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6年4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移植小組夏振源醫

師、林釀呈醫師、鍾孟

軒醫師、王劭丞醫師、

劉君恕科主任、陳正彥

醫師、周書正醫師、房

暐宸醫師醫療團隊、胃

腸肝膽科朱啟仁醫師及

104病房、212病房、內

外科加護室全體護理師 

夏醫師振源先生及其醫療團隊： 

  首先感謝及感恩夏醫師及其醫療團隊為

家父○○○（受捐贈者）及舍弟○○○（捐贈

者）順利完成換肝手術（負責家父的部分有夏

振源醫師、林釀呈醫師、鍾孟軒醫師、王劭丞

醫師，與負責舍弟的部分有劉君恕主任、陳正

彥醫師、周書正醫師、房暐宸醫師等）。在手

術前，夏醫師做了一系列檢查、比對及評估，

也向當事者及家屬講解說明手術流程及相關

細節(3/○)，使原本懷著忐忑不安心情的我

們，變得較有信心。在手術當天(3/○)，由夏

醫師及其醫療團隊在受捐贈者及捐贈者分別

花了將近十三小時及八小時的時間，顯示換肝

是一項極為精微且複雜的手術，您們的精湛技

術、愛心及通力合作的精神，令我們感動、感

謝、感恩及讚嘆！在術後，您們依然細心關懷

及照護著，捐贈者很快就出院在家調養中，受

捐贈者也逐漸康復中。另外亦要感謝換肝後，

後續治療家父的朱啟仁醫師醫術絕倫，使家父

的病情得以控制。 

  您們將家父從鬼門關前救了回來，使得我

們家屬心中那塊大石頭終於可以放下，開心的

迎接美好的未來，這還是得感謝及感恩夏醫師

及其醫療團隊以及 貴醫院良好的醫療設備、

環境及管理，身為家屬的我們，內心是由衷的

充滿感激之情，只能對夏醫師及其醫療團隊，

還有辛苦照料家父與舍弟的護理師等，說一

聲：「辛苦了，謝謝」，還好有你們，才讓家父

生命得以延續下來，使我們家屬對未來又充滿

希望，家庭也恢復了以往的和樂，不再愁雲慘

霧。 

為感念  貴醫院的診治，特書此函，以表謝忱 

敬請 台安 

○○○、○○○及家屬 敬謝 

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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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林浚

仁醫師、胡育誠醫師、

吳弘毅醫師、骨科部周

伯鑫醫師、麻醉部醫師

醫療團隊 

院長您好  

我想您應該經常收到病人家屬的感謝函,謝謝

您成功的帶領榮總醫院醫療團隊,真的是台灣

之光, 也請繼續加油!  

