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6年2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胸腔部陽光耀醫

師、陳威志醫師、劉永

揚醫師、鄒奕帆醫師及

142病房黃秀霖副護理

長、蘇庭儀、許琇雲、

彭巧君、廖婉君、許舒

雯、顏君庭、林惠慈、

蔡涵盈、林依蓓、蘇僅

涵、吳姿儀等全體護理

師 

張院長，您好^_^  

 

新年快樂  

先感謝您百忙之中閱讀此信。  

我的外公 40,50 年都在榮總看病治療。  

這次 105 年○月份時，因呼吸衰竭送入榮總，經

加護病房陽光耀主任團隊帶領下，外公平穩救活

送入 14 樓胸腔病房，再交於陳威志醫生及 14 樓

所有護理人員照顧，平安出院，感激不盡。  

105 年○月我外公又送進來，再度麻煩陽光耀主

任，經陽主任照顧，外公又平穩的再度住入 14 樓，

由劉永揚醫生帶領鄒奕帆醫生，每日追蹤照顧病

情，包括身體上任何創傷，鄒醫生都經手處理，

萬分感恩。  

然後在 14 樓的黃秀霖副護理長帶領下，蘇庭儀，

許琇雲，彭巧君，廖婉君，許舒雯，顏君庭，林

惠慈，蔡涵盈，林依蓓，蘇僅涵，吳姿儀等等⋯所

有 142 病房的護理師，對外公照顧也是無微不至。  

委此，寫這封信想請您代為轉達，我們家族對醫

生護理師的無盡謝意及感恩。  

病患家屬 ○○○敬上  

2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單定

一科主任、王嚴鋒醫

師、朱昱誠醫師、吳弘

毅醫師、婦女醫學部曾

仁宇醫師、急診室陳盈

鈺、吳明蓁、段玲玲、

蕭秀郡護理師、NCUA

黃可嘉 蔡項如護理

師、A163病房李紀宥、

李佳穎、謝宜蓁護理師

及A161病房蕭世美副護

理長、陳宣吟、張如意、

院長您好：收信~展悅~  

小妹○○○在 106 年元月○號凌晨 5 點多，持續

發高燒、神智不清、無法言語、全身抽蓄、躁動..

等等，在□□□□醫院判定腦炎因醫療設施不

足，早上 6 點轉至□□醫院急診室急救，當時還

無法找出病因，急救至中午 12 點多宣告危急並要

簽病危單須插管了，當下即刻轉院至台北榮民總

醫院。 

下午 2 點多在貴院急診室急救數小時與進行各項

檢查，感謝吳弘毅醫師第一到場採取措施，護理

師陳盈鈺、吳明蓁、段玲玲、蕭秀郡協助順利搶

救當下晚間 10 點多轉入加護病房。  



項次 摘要 內容 

謝宜玲、劉子菁護理師 17 樓神經重加護病房 NCUA  

感謝神經內科主治醫師-王嚴鋒 住院醫師-朱昱誠  

採取措施治療並反覆確認檢查 3 天及時找出腦炎

病因--抗 MNDA 受體腦炎-(當下判斷與國外 5 天後

檢體一樣) ，並安排婦科會診-確認是畸胎瘤引起。 

1/○號感謝高危險妊娠暨產科-主治醫師 曾仁宇

手術。 

這 18 天在加護病房中小妹持續免疫療法  

依然間斷性發燒、意識不清、無法言語、全身抽

蓄、躁動..等等 

一週比一週進步 

感謝當時值班護理師-黃可嘉、蔡項如  

對小妹-○○○特別悉心照顧  

1/○號轉至 A163 病房  

感謝護理師李紀宥、李佳穎、謝宜蓁  

特別悉心照顧  

2/○號轉至 A161 病房  

感謝副護理長-蕭世美  

護理師陳宣吟、張如意、謝宜玲、劉子菁  

特別悉心照顧  

在普通病房期間感謝  

神經內科科主任-單定一教授 主治醫師-王嚴鋒  

住院醫師-朱昱誠 吳弘毅 持續關心與治療  

2/○號小妹康復出院了 再次感謝醫療團隊與理同

仁們 謝謝您們  

3 感謝婦女醫學部李新揚

科主任、葉長青醫師、

洪煥程醫師、麻醉部醫

師醫療團隊及72病房陳

姿樺暨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我是 2/○-2/○婦科手術病患○○○,我要感謝  

婦女醫學部“葉長青醫師”，”李新揚主任”，”

