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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乳癌病友會
11月26日由胸腔腫瘤內科吳銘芳醫師、蕭鈺瑾營
養師與病友/家屬一起了解肺癌治療及學習化放療
後營養的補充。

外賓演講
中西醫整合醫療科，邀請南京中醫藥大學周春祥教
授專題演講。

藥劑科民眾衛教
專業藥師以行動劇方式，教您認識藥物及正確服藥。

中山健康食堂
由專業營養師來教你如何吃的健康又美味。

健康促進運動會
105年度本院員工健康促進運動會，活力四射。

友好醫院締約典禮
與越南守德區域醫院締交友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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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氣即所謂的脫腸(台語)，顧名思義指

腸子從腹腔中脫出，在醫學上的定義是指某

一器官膨出或疝脫，其可發生於身體任何部

位，例如腦疝氣、心疝氣、肺疝氣等。疝氣

命名依位置不同可分為腹股溝疝氣、股疝

氣、臍疝氣等，又依病因可分先天性或後天

性，依疝脫情況分為可回復性和箝閉性等。

絕大部分發生於前腹壁，以腹股溝疝氣為

主。多數疝氣常是陣發性，疝脫部位稍加壓

力即可推回；若是膨出物卡住無法推回時將

形成箝閉性疝氣，嚴重時甚至造成組織壞

死。

確切的發生原因不明，在西方國家成人

疝氣發生率介於10~15%，好發於男性，約

女性的十倍，疝氣的原因可能先天或後天，

部分亦具家族傾向。三個主要因子，第一是

疝氣袋的存在，此為小兒或部分成人腹股溝

疝氣最主要的成因。第二是腹內壓增高，其

常見原因有肥胖、長期便祕、慢性咳嗽或小

便困難、懷孕等。第三是身體組織及肌肉薄

弱，主要是年長組織老化、感染產生癒合不

良等因素。

診斷疝氣主要靠病史及理學檢查，常

見主訴是腹股溝或前腹壁發現隆起腫塊，這

些腫塊多數是在久站、咳嗽、打噴嚏或提重

淺談疝氣

及微創手術治療
文/達文西微創中心 楊耀坤 主治醫師

物時出現。當患者平躺休息或腹部鬆弛時，

大多數會自然消失，少數須用手推擠復位。

單純疝氣引起的疼痛通常不厲害，部分患者

會自覺腹股溝或陰囊拉扯或有下墜感。若有

腹股溝或腹部持續疼痛，且無法推擠復位，

則須小心可能疝氣內容物因箝閉而阻斷血液

供應，甚至併發腸子壞死。疝氣症狀也隨疝

氣內容物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疝氣囊袋若

包含小腸則易產生腹脹或上腹痛、若包含膀

胱會發生小便異常、若包含大腸則會出現便

秘；腹股溝疝氣也易與其他狀況混淆，鑑別

診斷包括陰囊水腫、脂肪瘤、靜脈瘤、靜脈

曲張、腫瘤、淋巴腺炎或膿瘍，因此當腹股

溝出現腫塊時須小心就醫，勿掉以輕心。

疝氣的治療到目前為止，除了手術外

並無任何一種藥物或治療方式可以治癒；若

發生箝閉性疝氣甚至造成腸阻塞或缺血性壞

死時更必須緊急手術。在成人之後產生的疝

氣，常須留意是否併存其他疾病，例如肝硬

化併發腹水、大腸癌併發腸阻塞、攝護腺肥

大合併解尿困難，或陳舊性肺疾產生慢性咳

嗽等。婦女懷孕期間產生的疝氣，早期必須

手術，但晚期若無併發症則可等待產後再處

理；嬰幼兒腹股溝疝氣則應盡早縫合，但較

小的臍疝氣可觀察到二歲後再處理。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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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外科手術常因傷口較大容易造成

