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 105 年 5 月感謝函 

感謝一般外科金光亮醫師醫療團隊及

102 病房全體護理師暨侒侒看護人員

鄭小姐 

院長您好, 

我是在北榮進行胰臟癌手術的病患家屬，在這裡對一般

外科金光亮醫師及其團隊、A102 病房全體護理師致上

最深的謝意。 

家母是胰臟癌第三期病患，經評估我們是屬於可開刀的

案例，了解胰臟癌只有少數病患可接受手術切除腫瘤，

幸運的是我們遇到專業且經驗豐富的金醫生，快速的安

排手術，手術較預期的複雜，手術全程長達 13 小時，

看到金醫師在完成手術後向家屬解釋病況，勞累的表情

實在令我們非常感動，感謝金醫師精湛的醫術，現家母

術後復原良好。 

Ｗhipple 是極為複雜且併發症高的手術，除了金醫師精

湛的醫術，亦要感謝 A102 專業細心的護理師團隊，更

驚訝於侒侒看護鄭小姐也受北榮的訓練，讓家母得到周

全的照料。 

謝謝院長領導專業的北榮醫療團隊，在就醫期間看到整

個團隊精密的組織運作，及醫療人員專業完整的教育訓

練，非常感恩北榮的照顧，讓病人及家屬能更有信心的

面對後續治療。 

敬祝 北榮醫療團隊 平安順心 

病患○○○家屬敬上 

感謝直腸外科楊純豪醫師及 114 病房

全體醫護人員 

敬愛的院長, 您好, 

 

我心懷感激特冸向直腸外科楊純豪教授與 114 病房醫

護人員獻上敬意與謝意. 

 

2016.03.○是我人生 44 年以來第一次住院.天性凡事樂

觀的我,從沒想過在人生壯年期會得到癌症, 從身體不

適尋求門診諮詢到住進醫院開刀,一切發生太快,彷彿經

歷一場人生雲霄飛車,從起點坐上車的徬徨不確定,到中

程加速度的驚恐,最後回到終點減速的平靜. 

 

這段人生雲霄飛車過程,對北榮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感到欽佩.台灣的外科醫療技術聞名全球,在北榮受到的

良好照顧,讓我終於心甘情願並明白每年繳交高所得稅

率的價值,畢竟醫療資源豐富與品質關乎全民的健康福

祉.我的主治醫師楊純豪教授的醫術與醫德,讓我感受到



癌症醫病之間的良好溝通與互相體諒;醫生是社會地位

高的職業,也肩負沉重的社會責任,楊教授要教學,做研

究,跨院交流,開刀,門診,巡房,管理病房….等,過去我常

私下埋怨自己長期每天工作超過 14 小時,看到楊教授的

工作負擔,今後我不會再抱怨自己的工作有多辛苦.此

外,更感謝 114 病房全體醫護人員,他們細心傾聽每一位

病人身體不適的感受, 照護病人的態度認真又溫柔,每

日忙碌的大小夜班, 讓我心疼這些年輕的醫護人員. 

 

這次的癌症開刀術後恢復比預期好,上周四是我開刀滿

月回院複診,癌症與腫瘤指數正常,日後定期回院追蹤.

感謝上帝的憐憫與恩賜,為我安排楊純豪教授帶領的優

秀醫療團隊與 114 病房醫護人員的細心照護,今後我會

更珍惜身體健康.最後祝福楊純豪教授與 114 病房醫護

人員, 福杯滿溢, 榮上加榮,恩上加恩. 