我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想讓您知道我們家

屬對林浚仁醫師,胡育誠住院醫師,周伯鑫骨

科醫師,手術麻醉醫師,吳弘毅住院醫師,仁心

仁術,細心照料我母親,將他從病危通知救回

來,到現在恢復健康即將出院,我和我哥哥及

家屬不知如何表達我們的由衷感謝,這一路的

難關不斷, 我母親○○○今年 106年 3月○

日,因昏迷無法進食住進榮總 16樓 161病房,

當時因白血球升高, 發炎指數上升,情況危

急, 他六年前腦中風是榮總的鄧木火主任用

最新的機器將腦中血塊吸出來,救回一命,這

次住院一個星期情況持續惡化,還好換了林浚

仁主治醫師,和胡育誠住院醫師 細心耐心觀

察病人,傾聽家屬的疑問,耐心一一檢查,發現

是左腳血栓,幫忙聯絡相關醫師會診,建議截

肢,耐心分析母親手術風險,不作手術的風險,

幫助我們作正確的判斷,母親年事已高以○歲

年紀,腦中風,失智,心律不整,還好有麻醉醫

師的幫忙,抱歉不知麻醉醫師的名字,還有骨

科周伯鑫的幫忙,媽媽手術最後能平安完成,

我們當時送媽媽進手術室時是害怕,但相信醫

師團隊有高超的技術可以讓媽媽平安完成,還

好最後手術順利完成,但因媽媽心律不整加上

年紀大,心跳過快,肺積水,住進加護病房觀

察,這段期間,林浚仁醫師,胡育誠醫師仍細心

觀察每個環節,幫助媽媽一一度過難關,後來

情況好轉,轉到一般病房,之後林俊仁主治醫

師,與吳弘毅住院醫師持續觀察媽媽的白血球

與發炎指數, 每天來看媽媽, 現在媽媽的指

數終於正常,媽媽到榮總至今約一個月,這星

期應該可以出院了. 對於林浚仁醫師, 胡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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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住院醫師, 周伯鑫骨科醫師,手術麻醉醫

師,吳弘毅住院醫師,除了感激, 感謝,無法用

其他言語表達.能碰到他們是我媽媽的福氣,

是家屬的幸運.謝謝您們救了我媽媽,當我們

最脆弱最需要幫助時,沒有放棄我們,能體會

家屬的心情,謝謝您們,大恩大德, 永生難忘, 

也希望您們在工作繁忙之餘, 能照顧好自己

的身體, 工作順心.  

感謝院長閱讀○○○家屬的感謝函, 再麻煩

您幫我們轉達感謝之意給 林浚仁主治醫師, 

胡育誠住院醫師, 周伯鑫骨科醫師, 手術麻

醉醫師, 吳弘毅住院醫師. 謝謝您! 加油!  

病人○○○  

○○○女兒 - ○○○  

○○○兒子 - ○○○  

敬上 106/4/12  

3 感謝陳威明副院長及

183病房醫護人員 

院長您好：  

  家母○○○○年事已高，於 4月○日因摔

倒致左肩及左大腿骨折，感謝陳副院長威明精

湛的醫術及視病猶親的態度，給予家母最妥善

的治療及無微不至的關心，183病房醫護人員

提供專業及細心的照顧，家母已於日前出院返

家休養。謹以此信對陳副院長威明及 183病房

醫護人員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  

病患家屬 ○○○敬上  

4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李怡

慧醫師、林浚仁醫師、

SCU、162病房全體醫護

人員及復健醫學部蔡佳

容治療師、黃于芳治療

師、曹瑋廷實習生 

院長您好，先生○○○因為急性腦中風於 3月
○日經由急診住進了加護病房，並於 4月○日
轉到了Ａ162區的普通病房。這段期間非常的
感謝所有加護病房主治醫師李怡慧醫師和所
有的醫護人員與Ａ162區所有的主治醫師林浚
仁醫師與所有的醫護人員，謝謝貴院培訓了這
麼優秀的醫療團隊（人員），讓先生可以在這
麼短的時間內度過危險期且復原的迅速。謝謝
復健科物理治療蔡佳容治療師、職能訓練黃治
療師與助理曹治療師...因為有您們無私的付
出與同理心，讓我們能夠享受到如此高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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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源，在此由衷感謝，感謝有您們^^  
       ○○○的太太 ○○○ 4/14 

5 感謝兒童醫學部陳俊仁

醫師醫療團隊及91病房

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我是○○的爸爸，我要感謝在 91病房照顧過

○○的護理師團隊，在○○住院兩周的期間，

給予○○悉心的照顧。我原本要將照顧過○○

的護理師們一一具名並致上我由衷的感謝。但

是我怕記錯也怕寫漏，因此就以感謝 91病房

照顧過○○的護理師團隊為題，謝謝熱心溫暖

的護理師姐姐阿姨們。最後也要感謝陳俊仁主

治醫師以及小兒科醫療團隊為我們抽絲剝繭

的檢查與診斷，排除我們心中的不安疑慮，讓

家屬更安心。院長，貴院以視病猶親為核心價

值，我想向您推薦照顧我們家○○的團隊就是

最好的典範，請院長在各方面給予鼓勵支持，

謝謝院長。  

敬祝鈞安  

○○○ 敬上 

6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林永

煬科主任、162病房林靜

薇護理長、王一如副護

理長、林芝吟、彭敏莉、

許耿棻、蔡宜芹、張緯

芸、洪儷瑛等全體護理

師 

親愛的 A162病房團隊好:  