疼痛及感染的問題，隨著醫學的進步，微創

手術為今日外科手術的首選，越來越多的民

眾選擇內視鏡手術進行疾病的治療，如急性

闌尾炎或膽囊炎等。而腹股溝疝氣也可經由

內視鏡進行手術修補，經由腹壁上三個約

0.5~1公分的小孔洞，以器械在皮膚表層與

腹膜之間進行疝氣囊袋的修補，同時加上人

工腹膜的鋪設，以加強腹壁的強度並降低疝

氣復發的機會。內視鏡疝氣修補手術有著

傷口小、疼痛少、復原快的特性，病患術

後兩天內即可輕鬆步行出院。除了手術技術

的進步，目前在人工網膜研發上也有很大的

突破。新一代「輕型部分可吸收人工網膜」

大大地減少了組織發炎反應與纖維化，同時

運用可吸收的材質而減少65%的異物存留人

體，因而減輕術後異物感與疼痛感。除此之

外，本院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更引進機器手

臂微創疝氣手術，除了小傷口之外，透過精

密的機器手臂操作使手術更為精密以避免出

血及減少組織的傷害而有更佳的治療效果。

術式

疝氣手術比較
內視鏡手術 傳統手術

  

麻醉方式 全身麻醉 半身或局部麻醉
住院天數 約1~3天 約3~5天

術後疼痛感 較輕微 較痛
術後恢復期 約1~2週 約2~1個月

失血量 較少 較多
傷口大小 3個約0.5～1公分較不明顯 傷口約5~8公分較大

人工網膜之進步
  

部分可吸收之材質可減少
病人術後異物感及疼痛感

大網孔之設計減少了組織發炎反應與纖維
化，使術後之組織生長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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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義大利帕維亞大學的Vicini醫師整合全世界

自2012年至2014年共201名個案
3
，發表了系

統性回顧報告，指出達文西手術可使53.8%的

患者脫離陽壓呼吸器，累積成功率達66.9%。

至此，以達文西手術治療OSAS方謂可行。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危害

2013年以色列索羅卡大學的Tarasiuk博

士，發表了關於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對經

濟影響的報告
4
。指出未經治療的OSAS可能

會增加一倍的醫療資源消耗，而針對最嚴重

前三分之一的OSAS患者來治療，能有效減少

醫療保健系統開支。年輕男性OSAS的醫療花

費是正常男性的9.1倍，主要花在長期服用降

血脂藥物上；中年男性罹患重度OSAS的醫療

花費為正常中年男性的7.4倍，主要在花在心

血管藥物上。老年男性與女性族群則多花了

5.6倍在抗焦慮藥、安眠藥、心血管藥物。

2008年一份追蹤期長達18年的威斯康辛

世代研究指出，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放任未

治療，18年後的存活率少於6成
5
。2004年密

西根州立大學的韋弗教授針對超過1萬名退伍

軍人族群進行長達6年的追蹤報告指出
6
，未

治療的睡眠呼吸中止症，6年後的死亡率增

加30%，上述研究均指出需加強對OSAS的治

療，以減少公共資源的損耗與延長壽命，避

從1970年代睡眠呼吸中止症(OSAS)

被正名後，手術治療此症一直是個挑戰；

1980年至今，以咽顎整型術(UPPP)為主流

手術近30年
1
，然成效不彰之追蹤文獻陸續

被提出。直到近3年，多層次手術的觀念

與睡眠內試鏡檢查的出現，已知道需將鼻

腔、口腔、舌根部的阻塞處打通，否則無

法有效的治療。

由於舌根部位可供手術部位狹隘，無

明顯的解剖性指標加上密佈的血管，一旦

出血量大，恐有窒息的可能，是手術部位

中最困難達成的。令人滿意的結果在近3年

的醫學專業期刊出現，也代表了外科手術

治療OSAS有了長足的進展。

第一例使用達文西手術治療睡眠呼吸

中止症始於2008年，2012年Friedmen 比

較三種目前主流的舌根縮減手術
2
，成功

率依次為經口達文西手術(60.5%)、黏膜下

小傷口舌根切除手術(submucosal minimal 

invasive lingual excision)(37%)與舌根射

頻手術(radiofrequency to base of tongue)

