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109年12月感謝函
摘要

項次

1

感謝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內容
院長您好：

林亮羽醫師、神經醫學中 我的母親○○○目前還住在貴院 113 病房○床休
心王緯歆醫師醫療團隊

養中，因為庫欣氏症從○○來臺北貴院治療，每

及A113病房全體護理師

一次來貴院不論是手術還是看診，都得到林亮羽
醫師的細心照料，讓我們真的很感動很感謝，總
是不厭其煩地關心跟解釋病情，讓我們家屬更加
放心。
除此之外，也要感謝神外的王緯歆醫師，這一次
的手術，如果不是王醫師的細心與用心，才能讓
這麼困難的手術順利完成，真的非常感謝王醫
師，就如同之前形容過王醫師的「鷹之眼，神之
手」都不為過，真的言語無法形容我們家屬的感
恩。
在此也感謝所有參與討論病情的所有醫師，請見
諒無法一一得知姓名在此感謝，也感謝 A113 病房
的所有護理師耐心的照顧，每一位真的就像是天
使一樣地和善如同家人。
目前我們還在醫院接受術後觀察及休養，日後也
會配合林亮羽醫師的治療，真的感恩王緯歆醫師
及林亮羽醫師的合作無間，在此再度感謝。

2

感謝陳威明副院長暨骨

親愛的陳副院長威明：

科部醫療團隊及護理部

我要深深地感謝您，不但為我成功完成髖關節置

明金蓮主任、A182病房林 換手術，對我來說等於賜給了我第二生命，真的
曼玲護理長暨全體護理

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我的感謝之意，希望未來能有

師

機會報答您對我的再造之恩！
我是一個從○歲就開始學習舞蹈的職業舞者，我
的人生中陪伴我最多的就是舞蹈，相信所有藝術
的專業人士都能體會，想要將藝術學好、練好，
展現自己的專業在世界上各個角落，是必需走過
很多的艱辛、困難、挫折、失敗、壓力、身體上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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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心靈上的成長等等，就如同大家都知道
的，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天下無不勞而獲的事、想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
這些道理其實人人都懂，但是我的專業不只是對
舞步、對音樂、對基本功的精準程度，而是要具
備這所有的條件，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膚，每一個
關節，每一處都需要不斷地使用它，但還是要努
力地保養它，才能有機會成為一個很出色和專業
的舞者，從小到大為了這個目標和夢想，我養成
了非常自律的生活習慣，但是常常讓人無法想像
的事情還是像晴天霹靂般的出現，那就是在這麼
多年的舞蹈生涯中，我竟然身體有著一個問題，
先天性髖部發育不全！這對於我來說真的是一個
完全無法控制和接受的事情，因為我必需做髖關
節置換手術才能讓自己的生活不被這種疼痛影
響，對一個真的很熱愛舞蹈的人來說，舞蹈不只
是我畢生努力的夢想，它也是我的工作、我的職
業，我實在無法想像換了關節後會變得如何？因
此，我的內心真的非常害怕恐懼，直到我遇到了
陳威明副院長，他讓我提起了信心去面對自己的
問題，他對我的職業需求用了相當謹慎再謹慎的
態度來判斷，他非常看重我的舞蹈專業，他讓我
有很多的勇氣接受了我身體上先天的問題，於是
在陳副院長細心的專業下，我已經成功地完成了
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而且手術非常的成功！感
謝陳威明副院長對我的再造之恩，您為我做的一
切我真的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祝福陳副院長能繼
續造福更多需要您的人！同時，在我的醫療和手
術過程，非常感謝護理部明金蓮主任、A182 病房
護理長林曼玲以及所有的護理師和超級強大的醫
療團隊，住院期間我感受到了你們的專業和認真
照護，並且像家人般地給予我鼓勵，能夠在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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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忙下完成手術，真的是很幸運的事情！再次
感謝陳威明副院長，我會努力讓自己恢復回到熱
愛的舞台和工作崗位上！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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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高齡醫學中心曾崧

