來到醫院。
還記得她買了杯咖啡給我，但因為我後來抱怨
胃痛，她還自責是不是那杯咖啡惹的禍，別想
太多，那杯咖啡的溫度我永遠記得。和個管師
的聯繫是重要的卻也不是凡事都要打擾她，在
緊急的狀況下，當然是要撥電話。其他關於實
驗藥物的症狀，我則使用通訊軟體傳送照片，
甚至將所有的病歷電子化傳上雲端硬碟，以便
她能夠和贊助者及醫師做討論。良好的溝通，
建立起我們互助的模式。雖然最後腫瘤的進程
讓我離開了實驗，但我衷心的感謝她，在過程
中一路的扶持，及適時的和主任醫師溝通。
在門診注射室我也接受葡萄糖的靜脈注射，以
改善因藥物造成的不適。我遇見了小兒 ICU 來
支援的護理人員何宜芳。一進入注射室，她先
和我聊了一下來注射的原因，每隔 15 分鐘便
來看我一下，在四個小時的注射過程中，她不
知道來來回回了多少次來看我，實在非常感謝
她能夠體諒掛著小腸造口且身體不適的我，謝
謝榮總的所有醫療人員及批價櫃檯的事務人
員。謝謝你們溫柔細心的照顧。

項次

摘要

13 感謝臨床毒物與職業醫
學科葛謹醫師及許馨云
醫務管理師、林婷婷醫
務管理師

14 感謝泌尿部陳威任醫
師、瞿琤醫師、陳鵬醫
師、戴盟哲醫師、A063
病房陳怡君護理長暨全
體護理師、全靜脈營養
小組、造口師、營養師、
復健師及清潔人員

內容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
感謝北榮職醫科與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院長您好：
本人是 O 歲的女性患者，近期去榮總職醫科看
診手部，蒙葛謹主治醫師、許馨云醫務管理
師、林婷婷醫務管理師熱心幫忙。
雖然院方經過審慎評估，本人不符合職病要
件，但是過程相當愉快簡潔，會談中也得到了
不少新知。
葛醫師視病猶親，許醫務管理師、林醫務管理
師二位懇切細緻，他們都很優秀，還有很強大
的幽默感，對他們僅有萬般感謝，也感謝院長
領導有方，榮總不論是職業醫學門診還是職業
傷病防治中心，都讓人有莫大的安全感。
感謝院長，也請院長繼續為崗位上盡忠職守的
醫護醫務管理師同仁們加油！
長官您好：
媽媽 OOOO，因為血尿，於今年五月在北榮蘇
澳分院掛泌尿科由陳威任醫師進行檢查，初步
結果有異常。陳威任醫師因而安排至北榮再進
一步檢查，經 CT 掃描檢查發現為 bladder
cancer。媽媽已 O 歲，對於治療方式，家人經
過幾番掙扎，最後因為陳威任醫師「disease
free」這句話，家人達成共識以開刀方式進行
切除治療。手術歷經十幾個小時順利完成。後
又因腸沾黏和細菌感染等術後所引發的併發
症，所幸在團隊的照顧下，總算出院。
手術完成住院於 A063 病房期間，陳威任醫師
和瞿琤住院醫師，陳鵬住院醫師，戴盟哲住院
醫師和其他住院醫師們，以高度負責的敬業精
神，不辭勞苦工作，一次又一次進行檢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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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5 感謝乳房醫學中心蔡宜
芳醫師醫療團隊、護理
部李旻紋個管師及
A103病房全體護理師

內容
療，且同患者及家屬進行及時溝通，針對病
情，適當的進行制訂治療方案。對於術後恢復
時狀況也能給予專業指導。在術後的照護工作
中，尤其感謝 63 病房陳怡君護理長所帶領的
護理團隊對媽媽的關懷備至。住院期間，深深
感受到護理師們提供的不只是專業，也一直耐
心為病患及家屬排憂解難，特別在術後恢復期
間，讓家屬備感溫馨。她們在日常對媽媽護理
過程中一絲不苟---盡職，盡責，盡心及盡力。
同時，也要謝謝 TPN 小組細心照顧，造口師
的專業提醒，營養師對飲食的建議，復健師的
提導，及清潔阿姨等人。太多感激之情不能一
一盡述。
最後，再次謝謝協助媽媽復原的各位醫護人
員。
OOO 敬上
108/07/18
感謝乳醫中心蔡宜芳醫師及醫療團隊,個管師
李旻紋小姐,外科 A103 病房護理師.
院長您好:
本人於 108 年 5 月於外院體檢,發現乳房攝影報
告異常,立即轉診 貴院乳醫中心診治, 經蔡宜
芳醫師安排超音波,核磁共振及粗針穿刺切片
等各項檢查,且隨即在 6 月 O 進行乳房局部切
除開刀,手術進行順利也恢復良好,術後當晚及
住院期間,蔡醫師每日皆至病房探視術後情況,
在此,我和我的家人衷心感謝蔡宜芳醫師仁心
良術,及時治療我的病症.
同時,感謝個管師李旻紋小姐協助術前術後各
項諮詢,及住院期間 A103 號病房護理師的悉心
照顧.
病患 OOO 敬謝

