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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105年12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怡仁

科主任、黃琡雲專科護理

師及72病房張純華暨全

體護理師 

病患: ○○○, 身份証: , 病歷號:. 於 10/○/2016 

經由陳怡仁醫師(婦科)診斷罹患"子宮內膜癌" 開

刀治療. 待傷囗痊癒後, 緊接著 11/○/2016 開始第

一次化療,  

本人於住院醫病過程期間, 多謝諸位醫護人員, 

悉心照料和協助, 致使本人免去恐慌, 疑慮, 安心

的接受治療, 在此致上十分感謝. 特別是: 陳怡仁

醫師, 黃琡雲(專科護理師), 張純華(072 病房護理

師).  

Best Regards,  

○○○ 

2 感謝一般內科醫師丁燿

宗醫師 

張院長您好:  

貴院一般內科醫師: 丁燿宗醫師  

對待病人用心, 耐心,仁心仁術, 視病猶親,使我感

動萬分  

懇請院長給予獎勵表揚  

謝謝  

○○○  

3 感謝胃腸肝膽科羅景全

醫師、林毅軒醫師、大腸

直腸外科王煥昇醫師、

111病房及122病房喻絹惠

護理長、黃惠美副護理

長、黃佩琴、林苑伶、陳

韻如、黃倩怡、羅心宜、

吳采璇、蔡沛沂、林珮

芝、洪薆雅等全體醫護人

員 

主旨: 感謝腸胃科羅景全教授, 林毅軒總醫師, 

A122 病房護理團隊, 直腸外科 王煥昇醫師,及

A111 病房護理師 及其團隊之全體醫護人員  

張院長您好,  

家父 ○○○於 因自 104 年於他院因腸阻塞做部

份小腸切除手術後腸胃恢復功能不佳長期營養不

良並因疑似克隆氏症,於 105 年六月至貴醫院腸胃

科求診.  

感謝 腸胃科羅景全教授立即收治家父並安排住

進 A122 病房檢查治療. 因家父病程反覆且病狀不

明確, 至 105 年 10 月期間多次進出貴院急診間及

A122 病房, 均由羅教授及其醫師團隊林毅軒總醫

師等悉心照料.  

同時感謝 10 月中願意接手這燙手山芋的直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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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摘要 內容 

王煥昇醫師及其團隊為我父親進行了小腸手術,術

後出院至今己一個月餘, 家父復原順利,全家人因

此重新找回原有的正常生活.  

回想起整個住院過程, 除感謝醫生們精湛的醫術, 

更要感謝這五六個月來照護家父的 A122 護理師

團隊病房護理長、黃副護理長、黃佩琴、林苑伶、

陳韻如、黃倩怡、羅心宜、吳采璇、蔡沛沂、林

珮芝、洪薆雅………. 面對長期臥病, 又因營養不

良導致點滴施打不易而情緒不佳的家父. 護理人

員總是能迅速處理, 耐心說明, 再加上貼心鼓勵. 

百忙之中, 還能陪家父閒聊上幾句, 舒緩病人的

心情. 也釋放了家屬焦急的心. 更另人感動的是

在家父因開刀轉至 A111 病房後, A122 的醫生護士

們仍不時的關心家父狀況. 醫病如親 不就是如

此! 第一次感受到,原來白色巨塔內的真性情不會

只在電視上看到……  

再多的文字與言語都無法道盡我們心中的感激. 

在此謹代表家父及全家人向腸胃科羅教授,林總醫

師, A122 病房護理團隊,直腸外科王煥昇醫師,及

A111 病房護理師 及其團隊之全體醫護人員致上

最誠摯的謝意與敬意.感謝您們無私的付出.  