(32%)，以達文西手術的成功率最高。之後

經歐美、亞洲多位醫師的努力並發表成果

後，美國FDA於2014年認可達文西機械手

臂治療睡眠呼吸中止症為正式手術。2014

 文/耳鼻喉科 曹傑漢 主治醫師

達文西機械人手術
在睡眠呼吸中止症上的運用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免殘疾(心血管疾患，尤其中風)成為家庭與

社會的負擔。此外，也對陽壓呼吸器的持續

佩帶率不佳，提出警示；買了呼吸器晚上不

佩帶，形同放棄治療。也讓自己暴露在腦中

風、心臟病等提早成為依賴人口的危險中。

本院的執行方式

當患者經檢查證實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後，輔導其接受陽壓呼吸器佩帶並減重門診

諮詢，而無法適應佩帶呼吸器或非體重因

素者，則安排手術。手術最大目的是治癒患

者，減少睡眠中呼吸暫停次數，提高血中氧

氣濃度，使重度患者(Apnea Hyponea Index, 

AHI>30)變成輕度患者(AHI<15)或正常人

(AHI<5)。但手術與呼吸器實為相輔相成的

角色，對於超重度患者(AHI>65)，拒絕佩帶

或無法適應長期佩帶呼吸器者，則期待在手

術後因上呼吸道通道變大，呼吸器給予的

壓力變小，不適感減少而戴得住呼吸器。

手術過程是經由鼻腔插管，將多層手

術的觀念讓患者了解後，同時執行咽顎成

型術與經口達文西舌根切除術，以打通睡

眠時來自口腔、舌根與下咽部的阻塞。鼻

部手術需上述傷口癒合後，大約3周到一個

月再實施。手術後一周限流質飲食，禁止

劇烈咳嗽以免手術部位結枷脫落造成術後

出血。第二周後可正常飲食。

達文西機械手臂為美國原廠定價的耗

材，健保不給付。但相對於睡眠呼吸中止

症所帶來對個人對家庭的風險，應是一項

值得的投資。

諮詢專線：04-24739595轉20233

諮詢處：汝川大樓二樓

參考文獻:

1.Uvulopalatopharyngoplasty versus laser-assisted uvulopalatoplasty for the treatment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Walker RP et al .Laryngoscope.1997 
2.Transoral robotic glossec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nea syndrome.Friedman et al Otolaryngology - 
   Head & Neck Surgery. 2012 
3.Clinical outcomes and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TORS for OSAHS: a benchmark for evaluating an emerging surgical technology in a 
   targeted application for benign disease.Vicini C et al Journal of Oto-Rhino-Laryngology & its Related Specialties. 2014.
4.The economic immmpact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Tarasiuk A  etal Current Opinion in Pulmonary Medicine. 19(6):639-44, 2013 Nov
5.Sleep disordered breathing and mortality: eighteen-year follow-up of the Wisconsinsleep cohort.
   Young T; etal Sleep. 31(8):1071-8, 2008 Aug
6.survial of veterans with sleep apnea: continous postitve airway pressure versus surgery Weaver EM; etal Otolaryngology - Head & Neck   
   Surgery. 2004 

圖一：醫師操作機械手臂，

測量舌根部將切除的範圍

圖二：患者手術前肥大的舌根 圖三：手術後舌根部縮減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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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達文西微創中心 謝慶隆 主治醫師

台灣一向被視為肝病王國，70年代B肝

帶原者約有三百萬人，帶原者很容易邁入慢

性肝炎、慢性肝硬化和肝癌的三部曲。近年

肝癌的死亡率一直佔癌症死亡率的前三名，

醫界不斷研究增加存活率及降低復發率新方

法。

肝癌目前的主流治療包括射頻燒灼術

(RFA)、手術、酒精注射、經血管栓塞術

(TACE)、局部放射性治療…等。在射頻燒

灼術尚未盛行前，酒精注射是臨床醫師常

用方法之一，其特色是簡單、不需要額外的

探針及較便宜。不過隨著射頻燒灼術的臨床

數據愈來愈好，酒精注射的使用率便逐漸往

下。

射頻燒灼術的原理是在超音波導引下，

將電極針插入肝腫瘤內，藉由離子激化轉

換為熱能的方法，造成組織的凝固性壞死

(coagulation necrosis)(圖一)。對於小於3公

分的腫瘤，目前成績已相近於手術切除；至

於3到5公分的腫瘤，目前肝膽科醫師也嘗

試用三針先行定位方式，來增加腫瘤細胞的

燒灼成功率。未來對於超過5公分的腫瘤，

也可藉由地圖定位方式(mapping)，將針數

肝癌在微創治療上的新進展

從三針增加到六針，以提高燒灼的成功率。

(圖二)