院長鈞安

華醫師、薩文儀專科護理 家父○○○因不明原因發燒，於 2020/11/○至
師及A052病房全體護理

2020/11/○，入住貴院高齡醫學科 A052 病房，經

師

詳細醫檢發現家父患肛門膿瘍，推估反覆發燒或
屬膿瘍細菌感染所致，在經過患部處理與抗生素
療程，今臨床已趨平穩，期間感謝主治醫師、醫
護人員的用心，特別是專科護理師薩文儀護理
師，針對家父患部腐肉的清除與術後每日定時患
部開放傷口專業與細心的照護，屢次耐心提點與
衛教如何居家妥適照護患部，點滴感銘在心。最
後再次感激院長關注及貴院 A052 病房團隊的專
業醫程
萬分感謝

4

感謝骨科部周伯鑫醫師

我是上個月 11 月○日中午出院 A183 病房○病床

及A183病房李湘渟、朱展 的家屬，我想代表我媽媽○歲的○女士感謝榮總
儀、陳若紫、鄒雁霖等全 所有醫護人員的照顧，也特別特別感謝周伯鑫醫
體護理師

師的專業照顧，另外也想再次謝謝特別窩心的李
湘渟，朱展儀，陳若紫，鄒雁霖⋯⋯及所有的護理
站人員的愛心照料！希望也謝謝榮總能一直永遠
提供這麼好又專業又有愛心的醫療服務！再次感
謝！

5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張志

本人○○○於今日 12/○腦瘤開刀出院後首次回

漳醫師

診，詢問了張志漳醫師一些問題，張醫師有耐心
且令人安心的回答，感謝張醫師讓我有信心繼續
走未來的人生，不被疾病打倒。

6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陳信

您好：

宏醫師、骨科部奉季光醫 我是○○○的家屬，首先要謝謝貴院這幾個月以

項次

摘要

內容

師、復健醫學部楊翠芬醫 來對他的照護及關心。
師、陳玉蘭職能治療師、 感謝兒童神經外科陳信宏醫師、兒童骨科奉季光
周玟伶物理治療師、音樂 醫師、復健醫學部楊翠芬醫師、復健醫學部陳玉
治療師、社會工作室古登 蘭職能治療師、復健醫學部周玟伶物理治療師、
儒社工師、總務室傳送人 音樂治療師、社工古登儒、總務室傳送員以及感
員及A092病房全體護理

謝 92 跟 51 所有的護理人員。

師、A051病房全體護理師 這些日子，他經歷重大開刀、復健的生活，○○
年紀還很小，就要經歷這些大手術，不過非常謝
謝有大家對他的細心照顧，從旁幫助他以及他的
家屬。
謝謝能夠遇到醫術超群的主治醫師，順利的手術
完成，現在邁入復健的階段，也謝謝復健醫學部
的醫師，耐心地帶領他慢慢復健，
還有對他無微不至的 92 跟 51 護理人員，總是親
切的詢問身體狀況，協助家屬及○○，感受到大
家溫暖的關懷。
能夠遇到這麼好的醫療團隊，真的非常謝謝大
家，雖然○○要出院了，接下來還要回○○治療。
仍然不會忘記這段時間以來所有的幫助，謝謝辛
苦的醫療團隊。
○○○暨家屬○○○ ○○○
向貴院致上最高謝意