祝福 平安 喜樂  

4 一般外科周嘉揚醫師及

高義筑醫師醫療團隊 

本(12)月○日(星期○)周教授嘉揚、高義筑醫師及

其工作團隊,為我施行右側股溝疝氣修補手術,於

17:35 很順利完成。後來進入麻醉恢復室,由於他們

醫術精良,團隊合作無間,在假日期間為榮民服務

的精神,令人敬佩,我除了感謝,還是感謝!建請予以

表揚,以資鼓勵。  

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退役上校 ○○○敬上 2016/12/8  

5 一般外科石宜銘主任、王

心儀醫師、陳世欽醫師、

石柏威醫師、尤敏如醫學

Dear 張院長，  

病人：○○○，中正樓，102 房，第○床，一般

外科， Whippl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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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摘要 內容 

生、謝尚融醫學生等醫療

團隊及102病房呂梅君、

蔡雅棻、辛文蕙、葉俊良

等全體護理師 

I am not good at speech but I want to write you this 

"thank you " note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給石宜銘主任、王心儀主治醫

師，陳世欽主治醫師，石柏威醫師及其醫療群；

還有給最佳 quality 的護理師，尤其是呂梅君小

姐，蔡雅棻小姐，辛小姐，葉先生（Sean?)。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high quality interns who gave my 

mom the extreme care during her medical treatment . 

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實習醫生尤敏如小姐和謝

尚融先生。他們照顧我媽媽如同他們的阿媽。很

窩心。  

王主任領導的 team 是最棒的胰臓專家. 王主任的

"絕不放棄"的理念和高超的技術成功的完成快十

二個小時的 Whipple operation. 他的 team 是"Creme 

de la Creme" , 最棒的 team.  

任何語言都不能表達我們的感恩之情。  

石主任，王醫師，陳醫師，謝謝你們救了我媽媽

的命！  

呂小姐，辛小姐，蔡小姐，葉先生，謝謝你們的

細心照顧，我媽才能恢復的這麼快。  

Best regards,  

○家 family，myself and my 老公○○ 

6 感謝骨科部蘇宇平醫

師、黃惠姿專科護理師 

11/○及 11/○，我的妻子與家母先後作骨科手術，

巧的是同一位大夫主刀，就是蘇宇平醫師，兩位

病患（○○○及○○○○）及家屬○○○；由衷

的感謝蘇醫師的診治及骨科專科護理師黃惠姿的

細心照料服務，使得能順利完成手術及出院。  

家屬 ○○○ 萬分感激 

2016 12 09  

.....................................................................................  

105 年 12 月 11 日補充內容：  

日昨致函漏寫了一些；現補充如下：11/○當我得

知幫家母手術的醫師就是幫我的內人手術的蘇宇

平醫師時，我欣喜若狂，即刻找到蘇醫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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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摘要 內容 

此情，並要求幫忙手術完成後；將家母與我的妻

子安住同一病房，便利我的照顏及親友的探視。

蘇醫生立刻答應並回說：這是合理的要求；我會

盡力的安排。這一點也讓我太感動醫生所具有的

同理心，手術完成前；果然妻由原住的○床轉到

○床；○床留待家母從恢復室出來住入。後來又

得到專科護理師黃惠姿的細心照顧，現寫一首鶴

頂打油詩：祝惠姿護理師心想事成，作為回報；

盼能轉達。  

祝福之意撰一詩  

惠我良多護理師  

姿態優雅有氣質  

護佑調理不延遲  

理解病人所需事  

師法南丁格爾志  

心懷大愛在即時  

想必痊癒不多日  

事分緩急並確實  

成功護理作天職  

家屬○○○ 敬謝  

7 感謝骨科部蘇宇平醫師 2016 年的 11/○內人跌倒致右手腕骨折，當時蘇宇

平醫師認為先修復手腕部份；後續再作右肩手

術，一年當中麻煩了蘇醫師兩次，實在萬分感激。

寫一則鶴頂打油詩：「祝宇平醫師萬事如意」盼

能轉達。  

祝福之語請閲讀  

宇平醫師擅修骨  

平安確是人生福  

醫療團隊很堅固  

師法華陀回春術  

萬事蝟集不糊塗  

事分緩急很專注  

如魚得水很舒服  

意願健康迅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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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摘要 內容 

病患 ○○○ 敬謝  

家屬 ○○○ 敬撰  

2016 12 12 

 

