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 105 年 10 月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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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骨科部林峻正醫師醫療 院長:
團隊
您好, 本人於 5 月○日跌倒在本院急診部就診,5 月○日因右小
腿近端脛骨粉碎骨折,於骨科部接受開放式復位合併骨髓內釘
固定手術,於 5 月○日出院,後續於骨折科門診追蹤,至 9 月○日
診斷骨折處已癒合,後續仍需做骨質疏鬆症的治療。
林峻正醫師及其醫療團隊在住院期間細心及親切的照護,出院
後門診仔細追蹤及教導正確的醫學知識表示衷心感謝,更感謝
林醫師即時治療我的骨質疏鬆症,防止意外再度發生。
“視病猶親”這四個字不僅只是北榮核心價值的口號,更是真正
落實於林醫師的醫療行為中!
病患○○○敬上 105/10/2
感謝胸腔部邱昭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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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診斷肺癌後，由驚慌失措，到許多治療的猶豫，
目前每三週門診化療，身體與心情控制穩定，這段日子以來，
住院、門診等等，真心感謝邱昭華主治醫師，他秉著專業、堅
毅的態度，是一個認真、又值得推薦的好醫師。

感謝婦女醫學部吳華席醫
院長大人：您好！
師、麻醉醫師醫療團隊及 73 家母○○○女士○歲高齡因患子宮脫垂阻礙排尿，9 月○日經
病房全體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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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室醫師轉介婦產科吳華席醫師複診，在複診過程中吳醫師
看完家母病歷後，親切告知家屬：家母因罹患心臟病、糖尿病
及肺功能鈣化等退化性病症，只能做風險最小的陰道閉合手
術，並以最快速度安排 10 月○日住進中正樓 7 樓 73 房○床等
候手術，當日麻醉醫師即詳細告知麻醉過程必須處理的過程，
護理師仔細交待家屬必須注意的事項，且吳醫師考量家母高齡
安排 10 月○日第一刀，8 樓護理師也親切引導家母進入手術
室，讓陪伴家屬放心；手術進行順利，家母很快恢復意識完全
沒有痛感，可見吳醫師手術精湛令人佩服。
術後吳醫師和麻醉醫師幾次關切恢復情況，住院醫師檢查服用
藥物狀況，病房護理師時時刻刻注意家母恢復情形，10 月○日
出院返家後，家母感覺身體健康比往日更舒服自在。
今借院長電子信箱轉答病患○○○及子女衷心感謝再感恩：吳
華席醫師、麻醉醫師、住院醫師及護理師。
病患女兒○○、○○、○○敬上
105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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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移植外科林釀呈醫師、 三年多來的期待，在精湛醫術的榮總移植小組－林釀呈醫師及
陳正彥醫師、蔡杏足專科護 陳正彥醫師的幫忙下，終於一圓把一粒健康的腎臟移植在舍弟
理師及 212 病房全體護理師 身體裡的願望，這是我們整個家族所樂見的，也要感謝中正 2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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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護理站大帥哥和小美女們的用心照護，讓術後得到優良的
進步，尤其要感謝蔡護理師在敝人出院後回院換藥時的熱心幫
忙，以及提供寶貴的保健常識。
再次謝謝榮總移植小組的大家，真希望這樣積極、負責、
熱情的團隊文化能夠影響整個醫界，那真是國人的福氣啊！
感謝人 A212 B○ ○○○及其家屬

感謝骨科部張明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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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因頸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造成行走不便，即刻飛返臺灣就
醫。不巧遇上強度颱風來襲，外加，張主任已有既定出國行程。
但是在如此繁忙混亂的局面下，張主任以病人為先，細心負責
地處理我的脊椎手術以及因為糖尿病引致的一些血液迴圈問
題。在此同時，我們也親睹了張教授為人師表的授教精神為之
感動。在此，深表敬佩之意。病人：○○○