7

感謝兒童醫學部牛道明

李發耀院長 您好，

主任、黃清峯科主任、鄭 我兒○○於 108 年 12 月在北榮出生後，即持續受
玫枝科主任、李昱聲醫

到兒童醫學部及兒童外科的多方照護。值此歲末

師、曹珮真醫師、張瑞文 感恩季節，謹以此信向您報告並表達我們誠摯的
醫師、林為聖醫師、李苡 謝意。
萱醫師、侯明欣醫師、陳 首先感謝劉君恕主任所率領的兒童肝臟移植團
文音醫師、那曼玉醫師、 隊，對小兒的再造之恩。感謝主治醫師黃清峯主
陳威宇醫師、兒童外科蔡 任在小兒 5 月初至 8 月底住院期間的悉心照料。
昕霖主任、移植外科劉君 感謝 PICU 護理團隊無微不至的照護與多方的陪
恕主任、陳正彥醫師移植 伴，讓我兒在病痛中依然能展露笑顏、逐漸成長，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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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吳政宏醫師、白雪 並活力充沛地回家。
翠醫師、毛士豪醫師、復 回顧自小兒出生起，接連受到許多醫師以及
健醫學部楊翠芬醫師、莊 NICU、NBR、PICU、91 病房、92 病房眾多護理
頌音物理治療師、游玉菁 師的照顧，真是感激不盡。要感謝的醫師很多，
物理治療師及新生兒加

以下列舉必有疏漏：劉君恕主任、黃清峯主任、

護室、新生兒病房、小兒 鄭玫枝主任、李昱聲醫師、曹珮真醫師、張瑞文
加護室、A091病房、A092 醫師、蔡昕霖主任、陳正彥醫師、牛道明主任、
病房全體護理師

林為聖醫師、楊翠芬醫師、莊頌音物理治療師、
游玉菁物理治療師、陳威宇醫師、侯明欣醫師、
吳政宏醫師、陳文音醫師、白雪翠醫師、毛士豪
醫師、那曼玉醫師、李苡萱醫師等。再次感謝北
榮醫護團隊專業親切的照護，實在萬分感激。
敬祝 平安喜樂
○○媽媽 敬上
10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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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感染科鄭乃誠醫師

院長您好:

醫療團隊及A061病房全

在此藉由您的信箱對感染科鄭乃誠醫師團隊及

體護理師

A061 病床全體護理師們致上深深的感謝之意...。
本人於11月○日因牙疼臉部腫脹至牙科診所治
療，醫生告知是蜂窩性組織炎，須馬上施打抗生
素或住院治療，基於鴕鳥心態僅至診所施打抗生
素，怎料隔天清晨整個腫脹至眼窩，因個人體質
問題，二年前感染急性骨髓炎在○○就醫，因抗
生素過敏持續發燒，後轉至貴院才痊癒。心想唯
有至貴院，但想到榮總病床一位難求，懷著忐忑
不安的心情至現場掛鄭乃誠醫師門診，醫生即要
我住院，並請總醫師幫我安排病床，且說時至7日
即可痊癒，當下那口良藥，讓我病況瞬時好了一
半，2、3天來的病痛吃不下睡不著，竟在等待床
位期間深沉打了個盹。住院期間感謝A061病房護
理師們細心照料，讓我得到妥善治療，鄭醫師連
例假日都不放心病人，一大清早即至病房巡房。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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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人們常說:牙痛痛起來會要人命，感謝鄭醫師與感
染科A061病房護理師們，因為您們無私的奉獻與
親切的付出，解除無助的我們苦難。衷心感謝！
就醫者○○○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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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骨科部陳正豐科主

因本人膝蓋疼痛不堪，造成生活上的不便，經親

任醫療團隊及A183病房

朋好友推薦臺北榮總骨科陳正豐主任診療後，建

鄒雁霖等全體護理師

議使用微創手術治療。在手術過程中陳主任的精
湛醫術及不辭勞苦地付出讓我可以非常安心。
在 A183 病房也受到全體護理師的精心照料，尤其
是鄒雁霖護理師親切的專業照顧下讓傷口可以快
速復原，康復出院。
在此非常感謝臺北榮民總醫院的各級領導及全體
醫護人員。願陳正豐主任和全體醫護人員身體健
康。多謝你們讓我可以重新獲得健康美麗的生
活！

10 感謝感染科王復德主任

院長您好：我是在 11 月○日因尿道感染住院治

及B077病房郭昀華等全

療，在這次的住院治療期間非常感謝王復德主

體護理師

任，細心地觀察我的身體情況，適當地調整藥物，
讓我很快地恢復健康，另外也要謝謝 B077 病房的
所有護理人員的照顧，尤其郭昀華護理師對病患
細心照料，讓我印象深刻，在此再次謝謝榮總所
有的醫護人員，謝謝大家。

11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春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春吉醫師，麻醉部鄭宏煒醫

