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6年10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腫瘤醫學部劉峻宇

醫師 

院長您好 :  

我是位癌症病患，當初開完刀要化療因為醫院

整修我只好去□□醫院化療一直到看我醫生

離職，有人介紹我榮總劉峻宇醫生，第一次看

診我坐在外面門打開就會聽到王伯伯你好

嗎，那不舒服，××有沒好點，××你看起來精神

很好，○姐有沒那不舒服，這些關心病人的

話，我在外面聽了都會感動，原來榮總醫生這

麼忙還有如此用心醫生，我想強調的是，劉醫

生連健保卡都沒插下去，只看到病人都叫得出

來，真是非常用心的醫生以及又有耐性，看病

至今他都沒改變過，這是我覺得必須稱讚醫

生，□□雖然人數不多但沒劉醫生有熱情及關

懷病人之心而且劉醫生病人非常多，很感謝讓

我認識這位好醫生，我想跟院長說的是，以我

是一位癌症病患遇到這麼溫暖醫生讓我有安

全感及信任感，感謝劉醫生，明是中秋節，祝

福院長，劉醫生及所有護理師~~~佳節快樂，

身體健康  

病患○○○ 

2 感謝移植外科陳正彥醫

師暨移植小組團隊及

212病房全體護理師 

院長你好，我個人因腎衰竭需作腎臟移植手

術，經移植小組完整術前評估，由我太太作捐

贈。我和我太太在 2017年 8月○日住進 212

病房，並由移植外科主治醫師陳正彥，負責所

有術前評估、實際開刀與術後照料之一切事

務，本人並於 9月○日，狀況穩定後出院。  

特此感謝陳正彥醫師、移植小組、212 病房之

所有醫護人員於本人住院期間的耐心溝通、親

切照護及真誠鼓勵，讓我與我的家人能從手術

初期的焦慮不安漸漸地對擁有嶄新生活建立



項次 摘要 內容 

信心；我們都真切感受到所有醫護人員發自內

心的關懷，如同對待自己的親人。臺北榮總應

要以擁有這些醫護人員為榮。  

我在這裡要再次感謝我的主治醫師，移植外科

的陳正彥大夫，陳醫師溫文儒雅，且非常有耐

心，住院期間我和我的家人提出許多醫療相關

或不相關之問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ㄧㄧ解說

並安撫我們緊張的情緒。在專業上，從數據上

發現有些異常，他便能快速並精準地下判斷，

從而將我移植初期並不明顯的排斥反應診斷

出並即時予以排除。陳大夫真正是術德兼具的

好醫師。  

我的人生原本已走到困境，來到榮總（陳正彥

醫師、移植小組、212病房）卻是我重生的開

始，衷心感謝你們每一位。  

○○○ 敬上 

3 感謝夏振源醫師、雷浩

然醫師、蔡昕霖醫師等

移植小組醫護團隊、外

科部劉佑碩醫師、內外

科加護室楊雯如、王秀

美、鄭涵文、蘇惠文等

護理師、212病房王麗玲

護理長暨許崇祐、陳薏

庭、黃鈺婷、張琇玫、

張寧潔等護理師、102

病房連金延護理長、蘇

怡華副護理長暨周芳

如、陳毓琪、陳儀靜、

張雅棻、林宜蒨、林晏

如、呂梅君等護理師、

101病房胡明蕙、翁璇、

在一個平凡的下午，房間裡在一堆雜物後面的

電話，少有的突然響起了一陣吵雜的鈴聲，當

我拿起話筒之後，就聽到一位成年男子的聲音

對著我說道：『請問您是○○○先生嗎？我們

是臺北榮總醫院，我是移植外科的蔡昕霖醫

師』『現在剛好有一個肝臟移植的機會，由於

配對成功，請問你有沒有意願進行肝臟移植手

術』…聽得出接下來的事情，將會以飛快的方

式進行著…. 

