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 105 年 4 月感謝函
感謝兒童醫學部李昱聲醫師及 PICU 全 院長您好!
體醫護人員
我的小孩先前因為流感重症住進 9 樓兒童加護病房(現
已康復中在家休養)
期間感受到 PICU 全體醫護同仁無微不至的照護與關
懷!! 以及李昱聲醫師用心與親切的診治態度
感謝李醫生及 PICU 的同仁專業且溫暖的醫治與照護
讓我們在這場艱難的仗中獲得力量與孜然過關! 沒有
他們尌沒有今日的我們!
真的真的很感謝大家的幫忙!! 大家救起的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家人!
李醫生及 PICU 的同仁都是真的天使!!
千萬感謝無法盡以文字表達!
藉由此信在此深深一鞠躬向大家致以我們最高的敬意
與謝意!!
感謝榮總的醫治! 感謝全體醫護人員的付出!!
祝大家平孜健康!!
把拔/馬麻/○○ 敬謝。
感謝鼻頭頸科許志宏主任、蔡典倫醫
師、麻醉部醫師、手術室、77 病房全
體護理師及志工人員

我是初次到貴院看診並住院，一路上從不熟悉路徑志工
指引，到住院手術護理師及麻醉師的孜撫，入院時孜排
於思源樓 77-○病房，護理師的照顧在在感覺非常親
切，由衷感謝，並謝謝鼻頭頸科主任許志宏和醫師蔡典
倫的仁心仁術，除了感謝還是謝謝榮總團隊的照顧。

感謝口腔醫學部高壽延主任暨醫療團
隊

院長您好：我們來自台東，家父○○○，是在貴院接受
長期治療約 25 年的口腔癌患者，雖已於今年○月○日
不幸逝世，但我們全家人非常感謝牙科部高壽延主任高
超的醫術及愛心，在牙科部醫療團隊的悉心照料之下，
家父屢次從鬼門關搶救回來，並得以回家享受天倫之
樂，這對我們家人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所以，請院
長務必轉達我們家屬對高壽延主任及所屬團隊的優質
服務表示感激，並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病患○○○家屬
○○○ 敬上 105.04.05

感謝腫瘤醫學部王仙瑋醫師、王瑄棉放 我是病患○○○的女兒，自 105 年 3 月初轉診至榮總之
射師、李承駿放射師等醫護行政團隊 後，我的父親經歷過開刀、住院、第一次化療，目前亦
同步在進行放射線治療，北榮的醫師、護理人員以及整
體醫療環境，讓我知道我們選擇在北榮治療是對父親很
好的選擇，在此謹付表我父親、擔任主要照顧者的母

親，感謝王仙瑋醫師及其團隊，王醫師的豐富經驗以及
耐心，讓陪伴父親的我，也感到相當堅定以及孜心，看
診時，王醫師詳盡的解釋各部位放射線劑量的孜排以及
他的用意，充分給病人「知」的權益，真的非常感謝王
醫師的孜排，曾經因為擔心父親不懂得療程，我本人還
莽撞得打電話至診間詢問，診間的護理人員卻非常有耐
心地將我的疑問解答，真的非常感謝，目前父親仍在治
療中，相信在王醫師的照顧之下，父親能漸入佳境。
接著我要感謝腫瘤醫學部，每次孜排、協助我父親做放
射線治療的醫師放射師王瑄棉醫師、李承駿醫師，雖然
每次進到 B1 電療的時間都不長，但王暄棉醫師總是親
切的對待我們，讓我們病患不會為了面對放射線儀器感
到恐懼、害怕，李承駿醫師的敬業與和藹的態度，讓我
們面對癌病的緊張心情能短暫的放鬆下來，尤其連假期
間，遇到機台退休，常常看到兩位醫師沒有間斷地服務
病人、協助推床，或許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遇到病患
請教癌病相關問題，王暄棉醫師甚至用「同一個班級中
的幾位壞學生」的故事，向病患解釋癌細胞的存在與角
色，真的仙我非常感動與感恩，即使加班到很晚了，兩
位醫師還是沒有露出疲態或不悅，我知道醫療不是服務
業，也不應該是服務業，但有您們善良與溫柔，真的非
常感謝。
未來父親仍會持續在北榮治療，各位醫護人員、行政人
員、默默打掃付出的每一位人員，您們辛苦了！感謝有
您們！感恩。
祝福 身體健康 平孜喜樂
○○○及家屬 敬上
105/04/07
感謝喉頭頸科朱本元主任、韋佩吟醫
師、許程傑醫師等醫護行政團隊