 

○○○  敬上 

 

2016.05.03 

感謝血液科劉嘉仁醫師 院長大人您好，我是一位癌症患者，自從遇到劉嘉仁大

夫以後，我終於相信仁心仁術，何為醫德配天，視患者

如親，劉大夫對患者用心到令人五體投地，處處為患者

著想，怕患者生計有問題，患者的病痛不厭其煩的耐心

解決，每每把傷痛冶到解決，讓患者能放心的把自己交

給醫生冶療，我學歷只有國中，不大會表達，但劉嘉仁

大夫在我心中有如保生大帝，而且劉嘉仁大夫是清明的

仁者，送禮也拒絕，對我說生病了，頇要花很多錢，不

頇送禮，身體快治療好才是他的目標，院長大人，北榮

有這麼一位仁心仁術的醫生是整個北榮之光，請大家告

訴大家。 

感謝內分泌新陳代謝科林亮羽醫師、喉

頭頸科李宗倫醫師、陳彥奇醫師、手術

室、麻醉科護理師、77 病房全體護理

師、醫療事務組-住院櫃台人員及傳送

人員 

張院長您好: 

本人於 4/○於貴院進行甲狀腺腫瘤切除手術，從一開始

的門診追蹤到抽吸採檢化驗，醫師建議住院執行手術，

以至於術後追蹤，這過程再再讓我感覺到醫護人員的同

理與親切，本人由衷感謝。 

新陳代謝科的林亮羽醫師雖然病患眾多，但仍保持親切

細心實在感動。喉頸科李宗倫醫師開放、互動式地與我

們討論、解釋病情，以病患福祉、安全為優先考量，優



秀的技術成功完成手術，本人深表感謝。住院醫師陳彥

奇醫師細心照顧，晚上看到他，甚至一大早還沒 7 點就

開始巡照病患，好認真喔!77 病房的護理師們雖然工作

忙碌但互相支援，態度親切，夜班護理師總是安靜、輕

手輕腳的完成照護，實在貼心。手術室、麻醉科護理師

再三確認、注意病人保暖(因為我很怕冷)，在執行動作

前都會表明身分，與告知將行動作，讓病患很有安全

感。甚至住院科櫃台人員、傳送人員，態度都很親切，

這麼專業又體貼的醫療團隊，一定要大大讚賞! 

在目前如此緊張的醫病關係，困難的醫療環境下，醫療

團隊始終保持熱枕、視病猶親，實為病患之福音，感謝

醫護人員的照顧，請你們繼續堅持下去!也懇請院長努

力提供醫護人員優質的工作環境與條件，讓守護生命的

熱枕持續不滅!感謝! 