還記得那時還在學校唸五專的時候，在即將要

升上專四的那年暑假，依照『當時的兵役制

度』，大專生必須到臺中的成功嶺接受將近三

個月的陸軍士兵基本訓練；只是沒想到下了成

功嶺之後，回到學校開學沒多久，我照樣依著

過去捐血助人的習慣，每個月當捐血車出現在

校園之後，照例帶著捐血卡去捐血。只是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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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瑛、孫嘉伶、廖翊

甯、林瑤虹、賴怡諠等

護理師及社工室柯昀姍

社工師 

不料，事後竟被通知說：有查出我的血液當中

驗出了 B肝帶原，以後不得再行捐血。 

退伍之後，因為曾經對自己發過誓：今生無論

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將來，自己一定要趁年輕體

力、精神、腦袋都在巔峰的狀態之下，去全力

拚出一番事業來，當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

年！ 

於是我退伍隔 2天之後，就開始一路從『○○

館店長』轉戰『○○○○業務』『○○○小吃

伙房師傅』最後才在『○○○○管理公司』穩

定下來，並且擔任了多年的○○部主管。正當

事業地位逐漸持續邁向顛峰之際，卻在一次去

『□□□□醫院-□□院區』急診室做腹痛腸胃

炎檢查時，醫師臉色沉重的來告知：自己已經

是 B型肝炎肝硬化末期的病人了，必須立刻住

院，進行各項細部進一步檢查！ 

在沒有任何病前徵兆的情況下，這一記『晴天

霹靂』以難以置信的角度，從此將我打入漆黑

而永不見底的『無間地獄』之中，並且以平均

每月一次到兩個月一次的頻率，不斷往返於家

裡與醫院病房之間。 

而出事的那一年，我○歲，正是身為男人要去

成家立業出外打拼的重要時刻！想不到現在

→民國○年的耶誕節前夕，我的命運會突然砸

下了一顆這麼大的雪球，轟然巨響之後停止了

我人生的計畫。 

後來在依靠『□□□□醫院-□□院區』將近兩

年的救治之後，面對著逐漸越發惡化危險的病

況，繼續只依靠內科的治療，顯然已經越來越

難以解決問題了！對應著我雙手手臂上面的

血管，滿布著瘀青的針孔，是主治醫生臉上的

憂鬱！最後，我的主治醫師終於沉重痛苦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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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告知我，要我自行轉院做肝臟移植的決定。 

在看過網路比較幾天的訊息之後，我毅然的直

覺決定就是夏振源教授了！首次見面交手就

是腸胃炎、後來是腹水、胃潰瘍、裝 Pigtail、

再來就是腹膜積水、肺部小部分塌陷、腸阻

塞、腸沾黏，各個病症彼此間也很配合，輪流

地發作，以便不定時讓我回來住院。而雙手因

為長期住院打針、輸血、輸白蛋白、打抗生素

的原因，再加上住院日期從 4天，越拖越長，

甚至破月。因此使得雙手上面血管的瘀青，癒

合速度已經可以拖遲到 2星期仍未恢復的地

步。 

在這前前後後歷經 6年，遲遲沒有等到肝臟的

情況之下，面對每次的住院，面對每次都是同

樣的病痛與同樣的治療痛苦，使我逐漸失去繼

續生存下去的勇氣。 

如今，因為幸運地獲得大愛捐肝，使我原本感

到黑暗的人生有了重生的轉機，不只救了我，

也救了我整個家庭四人；讓我對捐贈者與捐贈

者的全家家屬，心中實在滿懷著感激再感激！ 

當然，這一路走來，如今我能夠走到『換肝成

功』這一步，內心還需要感謝的『貴人』實在

太多了…. 

※有當初那天 20:00，堅持來我家裡，接我去

『□□□□醫院-□□院區』做檢查的保全公司

○○○經理。 

※再來就是頭先治療我將近兩年『□□□□醫

院-□□院區』消化內科的○○○醫師、○○○

醫師。 

※接下來是接手治療我已經四年多，以及成功

進行了這次的肝臟移植手術的『臺北榮總』移

植外科團隊的夏振源教授、雷浩然醫師、蔡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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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醫師，以及我未及記住的各位辛苦外科醫

師、護理師們。 

※當然還要感謝 2F『加護病房區』的住院醫師

劉佑碩，及護理師：楊雯如、王秀美、鄭涵文、

蘇惠文。 

※以及 21F『A212移植外科病房』的護理師中

的許崇祐、陳薏庭、黃鈺婷、張琇玫、張寧潔；

其中令我意外的是：居然幾乎天天都會見到王

麗玲護理長，對每位病患噓寒問暖關心病情。 

→這在過去，可是除了『102的連金延護理長』

之外，第二位讓我親眼見識到會願意如此做的

護理長！ 

※再來就是過去 10F： 

首推『102』的蘇怡華副護及護理師：周芳如、

陳毓琪、陳儀靜、張雅棻、林宜蒨、林晏如、

呂梅君 

次推『101』的護理師：胡明蕙、翁璇、余春

瑛、孫嘉伶、廖翊甯、林瑤虹、賴怡諠 

以及其他姓名不及備載、所有辛苦服務的護理

師們～ 

感謝她們在我過去這 4年多的每次住院期間，

24小時不眠不休持續性的隨時照看我的病

況，每天細心為我施打一大堆救命的針劑。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得要感謝臺北榮總醫