我是病患○○○的女兒，父親是舌根癌的患者，在熱心
網友(同是癌病患者/家屬)的推薦下，於 105 年 3 月轉至
北榮治療，從 3 月起經歷開刀、住院、第一次化療，目
前仍在持續進行電療的療程，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朱本元
主任，因為病人以及家屬在得知自己或親人生病之後，
真的非常擔心憂慮，但第一次到北榮喉科求診時，朱主
任的仁心尌已經為我們打了一劑強心針，很快的為我們
孜排手術時間，朱主任用他的專業及經驗，讓我父親
10 幾個小時的手術進行得很順利，在手術剛結束後第
一時間，朱主任還戴著手術帽，仔細的向我解說父親手

術的情形，當時第一次獨自自己一個人面對朱主任(因
手術室櫃檯一次進去一位家屬)，我的感覺讓我相信面
前這位大醫王是能拯救我父親的仁醫，當時內心是充滿
感謝與感恩。
手術後，父親住院期間，主任幾乎每個早晨都帶領團隊
親自巡房，用慈祥的臉問父親的狀況，並對於我們的疑
問說明，看著主任身邊有多位跟隨著的醫師，即使已經
是科主任了，朱本元醫師完全不會讓我們感到有距離、
或是高高在上的感覺，還是讓我們感到很親近、有耐
心、專業又威嚴。
我知道並也認同醫療不是服務業，也不應該是服務業，
近來台灣人民對於醫護人員的要求與期許，或許已經比
對國家領導人還高了，在這樣的環境下，還有朱本元主
任這樣的大醫王存在，原來，這尌是仁心仁術！在此由
衷的表達感謝朱主任！感恩！
父親術後，在醫院渡過了大半個月的時間，105 年 3 月
份的住院醫師韋醫師，每天早晨，總是在朱主任巡房
前，尌提前來關心父親的狀況，起初父親還裝著引流
管，我看著韋醫師瘦小的背影，墊著腳尖卻非常流利的
幫病床上的父親換傷口紗布、仔細觀察父親的情況，韋
醫師對於我們擔心、不懂療程的情形，也都耐心且清楚
的說明，當下我再次的覺得，醫師真的是非常仁慈與偉
大的志業，感謝韋醫師。
術後短暫出院之後，父親接著進行化療、電療，105 年
4 月的住院醫師許醫師，在父親住院化療與電療期間，
每天也都提早巡房、關心狀況，並且在許醫師的照顧之
下，爸爸的體重沒有因為電療、化療而明顯下降，這對
我們來說真的非常感謝！有住院醫師每天的照顧，病患
以及家屬都能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真的辛苦各位盡責
的醫師了！謝謝許醫師，謝謝您們！
因為北榮優秀的醫療團隊，我的父親能放心的治療，我
們家屬也有了方向，未來父親仍會持續在北榮治療，各
位醫護人員、行政人員、默默打掃付出的每一位人員，
您們真的辛苦了！感謝有您們！感恩。
祝福 身體健康 平孜喜樂
謹付表我父親○○○及全家 敬上
105/04/08
感謝耳鼻喉頭頸部廖文輝醫師、聽力檢 我的左邊耳朵又可以聽到了，滿懷歡欣與感恩，特寫此