我是○床○○○家屬的女兒，我父親是 3/○從

急診進入到 A162病房，接受林永煬主任的治

療。住院期間，林主任對我父親中風的狀況進

行詳細的評估與處理，並調整他的血糖，雖病

況幾經變化，終於獲得良好控制。如今我們要

轉到復健病房繼續接受復健治療，這對我的父

親是一條長路，必須有毅力地堅持下去。雖然

自身是一位護理老師，對於醫療過程是理解

的，但身分轉變為病患家屬時，仍有許多不安

和擔心，需要也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包括主治

醫師林永煬、護理長林靜薇、副護王一如、護

理師林芝吟、彭敏莉、許耿棻、蔡宜芹、張緯

芸、洪儷瑛及其他護理師的關心協助。真心感

謝神內的醫療團隊，照護品質值得稱讚!  

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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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17  

7 感謝婦女醫學部張家銘

醫師、許越涵醫師、兒

童醫學部宋文舉主任、

曹珮真醫師及81病房常

怡文、鄭寶伶、許晨薇、

NICU祝惠霖、彭惠玲、

黃湘鈞、陳誼珮、周綠

蒂、胡子琳、NBR等單位

全體護理師 

張院長您好,  

謝謝您的專業醫療團隊，使我和孩子得到完全

的醫治。  

我是在去年 11月○日凌晨因大破水入院的病

患，早期破水對一個懷孕才 19週的孕婦來說，

除了引產，能把孩子平安生下，是需要多大的

奇蹟，期間大大感謝張家銘大夫及許越涵大夫

的專業治療，讓我的羊水在極少的狀況下能順

利安胎 47天，對於我的各種問題，更是親切

耐心解答，使我的孩子能平安成長到 26週。

謝謝 81病房一群極有愛心及富有耐心的護理

師，不僅在治療上非常專業，待我更像家人，

使我在緊急的狀況下備感安心及安慰，謝謝她

們日以繼夜的陪伴，忘卻恐懼，在此要特地感

謝常怡文護理師、鄭寶伶護理師、許晨薇護理

師。  

雖然孩子無法立即在出生後與我和先生一起

回家，她住進 NICU和 NBR一共 83天的日子，

在宋主任、曹醫師的治療及一群富有愛心及專

業的護理師照顧，使我的孩子得以健康長大，

謝謝醫療團隊的細心照料，在此也要特別感謝

NICU的祝惠霖護理師、彭惠玲護理師、黃湘鈞

護理師、陳誼珮護理師、周綠蒂護理師、胡子

琳護理師。  

孩子住院擔心在所難免，但非常感謝彭惠玲護

理師、黃湘鈞護理師，常常以同理心安慰我、

鼓勵我。  

他們都是我和孩子的貴人及天使。  

再次感謝張院長領導北榮醫療團隊有方，北榮

真的是一個值得信賴的醫療團隊。  

祝全體醫療人員身體安康，上帝賜福。  

 

81病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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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U ○○○     敬上  

 

