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6年5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一般外科周嘉揚醫

師及102病房醫護團隊 

院長您好,  

我是病患○○○的家屬，我想在此表達內心的

感謝！  

家父在 4/○進行肝腫瘤手術，並在 102病房接

受後續醫療照顧。  

我很感謝周嘉揚醫師，視病猶親。在 4/○半

夜，家父腫瘤破裂，被送到急診。那時的狀況

很不好，隨時都有休克命危的可能，因此送急

診 ICU密切觀察。等到天亮時，我們跑去 102

病房等周醫師查房，再拜託周醫師是否可以協

助處理？仁心仁術的周醫師二話不說，當場同

意協助處理，並表示當天早上要去關渡看門

診，先派醫師到急診進行前置處理，看完門診

回來後，立即帶領他的醫療團隊為家父緊急進

行肝腫瘤手術處理。  

手術順利完成，感人的事情還不只是這樣。手

術完成後，因為家父個人身體狀況較差，所以

在 ICU觀察多日後，被安排轉到 102病房接受

後續醫療照顧。  

沒想到，在這裡我們遇到最專業最優質的醫療

團隊，不分白天和黑夜，每一天家父都有得到

很好的照料。也因此，身體快速的復原，在今

天被通知可以出院返家休養了。  

從命在旦夕到今天可以平安出院，這之間有著

太大的差別。除了周醫師的仁心仁術，102病

房的團隊更是功不可沒。從家屬的角度，讓我

深深覺得，只要乖乖跟著配合，放心地交給他

們，他們都可以把病患照顧得好好的。這麼優

質的團隊，他們的好，如果不讓院長知道，實

在是太可惜了！如果情況許可，懇請院長給

102病房醫護團隊一點小小的肯定和鼓勵，不

勝感謝！  

○○○的兒子 ○○○ 致謝 2017/5/○ 



項次 摘要 內容 

2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權醫師醫療團隊、腫瘤

醫學部陳一瑋醫師及

171病房、173病房、化

療注射室全體護理師 

院長 您好  

 

我是膠質瘤第四級的病患，於 2015年 12月○

日在許秉權醫師的醫療團隊手術之下，過程一

切順利，復原良好；惟經切片確診為惡性腫

瘤，當下許醫師立即致電陳一瑋醫師，進行後

續的放射線治療。在陳醫師的詳細的說明治療

方向，讓原本生病擔心且沮喪的心情，不再害

怕，能夠勇於面對疾病及治療。  

於近一年多來的治療中，對北榮的醫護人員深

感謝意，特別是住院與化療期間協助過我的醫

護人員，特別是病房 A171、173及中正樓 B1

化療注射室的全體護理人員，總能視病猶親的

體察患者的感受，雖然我深知也明瞭這是一個

容易再復發的疾病，但我還是會儘量加油下去

的。在此寫這封信謝謝北榮這一年多來的照

顧，使我得以在治療的過程中，不感到孤單!!!  

病患 ○○○ 2017/05  

3 感謝急診部施信嶔科主

任、溫義嗣醫師、陳俊

仁醫師、吳哲侃醫師、

王鑑瀛醫師、鍾孟軒醫

師等醫療團隊、兒童醫

學部宋文舉主任及護理

部粘乃欣專科護理師、

急診加護室護理師、51

病房潘惠情護理長暨全

體護理師 

小女○○○於 106年 5月○日發生重大車禍送

往貴院，感恩急診部團隊醫師溫義嗣主任、施

信嶔主任、陳俊仁醫師、吳哲侃醫師、王鑑瀛

醫師、鍾孟軒醫師等團隊醫師緊急救治得宜，

及專科護理師粘乃欣多項協助、所有醫療技術

人員辛勞、急診室加護病房照顧第○床○○○

的護理人員，及 51病房潘惠情護理長團隊照

顧第○床○○○的日夜大夜班所有的護理人

員。更感謝小兒部宋主任文舉的主動協助幫

忙。感謝貴院細心協助醫療○○○得以出院休

養。有您的優良團隊醫護人員，讓受傷人員及

家屬得以安心，他們是最好的表率，煩請查明

疏漏醫師大名及照顧○○護理師大名，請予以

嘉獎鼓勵，特此致上萬分感恩。謝謝您！  

4 感謝急診室醫護人員、

胸腔部趙恆勝醫師、門

診護理師、出院服務小

院長您好!  