病患 ○○○敬上 

感謝一般外科陳瑞裕醫師、麻醉部鄭宏

煒醫師、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黃加璋醫

師、102 病房及手術室全體醫護人員 

親愛的張院長您好： 

今年三月底從健健康康年輕人被確診為甲狀腺乳突癌

患者，感謝內科黃加璋醫師給予許多正向思惟的鼓勵、

告訴我不是孤孤單單一個人、北榮是個很棒的團隊，並

且讓我認識了轉變生命的慈父外科陳瑞裕醫師。 

面臨生平第一次動手術，心中充滿了不安、恐懼、害怕。

真心感謝上天派來的使者-陳瑞裕醫師，總能用著淺顯

易懂話語、簡單的圖解釋著手術方式、可能發生情況，

更能夠勇敢的接受外科手術治療。 

105 年 4 月住院期間，非常感激的麻醉部鄭宏煒醫師，

術前一日清楚告知了全身麻醉的風險。感謝麻醉護理師

跟開刀房細心照顧的醫護人員。感謝 102 病房護理站辛

苦白班、小夜、大夜的全體護理師們。 

最最最最感激的是辛苦的主治大夫陳瑞裕醫師。陳醫師

精湛的手術讓原本非常擔心的喉返神經並無損傷、術後

傷口癒合情況也非常良好。陳醫師每日早晨巡房讓自己

對身體更有信心了，預後也很好呢。 

感謝北榮這麼棒的團隊 

感謝上天派來慈父陳瑞裕醫師 

感謝全體辛苦的醫護人員 

謝謝北榮 

讓我從獲新生的喜悅 

重新擁抱健健康康的生命 



感謝耳鼻喉頭頸部蕭安穗主任、丁冠中

醫師及 78 病房全體醫護人員 

我母親日前因耳朵感染，由耳科蕭安穗主任檢查發現耳

膜破洞，經醫生處置於 4 月○日實施手術，目前狀況良

好，感謝醫生仁心仁術，超高明醫術，讓母親可以不用

再受耳朵重覆感染中耳炎疼痛之苦。另感謝住院醫師丁

冠中，住院期間每天很早來協助看診。也感謝 78 病房

的所有醫護人員，每天安慰照顧我母親。在此敬祝所有

醫護人員身體萬福，事事如意。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劉祐岑醫師、林思穎

醫師醫療團隊、162 病房全體護理師及

田慧苓助理員 

My father ○○○ was discharged from ward 162 bed ○ 

on May 11th 2016. He was blessed to be treated by VS 劉祐

岑 and R 林思穎 and team. This letters of appreciation is 

dedicated to the whole medical team, the secretary Ms.田 

and staff. Sincerely . 

感謝骨科部陳威明醫師、腫瘤醫學部顏

厥全醫師、整形外科彭成康主任及 89

病房、99 病房、182 病房、193 病房及

整形外科加護病房全體護理師 

謝謝骨科陳威明醫師，腫瘤內科顏厥全與整形外科彭成

康醫師與住院期間長青 9，8 樓，中正 18 樓與整形外科

加護病房護理師們 

經他人介紹，於今年一月找到陳威明醫師看診，陳醫師

很有經驗在第一時間即告知我右腳的腫瘤的危險性，並

安排檢驗，在報告出來的第一時間即與我聯絡，並很快

的請顏厥全醫師協助化療問題。化療期間顏醫師不厭其

煩的回答很多我的疑惑，住院期間護理師的照顧也讓人

感謝。 

而之後腫瘤切除及重建手術也在陳醫師與彭成康醫師

的合作下順冺完成，為了給我機會保留患肢而使手術工

程浩大，在此真的非常感謝陳醫師團隊，也感謝彭醫師

團隊接下的皮瓣重建而讓我未來可以維持較正常的外

觀。 

雖然手術剛結束，傷口仍需長時間的復原，但是感激之

心無法言喻！真的非常謝謝陳醫師，顏醫師，彭醫師三

位醫師儘管忙碌仍固定來探望，耐心解答我的眾多問

題，而住院期間也辛苦護理師們的照顧，在此由衷至上

謝意，謝謝優秀的醫師與護理師對我的照顧！ 

感謝心臟外科陳沂名醫師醫療團隊、一

般外科石宜銘主任、王心儀醫師醫療團

隊及 97 病房、102 病房、CSVA、CSVB

全體護理師及急診部、手術室、病理檢

驗部等單位同仁 

德明院長勛鑒， 

家父○○○先生自本(105)年 5 月○日順冺出院返家已

逾旬日，期間為處理後續休養事宜，又曾再蒙貴院協

助。隨父親身體逐漸康復，觀護事宜總算順冺告一段落。 

回憶父親自去(104)年 10 月○日因心血管疾病入院治療

以來，病情變化迭經轉換安排，終在醫護人員多方打點

及細心照料下，在長達 7 個月治療後圓滿返家休養。期



間承蒙心臟血管外科陳主治醫生沂名團隊、一般外科石

教授宜銘/王主治醫生心儀團隊及 B97 護理站、A102 護

理站、CSVA、CSVB 加護病房及急診部、手術室、病

理檢驗部等諸多部門，以視病猶親精神與精湛醫術，引

領其順冺完成抗擊病體任務，相信此等均係院長推動擘

劃，以及同仁們盡心投入之成果；因身體尚未完全恢

復，特囑代為馳函致謝。謹藉寸紙聊表敬謝。並祝 

夏安 

病患家屬 ○○/○○敬上 5 月 16 日 

感謝婦女醫學部曾仁宇醫師、麻醉部醫

療團隊、營養部、產房、82 病房、嬰

兒室全體醫護人員、清潔人員、送餐人

員及行政人員 

從懷孕開始的每次檢查諮詢到生產住院，受到貴院團隊

許多協助、照顧與關懷，在今年 4 月○日順冺產下一名

健康的寶寶，想藉由院長電子信箱轉達我的莫大感謝! 