以往燒灼可能發生的併發症，例如氣

胸、十二指腸穿孔及大腸空孔等，也因為人

工胸水及人工腹水的引進，而大幅的降低。

射頻燒灼術因為解剖構造及腫瘤位置，

仍有限制。對於肝葉第七及第八葉的位置，

因為肋骨及角度上的關係，有時在燒灼上並

不容易。本院達文西微創團隊，近年來利用

腹腔鏡和機器人的輔助，對於肝腫瘤不易直

接燒灼的病患，進行內視鏡輔助下的射頻

燒灼術(圖三)。此方法除了可避免病患因為

呼吸所造成的干擾外，也可做為複合治療

(combined therapy)的選擇。對於多顆肝腫瘤

者，若腫瘤位置有些適合切除、有些適合燒

灼時，複合治療(手術加燒灼)便是個不錯的

選擇。

圖一：射頻燒灼術示意圖 圖二：多針定位在射頻燒灼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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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視鏡輔助下，藉由將肝臟冠狀韌

帶及三角韌帶剝離的方式，將肝臟挪移到可

以垂直入針的位置，以精準定位。在術中，

也可透過高解析度的腹腔鏡超音波做定位，

以減少震顫效應。假如術中肝表面有出血的

情況，則利用縫合的技巧來做即時止血的動

作。在肝癌手術部份，腹腔鏡切肝對於第二

葉至第六葉已逐漸成為主流手術方式，在能

量器械(超音波刀,harmonica)的輔助下，手

術的出血也較容易獲得控制。

隨著達文西機器人的引進，肝葉切除的

應用範圍則更廣(較不受肝位置的限制)，達

文西機器靈活的手腕，在縫合肝臟血管及剝

離管狀結構上，速度更快也更為精準。除了

多孔達文西切肝外，近年來我們團隊也致力

於發展單孔達文西切肝手術。單孔的好處可

減少手術切口及改善腹部美觀外，在檢體取

出的腹壁處會放置傷口保護套，以防止腫瘤

細胞的污染及擴散。

傳統切肝常用cusa來剝離肝臟的管狀結

構(血管及膽管等)，達文西機器則採用水刀

(waterjet)來剝離管狀結構，一樣可以達到精

細準確的效果。

至於單孔腹腔鏡切肝可能會遇到的器械

打架(sword fighting)問題，在達文西機器的

操作下，因機械手臂可540度旋轉手腕及單

孔套件的巧妙配置而克服。目前本院達文西

微創中心裡，有多種單孔套件可選用，包含

gloveport、gelport、lagisport等，臨床醫師

會依不同情況選用。

因為肝腫瘤唯一營養來源為肝動脈，若

以肝動脈栓塞方式阻斷，使之缺血壞死；但

有肝硬化的患者，栓塞後門脈供應會有不同

程度的降低，且門脈的暢通與否會直接影響

病人的存活率，因此栓塞肝硬化的病人要特

別小心。

除了傳統的栓塞(TACE)外，目前也有

較新的載藥微球(Drug-Eluting Bead)來加入

栓塞的行列，其特色是利用微球作為化療藥

物的交通工具，經肝動脈注射後透過細小微

球，阻斷供應肝腫瘤的血管，使抗癌藥在局

部緩慢釋放，增強毒殺癌細胞的效果。

目前複合療法的概念正方興未艾，栓

塞合併射頻燒灼術同時做、或者栓塞後再手

術、或者射頻燒灼術後再手術等，都變成治

療上的可能選擇。病患在治療前，除了自己

本身的狀況外，可與您的臨床醫師多做討

論，才能在眾多選擇中找到最適合的治療。

圖三：在腹腔鏡導引下探針插入肝腫瘤進行燒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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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微創脊椎手術？
你問，我來答