吉醫師、麻醉部鄭宏煒醫 師，A111-○病房所有護理師及榮總醫療團隊
師及A111病房全體護理

家父○○○因身體不適及近一年體重急遽下降，

師

於 11 月初住進榮總接受詳細身體檢查，最後經腸
鏡及斷層掃描確診為大腸癌，需儘快接受手術切
除腫瘤。從術前的醫病解說與溝通到術後的腫瘤
實際狀況分析，可以清楚感覺到林醫師的專業及
細心，病人和家屬的心情也因此放鬆許多，之後
還有化療的路要走，我們會和林醫師繼續配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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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面對惱人的傷病。家父已於 11/○出院，再次
感謝林醫師、鄭醫師及所有護理師與醫療團隊在
這次住院期間給予的照護，祝福各位平安健康。

12 感謝一般內科黃鈴茹醫

○歲高齡岳父於 109 年 11 月○日晚上因發燒顫抖

師、住院醫師及A071病房 嘔吐送貴院急診室,經檢查後發現是肺炎必須住院
吳姍螢副護理長暨全體

治療,於次日住進 A071 病房,感謝黃鈴茹醫師及

護理師

A071 病房住院醫師全體護理師,細心照護下於 12
月○日出院返家休養。
特別感謝 A071 吳姍螢副護理長,在親切的照顧下
減輕岳父的不安,也詳細地向家屬說明照顧的方
式,因岳父另有大腸癌病史,吳副護理長主動聯繫
居家照護,即使出院後還可持續接受照護,讓病人
及家屬放心並安心,真正做到貴院視病猶親的宗
旨。
本人代表岳父及家屬,再次感謝黃鈴茹醫師及吳姍
螢副護理長,並祝醫護團隊身體健康,平安順遂。

13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林俊

院長 您好,

甫醫師、陳帛威醫師醫療 家父○○○先生,從□□□□轉診至榮總,並且於
團隊及A171病房、A172

七月○日進行腦膜瘤切除手術,在就診期間,家父

病房、神經外科加護室A

因為身體狀況已經影響活動及語言的部分,所以

全體護理師

心理狀態十分不安,對於種種檢查十分抗拒,甚至
要出門到醫院也很害怕不敢出門.....
看診時,林俊甫醫生的細心關心愛心,十分照顧爸
爸的狀態,在告知病情以及後續的手術安排等等,
每一個溝通都照顧到病人的心理,也很敏銳地感
知到爸爸的害怕不安,給予安撫正向的溝通,讓他
有面對的勇氣....
印象十分深刻....那一日, 在林俊甫醫生說明完後
續處理後,爸爸露出陽光的笑容,對醫生深深一鞠
躬,我才終於感覺,爸爸準備好了....不再害怕與逃
避, 而是豁達正面。
如果沒有林醫生,就沒有勇敢面對病魔的他

摘要

項次

內容
手術當天,當爸爸出來後,張著雪亮的眼睛說話,
讓我們再次體會....生命力充滿的感動.....
住院期間,我們所遇到的每一個護理師&住院醫
師,也都帶著正向陽光的面容,給爸爸以及每一個
到醫院陪伴照顧的家人,很多的溫暖....
爸爸現在很用心地在過生活,很多笑容,在榮總神
經外科的日子,林俊甫醫生跟每一位榮總給我們
幫助的人,不只是幫助爸爸身體的康復,還有他對
生命繼續前進的動力,這對於病人&家屬來說,十
分難能可貴的。
誠摯地表達我們全家人的這份感謝
謝謝每一位溫暖的榮總人....一路上的幫助
謝謝林俊甫醫生....你的愛心&精湛的醫術....給病
患力量
病患家屬 ○○○