8 神經醫學中心陳明德醫

師、王緯歆醫師、鼻科藍

敏瑛醫師醫療團隊及171

病房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內人○○○○於 11 下旬至貴院住院接受經鼻腦下

垂體腫瘤切除手術治療，今已出院康復中。返家

後，內人不斷向親友讚嘆 貴院神經醫學中心陳明

德主任醫師是她的恩人、貴人，是天父真神派來

的天使，也感念陳醫師之仁心德術，在住院治療

中，則深刻感受陳醫師、王醫師、藍醫師醫術的

確超群，更難得的是他們視病猶親之同理心，陳

醫師親切與耐煩之診療態度實令病人與家屬安心

與放心。  

陳主任我們全家人都非常感謝您及您所帶領的醫

療團隊及 171 病房護理站，照護團隊無論醫德、

醫術、愛心、積極的工作態度，實在是病患及家

屬之福。  

今日醫病關係普遍不佳，貴院卻能在 院長卓越的

領導下，讓所有行政與醫療團隊為病患盡心付

出，內人住院期間，可以感受到各部門同仁皆能

確實遵守標準作業流程，與病患和家屬的溝通協

調也能親切有禮，實在不簡單。內人這次能在陳

明德醫師帶領的醫療團隊治療後逐漸恢復健康，

提升生活品質，實為我全家之福，此份恩情無以

為報，謹 打擾院長並向您報告： 貴院醫護品質

可說是台灣醫療界之首屈一指，也懇請 院長與相

關管理單位能給予三位醫師嘉獎與公開表揚，其

努力與用心的程度必須被肯定，也盼望 3 位醫師

之義行能讓更多民眾了解，以嘉惠深受病痛之病

患都能遇上良醫而早日康復。  

病患家屬 ○○○敬上  

9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黃文

成醫師、杜宗熹醫師醫療

親愛的院長您好:  

外子○○○,因車禍導致第二頸椎骨折及顱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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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摘要 內容 

團隊、葉素杏專科護理師

及171病房、173病房全體

護理師 

血,前些日子在貴院接受頸椎手術和水腦治療,先

後兩次住院,於 12 月○日出院,非常感謝神經外科

黃文成副教授和杜宗熹醫師,精湛的醫術,豐富的

專業經驗,以及住院醫師､專科護理師葉素杏､171

病房護理師､173 病房護理師們,因為有你們優質的

醫護團隊照護,外子才得以早日康復出院,再次獻

上最深的謝意,謝謝您們,辛苦了。  

祝  

平安幸福  

新年快樂  

○○○家屬敬上  

105.12.25  

10 感謝肝膽胃腸科彭清霖

醫師、牛志遠醫師及121

病房全體護理師 

105 年 12 月○日病患 A121-○ ○○○先生,因肝癌

及肺癌住院,因病況嚴重於 12/○日不幸往生,過程

中感謝彭教授及牛志遠醫師,非常有耐心給予協助

及萬分的關心,真的讓我們感受到視病猶親,因病

況進展快速,大夫們及護理人員的引導是非常重要

的,無以回報,故以此信,表達微薄的謝意!請院長表

揚此二位大夫及護理人員.  

感恩 105-12-25 20:35  

11 感謝耳科杜宗陽主任、江

冠緯醫師、實習醫師及78

病房方姿茵、鄭伊琳、沈

煥庭等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1.我因耳膜破洞到榮總門診,因需手術治療而住院, 

耳科主治醫師杜宗陽副教授說手術要局部麻醉, 

但本人聽說全身麻醉就像睡一覺,不知道痛苦才

好, 局部麻醉會聽到手術過程敲打聲等,加上不能

動會很難忍受, 因而要求杜醫師改全身麻醉手術, 

杜醫師再次細心檢查我的耳朵, 詳細分析說我的

耳孔大且直,局部麻醉沒問題, 並說全身麻醉較有

風險且手術後也比較痛苦. 結果,手術後第二天就

不用吃止痛藥, 傷口復原很好順利,相較隔壁床全

身麻醉手術後第 3 天仍在喊痛吃止痛藥,覺得杜醫

師醫術高明,加上用心分析很棒！  

2.主治醫師杜宗陽副教授.住院醫師江冠緯及實習

醫師,每天巡房對病人的提問詳細說明,在出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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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嚀回家後洗澡.洗頭髮要如何保護耳朵的乾燥