8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權醫師、陳信宏醫師、

李政家醫師及腫瘤醫學

部陳一瑋醫師 

我的兒子是個很開朗的小孩，從出生到現在，

因為笑口常開，又有一雙漂亮的大眼睛及濃密

長睫毛，是個很有愛心也很善良的孩子，受到

家中無數長輩的疼愛。  

至高中○年級升○年級的暑假 7月期間，去社

區運動中心游泳時，即發現手、腳不太靈光，

原以為是泳訓過度操勞的關係，隔日即會馬上

恢復，家人也不以為意。但兒子還是覺得手指

怪怪的，所以常在泳池邊，側頭看自己的大姆

指，覺得動起來好像沒有以前靈活，自己判斷

並懷疑是自己籃球打太瘋的關係。  

但不靈活的樣子愈來愈嚴重，兒子希望接受治

療，但看病的醫院卻要我們轉診，從小醫院換

到大醫院的過程，經由 MRI及一連串的檢查，

在醫師嚴肅的表情中，發現孩子真的生病了，

而且須有長期作戰的心理準備。  

105年 10月○日兒子住進了臺北榮民總醫

院，經由神經外科許秉權醫師會合小兒神經外

科陳信宏醫師的聯合會診，確認了兒子罹患腦

癌，隨即安排在同年月○日早上 8時由李政家

醫師開「立體定位腦部切片」手術以確立癌症

屬性及後續治療計畫。  

感謝臺北榮總神經外科許秉權醫師考量腦部

開刀的危險性，可能終身癱瘓，也可能變成植

物人。在兒子腦部開刀的當下，一再確認判斷

並決定停刀，後並轉介小兒神經外科陳信宏醫

師，陳醫師在治療期間主動加我們為 LINE群

組，讓我無時無刻可和他討論兒子的病況。在

我們極度害怕擔憂中，約莫 2-3天後的早上 7

時許，接到李政家醫師親自打電話告知，兒子

的癌種類屬性是治癒率極高的生殖細胞癌，也

將我們夫妻倆身心狀況從地獄拉回人間，並開

始一連串的放射治療。放射線治療期間，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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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瑋醫師不厭其煩的說明治療計畫及放射

線治療時要注意的事情。  

兒子生病期間我的淚水從未斷過，然而現在，

我內心深深的謝意更從未停止過，感謝上天讓

小兒在不幸生重病中，還能遇到一群視病猶親

的好醫師。因為兒子現在是小兒神經外科陳信

宏醫師的病患，我們很不好意思的也常在他下

班時間的個人研究室一再向他確認病情，我覺

得陳醫師不僅是兒子的醫師，也是我的心理治

療師…。  

經由 18次的放射線治療，及 2次的小兒整合

湖畔門診的聯合診治，確認兒子的病情持續穩

定進步中，這一切的一切，我只想說的是「臺

北榮總，感謝有您」。 

9 感謝骨科部江昭慶科主

任醫療團隊及182病房

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本人住在金門，106年 4月○日騎機車，

不慎與小貨車碰撞，造成左足舟狀骨嚴重骨

折，於 106年 4月○日由金門□□醫院轉診榮

民總院手術治療。 

  住院期間，承蒙江昭慶主任暨醫療團隊，

精湛醫術、視病猶親的精神，以及 182病房全

體護理人員悉心照料，熱忱服務的態度，令人

感佩。  

  謹以此信，表達我對貴院暨江主任等工作

同仁十二萬分的敬意與謝意。  

並祝  

  平安 喜樂  

182病房○病床 

○○○ 敬上  

10 感謝骨科部陳正豐醫

師、吳博貴醫師、林佑

璉醫師、鄧明紘醫師、

麻醉部醫師、手術室醫

療團隊、放射線部羅兆

寶科主任、婦女醫學部

院長您好! 我是病患○○○的女兒，我媽媽於

3月初在外院告知 x光片有骨盆骨腫瘤疑似癌

症骨轉移，於 106年 3月○日掛骨科部陳正豐

主任的門診，於 3月○日住進臺北榮民總醫

院，於 4月○日出院，感謝貴院的醫治與照顧，

寫感謝函以表達謝意。逐條分述如下:  