14 感謝血液科王浩元醫師

2020 年 11 月中，
我個人由於淋巴發炎問題來榮總求診，
原先被診斷可能淋巴癌，
但今日回診告知後續檢查指數都正常，
我跟陪同的家人都很開心且安心，謝謝您們
我與家人都會跟身邊親友推薦
臺北榮總血液腫瘤科的王浩元醫師，
他是有醫德的好醫師，細心且會安撫病患情緒，
有問必答，還會耐心地說到病患與家屬可以理解。
我真的覺得，願意在晚上九點特地打給病患，
通知有指數異常要再抽血，
而且在電話中也還做到安撫病患細心說明的醫師
很棒，
感謝我能遇到這個好醫師👍👍

15 感謝骨科部周伯鑫醫師

敬啟者:

醫療團隊及A181病房全

日前家父因細菌感染造成脊髓發炎，胸椎 11、12

體護理師

節骨折，合併神經壓迫。經周伯鑫醫師診斷並於

項次

摘要

內容
2020 年 10 月○日手術治療，直至 2020 年 11 月○
日出院返家休養。住院期間，感謝周醫師與其團
隊專業的診治與照顧，讓家父的健康恢復良好!
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感謝周伯鑫醫師仁心
仁術，視病如親，貴院醫療與護理人員，認真盡
責，親切友善。感恩有您們，讓家父安然度過難
關!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祝福您們健康平安!
○○○敬上
註：家父○○○，住院期間病房為 181 病房第○
床

16 感謝胸腔外科許文虎醫

院長您好

師醫療團隊及A154病房

這次我跟妹妹一起住院做肺部手術開刀，非常感

全體護理師

謝許文虎醫生高明的醫術及他的專業醫療團隊
讓手術順利完成，術後恢復良好；也很感謝 154
護理師們的溫柔體貼和細心的照顧，讓我們心裡
感受到很溫暖，不會感到無助。由衷感謝醫護人
員專業的照顧，謝謝。同時也謝謝安排讓我們姐
妹在同一間病房，讓我們可以互相照顧彼此，謝
謝

17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林俊

院長您好:

甫醫師、復健醫學部高崇 家父因為腦腫瘤第四期，到榮總開刀住院。感謝
蘭科主任及A172病房、

神經外科林俊甫醫師的仁心仁術，讓家屬感受到

A051病房全體護理師

生命的希望。也感謝 A172 病房○床的護理師總是
無微不至地照護與叮嚀。11 月中，我們轉到復健
科病房，感謝高崇蘭醫師和 A051 病房○床的護理
師們關懷。在這段期間，深深感到臺北榮總不僅
設備精良、醫師醫術高超、護理師專業，更感到
滿滿的溫暖。衷心感謝北榮的醫療團隊，讓家父
得以延續生命，讓我們能把握與家父相處的時間。
祝福北榮醫護人員身體健康、平安快樂
病患○○○家屬 敬上 109.12.16

摘要

項次

18 感謝精神醫學部鄭智銘

內容
院長先生您好：

醫師及D040病房全體護

雖然沒有見過您，但這份感謝和感恩的心是真真

理師

實實的。事情是這樣的，小女○○○嚴重精神病
患從□□□□分院重症病房轉到總院 40 病房，經
主治醫師精準調整藥物及護理師們細心照顧及呵
護，病情從暴躁虛無縹緲重新回到現實，也重新
回到她父母的身邊，現在也能分擔家裡清潔和廚
房的工作，日常生活也能完全自理，這些都是蒙
貴院醫護人員積極治療之恩賜；主治大夫是鄭智
銘醫師，是一位年輕富愛心經驗豐富又細心的好
大夫，加上護理站的所有護理師們每一位的熱
心，愛心和同理心，視病人如家人般地親切照顧，
因而小女○○○才能在適當病情穩定的藥物控制
下，回到家中，做父母的我們内心的感謝實無法
言表於萬一；此時正值聖誕節及新的一年到來，
我和內人向您和 40 病房所有醫師及護理師們致上
無限感激謝意和敬意，也相信榮總在院長及 40 病
房負責人的愛心領導下，所有的病患都會健康的
回家，感謝再感謝，敬祝聖誕、新年公私順遂，
健康快樂，萬事如意！
出院病患○○○的父母親： ○○○ ○○ 敬上