感謝婦產部曾仁宇醫師，總是親切又詳盡的說明，減緩

孕期間的緊張不安，親自幫我做羊膜穿刺，還有安排各

項檢查。可能我太容易緊張了，記得糖水檢測後接到曾

醫師的電話說 : 糖水測試通過囉，不要想太多，不要

緊張喔! 隨著一次次產檢，覺得曾醫師真的很值得信

賴! 懷孕後期如果醫生說我狀況很好，我就知道不需要

再特冸擔心甚麼。在產房時也感謝曾醫師幫忙接生，一

進產房我就跟他說已經力氣用盡真的不行了!他幫我打

氣說，很多人期待這個寶寶的誕生喔!小孩好不容易出

來後，還幫我們拍下第一張全家福的珍貴合照。一路從

產檢、待產催生、生產到住院，一直受到曾醫師的照顧，

實在很佩服他過人的體力，還有總是親切的笑容和話

語，在這個產科醫師越來越少的年代，覺得自己很幸運

能夠遇到這麼好的醫師! 

感謝產房林玉蘭護理長，還有王芊方、呂欣芮、蘇靜儀、

陳瀅如、蕭淑娟、陳稟淳、孫詠煦護理師團隊。從 4 月

○日進入待產室開始，幫忙進行各種處置、協助催生、

教如何使用抗力球、生產用力方式、還有恢復期間照

護，從白天到半夜，不時進來確認我的狀況。因為是第

一胎，面對未知的生產過程心中其實很是惶恐，感謝產

房團隊的專業與親切，讓我覺得能夠在榮總很安心的生

產! 

感謝麻醉部的醫療團隊在 4 月○日清晨 3 點半，剛結束

另一個手術後來幫我打減痛分娩，陣痛讓我當晚完全無

法入眠，打完後才終於稍微放鬆得以休息，有力氣面對

接下來漫長的產程。 



記得在 4 月○日中午被告知已經全開，本來以為就快要

生了很是興奮，護理師也開始教用力方法，沒想到經過

三、四小時的用力卻沒甚麼進展，期間許多不同的護理

師進來幫助我一起用力，一位護理師表示有摸到寶寶的

頭，但可能因為頭有點歪所以卡住而沒有進展…當看到

牆上時鐘已經四點半，陣痛一波波來襲，我卻越來越無

力覺得自己快撐不下去了。特冸感謝王芊方護理師，在

我想放棄，覺得自己生不出來時，安慰我要樂觀一點，

還說我可以自然生，可以的! 被推進產房後實在力氣用

盡，依稀記得她有在旁邊跟我說“○○，再努力一下!”

其實她好像早就可以下班，卻還陪我一直到生產，所以

等寶寶出生後就先離開了。那天之後一直沒有機會跟她

說謝謝，希望她會有機會看到這封信，我實在很感謝她

陪我度過最後最艱難的那一段，真的非常感謝! 

還要感謝 82 病房以及嬰兒室的所有醫護人員以及打掃

送餐工作人員，在我 4 月○日至 4 月○日的住院期間，

提供各種照護和支援，給予傷口護理指導、哺乳教學和

協助、產後相關知識衛教，並不分晝夜的確認我和寶寶

狀況。同時也非常感謝營養部提供的美味月子餐，讓我

產後能夠獲得足夠的營養恢復體力，送餐時間是我住院

期每天最期待的時刻! 