項次 摘要 內容 

陳怡仁科主任、社工室

陳美磬社工師、陳宜芝

藥師、護理部李娜蓉個

管師、黃琡雲專科護理

師、181病房、72病房全

體護理師、住院櫃臺許

文馨小姐、仁光公司張

珍慶女士 

(1) 3月○日辦理住院時，住院櫃臺的行政人

員看見我媽媽坐輪椅等候，主動招手讓我們優

先辦理，使我對北榮一開始即留下很好的印

象。我媽媽算不上非常年長、看不出是重病的

人，但是久坐或移動輪椅造成的震動會造成骨

腫瘤處酸痛不適。感謝櫃臺行政人員讓我媽媽

可提早回病房休息。  

(2)骨科部陳正豐主任非常熱心，除了每天早

晚兩次查房關心外，再查出為婦科原發腫瘤時

(以我媽媽的病情不一定每位骨科醫師都同意

或願意幫忙做手術)，儘速安排婦科和骨科同

一天的聯合大手術(骨科手術可減除骨腫瘤的

疼痛、免除髖關節不穩定隨時有骨錯位或骨折

的風險，也使婦科手術後能順利接續後續化療

放療，不會因為行動受限、臥床時間增加而無

體力化療)，術前的查房都用輕鬆、爽朗的口

氣緩解我媽媽緊張的情緒。於 106年 3月○日

手術時，因配合婦產科手術時間且進開刀房時

間比預定晚，所以陳正豐主任下午看診中途，

抽空 2個多小時進手術房手術，之後再回去看

診。陳主任的用心我們全家都感受得到，也希

望當天門診久候的病患能夠明白及體諒。  

(3)感謝骨科吳博貴醫師使用冷凍方法儘量清

除骨腫瘤，使裝置人工關節能順利。感謝住院

醫師：林佑璉醫師、鄧明紘醫師，手術房麻醉

科醫師及所有刀房人員的協助。感謝放射科羅

兆寶主任於 3 月○日術前的血管攝影下施行

腫瘤血管栓塞，使○日術中出血量降低。  

(4)謝謝 181病房全體護理師，也特別感謝 3

月○日小夜及大夜班的護理人員，因腫瘤血管

栓塞後出現腫瘤壞死性的疼痛，我媽媽曾痛到

出冷汗需打嗎啡。在夜班人力不足下，每隔幾

小時到病房的關心及加打止痛針，對此非常感

激。  

(5)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怡仁主任。膀胱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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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鏡及裝置雙 J導管、清腸等術前準備不一定

每位醫師都會安排，但這都是為了輔助診斷及

病人安全著想，感謝陳主任對病患的謹慎、用

心。因家人皆為醫療人員，所以對術後的治療

查閱許多醫學文獻但不知在臺灣臨床上實際

的作法，而每天早午的查房陳主任皆很有耐心

地回答我們的問題，提供給我們較適合的治療

方式。  

(6)於 4月○日轉至婦科病房，謝謝 72病房全

體護理師的照顧，陳美磬社工師、李娜蓉個管

師、黃琡雲專科護理師的衛教指導，及陳宜芝

藥師對化療藥物的詳細說明。  

(7)謝謝仁光機構的張珍慶女士在病房的陪

伴，也謝謝她時時提醒我媽媽戴口罩和使用乾

洗手液的重要。  

這一個多月來，我們全家經歷不少煎熬，所幸

在臺北榮總遇到的許多貴人，讓我媽媽可以跨

出治療的第一步，之後的日子我們會向前看。

非常感謝貴院醫護團隊的照顧，也祝福大家平

安健康! 

11 感謝乳醫中心曾令民主

任及連珮如護理師 

院長您好:  

我是乳癌患者,敝姓○名叫○○,  

我是一個容易焦慮緊張的人,感謝貴院曾令明

醫生精湛的醫術,  

個管師連珮如小姐親切的解說及全體醫護人

員細心的照顧,讓我的病情得以控制。感謝!感

恩! 

12 感謝泌尿部黃志賢醫

師、劉家翔醫師醫療團

隊、52病房翁慧櫻、張

亭真、張婕妤等全體護

理師 

張院長您好,  

家父 ○○○因膀胱癌復發,貴院通知於

106/4/○住院治療,由主治醫師黃志賢教授進

行經內視鏡膀胱刮除術,感謝其精湛的醫術迅

速完成手術,更要感謝 A052全體護理師,以及

黃慧櫻 張亭真、張婕妤等病房護理師的貼心

照顧,同時也要特別感謝本次判斷出癌細胞復

發可能的住院醫師劉家翔,並且在術後詳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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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病情．  

在此謹代表家父及全家人向泌尿外科黃志賢

教授, 住院醫師劉家翔,及 A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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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平安健康  