摘要
內容
16 感謝腫瘤醫學部顏厥全 院長好，我是 108/07/O 入住 191 病房第 O 床
醫師醫療團隊及A191
的病人 OOO。這次住院期間，我要感謝腫瘤
病房陳仁翎護理師
藥物治療內科的顏厥全醫師醫療團隊的用
心，超強的專業能力，盡力治療及降低病人的
痛苦。而在中正樓 19 樓 191 病房的小夜班護
理師陳仁翎，我也要特別讚美她，她有愛心，
在小夜那麼忙碌的情況下，還能幫我衛教病況
需注意的事項，態度親切，令人感覺溫暖，是
非常有專業及充滿熱情的護理師，我要感謝她
的照顧，也請院長給顏醫師團隊及陳護理師鼓
勵，讓這麼有熱忱的專業人員能繼續為病人服
務，感謝您~
17 感謝眼科部林佩玉醫師 3701 眼科診間，這是北榮很棒的地方，我非常
及眼科門診黃亞純護理 喜歡它!!!
師
6 月 O 日上午 8:30 ，我帶著巨大的痛苦及不
安，進入 3701 眼科診間。今天 7 月 O 日上午
10:00 左右，完成最後左眼儀器的檢查，林主
任醫生告訴我預約一個月後回診，這意味著我
的左眼三叉神經帶狀疱疹眼部併發症治療終
結，我心中充滿了感激和滿意。
O 天以來密集檢查，配合眼肌神經科，皮膚科
共同追蹤治療，過程對我而言永生難忘。
3701 眼科診間的林主任佩玉是一位令人尊敬
又親切可信賴的醫生，她堅持負責任，專業的
態度無懈可擊，她是一個成功的人。
黃護理師對人親切，一位好醫生助理師，醫病
關係表現在她的職責上也非常專業。
3701 眼科診間我真的非常喜歡它!不過她們工
作好辛苦又忙碌。
18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黃文 院長您好！
成科主任、廖翊筑醫
今年年初，我的左胸開始疼痛，白天偶而疼
師、麻醉部、手術室醫 痛，在清晨初醒的時候，更為嚴重，原先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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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摘要
護團隊及A172病房全
體護理師

內容
到□□□□醫院，然後又到□□醫院，□□醫
院，做心臟斷層掃描，內視鏡以及全身檢查，
均未檢出病因，後來在貴院神經內科廖翊筑醫
師，看診，安排 MRI 檢查，發現在脊髓胸椎
有一個 1 cm 的腫瘤，隨即轉請神經修復科黃
文成主任診察及手術，於 4/O 住院，4/O 手
術，4/O 出院，全部過程，非常順利，完美無
缺，回家療養. 也按時回診，個人衷心感謝廖
醫師的專業診斷，尤其更感謝黃主任，高超的
醫療技術，可說是超越古代的華陀！堪稱當今
世界第一流的頂尖高手！經過三個月的療
養，進步很多，神經系統似乎沒有傷害到，而
現在止痛藥也停止服用，雖然目前背部還有些
疼痛，已經可以忍受的. 為了表達我內心由衷
的感謝，
在此，煩請
院長給予廖醫師，尤其黃主任特別的獎勵！當
然，參與的醫療團隊成員，也是極為優秀，麻
醉科，手術單位，172 病房的護理師們，我無
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大名，也煩請院長給予他們
獎勵！
最後，我也要向您道謝，由此次手術成功，整
個過程，在在顯示您的成功領導，臺北榮民總
醫院，是第一名！確實是 outstanding
leadership! 謝謝您！
病患 OOO 敬上

19 感謝婦女醫學部吳華席 感謝婦女醫學部婦癌科醫師吳華席，本人於
醫師及A082病房全體
108 年 5 月 O 日因婦科惡性腫瘤入住臺北榮總
護理師
A082 病房，主治醫師吳華席細心安排檢查每
一器官確認病情，5 月 O 日由吳華席醫師手術
摘除子宮、卵巢等器官，術後傷口恢復良好無
痛感，術前術後吳醫師都非常有耐心的和家人

項次

摘要

20 感謝兒童醫學部鄭玫枝
科主任、曹珮真醫師、
心臟血管外科吳飛逸醫
師、麻醉部許淑霞醫師
醫療團隊及新生兒加護
室全體護理師

21 感謝骨科部陳正豐科主
任醫療團隊及A184病
房全體護理師

內容
解說病情，假日也都會前來巡房關心，原本罹
癌時慌亂的心情才能轉為有信心接受治療。
很感恩能遇到吳華席醫師那麼專業認真的醫
生，第一次門診後立即安排住院、手術，到出
院後的回診，過程中吳醫師都讓人感到安心信
賴，同時也感謝 A082 病房護理師們細心的照
顧，謝謝~
院長 您好
我的寶寶於 5/O 極度早產，目前尚在新生兒加
護中心接受治療，在這段時間受到鄭玫枝教
授、曹珮真醫師、心臟外科吳飛逸醫師、麻醉
科許淑霞醫師及 NICU 多位醫護人員迅速處置
與細心照顧，並不厭其煩的給予家屬專業且詳
細的病情解說及認真細心的照料。目前寶寶還
在努力，希望能夠在新生兒加護中心醫療團隊
的治療下一天比一天更好，早日恢復健康。
最後，誠心感謝鄭玫枝教授，曹珮真醫師醫療
團隊、心臟外科吳飛逸醫師、麻醉科許淑霞醫
師及新生兒加護中心全體護理師，謝謝你們，
辛苦了！
OOO 及家屬敬上
院長您好: 我因在大學任教長期定居於□□，
今年逢暑假回臺探親，得知年邁的父親為了膝
關節的疼痛，而犠牲了多方面的生活品質。非
常有幸的，認識了骨科關節陳正豐主任。在短
短的三週內，從 Consult，到決定人工膝關節置
換，到出院，陳主任帶領的團隊，不論是助理，
住院醫師，或中正樓 A184 的護理師等，都表
現了在國際上一流的專業，技術和水準。感謝
榮總，感謝陳主任給他的病人手術前後的信心
及關心！我代表我父親 OOO 以最大的誠意衷
心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