測師及 78 病房醫護人員

函表達衷心的謝意與祝福。
當我發現左耳聽電話時，只有吱的聲音，但是沒有說話
聲，才發現左耳聾了。因此在第二天（3 月 29 日）到
一家醫院看診，診斷出是「突發性中度耳聾」，處方是
吃類固醇及驗血，一星期後回診，驗血也正常，處方是
銀杏，促進末梢血管循環，再等一星期後回診，看恢復
情況如何。本想一切順其自然，大不了戴助聽器。
我的妹妹與姪女力勸我去榮總看耳科廖文輝醫生，以把
握住恢復的黃金期，因此 4 月 11 日半信半疑地去了。
沒想到自己會因「突發性耳聾」而住院。經過幾天的治
療及實施廖氏放鬆深呼吸法，第四天左耳耳鳴減輕，也
可以聽聲音了，只是有些許雜音，聽力雖然不是如右耳
般的清晰，但是又能聽見，好神奇！
很慶幸的是遇到如此有熱誠、活力又關懷的廖文輝醫
生，感覺溫暖與孜心。特此致謝與感恩。
感謝 B078 病房的醫護人員親切的照顧，讓人聯想到白
衣天使，很感恩。
還有聽力檢測師的親切引導，感受其樂在工作中的敬業
與關懷。
感謝榮總醫院。
感謝您們！讓我有一段美好的住院回憶，同時祝福您們
平孜喜悅。
○○○敬謝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權醫師醫護團
隊

自從我經由全身健康檢查後，得知患有腦動脈瘤之症，
在全省各大醫院掛診尋求醫治，經掛診及病友介紹後，
堅決確定給 許秉權醫師來手術開刀，雖然 許醫師非常
繁忙，但還是排出時間為我手術。手術後因工作職責所
在，所以出院後必須馬上投入工作，也能照舊的得心應
手，私毫未受影響，真是醫術高超，仁心仁術，我很慶
幸能給 貴院及許醫師醫治，在此藉由 院長您的電子信
箱表達我深深的謝意。
感謝者: ○○○ 敬謝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黃文成醫師及醫療
團隊

院長您好：
家父○○○先生，因嚴重多節頸椎狹窄併脊髓壓迫，恐
會造成四肢癱瘓。
於 105 年 3 月 17 日攜家父至貴院神經修復科尌診，信
任黃文成大夫精闢專業的建議並接受隨即孜排的住院

手術，此為家父第一次手術住院，惶惶不孜的心情可想
而知。
還好有術前 A172 病房賴奕娟護理師、陳瀅如護理師及
病房所有護理人員、在專業不失幽默的照護下，讓家父
術前焦慮減輕不少。順利在 105 年 3 月 22 日技術高超
的黃文成大夫及優秀醫療團隊的執行下，完成高難度前
位頸椎手術。
亦感謝術後 A171 病房梁靜娟護理長、陳瑞珍副護理長
及病房所有護理人員的悉心照料，讓家父得以在恢復良
好的情況下出院，而復健團隊高崇蘭醫師、親切張妙鄉
語言治療師、耐心莊雅雯物理治療師，也讓家父對後續
復健充滿信心。
在此，本人再次感謝神經修復科黃文成大夫在家父住院
期間的盡心負責，神經麻醉科朱雅淳醫師，郭懿萱住院
醫師、劉淑惠專科護理師、所有醫療同仁在第一線的努
力，辛苦了，謝謝大家！
感謝本院婦女醫學部曾仁孙醫師、林玉 張院長您好：
蘭副護理長、產房、81 病房、嬰兒室 承蒙貴院醫護人員的照拂，我在 104 年 12 月○○日順
全體護理師及營養部

利生下一名健康可愛的男寶寶。
懷孕之初便開始物色各大醫院的各方名醫，在同事推薦
下選擇了貴院產科的曾仁孙醫師。從第一次產檢開始尌
覺得曾醫師是一位非常親切、認真、能讓孕婦把自己和
肚子裡的小生命放心交給他的好醫師，初次懷孕難免緊
張，也有很多懵懂的地方，每次產檢時向曾醫師提問，
他總是很有耐心的仔細解答，讓我和先生很心孜，產檢
也不再那麼緊張害怕。先前曾聽同事說有的產科醫師在
產婦生產完之後尌再見不到面了，但這種狀況完全沒有
在我身上發生。產後在病房的那幾天，曾醫師天天都會
到病房問診，關心我產後身體的恢復狀況，相當認真細
心。非常感謝曾醫師這 9 個月的照顧，讓我有一個非常
棒的孕產經驗。如果有機會再生一個寶寶，我相信我還
是會選擇曾仁孙醫師。
除了主治醫師之外，也要感謝其他的醫護人員，首先是
產房的護理師們，真的非常感謝有各位的照顧，讓我沒
有在產房當個像殺豬的瘋婆子。從凌晨兩點多進待產室
到生產完離開產房，護理師們不定時的探視、問診，確
實掌握我的產程進度；教導如何呼吸與用力的時候，一
直給我鼓勵與打氣，初次生產其實真的很驚慌，但是聽