(它是件小事但很重要) 。  

3.我是學工程的,對於不了解的事,會一再的提問,

住院醫師江冠緯每日來換藥時, 我都會問中耳修

補問題, 現在知道耳膜破洞是從外耳取小塊肉貼

上破洞,沒有縫合。出院當天換藥時江醫師告知,

有些保險公司會要求診斷證明書加上住院前後的

門診資料, 故不必在出院申請診斷證明書,改在門

診時再申請即可. 江冠緯醫師很溫馨.很棒！  

4.主治醫師帶領的醫療團隊細心.溫馨的照料及 78

病房方姿茵護理師. 鄭伊琳護理師. 沈煥庭護理

師.等全體團隊細心的照顧之下,讓我的病情進步

良多,也增加許多醫學上的知識。  

在此非常感謝!  

主治醫師杜宗陽副教授.住院醫師江冠緯.實習醫

師及 78 病房護理團隊  

78 病房○ 床 ○○○感恩 

12 感謝婦女醫學部吳華席

醫師、葉淑娥、徐燕梅專

科護理師及72、73、82病

房全體護理師 

敬愛的院長：您好，  

我是 12 月○日因接受化療入院，住在 72-○床的

婦癌病患，非常感謝幫我主刀的吳華席醫師二年

多來的細心照護；也十分感謝淑娥、燕梅兩位專

科護理師的貼心關懷，讓我的標靶藥物不需要自

費，由於臺北榮總的婦癌團隊既親切又專業的醫

療照護，讓我在面對癌症的路上能走得更有信心

與勇氣。時值歲末感恩之際，謹將滿滿的謝意轉

達給院方，真的十分感恩吳華席醫師、葉淑娥與

徐燕梅二位專科護理師，以及 72、73、82 病房所

有的護理師們的關懷與無私的付出。謝謝臺北榮

總!  

病患 ○○○ 敬謝  

13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春

吉醫師及114病房全體護

理師 

院長 您好:  

我的母親○○○○去年九月初因大腸癌確診,轉往

臺北榮總開刀,住院 114 病房,歷經電腦斷層,心導

管檢查,大腸鏡...做有系統的開刀前檢查及準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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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醫師林春吉醫師不僅術前清楚說明病情與做法,

前後二次住院共約 50 多天,林醫師每日早晨 07:10,

下午 5 點前,日夜巡房探視母親病情,猶記第二次住

院緊急,23:20 林春吉醫師到病房主動要求即刻做

腹膜炎手術,我與太太二人常感動,感動榮總視病

猶親是那麼的真實.  

114 病房我與太太共守候 50 多天,陪我一起守候的

是 114 病房的每位護理師,她們不只專業,更是敬

業,曾經大夜班人力吃緊,他們三人當作四人用,12

月天額頭上卻有著她們為每位病患處理醫務所留

的汗跡,每當我看到 114 病房牆上視病猶親時,內心

總是充滿感激,感謝林春吉醫師,感謝 114 病房護理

師團隊.  

母親出院快滿一年,至今身體安康,歸功榮總,台灣

能有榮總,我們以她為榮,謝謝院長領導有方,今日

方知道院長設此信箱,藉此感恩.  

家屬 ○○○ 敬謝 

14 感謝 

喉科許彥彬醫師及77病

房程繼鳳護理長、黃詠

真、汪子平等全體護理師 

院長好  

於 105 年 11 月份在榮總檢查出甲狀腺癌第三期，

○○在此感謝喉科許彥彬醫師的關心，還有鼓

勵，兩次手術讓我自己惶恐不安，幸好我遇見許

醫師細心醫治  

給我最大的精神鼓勵還有溫暖的關心  

○○不善言詞，內心的感激也無法三言兩語就能

表達！住院期間思源樓 77 病房○號  

我感恩護理長程繼鳳及護理師黃詠真，汪子平等

等  

一路陪伴與照顧  

也由哀的祝福你們  

福慧雙修  

平安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