洪煥程醫師”,及麻醉科醫療團隊、72 病房護理師

們特別是陳姿樺及 2/○下午支援的護理師,懇請您

做表揚。  

我曾是一個在他院生產失去愛子的媽媽，爾後開

始嚴重經痛到處求診吃藥,甚至有他院醫師建議拿

掉子宮，心灰意冷當下,曾這麼想過,但心中仍有諸



項次 摘要 內容 

多遺憾跟難過，回想過往那個難堪與不堪的畫

面，內心無比恐慌與恐懼。  

後來鄰居聽到我的遭遇，鼓勵我到關渡醫院找葉

長青醫師，葉醫師仔細聆聽過往病史,並安排檢

查，後來再到北榮門診複檢，檢查結果相同，子

宮內膜異位-肌線瘤，巧克力囊腫，內心尚有生子

期待，葉醫師請我找李新揚主任，當要離開診間

當下，葉醫師一句”妳懷孕來找我,我幫妳產檢,

加油喔”，眼淚已在眼眶打轉，好給力的祝福，

非常感恩葉醫師開啟後續治療方向。  

接著找了李主任，主任專業判斷建議要手術，馬

上做了安排，請洪煥程醫師幫我手術，感恩主任。  

2/○術前住院跟洪醫師碰面，醫師專業親切，讓人

很放心，術後每天(包含假日)巡房關心！跟我說

“妳之前經痛應該很不舒服，術後經痛會大幅改

善”，當下真想歡欣鼓舞拍手叫好,洪醫師我要大

聲跟您說~感恩有您，有您真好。  

再者要謝謝 2/○開刀房麻醉團隊,您們親切態度讓

我安心，卸下內心恐慌不安的害怕。另外，還有

72 病房護理師們的照顧。  

感謝及感恩話訴不盡,這一生何其有幸，可以碰到

三位婦產科醫師一條龍專業服務，在醫師們身上

看到“專業、熱忱、同理”的態度，深深一鞠躬

感謝，訴盡我對北榮及醫療團隊的感恩與感謝。  

                                患者 ○○○敬上 106.02.08  

4 感謝心臟內科吳道正醫

師、沈佳儀醫師、冠狀

動脈加護室王慧子、陳

美君、鄭淑文、陳怡潔、

李幼尹、劉佳怡、陳詩

婷等全體護理師、88病

房戴綾儀護理師、47病

房王瓊瑤護理師及58病

房江淑禎副護理長、鄭

宸宜、莊舜喻、林慕慈、

院長您好， 

非常感恩心臟內科吳道正主治醫師對家父○○○

即時審慎診治，在春節期間亦時時探視病情，令

家父能脫離病危，另亦感謝 CCU 加護病房沈佳儀

醫師及王慧子、陳美君、鄭淑文、陳怡潔、戴綾

儀、李幼尹、劉佳怡、陳詩婷及王瓊瑤等護理師

專業耐心 24 小時照護，令家屬非常感動。  

復次感謝思源樓 58 病房江淑禎副護理長暨其帶領

之專業親切之鄭宸宜、莊舜喻、林慕慈、簡秀琴

等護理師，對家父之照護，令其能迅速康復出院。  



項次 摘要 內容 

簡秀琴等全體護理師 感恩戴德，北榮全體醫護人員，謝謝您們!  