13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資

琛醫師、宋雯蒨專科護

理師、大腸鏡檢查室工

作人員及114病房全體

護理師 

院長:您好  

我是病患○○○先生的兒子，爸爸因為痔瘡於

106年 4月○日~○日住院臺北榮總開刀治

療，爸爸因為 30年前開過痔瘡當時手術後非

常疼痛導致後來痔瘡又復發後都不願意再接

受治療大約快 20年了，最近嚴重到走路走久

一點或站久一點痔瘡就會跑出來而且非常疼

痛，經過我們再三鼓勵這次爸爸終於同意再次

接受手術治療，於 4月○日住院○日上午手

術，當我○日晚上買完晚餐回病房時發現爸爸

下床走動我好奇地問他你不會痛嗎？他說奇

怪這次好像沒什麼痛，我當時內心還想說應該

是麻藥還沒退，半夜可能就會痛得嘰嘰叫，沒

想到當晚他一覺到天亮都沒太痛，連醫生及護

士來換藥也都沒叫說會痛，直到○日上午爸爸

手術後第一次去排便後跟我說這次排便傷口

也不太會痛，讓我安心許多，經過跟醫生討論

後於○日下午出院，在此我要特別感謝爸爸住

院期間辛苦的醫護人員有 

1大腸直腸外科的主治醫師：林資琛醫師  

2專科護理師：宋雯蒨護理師  

3中正樓 11樓大腸鏡檢查室的所有工作人

員，及中正樓 11樓 114的所有護理人員  

為感謝所有辛苦的醫護人員、特致專函、以表

謝忱  

病患家屬：○○○106年 4月 23日晚上  

14 感謝腫瘤醫學部趙毅主

任及大腸直腸外科姜正

愷主任醫療團隊 

張院長您好：  

我是 貴院腫瘤醫學部趙毅主任的病患─○○

○的女兒，本人的母親於□□□□□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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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確診罹患大腸惡性腫瘤，為求較完善的診

治及醫療，經○○○○○推薦前往 貴院向趙

部主任求診，經趙部主任悉心安排，順利於

106/4/○住院治療，期間趙部主任並會診大腸

直腸外科，由姜正愷主任評估可否進行腫瘤摘

除手術。  

所幸有趙部主任對我母親病況進行的整體考

量，及悉心的安排，加上姜主任豐富的經驗及

精湛的醫術，讓我母親能獲得最妥適的診治，

順利於 106/4/○進行腫瘤切除手術，並已於

106/4/○出院返家休養中。  

由於院長領導有方，貴院得以培育如趙毅部主

任及姜正愷主任，如此「仁心仁術，視病猶親」

的醫師及醫療團隊，特此感謝，並懇請 院長

能給予趙毅部主任及姜正愷主任及相關醫療

團隊適度的獎勵及嘉許。  

病患家屬代表  

○○○敬上                 106/4/24 下

午 

15 感謝泌尿部林志杰醫師

及門診王惠珍小姐 

緣來自 2/○農曆大年初○，下午帶媽媽到榮總

泌尿科林志杰醫師門診。這一次門診開始了我

對林志杰醫師、護理師王惠珍小姐的感動。從

開始的擔心害怕。至今，在林志杰醫師耐心、

細心照護，王惠珍護理師一路耐心陪伴幫忙，

我很感激也很感動。林志杰醫師、王惠珍護理

師再次向你們致上滿心的感激，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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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感謝骨科部黃東富科主

任 

院長您好:  

我的媽媽○○○○女士於 106年 4月○日在貴

院接受右膝全人工關節置換手術，由骨科黃東

富醫師看診及主刀。黃醫師非常專業，也非常

親切，不但親自打電話告知母親手術時間，對

於家屬提出的問題，都能耐心回答。術後住院

期間，黃醫師必來巡房，甚至 1天 2次;出院

回家後，我們還透過電話向黃醫師諮詢復健及

疼痛處理等問題，他都會撥空答覆並給我們專

業的意見。我陪伴父母就醫的經驗不少，黃醫

師是非常難得的好醫師，對病人及家屬超有耐

心及同理心。這是病人之福，也是貴院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