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現階段的脊椎手

術已邁向更精密的微創醫療，微創脊椎手術

（minimally invasive spine surgery，MIS）

常用於脊椎不穩定、骨刺、椎間盤突出、脊

柱側彎或脊椎腫瘤等疾患，手術目的使之穩

定脊椎體和脊椎關節問題或緩解受到壓迫的

脊神經。

與傳統開放式脊椎手術不同，微創手術

方法可以更快、更安全，並且能縮短恢復時

間，主要原因是與傳統開放手術相比，微創

脊椎手術對肌肉和軟組織的創傷較少。

ˇ微創脊椎手術的好處是：

1.較美觀，因為皮膚切口小（有時小至2

   公分）(圖一)。

2.手術失血較少。

3.降低肌肉損傷的風險，因為需要較少

   或不需要切割肌肉。

4.降低感染和術後疼痛的風險。

5.從手術恢復更快，減少康復時間。

6.手術後減少對疼痛藥物的依賴。

此外，部份的微創脊椎手術可於門診手

術進行，僅採局部麻醉，因此對全身麻醉的

不良反應的風險也就少了許多。

關於手術的風險，微創脊椎手術與任何

外科手術相同，無論種類、切口面積多小，

多麼簡單的手術，都有相對性的風險，包括：

1. 可能對麻醉藥物的不良反應。

2. 手術期間出現意外的出血。

3. 局部傷口感染。

ˇ什麼情況可以使用微創方式進行脊椎手術？

1.退化性椎間盤疾病

2.椎間盤突出(圖二)

3.腰椎椎管腔狹窄

4.脊椎畸形如脊柱側彎

5.脊椎感染

6.脊椎不穩定

7.椎體壓迫性骨折

8.脊椎腫瘤

 文/神經外科 劉善傑 主治醫師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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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微創脊椎手術是如何進行的？

由於脊神經、椎骨和椎間盤位於身體

內部深處，任何進入脊椎區域的方法都需要

將肌肉組織移開。傳統的腰椎手術是從腰椎

中間劃開傷口後，把肌肉組織移到椎關節外

側，因此椎板切除的範圍及破壞範圍較大；

而微創脊椎手術則利用小切口和引導器械(

如圖三)，以及通過切口的微型攝相機來進

行。另外，與一般人的觀念相反，雷射很少

用於微創脊椎手術。

ˇ有許多方法使微創脊椎手術的創傷降到最

   小，常見的技術包括：

1.使用管狀撐開器進行手術：

此技術可以使肌肉不受破壞，外

科醫生藉由小切口進入手術。通常還會

利用內視鏡或顯微鏡來輔助執行手術，

待手術完成，即可移除管狀撐開器。根

據所需手術的程度和類型，切口通常很

小。

2.經皮放置螺釘和固定桿：

根據病患的情況可能需要放置固定

物，如螺釘和固定桿，以穩定脊椎或固

定脊椎來促使脊椎骨融合。用於放置螺

釘的傳統方法需要從脊椎的表面去除大

量的肌肉和其他組織。

然而，脊椎微創手術的經皮(其意味

著“通過皮膚”)放置螺釘和固定桿，通常

從相對小的皮膚切口插入。借助X光影

像，使螺釘穿過皮膚放置在期望的路徑

上並進入脊椎椎骨，再將固定桿連接和

固定螺釘。

ˇ我是否適合微創脊椎手術呢？

假如您的主治醫師能夠提供治療方式包

括：傳統開放手術或微創脊椎手術，這都是

您治療脊椎問題的選項。因此，在決定手術

前，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了解自己的病情、

不同手術的方式、術後照護方法及手術的費

用，或是有無相關替代治療方式，以及對術

後恢復程度的期望。

在某些病況下，微創脊椎手術不如傳

統的開放性手術安全或有效。若是這樣，您

的醫師能夠告知您不同手術相對的風險和好

處，還有一些情況是微創脊椎手術無法達成

的。因此提醒您，手術前充分的與您的主治

醫師討論與溝通，了解適合自己的微創脊椎

手術，是非常重要的。

圖三、微創脊椎手術 圖四、傳統開放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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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部 張浤榮主任  當選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