CCU ○床及思源樓 58 病房○床  

○○○及家屬頂禮 

5 感謝胃腸肝膽科許劭榮

醫師、黃裕賓醫師及122

病房全體護理師 

本人於 2016 年 12 月○日住院至 2017 年 01 月○日

出院, 住院期間, 每位照顧我的護理師, 無論是首

次照顧或是連續照顧護理人員皆能了解病患情況, 

並且能依當時病患狀況作出評估與病患說明, 並

即時與當班或負責之主治或住院醫師討論,再依病

患情況做及時處理.特別感謝主治醫師:許劭榮醫

師針對我的問題積極處理,查詢相關文獻...等, 是

一位非常優秀認真且態度溫和好醫師!!另外, 住

院醫師,黃裕賓醫師如同許邵榮醫師一樣,非常積

極,雖然還在學習階段, 但看見他的態度, 讓我深

受感動.  

謝謝貴院有優秀的護理人員(護理師)及專業認真

的醫師, 打破了我對醫學中心的不良觀感.希望在

院長您的帶領下, 貴院的每位成員越來越優秀, 

在台灣地區或在國際上得到認同!!  

我在離開醫院時, 備妥小小感謝卡片感謝每位護

理師. 

6 感謝身障重建中心陳威

明主任、骨科部蘇宇平

醫師、兒童門診張晴雯

護理師、91病房簡英雅

副護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張德明院長您好  

 

在此由衷感謝榮總兒科門診張晴雯護理師的幫

忙，透過晴雯護理師的熱心協助，介紹骨科蘇宇

平醫師來幫小兒○○治療，並給予許多關心和諮

詢。我們也很感謝骨科蘇宇平醫師的熱心與專業

判斷，在 105 年 12 月第一次的門診，蘇醫師立即

為小兒○○辦理住院，並於當晚安排手術幫小兒

上石膏，以預防因為右膝上腫瘤可能引發更為嚴

重的病理性骨折。  

在善姻緣的具足下，結識了金瓜石彭○○大姊，

透過秀榛姐的熱心協助，認識骨科陳主任威明醫

師，記得在第一次門診諮詢陳主任小兒的狀況

時，深切地感受到陳主任的專業與自信，讓當時

對骨科病理一無所知而徬徨無助的我，燃起了對



項次 摘要 內容 

醫生的信心，深信小兒的病一定可以在榮總順利

地治癒。  

在 106 年 1 月初，在陳威明主任和蘇宇平醫師的

手術治療，對小兒進行右膝腫瘤的刮除與異體骨

的填入手術，感恩兩位醫師在這陣子的細心照

顧、關心與提供我們相關諮詢，讓小兒○○的手

術進行順利，術後也恢復良好，在 106/2 月初，小

兒拆了石膏，看到滿○歲的小兒逐漸恢復往日的

活潑健康，我們全家都很感恩陳威明主任、蘇宇

平醫師、彭○○大姊和兒科門診張晴雯護理師在

這段日子的熱心協助。 

最後，感謝院長以及 91 病房簡副護理長及所有護

理人員為患者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讓患者可以

順利恢復健康，感恩各位的辛苦付出，祝福大家

平安喜樂。  

        骨科患者○○○之母○○敬啟                     

２０１７／２ 

7 感謝喉科許彥彬醫師、

江冠緯醫師及77病房程

繼鳳護理長暨全體護理

師 

院長好，本人於今(106)年 2 月○日到榮總門診、

接續住院治療以來，感受到許醫生及整個醫護團

隊的專業與用心，在出院之前利用機會表達我的

感謝。許醫師的專業果斷堅持、將心比心及住院

期間的進度掌握，是我感謝的重點。住院期間江

住院醫師的專業稱職是意外的驚喜。同時要感謝

77 病房的護理團隊，在程繼鳳護理長及全體護理

師的照護下，用專業、愛心及耐心回應我的所有

需求。再次表達我的感謝，也希望與院長分享。 

8 感謝連江豐前副院長及

鼻科許志宏主任醫療團

隊 

張院長德明醫師您好，  

我於 2016 年歲末因不明耳鳴求診連副院長江豐醫

師，經過醫師細心診察，發現鼻咽有類似腫瘤，

立即引薦鼻科許主任志宏醫師，經由兩位醫師的

細心照顧，在 2017 年 1 月○日確認目前為淋巴增

生的狀態，只要定期到院追蹤即可。  

我只有一個人在台北居住工作，在台北沒有親

人，在榮總很幸運碰到兩位很好的醫師細心對我

照顧，心中非常感激，希望寫信給院長，能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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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代為轉達身為病患心中感激之情。  

