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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病患

   真誠的感謝 編輯室

感謝婦產科李凱恩醫師及醫療團隊讓我迎向新人生

感謝胸腔內科沈資益醫師、85病房及安寧病房等醫護團隊耐心用心的

照顧

敬愛的院長，您好：主祐平安，謝謝貴院優秀醫療團隊，幫助我恢復健康。生、

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過程，不論貧賤、富貴，而疾病的治療、生命的延續，則仰賴

醫生醫術及豐富醫療資源。很幸運的，我在嘉義聖馬爾定醫院遇到李凱恩醫師，謝謝婦

產科李凱恩醫師及聖馬爾定醫院醫療團隊，幫助我完成了疾病治療、延續生命，也提升

我的生活品質、尊嚴，迎向新人生。

婦科疾病一直是女性常遇到且難以根治的問題，舉凡體質、飲食習慣、賀爾蒙分

泌，或多或少都影響著我們，每月向急診室報到、輸血對我而言已是兵家常事，在諮詢

過多家醫學中心及朋友手術經驗，審慎評估後，不是居住嘉義的我，最後求助貴院婦產

科李凱恩醫師。李凱恩醫師門診時詳細親切問診、視病猶親，化解了我對病情的緊張恐

懼，讓我能夠勇於面對疾病及治療。手術前更是親自到開刀房為我加油打氣，要我不要

緊張，術後親自查房關心傷口，更是令我感到安心。

李凱恩醫師是一位真正有醫德、仁心仁術的醫生，不僅負責患者手術順利，也關

心術後該有的身體恢復情況，在一天24小時有限的時間裡，除門診、手術外，還願意

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照料患者，這也是我相信李凱恩醫師，願意把生命交付給李凱恩醫

師的原因。

現在的我重生了，身體健康心情愉悅，迎接我的是一個新的開始，謝謝聖馬爾定

醫院醫療團隊：麻醉醫師、開刀房護理師；謝謝李凱恩醫師助理的關心及術後照料，您

的臨危不亂讓我印象深刻；謝謝冠逸護理長及帶領的75病房護理師在住院期間專業及

細心的醫療照顧，您們的體貼及親切笑容，是患者恢復健康保持心情開朗的重要因素，

也讓我感受到75護理師對工作的熱情。

醫療儀器設備是醫院基礎，然而精湛醫術及良好醫療服務品質，卻是醫院能永續

發展的重要關鍵。謝謝院長仁慈英明的領導，有安全、健康、快樂的工作環境，才能提

供親切熱忱的服務。感謝天主！感謝聖馬爾定醫院醫療團隊！主祐平安喜樂！

                                                               宜伶敬上

感謝胸腔科沈資益醫師、醫師助理張美娟及85病房全體護理師對媽媽住在8693時
的照顧，後來在沈醫師的轉介下，認識了血液腫瘤科林靜怡醫師、疼痛科黃安年醫師，

以及安寧病房一群可愛又有愛心的小護士：小慕、筱筑、鈺璇、玗璇、佩娟、英如；還

有在安寧這段期間一起幫媽媽洗澡的志工們，非常感謝你們在媽媽這段期間細心、耐

心、用心的照顧，讓媽媽沒有病痛的離開，再次非常感謝！還有非常感謝公關賴美月小

姐，每天來探訪媽媽，有你們真好~很棒！

                                                    呂○菊家屬 蘇呂○蓮

深深感謝與感動骨科黃立人醫師及專護全程細心照護

敬愛的院長，您好：吾兒近日因參加活動意外受傷，前往貴院骨科進行治療，小

兒本身是腦性痲痺病患，行動上原比一般人不便，非常感謝在這次的醫療過程中，黃立

人醫師及他的助理全程細心的照護、陪伴與解說，讓小兒在這次的治療過程中感覺被重

視。尤其這位助理小姐的熱心、耐心、細心、貼心及善良，真的讓我們深深感謝與感

動，也深覺是我們的福氣，特以此函致上感謝。謝謝院長把醫護人員教育的這麼好！謝

謝您們！

                                                    楊○存、曾○尹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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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腎臟科朱椰雯醫師及腸胃肝膽科林建宏醫師等醫護團隊悉心治療