院！如若沒有貴院、以及裡面所有的工作人

員，每天兢兢業業的認真盡心努力工作，我今

天哪還有這個機會能在這裡，安心地躺在病床

上休養，等待術後復原？ 

接下來在這裡，我想以最尊重的心態，感激貴

院的社工柯昀姍小姐！因為在過去的四年多

裡，是她兩次真正勸住了我停止拔管自殺回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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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這一路走來，每每住進醫院，等不到肝、

心情跌落谷底、煩惱醫藥費、煩惱沒錢營養不

夠怎麼辦？都是她在最後出現，出言出手鼓勵

我、支持我，才能讓我與家人勉強度過一次又

一次地難關及考驗！ 

我也才能繼續勸得動自己：一定總會等到換肝

這一天的！ 

因此，如今幸運獲得重生的機會，老實說：除

了衷心的感激院長您，我也真的要十分感謝

她！~~ 

沒有昀姍她的一直付出，我如今可能根本早已

放棄自己，根本走不到如今這一步！ 

(數年前，當我第一次聽到『You raise me up 你

鼓舞了我—by 2010 年荷蘭好聲音冠軍 Martin 

Hurkens』這首歌時，透過歌詞的了解，讓我

突然想通：原來，上天從來沒有放棄過我，祂

並沒有放我一個人孤獨地時常躺進醫院受

苦，而且早就安排好一位能夠拯救我的靈魂免

於墮落於地獄之中的人，而上天所選派的這個

人我竟然到現在才清楚地明白 – 居然就是昀

姍，當我領悟到上天的苦心之後，我整個人崩

潰哭了好多次、好久、好久) 

最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直很滿意貴院

的醫護人員，不但訓練完善，專業知識也十分

的充足。 

這也是我在私下，在外面，對於貴院，一直始終

給予高度評價及同時推薦的真正原因和理由！ 

敬祝  順安 

○○○  筆   2017.10.16 

4 感謝兒童醫學部陳俊仁

醫師、黃映齊醫師、何

正尹醫師及91病房簡英

本人女兒○○○於 10/○早上 8點出頭，因腸

病毒發高燒至急診部就診，急診的女醫師溫柔

地幫女兒看診後建議我們住院觀察女兒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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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副護理長暨蘇逸寧、

蔡孝庭、李威儒、沈宜

蓁、李孟潔等護理師 

況!!之後因為要抽血與上點滴,女醫師也很溫

柔地仔細上針!!  

之後入住九樓兒童 91病房後 10/○~10/○這四

天內受到了所有 91 病房內的護理師與醫師的

照顧!!還有幾位可愛的護理實習學生每天都會

來跟女兒聊天,關心女兒的狀況.女兒也從一開

始心跳一直維持 150左右沒有精神,到之後活

蹦亂跳的調皮!!!!  

真心覺得台灣的醫療體系下的各位是非常辛

苦的,半夜時的護理師是沒有停過的一直奔波,

也希望各位能夠繼續加油,真的很感謝有你們

的細心照顧,感謝還願意在這個崗位上辛苦付

出的各位.  

在此特別感謝有照顧到小女的幾位護理師與

醫師  

急診醫師:女醫師  

主治醫師:陳俊仁醫師  

住院醫師:何正尹醫師  

溫柔像阿姨的副護理長  

護理師:蘇逸寧,蔡孝庭,李威儒,沈宜蓁,李孟潔  

病患○○○暨家屬○○○敬上 

5 感謝一般外科陳天華醫

師、李奕澄醫師、胡蔚

祥醫師、蘇醫師、麻醉

部張醫師等醫療團隊及

103病房林鑫源、賴櫻壬

等全體護理師 

張院長 您好:  