最後祝福院長及兩位醫師們(含門診間中他們的

學生醫師們)  

身體健康 如意吉祥  

○○○敬上  

9 感謝胸腔部邱昭華醫

師、馮嘉毅醫師、林軒

維醫師、婦女醫學部洪

煥程醫師、廖嘉苗個案

管理師、RCUB徐沛珍、

陳怡君、王姿穰護理師

及72病房黃品瑄等全體

護理師 

張院長 鈞鑒：  

首先，感謝院長在院務繁忙之中，撥冗閱讀此信。  

我的母親○○○○女士因喘、全身無力，於 1/○

晚間至急診就醫，經檢查發現有肺栓塞、肺腫瘤、

心包膜積水及肺積水，隔日轉加護病房治療，於

2/○轉普通病房(72 病房)，至 2/○出院。母親一向

不愛到醫院或診所就醫，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

次這麼長時間因病住院，也是第一次離家這麼久。  

母親在加護病房治療期間，惶恐不安又沮喪，家

人也為她突如其來的病症擔憂不已。承蒙加護病

房護理人員親切又耐心地照料，並教導家屬學習

如何照顧病人，在此特別向徐沛珍護理師、陳怡

君護理師及王姿穰護理師致上謝意，感謝您們在

我的母親徬徨無助時，溫柔體貼地陪伴，使她沉

悶的心情稍獲緩解，不僅改變了母親對「大醫院

冷漠」的觀感，也讓身為家屬的我們感到敬佩。

其他幾位我們沒記住名字的護理人員以及馮嘉毅

醫師、林軒維醫師，非常感謝您們在年節期間，

不辭辛勞地悉心照護，幫助母親及家人渡過最煎

熬的時期。  

母親轉入 72 病房後，主治大夫邱昭華主任巡房

時，總是親切地診察與問候，耐心地向我們解說

病情；黃品瑄護理師細心開朗；廖嘉苗個案管理

師體貼關懷；洪煥程醫師專業且熱心；謝謝您們

的安慰與鼓勵，讓母親暫時忘卻病痛與憂傷。其

他未能提及、照顧過母親的 72 病房護理人員，感

謝您們的敬業精神以及對病人的愛心照顧。 

母親接下來要面臨更為艱辛的治療，醫護人員的

專業與熱忱，將會是支持與陪伴我們勇敢面對疾

病、積極接受治療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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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 醫安  

病人○○○○女士  

及家屬○○○、○○○ 敬上  

2017.02.23 

10 感謝胸腔外科許文虎醫

師、魯正傑醫師、牛志

遠醫師醫療團隊、楊雅

惠專科護理師及胸腔重

症加護室、154病房吳莉

茹護理長、黃珊絃、施

喬珊等全體護理師 

院長好: 