感謝重建整形外科彭成康主 小女於 8 月不慎被熱湯燙傷手指
任及白馥源醫師醫療團隊
彭主任因為小女年紀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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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住院治療
住院期間感謝主治醫師與醫療團隊悉心照護
彭主任也特地向廠商調敷料手套,減少寶寶換藥疼痛
白馥源住院醫師,在換藥期間,為了減少小孩換藥恐懼
還特別脫下醫師袍幫寶寶換藥、跟寶寶玩
令我印象深刻又十分感動
非常謝謝整形外科醫師與醫療團隊照顧
小女傷口復原十分良好,也沒有留下疤痕
謝謝您們
感謝骨科部陳威明醫師及
本人是病患○○○○的兒子,家母經□□院長介紹到陳威明醫
193 病房、182 病房全體醫療 師門診,並做腿部神經瘤切除,家母高齡,經常擔心,夜不易眠,經
護理團隊
過陳醫師關心問候安撫,並安排開刀切除腫瘤,手術超過 4 小時
以上,專業耐心清除腫瘤,並扼要叮囑家母術後注意事項,讓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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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迅速返家並安心養病到拆線,現在已經可以回復以往快樂
心情,慢慢復健及外出運動.
家母一路從□□轉診到□□骨科,再由□□院長介紹到榮總陳
威明醫師,過程跌宕忐忑,並遇到貴人般的診斷出肇因,再由陳威
明醫師高超專業的醫術,讓就醫過程變得非常順利,也節省許多
醫療資源.
家母再三交待,要跟院長及陳醫師的榮總醫療護理團隊表達由
衷的感謝,在此,感謝院長領導的榮總醫療護理團隊的優秀與成
功,也請院長代為轉達陳威明醫師的高超醫術及仁心仁術.
在此特別再三感謝! 謝謝院長,陳威明醫師及榮總的醫療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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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謝謝!
病患 ○○○○家屬 ○○○ 敬上

感謝血液科劉耀中醫師醫療
團隊、急診加護室、內科加
護室、ＲＣＣ、79 病房全體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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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院長，您好
我們的阿嬤之前於榮總就醫治療將近四個月的時間。
阿嬤今年已經○歲了，嚴重的肺炎進急診室，一天後沒有意
識，呼吸器重度依賴，腎臟幾乎沒有作用，一週三次洗腎。
於出院時已不需要呼吸器，不需要洗腎，除了長期臥床需要再
復健，意識非常清醒。
如今能順利於星期二出院，非常感激。
我們想特別感謝阿嬤的主治醫生––劉耀中醫師與其所有團
隊成員。
阿嬤住院以來從 急診加護病房、內科加護病房、ＲＣＣ病房，
期間病情反反覆覆又回到加護病房然後能回復到長青樓的個
人病房。
劉耀中醫師都不放棄希望，積極給予治療，百忙之中亦願意抽
空與家屬耐心解釋說明病情，提供資訊，給予幫助。
謝謝劉耀中醫師的支持與堅持。
謝謝長青樓 79 病房○病床的護理站所有護理人員，謝謝他們
的耐心照護與包容，對於我們家屬的要求也都盡力配合，真是
幫了很大的忙！
謝謝！因為有你們才能讓阿嬤能有“現在”，再見未來。
謝謝！您們辛苦了！
○○○○女士的家屬
代表 ○○○
敬上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張世慶醫 張院長鈞鑒,
師醫療團隊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批閱此信, 家姊於今年九月體檢發現惡
性肉瘤復發且復發位置位於組織深處, 開刀極為困難, 全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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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又陷入愁雲慘霧中, 並做了最壞的打算. 原預計再次開刀效
果無法確定, 且須費時 24 小時以上, 手術完成後亦有可能需要
做造口, 並入住加護病房. 但在張世慶醫生的規劃及主刀下,
手術僅 12 小時即成功完成, 不僅成功切除腫瘤, 並保留了大部
分的大腸功能. 目前家姊已漸漸康復中.
敝人在此要特別感謝張醫師的醫術, 亦盼院長鈞座能給予張醫
師特別表揚慰勞, 敝人對於榮總所有醫療團隊醫護人員對家姊
的救命之恩亦表達感謝之意,
感謝胸腔部趙恆勝醫師及林 張院長您好；
宜婷小姐等醫療團隊
首先感謝榮民總醫院大家長，張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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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一位多年慢性氣管狹窄病患者，這許多年來有幸
在胸腔內科雷射技術優良傳承下由趙恆勝主治大夫稟承視病
猶親良德,及鏡檢室林小姐及醫療團隊，長期細心照護，趙恆勝
主治大夫更以精湛雷射技術不計辛勞，讓○○病情得到舒緩，
在生活品質上改善良多，○○及家人實無盡感恩。
今逢醫師節，特于表達本人向趙恆勝主治大夫及鏡檢室林小姐.
及醫療團隊最深的敬意。
感恩。
並祝醫師節愉快。
病患○○○敬上；201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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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潘如濱醫師、吳承學醫
師、蔡亨政醫師、王則堯醫
師、呂學聖醫師、翁宏嘉醫
師、盧雅雯醫師、林詠萱醫