19 感謝胸腔部羅永鴻醫師
醫療團隊

我是患者○○的太太○○○，我先生罹患胸腺惡
性腫瘤，目前在化療中、很感謝臺北榮總醫護人
員細心的照護、病情穩定控制，更要感謝羅永鴻
醫師的用心與耐心，羅醫師很親切像似鄰家的孩
子很有禮貌，與病人說話輕聲細語有著醫者父母
心的情懷，讓我與先生很感動，感謝榮總醫院良
好醫療設備與醫療團隊，也要感謝臺北榮民總醫
院的醫政。

20 感謝骨科部楊傑思醫
師、胸腔外科徐博奎醫

院長安康您好～
我名為○○○，我是病患○○○的太太，我先生

師、麻醉部蔡欣容醫師、 為胸腔外科病人○○○，我們於今年 109/12/○住

摘要

項次

內容

許富凱醫師、黃兆岑護理 進中正樓 A154-○病房。於 109/12/○在貴院進行
師、游宗舫護理師醫護團 胸腔微創手術，他是因為先前做低劑量電腦斷層
隊及A154病房全體護理

檢查出右中肺葉有多出一塊不明物體，建議回去

師

門診追蹤檢查，第一次回門診時醫師再排了一個
顯影劑電腦斷層，為了確認大小型態看得更清
楚，再來決定進行如何處置。
在這段等待的時間對病患的心理是很煎熬的，加
上我先生是位淺眠容易焦慮容易憂鬱的人，在等
下次回診時間時，早已食不下嚥，睡不著覺的！
在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骨科楊傑思醫師，他很熱
心地幫我們推薦了胸腔外科徐博奎醫師，也請徐
博奎醫師能幫我先生詳細確診一下，也真的非常
謝謝楊傑思醫師的熱心幫忙，才能讓我們像是抓
到浮木般一樣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而徐博奎醫師真的是位非常專業的醫師，專業自
信果斷，不會讓我們病患有種看完診還是不知所
措的狀態，確定開刀的前一天，針對範圍型態還
很用心做了 3D 圖和團隊討論，再加以跟我們解
釋，解釋得非常清楚，也著實讓我們安心了不少。
手術當天也要非常謝謝手術室的主治醫師蔡欣
容、住院醫師許富凱、麻醉護理師黃兆岑、游宗
舫、還有手術室的全體同仁願意親切的解釋接下
來要做的處置，耐心的安撫我先生，舒緩我先生
的焦慮緊張情緒，真是感動。
我們住在中正樓 A154 病房，病房裡所有的護理人
員也都很親切也很有耐心，讓我們對大醫院的刻
板印象改變了不少。
我們已順利出院回家休養了。
非常非常謝謝院長您領導的臺北榮總團隊是這麼
的優秀，真是非常感謝在榮總的這段時間受到非
常完善的照顧。病患往往心理的問題比生理嚴
重，在這段時間裡，我感謝的這些人給了我們莫

項次

摘要

內容
大的關懷和幫助，這是我們一輩子都會感激在心
頭的。
在疫情期間還能受到這麼完善的照顧真是感到生
為臺灣人的幸福和榮幸。謝謝您們～您們都辛苦
了。願意付出的人絕對是有福報的，願您們平安
喜樂順利！！
病患○○○暨全體家人敬上。
109/12/20

21 感謝腫瘤醫學部賴峻毅

院長您好：

醫師醫療團隊及內外科

我是病患○○○的先生○○○，我老婆在 109 年

加護室醫護人員

10 月○日，因為癌症的關係，以及其他的病症住
進了內外科重症加護病房，一直到 11 月底，在那
一個月的期間，多虧了賴峻毅醫師、醫療團隊以
及加護病房 A 區的醫護人員，他們想盡了辦法醫
治我老婆，在那邊的一個月當中，病情時好時壞，
一度的病情不太樂觀，還好有賴醫師以及加護病
房的醫護人員的照顧之下，我老婆的病情現在總
算穩定了，也於 12 月初轉到了一般病房繼續治
療，在此由衷地感謝賴醫師及加護病房的醫護人
員，沒有你們的悉心照顧，我老婆如今可能就不
在了，再次謝謝院長及所有的醫護人員，辛苦你
們了!
祝大家事事順利
感謝人: ○○○、○○○
民國 109 年 12 月 29 日