我是今年九月○日至○日住入 103病房○床的

病患。寫信的目的是向陳天華教授、及其領導

的醫療小組各位。如:蘇醫師(女)、李奕澄、胡

蔚祥醫師、張麻醉師等的超國際水準醫術及熱

忱致謝。使我在短時間內恢復健康。也感謝 103

病房各位護理師的精心照顧，尤其是林鑫源及

賴櫻壬兩位對病患特有的關懷與耐心。  

年逾○歲的榮民  

中華民國 106年 10 月 19日於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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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謝心臟內科林彥璋主

任醫療團隊及98病房全

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由於去年底某一天睡夢中心跳突然變快以及

後續的不定期發作，在今年的九月○日到心臟

內科林彥璋主任的門診就診，在主任的建議

下，於十月○日接受心臟電生理檢查與電氣燒

灼術。  

感謝臺灣的健保制度，讓我沒有花費高昂的醫

療費用卻能夠獲得頂尖的醫療照護。  

在此想對林彥璋主任全體醫療團隊和 98-○病

房醫護人員致上最誠摯的感謝以及敬意，謝謝

你們在整個醫療過程中所奉獻的專業以及悉

心照護，內心的感激很難以文字表達，衷心的

祝福北榮全體醫護人員闔家平安、健康快樂。 

7 感謝過敏免疫風濕科黃

德豐醫師、血液科高志

平醫師、腫瘤醫學部蕭

正英醫師、家庭醫學部

賴志冠醫師、張曉婷醫

師、吳彬源醫師、李翊

鳳醫師、神經醫學中心

廖翊筑醫師、護理部莊

雅婷共照師、蘇美琴居

家護理師及98病房、安

寧病房全體護理師 

院長: 

家母○○○○,於106年9月○日,在北榮大德病

房,因淋巴癌過世,從15年前,家母在北榮拿到類

風濕性關節炎重大傷病卡,到三年前罹患淋巴

癌,兩年前中風,今年7月○日送北榮急診住院, 

最後因淋巴癌轉移而過世,本人○○○非常感

謝北榮, 15年來對家母的照顧. 

在此特別感謝 

(1)免疫科 黃德豐醫師: 

黃醫師15年如一日的照顧母親,黃大夫像好友

像家人像長輩,最後也因黃醫師的指導與協助, 

讓母親得以善終,非常感謝黃大夫 

(2)放射腫瘤科 蕭正英醫師 

家母因身體無法承受化療的傷害,多仰賴蕭大

夫以放療控制病情,非常感謝蕭大夫 

(3)大德病房 賴志冠醫師, 張曉婷醫師, 吳彬

源醫師, 李翊鳳醫師 

因為大德病房醫師們的照顧,母親在沒有疼痛

的情境下,心情愉快的與我度過最後三周,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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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彼此都沒有遺憾 

(4) 血液科 高志平醫師 

感謝高醫師在家母罹患淋巴癌期間的照顧 

(5) 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內科 廖翊筑醫師 

感謝廖醫師在家母中風期間及中風後一直以

來的照顧 

(6) 免疫科 98病房全體護理同仁: 

家母類風濕性關節炎15年來, 進進出出98病房

無數次,和98病房的護理同仁有著家人一般的

情感,到98病房住院宛如回娘家一般的感覺: 

親切溫暖與放心 

(7) 大德病房 全體護理同仁: 

感激大德病房護理同仁對臨終病人的專業照

顧,以及尊重各宗教信仰,提供宗教諮詢,還安排

狗醫生前來探訪,家母在昏迷前最開心的事, 

就是看到狗醫生.謝大德病房護理同仁的安排 

(8) 共照師 莊雅婷護理師 

雅婷不僅照顧家母,也關心我是否能走出喪母

之痛,謝謝雅婷 

(9) 居家護理師 蘇美琴護理師 

美琴一個月2次,幫家母換尿管持續2年, 她不

僅關心家母的健康, 更教導我如何照顧母親, 

陪伴我, 開導我, 協助我走出喪母之痛, 引導

我重新回到正常生活, 我很幸運能遇到美琴 

感謝15年來北榮對家母的照顧 

○○○ 敬上 

8 感謝一般內科丁燿宗醫

師 

張院長您好:  

貴院一般內科:丁燿宗醫生  

服務親切,專心聆聽病患病情,耐心講解並面帶

微笑, 為人親切, 視病猶親 使我感覺很溫暖  

懇請院長給予獎勵表揚, 以資鼓勵  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