從產檢、待產、生產到住院恢復，充分感受到貴院在醫

療上的專業，以及視病猶親的精神。在醫療糾紛層出不

窮、醫病關係緊張的今日，很感謝還有一群默默付出的

醫護人員、行政人員為維繫國人健康而努力著。真心謝

謝每一位協助照顧我的人，或許無法記得所有工作人員

的名字，但我想說 : 真的辛苦了，感謝有你們! 

最後，祝福貴院所有人員都能平安健康。 

新手媽媽 ○○敬上 

2015.05.16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梁慕理醫師及小兒

加護病房、92 病房全體護理師 

小兒(○○)因顱咽管瘤至本院就診，感謝梁醫生的專業

解說及高超的技術，讓我們放心不少，也感謝小兒加護

病房及 92 病房的各位護理師們的專業 的照顧，讓兒子

在術後回復的很好，可以提早出院，感謝北榮的醫療團

隊，讓我們可以獲得良好的照護，謝謝您們~~~ 

感謝心臟外科許喬博醫師、陳嘉葦醫

師、孟繁傑醫師醫療團隊 

張院長：您好 

  父親原於 2 月中旬因病入院治療，卻突發急性心肌

梗塞休克住進加護病房急救，後來幸得承蒙貴院心臟外



科許喬博醫師接手治療，有了許醫師精湛的醫術及悉心

治療，還有全體醫師及護理醫療團隊的細心照顧，讓入

院治療心臟疾病的年邁父親，縱然面對傳統開心手術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也能安然渡過手術不安心理及其

他種種關卡，並也由此重獲續命新生的機會；對父親而

言或許歷經這痛苦的手術歷程是一種折磨、是一種酷

刑，但對於我們子女而言，能讓父親重獲健康的繼續留

在子女身邊，那更是種難能可貴的幸福！ 

雖然再多的言語也表達不了我們滿溢的感激，但還是非

常感謝這幾個月住院期間以來所有醫護人員不分晝夜

辛苦的照顧，讓我的父親得以復元順冺出院，雖然治療

期間父親的身體狀況百出，但所有醫護人員無一不竭盡

心力化解所有的危急狀況，並給予我們多方協助。對許

醫師的「神乎其技」，有如華佗再世，凡來探視的親屬

都高讚不已，我們更對許醫師的仁心仁術更是欽佩萬

分。能遇上許醫師真是我們的幸運！ 

  在院長英明領導下，不論醫護對病患及其家屬均親

切熱情有禮，讓病患有「家」的溫馨感覺。這分用心值

得肯定。為感念醫師的診治，特致專函，以表謝忱。 

謹代表父親感謝許醫師及所有醫護團隊的救命之恩，也

感謝台北榮民總醫院培植如此優秀的醫護人才，再一次

感謝您們！ 

★★主治醫師：許喬博 

★★主院醫師：陳嘉葦、孟繁傑 

★★思源樓手術室全體醫師及護理人員 

★★專科護理師：余白妃、黃鳳琴 

★★思源樓三樓 CVSB 護理師：段台鳳、林美玲護理師 

★★思源樓十樓 CVSB 護理師：陳瑋儀、鄭淑華、林夏

丞等全體護理師 

★★B107 病房護理長：黃慧雯 

★★B107 病房護理師：楊家欣、蘇文晨、陳重達、郭

怡?、吳懿真、蔡姿盈、林郁芬、彭嘉慧、彭瑞銀、張

堉慈等全體護理師 

★★清潔、送餐人員﹙很抱歉沒有一一記得名字﹚ 

敬請 台安 

病患○○○ 暨 病患家屬 ○○○ 敬啟 105 年 5 月

19 日 

 



感謝兒童醫學部陳俊仁醫師、91 病房

全體護理師及陽明醫學院實習生 

我四歲的女兒於 5/○經由急診小兒科醫生冹斷需要住

院治療肺炎,當天晚上我因為壓力一瞬間太大了,導致血

壓急速飆高整個人很不舒服,9 樓小兒科病房的護理師

協助我使用呼吸器,之後又在他們凌晨下班時過來急診

室探望我,讓我非常感激!!! 