婦產部 應宗和主任  當選周產期醫學會理事

本院OSCE考場  通過衛福部認可辦理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國家考試

2016年腦血管防治基金會
優秀護理人員護理之美攝影獎表揚大會

第三加護病房 黃瓊蕙護理長、復健病房 李嘉綺護理長、

社區護理組 李美樺護理長，與基金會高明見董事長合影

醫師

護理人員

醫事人員國際醫療團：王紹全主任、曹傑漢醫師、郭純雅醫師、

孫于婷醫師、劉乃華資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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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  劉崇賢醫師

25年  許雅玟事務員   湯瀠子醫檢師

10年  王耀東醫師      劉光雲放射師   曾怡禎健檢員

民眾來函感謝醫療團隊

同仁代表醫院前往『吐瓦魯』國家
執行台灣醫療計畫，圓滿達成任務

中山資深員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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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讚美內容
家醫科 病患讚美家醫科黃冠璋醫師看診時對病患態度親切，並且耐心及細心的解釋報告，使病患在就診時可以清楚了解病情及治療

胸腔內科 病患表示長期接受王耀東醫師的追蹤治療，讚美醫師態度親切，使病患獲得良好醫療照顧;病患吳女士讚美王耀東醫師人很好，感謝醫治

心臟外科
病患表示長期接受吳怡良醫師的追蹤治療，讚美醫師態度親切，使病患獲得良好醫療照顧;病患林先生讚美心臟外科吳怡良醫師親切微
笑、熱情積極；病患吳女士讚美吳怡良醫師人很好，感謝醫治

大腸外科 病患表示長期接受黃啟洲醫師的追蹤治療，讚美醫師態度親切，使病患獲得良好醫療照顧;病患吳女士讚美黃啟洲醫師人很好，感謝醫治

皮膚科 病患表示長期接受蕭玉屏醫師的追蹤治療，讚美醫師態度親切，使病患獲得良好醫療照顧

感染科
病患顏先生讚美感染科李原地醫師對患者關懷備至，治療期間執行各項檢查以求找出病因，對症下藥免其痛苦；病患吳先生讚美感染
科李原地醫師態度好、友善、細心又有耐心；病患(林先生)太太感謝感染科李原地醫師在患者最危急的狀況立即得到醫治，讓家屬鬆
下心裡的大石頭；病患魏先生讚美感染科李原地醫師對患者用心、關心和愛心，特別是對長者的耐心，很優良

胸腔外科 病患郭小姐讚美胸腔外科陳志毅醫師、黃旭志醫師團隊的全人合作，讓人接受治療時獲得全面照護，相當安心及感恩

婦產科 病患吳女士讚美陳進典醫師人很好，感謝醫治

血液科 病患吳女士讚美蕭培靜醫師人很好，感謝醫治

骨科 病患太太吳女士讚美骨科羅弘愷醫師每次皆親自替患者換藥令人感動，覺得羅醫師細心又有責任

安寧緩和科 病患(陳先生)家屬謝謝安寧緩和病房全體護理同仁在患者最後那段日子裡，無私、耐心及細心的照顧，也對家屬做心理建設，謝謝關照

內科九樓 病患吳先生讚美內科九樓全體護理同仁態度好、友善、細心又有耐心

第三加護病房

病患林先生讚美第三加護病房全體護理同仁親切微笑、熱情積極

病患林先生讚美王寶珍副護理長親切微笑、熱情積極，平易近人令人欽佩

病患林先生讚美曹素琴專科護理師親切微笑、熱情積極，平易近人令人欽佩

核醫八樓 病人家屬陳先生讚美核醫八樓全體醫護同仁的照護，辛苦了

內科九樓
病患顏先生讚美讚美曾瓊誼護理長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病患(林先
生)太太衷心感謝曾瓊誼護理長親切又稱職；病患魏先生讚美曾瓊誼護理長對患者用心、關心和愛心，特別是對長者的耐心，很優良