照護

真心感謝黃安年醫師及安寧療護團隊妥善貼心之關懷照護

所謂「醫心」，是兒科醫護團隊讓我最感謝感動的！

我的父親因發冷顫抖、腹瀉送急診，後因白血球19000轉加護病房，會診神經內科

與泌尿外科醫師治療後轉一般病房，後續由腎臟科朱椰雯醫師接續治療膀胱感染病症，

期間血紅素過低、糞便潛血，安排林建宏醫師進行大腸鏡與胃鏡檢查，割下數顆大腸瘜

肉，因吞嚥問題引發肺部感染，繼續施打抗生素與插鼻胃管及抽痰、輸血等治療，控制

病情於11/18順利出院。衷心感謝貴院各專科醫師密切配合治療，與70病房、95病房醫

護人員細心照顧。祝平安喜樂！

                                                                 郭○蘭

感謝安寧團隊醫療無微不至的貼心照護，讓家父在人生最後一段里程，身體及心

靈都得到妥善的關懷，讓家人心情也受到關照，真心感謝在這段日子得到的幫助，會化

為感動的心，努力傳遞愛，非常謝謝！謝謝黃安年醫師、鍾佳蓉護理師、小慕、筱筑、

英如、佩娟、玗璇、鈺璇，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讓我媽媽也很安心！

                                                     建增可愛的女兒孟儒

2019/10/17謝謝張守治醫師的看診，護理師貴芳細心的跟我說等到19號下午再看

有沒有玫瑰疹。2019/10/19下午謝謝鄭清瑩醫師，在孩子檢測出不是流感時，即時懷疑

可能是川崎症，讓孩子抽血住院觀查。同天，謝謝詹裕仁醫師與鄭旭廷醫師給予明確川

崎症的症狀說明，讓我們更明白也比較安心。除了醫治病患，安撫家屬，所謂醫心，是

您們讓我最感謝、感動的！

謝謝所有護理人員按時檢查孩子的狀況、點滴、體溫，讓一打二的媽媽在孩子住

院時，獲得很安穩的睡眠。Dear護理師予貞、雅妃、麗蓉、螟蛉、倩詩、柔瑄、季

穎、香蓓、琬瑜、庭臻、鄭醫師美麗助理，以及所有專師美幸、及弟、怡玲、玫如，你

們非常非常的偉大，讓人平安健康快樂，萬分感謝你們！

                                                                 楊○真

感謝陳奎篤、林靜怡、黃安年醫師及護理團隊用心照顧陪伴

遇見大腸直腸外科葉重宏醫師醫護團隊是我們最幸運的事！

感謝陳奎篤、林靜怡、黃安年醫師細心的照顧與陪伴，媽媽能交付給您們照顧我

很放心。我知道媽媽的病情不是這麼好處理的事，不管是誰了解媽媽的病情，不是嘆氣

就是一臉死灰，知道醫師還願意接受媽媽這麼沉重的最後一點人生，我真的很感謝！

特別感謝小慕、筱筑護理師，感謝有她們的一路陪伴，即便是非上班時間都很熱

心幫助，發現我的脆弱並接受長期憂鬱的我。感謝90病房的護理師及照顧過媽媽的看

護，感謝你們細心的照顧，即便聽到媽媽的哀嚎，看到媽媽面目猙獰，還是準確、快

速、專業的辦好照顧的業務，沒有你們媽媽不會活得這麼好！

                                                         何○若、何○靜

給葉重宏醫師的一封信：9月份在聖馬做了大腸鏡檢查得到直腸癌的噩耗，當得知

病況時，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直到遇見葉醫師及其團隊-王心怡、鍾佳芬等，心中不安

瞬間降低了許多，葉醫師真的很有耐心對待病人與家屬，不會因為自己的醫術高超而有

距離感，細心的解答，讓我們更知道應該怎麼做才是最好，不厭其煩回答所有問題，這

麼長的開刀過程也辛苦您了！

在住院過程中，因在院內感染抗藥性病毒，也真是辛苦葉醫師了，您和您的團隊

日日夜夜的關心與照顧，許多事情您都親力親為，能夠遇到您這樣用心、細心、醫術精

湛的醫師與團隊是我們最幸運的事！謝謝葉醫師和團隊！

                                                                 蘇○華

感謝兒科江美治醫師及護理團隊細心診察照護

小女於108年11月18日到兒科門診看診，那時因擔心小女的身體狀況，驚慌失措，

整個過程非常感謝兒科門診的護理師們，及注射室的護理師細心安撫小孩讓我們備感窩

心。整個住院期間(108/11/18~11/21)非常感謝江美治醫師的細心診察及照護，以及所有

兒科專科護理師、40病房所有護理人員及崇仁實習生們細心照護。在此獻上最深的感

謝，謝謝有您們的照護，讓我的女兒可以平安出院，獲得健康的身體。

                                                                 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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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結核與潛伏結核感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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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門診區

二樓門診區

二樓門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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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門診區

地下二樓門診區

地下二樓門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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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樓門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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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甩油從飲食開始

腰酸背痛保健

如何應對惱人的過敏-過敏性鼻炎

高血壓健康防治

認識癌症篩檢及菸檳健康危害宣導

糖尿病對器官的影響

淺談植物營養素

中醫健康講座

是健忘？還是失智？-帶你一起瞭解失智症

肌少症

身體多健康，控制膽固醇

拒絕憂鬱，樂活人生

環境與心理調適的方法

用藥安全

牙齒保健講座

中醫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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