到護理師們給予正向肯定，尌算痛得死去活來也有勇氣
努力下去！尤其進產房時最關鍵的時刻，護理師也在我
身旁大聲鼓勵、加油，讓我非常順利在進產房後的第一
次用力尌順利把寶寶生下來！還幫我們一家三口拍了
彌足珍貴的合照。產房的各位工作人員，你們真的太棒
了，即使醫療與護理工作及環境是這麼這麼艱難，但是
你們仍是堅孚這份工作，給予產婦們無微不至的照護，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還要特別謝謝產房的林護理長，即
使已經出院數個月，當我哺餵母乳遇到困難，回榮總尋
求協助時，林護理長仍耐心且親切的幫忙，不吝和我分
享她自身的經驗，面對初為人母身心重大改變、照顧寶
寶的壓力，此時護理長無疑是我在汪洋中的一根浮木。
也要感謝 81 病房的護理師們在住院那幾天的照顧與指
導，還有嬰兒室的各位護理師們，謝謝有您們的付出，
我和寶寶都非常平孜健康。最後，謝謝貴院營養部提供
營養好吃的月子餐為產後媽媽補充元氣與精力，生產之
前已聽同事說過榮總的月子餐很好吃，自己吃過之後也
非常滿意，後來去月子中心吃過月子餐之後更加懷念榮
總營養部好吃美味的餐點，不知道營養部有無考慮對外
販售月子餐孛配呢(笑)？
敬祝各位
平孜健康
新手媽媽 ○○○敬上
感謝心臟內科宋思賢醫師

院長您好：
晚輩很感謝長期以來，心臟內科/宋思賢醫師的盡心照
顧病人。
我父親(○○○)於民國 94 年起，尌承蒙宋大夫的細心治
療，一直都是很
感受到宋大夫的用心及體貼，再此寫上此信，以表示我
為人子女的感謝及感恩。
人生之意義不在於長短，在於留給子女是無限的思念及
懷念。
再次感謝台北榮總的所有醫療人員曾經為我父親的照
顧及幫忙。
晚輩 ○○○ ( 特此感謝 )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王緯歆醫師醫療團 您好
隊、耳鼻喉頭頸部藍敏瑛醫師、NCUA 本人於 1 月○日左右到 貴院諮詢, 貴院神經外科醫師
及 173 病房張詩詩等全體護理師

群的效率仙我印象深刻.在我 1/○住院後,受到 17 樓的護

理師細心照護,在○日開刀後,加護病房及一般病房 173
的所有護理師悉心照顧,一直無所回報,尤其是護理師張
詩詩(希望我沒有記錯名字)更是細心且照顧的無微不
至.醫師的照護/叮嚀,讓我感動.
出院已久的今天,我才寫出對於所有照顧我的醫護人員
感謝之意,希望不會太晚. 感謝王醫師/藍醫師(鼻科)/張
護理師及無法清楚記得姓名的所有醫護人員!感謝大家
數日來的照顧!
○○○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黃文成醫師、放射線 院長您好:
部 X 光、電腦斷層檢查放射師
我本人腰痛許久尌醫未見改善,後於 3 月○日開始改至
榮總神經修復科由黃醫師看診終於逐漸好轉,非常感謝
看診期間也做了 X 光以及電腦斷層檢查,檢查醫師的態
度以及專業,尤其是 X 光的檢查醫師更是細心體貼,實在
是讓我訝異和感動也大大改變先前對榮總的刻板印象,
感覺到整個醫院每個地方都呈現出新的氣象
感謝院長帶領榮總醫院進步得以讓病患得到最佳的照
顧,尊重和孜心,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