院長您好，母親於 105/9/○因心衰竭、肺積水至貴院急診求治，
期間因狀況差，9/○轉入冠狀動脈加護病房，9/○執行插管並
緊急洗腎，9/○轉入呼吸照護中心，後拔管成功，10/○轉入 B068
病房，目前身體狀況大幅進步，已於 10/○出院返家休養；回

師、復健醫學部朱琬婷復健
師及急診、冠狀動脈加護病
房、呼吸照護加護病房、B068
全體醫護人員

想起整個住院過程，非常感激所有醫護人員的細心照料。感謝
潘如濱醫師、吳承學醫師、蔡亨政醫師、王則堯醫師、呂學聖
醫師、翁宏嘉醫師、盧雅雯醫師、林詠萱醫師，朱琬婷復健師，
以及所有護理人員。於急診時看見醫護人員雖然忙碌奔波，但
面對病患的不適及焦躁的家屬仍能耐心解釋、迅速處理；冠狀
動脈加護病房、呼吸照護加護病房護理長、護理師，照顧病人
無微不至、每日注意病人小細節、不時的鼓勵，讓母親順利脫
離呼吸器並轉出加護病房；B068 護理長、護理師，活潑、充滿
愛心、視病猶親，讓母親在住院期間一解思鄉之愁，對於家屬
各個問題都耐心解答、不厭其煩協助我們辦理繁瑣事務；近兩
個月的時間，做為病患家屬，對於臺北榮總醫療團隊照護深受
感動，在此僅代表家母○○○及所有家屬獻上感恩，同時祝福
您們平安喜樂。 B068-○ ○○○家屬 敬上

骨科部王榮磻醫師醫療團隊 本(十)月○日,王榮磻醫師及其團隊,餓著肚子為我實施右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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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扳機指手術。這種為榮民服務精神,實在令人敬佩,我除了感
謝!還是感謝。建請貴院,予以表揚。
退役上校 ○○○敬上 105/10/9
復健醫學部陳薇如物理治療 院長，您好:
師暨早療團隊
我的孩子○○○因發展遲緩，自出生 9 個月至現在 3 歲，在
貴院長期接受早療復健，對於貴院的細心早療團隊由衷感激！
此外，我想表揚孩子的小兒物理治療師--陳薇如老師，她對孩
子能依照不同的能力提供需要的訓練，且每堂課都能不厭其煩
的協助孩子及提供其專業建議回答父母遇到的各種狀況問
題，是一位很用心的好老師！當孩子有任何一些進步或是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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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一點的提升時，薇如老師始終感同身受，會和父母一起
開心，心境上是和家長一樣雀躍的！擁有這樣特殊的孩子，讓
我們覺得，除了孩子的父母親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可以同時
分享及理解孩子進步的喜悅是多麼令人帶來希望！薇如老師
對於孩子的付出，真心敬佩。
非常感謝貴院有提供夜間療育治療，讓我們白天可以維持工
作，晚上再帶孩子至榮總接受黃金期的療育課程，經濟上不至
因孩子的特殊狀況而陷入困境，對此甚為感恩！
敬祝
平安 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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