女兒的住院期間因為咳到嘔吐,護理師也很有愛心的告

訴我女兒這不是他的錯,床單換掉就好沒關係,大大減輕

了小朋友的恐懼感!! 

陳俊仁醫師對於家屬的提問都解釋得很清楚,態度也讓

人感到安心,讓小朋友不會害怕看診,真的是一位非常友

善及專業的醫師. 

 

後幾天陽明醫學院的實習護理師在空檔時常常過來陪

伴女兒,陪伴她說話,摺紙或是玩黏土,兒童間去看看書

玩玩具!他們親切且耐心的陪伴讓我的女兒對他們敞開

心房!今天 5/○很想跟他們說聲謝謝在出院,但聽日班護

理師說要下禮拜才會再過來實習!!讓我覺得很可惜沒

機會跟他們一一道謝並鼓勵他們!! 

貴院的醫生跟護理人員都非常辛苦照顧每一位病患,真

的很謝謝他們!! 

住院病房:9 樓 91 病房○床 

小朋友名字:○○○ 

感謝一般外科曾令民醫師、連珮如個管

師及 102 病房、104 病房、162 病房，

88 病房醫護團隊 

院長您好: 

我 104 年多次住院治療乳癌與視神經脊髓炎，在此要感

謝乳房外科曾令民醫師、連珮如個管師，曾醫師醫術高

明，我手術很是成功，而且連個管師也非常關心我的情

況，癌症治療期間給我的諸多幫助，在視神經脊髓炎住

院期間曾醫師也在百忙之中至病房探視，讓我不甚感

激，病情也在曾醫師門診持續追蹤，目前身體逐漸改善

中。 

同時也要感謝中正樓外科 102、104、神經內科 162，思

源樓眼科 88 病房的醫療團隊與護理師們，對我的親切

照顧。 

僅此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感恩。 

感謝一般外科夏振源醫師、蔡宗穎醫師

醫療團隊及 102 病房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我是 5 月○日下午，因膽囊炎併發上腹部疼

痛，搭車趕至貴院急診室就醫的病患。經由急診室醫師

一連串檢查之後，冹斷腸阻塞的機率很高，需要住院進

一步診治。 



不久夏醫師委請蔡宗穎醫師下來診視狀況，確定上腹部

按壓疼痛，且腹部腫脹如十月懷胎。在蔡醫師回報夏教

授之後，旋即安排 102 病房住院。 

在 8 天的住院期間，在夏教授耐心悉心的診治之下，不

但治癒了我的膽囊炎及上腹部疼痛，更幫助我發現了我

居然罹患了糖尿病！血糖指數高達 443！若不是夏醫師

的醫療團隊專業，或許我可能會因為兩杯西瓜汁或一顆

芒果而無知喪命！真的好感謝夏醫師再一次的救命之

恩~~ 

最後感謝蔡宗穎住院醫師專業與敬業的對待每一位病

患，與 102 病房全體護理師團隊親切耐心的服務每一位

病患，讓我這段時間能安心住院療養，在此獻上 12 萬

分謝意。 

感謝口腔醫學部高壽延主任醫療團隊 院長您好: 

家父○○○，是在貴院接受高壽延醫師治療的口腔癌患

者，於今年 4 月○日在醫院接受高主任進行開刀手術，

我們全家人非常感謝。家父住院期間，高主任一直很堅

定為家人打氣，讓媽媽及我們才有勇氣和信心。目前也

穩定恢復中。 

父親在院住了一個月又七天，謝謝所有北榮高主任所率

領的醫護團隊，對家父悉心照護。 

在此僅代表家父○○○及所有家屬獻上感恩，同時祝福

您們平安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