這個月○日是我母親○○○女士的生日，在此我

要感謝在這段日子所有幫助過媽媽的醫護人員。

很抱歉這封信有點長，感謝院長肯花時間耐心地

將它看完。 

媽媽是因為罹患一種極為罕見的心臟疾病叫心碎

症候群，引發心臟衰竭，肺部積水肺炎最後因敗

血性休克過世，其發病率國外統計為十萬分之五

或更低。如果天命真的不可違，命運已被注定無

法改變，但在人世間如何度過生命中最後的時光

卻是我們家屬可以為自己親人做選擇的，這是我

的感觸，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寫這封信給院長的

原因。 

時間倒退到去年十月○號媽媽因呼吸衰竭傍晚被

送到胸腔科加護病房的那個夜晚。那天是假日，

許文虎主任晚上特別趕到 154 病房為母親進行插

管手術。許主任是我第一位要感謝的人。主任是

一位沒有醫師架子的學者，無論是達官貴人或是

貧民百姓，都是秉持著一貫救人態度，一律給予

關心照顧，沒有階級之分。一年 365 天忙碌於開

刀、看診、教學，主任仍堅持每天都去加護病房

探望媽媽，一周七天，不曾中斷，緊要關頭給予

母親信心與盼望，盡心盡力照顧媽媽，同時醫病

跟醫心。感謝主任的辛苦付出，使媽媽能夠離開

加護病房，再次回到普通病房，同時也非常感謝

主任替家屬爭取到最後能長時間陪伴她的機會，

使媽媽能夠在親人陪伴下安詳走完她的最後一

程。許主任從頭到尾展現負責任的態度，其風範

讓我們家屬肅然起敬，是後輩學習之典範。 

10/○當天下午去加護病房的路上給予母親氧氣協

助的是魯正傑醫師，他是當時我們在 154 病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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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在媽媽住院的這段時間，魯醫師給予

我們家屬無數次的協助，即使後來離開 154 病房，

魯醫師仍盡心盡力的幫助媽媽。媽媽在住院期間

幾次狀況危急，像一般社會大眾一樣，我們沒有

任何醫療概念，尤其是生死相關的事。危機發生

的當下，腦子一片空白，除了自責，還是自責。

我時常想，如果一個人終將面對死亡,那善終將是

一種最慈悲離開人世間的方式。媽媽最後能安詳

離世我想最要感謝的就是魯正傑醫師，魯醫師告

訴我們家屬如何在親人生命最後的日子裡減輕他

們的痛苦，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這一塊領域，很

慶幸的是竟是在親人如此生死交關的時刻。在此

再一次的感謝魯正傑醫師，謝謝您讓母親走得安

詳。 

還有要感謝胸腔科加護病房及 154 病房全體護理

人員，特別是 154 病房護理長，您還記得手術後

您鼓勵媽媽下床走路和練甩手功，媽媽離世後您

所給予的安慰及鼓勵，我會永記在心及楊護理

師，謝謝您幫助我們家屬辦理重大醫療傷殘補

助，及提供後續相關醫療資訊協助。還有 154 病

房黃珊絃護理師，還記得剛動過手術後,媽媽身體

虛弱，有一天我必須要回家一趟，當天下午您親

自幫媽媽做了幾次的呼吸治療，百忙之中您還親

自協助媽媽穿上了拍痰背心進行拍痰治療。以及

另一位值大夜班的護理師(我不知她的名字)，每次

半夜來到母親病床旁總是囑咐我趕緊休息，照顧

母親的事情交給她就可以了;她不斷叮嚀我只有睡

飽後才有體力繼續照顧媽媽.第二天早上,我抬頭

望著她佈滿血絲的眼睛，難受得哭了，從那刻起，

我開始了解到原來所有的醫護人員是用他們的生

命在工作。最後，我要感謝 10/○當天晚上在 154

病房值班的牛志遠醫師及施喬珊護理師。當時，

家屬已簽下放棄治療同意書,您們仍秉持著醫護人

員的精神不放棄的一次又一次替媽媽抽痰，使媽

媽的血氧濃度大幅回升，呼吸狀態改善直到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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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口氣，得以平安離開人世。諸位大德，您