我的名字是○○○，今年○歲，目前身體因為

肺纖維化，肺功能只剩下 40%。我在台北地區



項次 摘要 內容 

組護理師、72病房、141

病房全體護理師及社工

室志工人員 

居住了四五十年，也曾因為身體的其他疾病曾

到各大醫院就診、手術過。去年 2016年 11月

透過□□診所胸腔內科蕭光明醫師、李文貞護

理師的熱心協助轉診安排至臺北榮總急診，在

榮總住院了○天，從急診到住院的過程中，深

刻感受到每一位醫師、護理師對病患的付出與

用心照顧。  

出院後迄今半年多以來，持續在榮總追蹤治

療。每次到榮總看診時，不論是搭計程車或是

家人接送，車一停妥才下車就有服務人員熱心

扶持、提供輪椅的協助，這對體力虛弱的我是

非常體貼的服務與幫助。  

胸腔內科看診的趙恆勝醫師及護理師們，從看

診、住院期間一直給予專業與細心的醫療照

顧，即使在我返家居家療養，醫療團隊的蘇小

姐還致電關心並提醒我用藥與追蹤身體健康

情況。讓我深深感受到榮總醫療團隊視病如親

的用心，是國內超級棒、超級優秀的水準的醫

院。  

謹此由衷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感謝榮總所有

的服務人員、醫療團隊、趙醫師與護理師們，

謝謝您們的溫暖付出。 

5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權醫師、王緯歆醫師醫

療團隊 

張院長您好:  

我母親○○○在 4月時轉至貴院治療腦下垂體

腫瘤,因已手術多次並做過 2次電腦刀,導致原

醫院無法繼續進行治療故轉往貴院,經許秉權

醫師轉介紹王緯歆醫師負責治療,在這段時間

中,我們感受到貴院醫療團隊的貼心與耐心,

不厭煩的解說,並且非常仔細的處理我母親的

狀況,特別是主治醫師王緯歆醫師以及其團

隊,對於如此高難度手術的盡心盡力讓我們感

到非常感動,忍不住一定要寫此信讓您知道,

我們對於貴院以及王緯歆醫師團隊的感謝.  

病患家屬 ○○ 敬上  

 