22 感謝重症醫學部林永煬

院長您好，

主任、吳承學醫師、心臟 109 年 1 月○日，本人因咳嗽、心跳快、喘、呼吸
內科宋思賢醫師、心臟外 困難且下肢水腫到北榮急診。經影像及抽血等檢
科吳飛逸醫師、麻醉部林 查，確認為腿部靜脈血栓導致肺栓塞，肺部主、
素滿醫師、護理部王中萍 支血管幾乎佈滿血栓，故也有肺高壓的問題。
專科護理師、冠狀動脈加 後由重症加護內科吳承學醫師接手治療，於 109
護室、心臟血管外科加護 年 1 月○日轉入加護病房，並於當天進行導管溶

摘要

項次

內容

室A、B118病房、B097病 栓。溶栓歷程約一天多，拆除導管時的肺部影像
房、手術室等單位全體醫 顯示栓塞情況大為改善，散佈於肺血管之血栓多
護人員及復健醫學部物

已清除。後歷經加護病房及普通病房治療，出院

理治療師

時肺高壓雖未完全下降至正常值，但心跳過快、
喘、下肢水腫之問題已大幅度改善。定期於門診
追蹤三個月後，經影像檢查判斷本人之肺高壓屬
於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引發，病灶主要集中於肺
動脈主血管，建議以外科手術的方式清除肺血管
中的血栓。
至此，因醫院對病況主責之規劃，吳承學醫師將
本人轉介至心臟內科宋思賢醫師。宋思賢醫師為
求更精準之肺高壓測量及冠狀動脈觀測，安排於
109 年 5 月○日進行心導管及右心導管檢查。檢查
前後，宋思賢醫師於病房說明時對於病況亦建議
以外科手術的方式治療，除大力推薦心臟外科吳
飛逸醫師，並請吳飛逸醫師一同會診。經醫師們
的說明與分析建議，於 109 年 6 月○日由吳飛逸
醫師進行肺動脈內膜剝離手術。這項手術複雜度
較一般心臟手術高、目前醫界有執刀技術的醫生
也不多，感謝吳飛逸醫師及團隊精湛的技術，經
過十個小時的手術，積塞於肺血管之血栓已清除
乾淨，肺高壓及其引發的相關症狀也在術後恢復
正常。
本人在此感謝重症醫學部林永煬主任在住院期間
多次關心，承蒙主任照顧，不勝感激；感謝吳承
學醫師、宋思賢醫師及吳飛逸醫師在各個療程皆
悉心診治；並在本人對手術治療畏怯的時候，給
予中肯理性的分析及建議。感謝麻醉科林素滿醫
師在手術室的照料及監控，讓我平安度過手術。
感謝心臟外科王中萍專科護理師，在術前及術後
都給予專業照護，並對術後不適症狀積極處理。
感謝思源樓冠狀動脈加護病房、心臟血管外科加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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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護病房 A、118 病房、97 病房及手術室每一位照
料過我的住院醫師及護理師，在很多時刻給予溫
暖的鼓勵及關懷，讓我順利度過住院期間的不
適。感謝復健師拉我出病房散步，跟我聊了些有
趣的話題，移轉住院會有情緒低潮。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僅以此信向院長及團隊致
謝，北榮有完整且相當優秀的醫療團隊，本人非
常幸運能在此得到完整的治療及照護。
感謝人 ○○○ 敬上

23 感謝精神醫學部鄭智銘

至誠感謝

醫師、何逸群醫師醫療團 主治醫師鄭智銘醫師、
隊及D010病房林明熙護

住院醫師何逸群醫師、

理師

護理師林明熙護理師、
鄭智銘醫師醫療團隊、
給予：
一系列性、
全方位性、
深度了解、
深化專業、
即期、協助、治療
友善、用心、效率
辛苦了，感謝大家！
祝
新年快樂
病患：○○○
家屬：○○○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