們把病人家屬的母親當成自己的母親對待，這使

我想到古書上所講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

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自古以來，醫學世代傳承，從祖先代代流傳下來

的不僅是技術,更重要的是醫德.我認為，救人絕對

是醫德，但如何讓生命畫下句點相對需要醫德;而

死亡這條路如何走得平安，走得坦蕩，在現實生

活中並不容易。當今社會大眾普遍對這個議題缺

乏認知，可是我很幸運能碰到榮總的胸腔外科醫

療團隊，在母親最脆弱的時刻提供了關鍵的醫療

支援，即使在人生最後階段，醫護人員仍秉持著

醫療團隊精神在各自崗位上堅守其責，讓母親最

後走得平安，有尊嚴。您們的恩德，我們家屬無

以回報，只期盼藉由自己親身的經歷，說出來能

幫助到現在及未來與我母親一樣罹患重病的家

屬，在病人最後階段使他們能擁有親人在身邊陪

伴與關愛的機會，減少精神與肉體上的折磨，如

同母親一般，平安善終，謝謝。 

154 病房之家屬    ○○○ 敬上 

11 感謝泌尿郭俊逸醫師、

實習醫師、麻醉部醫師

醫療團隊及52病房全體

護理師 

院長鈞鑒：  

外子○○○因攝護腺肥大，於 106.2.○住進貴院五

二病房，次日由主治醫師郭俊逸副教授操刀，進

行「經尿道攝護腺切除手術」。在郭醫師精湛的

醫術下，一舉將肥大的增生組織刮除淨盡。手術

進行中，我先生尚能與麻醉師談笑風生，且術後

絲毫不覺疼痛，住院○日一顆止痛藥都不必吃，

連護理師都覺驚奇。  

依正常程序，切片化驗結果通常於病患回診時方

予告知，只因我掛心之餘問了一句「出院前能得

知嗎？」，郭醫師竟於報告甫出爐之際，百忙中

特地抽空到病房告知「是良性的！」使我霎時放

下心頭重擔，笑逐顏開！更對優秀、親切、有愛

心的郭醫生充滿了感激，只能不斷地說謝謝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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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住院，無論在病房安排、醫療費用甚至生活

廣場購物，均實質享受到了身為「榮譽國民」的

尊嚴和好處。謹以短函向郭俊逸醫師、實習醫師、

麻醉醫師及五二病房全體醫護人員敬致謝忱，並

祝福榮總在鈞座領導下更加卓越、超群！ 

12 感謝腦血管科林永煬主

任 

院長您好： 

首先感謝貴院網路資訊建立完善讓人們可以在最

急時刻獲得寶貴資訊，父親在 2/○因腦出血緊急

住進台北市□□醫院加護病房，但該院腦神經醫

生僅有一位同時要兼顧門診及急診，恐怕因人力

無法即時調度錯過救援黃金時刻，萬分恐懼下查

詢貴院腦血管科醫生電郵並在當晚 2/○寫信求

助，隔日 2/○早上便接到林主任電話說明已協調

貴院相關單位轉院事宜，對於林主任只是舉手之

勞，但對於我們焦急萬分的家屬是萬金之重，貴

院視病猶親，追求卓越之精神已扎根在每位醫者

身上，也許院長可能公務煩忙看不到這感謝信，

但請接信的大德能幫我轉達無盡的謝意，真心叩

首感謝。  

○○○ 敬上 

13 感謝身障重建中心陳威

明主任、骨科部蔡尚聞

醫師 

敬愛的院長：  

我是 A184-○床○○○的兒子，本人母親因膝蓋腫

大疼痛致無法久站、行走痛苦異常，非常感謝骨

科部主任陳威明醫師、蔡尚聞主治醫師，仔細認

真地為本人的母親診治並作膝關節置換術於 2/○

日開刀，今天(2/○)已能走路，其仁心仁術、體恤

病患手術無自費、幫助病患住院期間天天查房關

心病患，本人深深感佩在心，讓我們作子女的能

安心上班，希望院長能給予優秀醫師獎勵！這是

我們病患家屬所衷心感到生活在台灣幸福的地

方，謝謝！                            

 

○○○ 敬上  

14 感謝骨科部陳正豐醫

師、熊偉醫師、助理林

院長鈞鑒:  

家母於農曆年前不慎跌傷，膝蓋疼痛不已，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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妤庭小姐、麻醉部醫