核醫十二樓

病患張女士感謝核醫十二樓整個醫護團隊專業細心的醫治及照護，讓人能早日康復；病患李先生子女感謝核醫十二樓全體醫護同仁專
業及貼心的關懷令患者康復出院；病人女兒邱小姐讚美核醫十二樓全體醫護同仁超親切的團隊，醫療效率快，護理人員對長者像對親
人般親切

病患顧先生讚美核醫十二樓賴美玉護理長態度親切

病患張女士特別感謝邱雪鞠護理師非常貼心的關懷，專業細心的醫治及照護，讓患者能早日康復；病患李先生子女感謝邱雪鞠護理師
照顧患者，專業及貼心的關懷令患者康復出院

病患李先生子女感謝莊宜佳護理師照顧患者，專業及貼心的關懷令患者康復出院；病人女兒邱小姐讚美莊宜佳護理師端莊

病人女兒邱小姐讚美莊純樺護理師熱忱、敬業

病人女兒邱小姐讚美蘇美勻護理師專業

病人女兒邱小姐讚美劉采伊護理師溫柔婉約

門診護理師 病患楊小姐感謝出院那天(10/5)協助清理鼻內分泌物的人員，擔心患者疼痛或難受，給予安撫

內科九樓

病患顏先生讚美邱苡禎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病患(林先生)
太太讚美邱苡禎護理師態度溫和，衷心感謝人員的細心照料；病患魏先生讚美邱苡禎護理師對患者用心、關心和愛心，特別是對長者
的耐心，很優良

病患顏先生讚美張鶯蘭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

病患顏先生讚美周貞秀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病患(林先生)
太太讚美周貞秀護理師笑容親切，能放下心理焦慮，衷心感謝人員的細心照料；病患魏先生讚美周貞秀護理師對患者用心、關心和愛
心，特別是對長者的耐心，很優良

病患顏先生讚美陳昱均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

病患顏先生讚美何婉綾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

病患顏先生讚美蔡雅婷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病患(林先生)
太太讚美蔡雅婷護理師細心聆聽排除家屬疑慮，衷心感謝人員的細心照料；病患魏先生讚美蔡雅婷護理師對患者用心、關心和愛心，
特別是對長者的耐心，很優良

病患顏先生讚美讚美郭雅萍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

病患顏先生讚美讚美林思婷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

病患顏先生讚美讚美張雅惠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

病患顏先生讚美讚美黃齡禎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

病患顏先生讚美讚美陳昕妤護理師對患者百般照護、細心謹慎，更於無家屬在旁照料時，無微不至照料如同家屬般的關心；病患(林
先生)太太讚美陳昕妤護理師親切的稱呼，衷心感謝人員的細心照料

核醫十四樓

病患郭小姐讚美林青曉專科護理師的全人合作，讓人接受治療時獲得全面照護，相當安心及感恩

病患郭小姐讚美王郁臻護理師、吳增慈護理師、蕭佳文護理師、曾俞寧護理師、劉靜如護理師、林佳燕護理師、黃奕潔護理師、曾中
惠護理師、楊淑卉護理師及柯亞菁護理師，感謝醫護團隊的全人合作，讓人接受治療時獲得全面照護，相當安心及感恩

癌症中心
病患郭小姐讚美癌症中心林淑鈐個案管理師關懷及陪伴，協助處理各項事務，給予適當的衛教，讓人放心的接受治療

病人張先生讚美陳冠菁個管師熱心、耐心及親切

藥劑科
病患劉先生因長期服藥而對吃藥產生排斥感，但藥師在給藥時會鼓勵患者用藥的重要性，告訴患者如何調適心情及何處可搭計程車，
甚至請服務台協助叫車，真的非常貼心

安安看護中心

病患周先生讚美看護洪桂香女士工作努力盡職、有笑容不怕辛苦

病患周先生讚美看護盧美玉女士工作努力盡職、有笑容不怕辛苦

病患曾女士讚美看護文陽妮女士服務態度親切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感謝與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