師、手術室、恢復室等

醫療團隊、身障重建中

心徐維停治療師、184

病房全體護理師、侒侒

看護中心邱玉蓮小姐及

總務室游皓如小姐 

無法行走，不良於行需仰賴助行器及輪椅。聽聞

貴院陳正豐醫師醫術精湛，於是前往就醫。經陳

醫師 2/○門診後診斷家母為膝關節壞死，安排 2/

○住院，2/○手術，2/○出院，在此期間承蒙貴院

優秀的醫療團隊細心照顧，才得以迅速恢復，感

謝以下所有照顧家母的醫療團隊及相關照顧人員：  

1.2/○下午門診需照左膝 X 光，由於當日是週一，

要照 X 光病患非常多，游皓如小姐見家母身體不

適坐輪椅，手拿助行器，主動前來關心並協助安

排儘速照相，讓家母順利完成 X 光檢查回到門診

就診。  

2.陳正豐醫師有耐心地為家母解釋她的病情(陳醫

師當日為上午時段門診，從早上持續看診到下

午，為了服務病患，中午未休息未間斷看診)，並

緊急安排手術置換人工膝關節，2/○上午接受手

術，手術結束後當晚陳醫師即來病房探視家母術

後狀況，每天(含假日)也來巡房關心術後及復健狀

況，是位仁心仁術的醫師。  

3.陳醫師助理林小姐熱心的在門診詳盡解釋人工

膝關置換的相關資訊，及術後注意事項並安排住

院事宜，耐心回答病患所提出的問題並安撫病患

及家屬緊張不安的情緒。  

4. 2/○手術室、恢復室所有醫療人員、麻醉醫師細

心解說並照顧家母術前術後的健康及恢復狀況。  

5.住院期間耐心教導家母復健的徐老師。  

6.熊偉醫師及 A184 病房所有醫療人員。  

7.侒侒看護中心邱玉蓮小姐細心照顧及協助家母

做復健。  

感謝榮總優秀醫療團隊及相關照顧人員，讓家母

能於 2 月○日順利出院返家，經復健現已能行動

自如。家母○○○○及所有家屬，在此致上最深

的謝意與敬意，感謝大家對患者無私的付出與奉

獻！ 病患: ○○○○  

家屬: ○○○ 

15 感謝心臟外科陳沂名醫

師醫療團隊、107病房黃

慧雯護理長、楊家欣護

敬愛的院長：  

您好，我是 1/○-1/○在貴院思源樓的 B107 病

房住院的○○○家屬，首先感謝貴院在春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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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清潔人員等全體

工作同仁 

夕仍不辭辛勞且願意讓我們轉院接受檢查和

治療。在住院期間，不論是醫療的專業、護理

人員的照顧與清潔的服務上，都令人滿意且有

體貼與關懷的感動，謝謝院長、謝謝大家！  

我們是從宜蘭某醫院經親屬介紹轉到貴院來

治療的，在到貴院之前，由於病人已在一個月

中誘發 3 次中風，讓人感覺情況危急……，且

年前又被要求出院，身為家屬的我們，自然心

中感覺無限焦慮、擔心、甚而惶恐！惟到貴院

後，經過醫師們熱心的會診後，首先解除了我

們在心臟問題上的主要顧慮，也讓我們全部家

屬鬆了一口氣，得以安心的過上一個原本認為

會不平安且又極為令人擔心的年，謝謝您們！  

另外，在住院期間，護理長常常過來探視、而

且每每堆滿笑臉的熱烈問候，真令人感到窩

心；尤其是夜班的楊家欣護理師，除了平時的

貼心醫護照顧外，還特別親切的噓寒問暖，且

多次關心我們在這寒冷的春節期間棉被是否

足夠(真的令人感動)，為這原本必須在院內過

年又充滿涼意的心頓時感到無限的溫暖，再次

的謝謝您院長！  

最後，看到每天辛苦打掃清潔的阿姨們，總是

忙進忙出默默的在為我們服務，而且都做得很

好、很乾淨，也聽其他病友都說她們做得不

錯；雖然和大家一樣都在工作，但總覺得她們

很辛苦、很弱勢(畢竟還要理尿、擦屎、清血以

及面對這麼多的病患等)，請院長您務必多多照

顧她們，因為最底層的人們，是最能感受恩

情、最不會忘記恩惠、也是人數最多最能為本

院揚善的，謝謝您！  

這次到貴院治療後，真的讓我們從原本不安的

心得以獲得平靜，除了內心充滿感激外，也想

讓您知道我們很高興能轉到貴院治療，在貴院

認真、專業且熱心的照顧、服務下，讓我們能

夠安心的治療和出院後續待診，謝謝您以及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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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團隊們！  

感謝您的○○○家屬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