項次 摘要 內容 

6 感謝胸腔部賴信良醫

師、141病房雍海鵬護理

長暨全體護理師及家庭

醫學部張曉婷醫師、安

寧病房陳小妮護理長、

邱淑宜、曉玲等全體工

作團隊人員 

院長您好， 

今天是家父○○○往生一個月的日子，我們在

對他老人家思念之餘，更是無法忘懷臺北榮總

對他人生最後里程的恩惠。希望藉此信來表達

我們全家無盡的感激。  

三年多前家父被診斷為三期肺癌而和賴信良

醫師結緣。賴醫師仁慈細心，視病猶親，對家

父的生活品質極度耐心地照顧，三年如一日。

無論任何問題，只要見到賴醫師，家父就能心

安許多。  

今年二月家父癌末入院在 141病房的二個多

月，醫護團隊的專業和愛心給了父親最安心和

完善的照料，父親的病情時好時壞，賴醫師和

雍海鵬護理長帶領的醫護人員始終一秉慈

懷，待父親如家人，令我們感念不已！賴醫師

還安排他入住安寧病房，更親自到 21樓探視。

當家父家母看到賴醫師時感動的心情，是無法

用語言描述的。  

我旅居美國○十年，這次回家陪伴家父的臨終

過程中最感恩的要屬在安寧病房的那八天。有

著菩薩悲心的張曉婷醫師和所有醫護人員給

父親最舒緩和有尊嚴的對待，心理師和法誠法

師也每日與父親和家人談心，給予關鍵性身，

心，靈的支持；陳護理長，曉玲，淑宜等護理

師們更是付出最美麗溫柔的照護，不但全心全

意照料家父，更給予我們家人無限的關懷。  

因為安寧醫護團隊對生命與死亡莊嚴的態

度，讓父親的最後一哩路走的莊嚴無痛又有尊

嚴，我們和媽媽也有幸能平靜安寧的陪伴父親

走完他此生的旅程。如此殊勝的過程，我們心

中的感動無法用言語表達。  

院長或許已經接獲不少類似的感謝信，我們只

想聊表心意，再次贅言北榮專業誠懇的醫療品

質對一位八旬老人的人生最後最重要的一件

大事上的貢獻以及對我們家屬的安慰，是多麼



項次 摘要 內容 

地令人銘記一生！  

家母○○○帶領全家向您和所有照顧過父親

的醫護人員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7 感謝急診部梁秉強醫

師、蘇勤方醫師、感染

科黃祥芬醫師、連凱華

醫師及118病房吳振嫺

副護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張院長您好，  

我是 118病房○病床住院病患○○○的女兒，

謝謝您帶領的專業醫療團隊，讓莫名連續咳嗽

超過 2個月，在他院及幾家診所看過幾位醫生

作了多項檢查，試過許多藥物卻無法痊癒而束

手無策的家父，於 2017年 5月初因咳嗽喘不

過氣難受至極，由家人送至榮總急診，做了血

液、X光、驗尿跟痰液的檢體送驗後，在梁秉

強醫師告知爸爸檢查結果除了白血球偏高、有

脫水現象，其他並未發現任何異常，建議轉專

科醫生並協助掛號當日感染科門診。之後由感

染科黃祥芬主治醫師，與 118病房全體醫護人

員半個多月不分晝夜辛苦的悉心照料下，找出

病因爲「退伍軍人症候群」造成父親肺炎與咳

嗽，進而對症用藥後得以康復出院。  

因一個看似不嚴重、檢查結果也都正常的久咳

不癒，困擾折磨家父，焦急的全家人，對於榮

總醫護團隊的專業，由衷感激溢於言表，再次

感恩您們的愛心耐心細心的付出，我們將永遠

難忘，更祝福您們健康平安歡喜。  

病患家屬 ○○○敬上 

8 感謝耳鼻喉頭頸部何青

吟醫師及77病房全體護

理師 

院長您好  

我是鼻頭頸科何青吟醫生病人的家屬。  

我爸爸在去年 11月發現罹患鼻咽癌第三期，

在何醫生及 77病房護理人員們的細心照料下

已於今年 3/○完成化放療恢復健康。一開始得

知爸爸罹患癌症時對全家人的衝擊非常大，爸

爸不菸不酒、作息正常、沒有家族病史，但病

魔卻找上他了。治療的過程中除了病人本身以

外對於家人的我們也是一種煎熬，但每每看到

何醫生就會讓我們感到信心滿滿，讓我們覺得

一定可以再讓爸爸恢復到往日健康的樣子，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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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住院治療時何醫生天天巡房不論平日、假

日，白天晚上各一次從來沒有缺席過，所以等

待何醫生的巡房變成爸爸住院每日的功課，只

要聽到何醫生說:「陳先生：狀況很好，繼續

加油!」就讓爸爸感到非常安心願意配合治療

再辛苦也咬牙撐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某天晚

上何醫生在將近八點時才來巡房，因為他剛下

手術台拖著疲憊的身軀、挨餓的肚子她也要來

巡房，就像是知道我爸爸在等著他來信心喊話

一樣。這樣的仁醫在我們家屬心中真的非常非

常感謝，感謝老天安排了一個仁心仁術的醫生

來為我爸爸治療，讓我爸爸度過難關恢復健

康。  

今天意外得知何醫生近期有退休的計畫，何醫

生全年無休為病人不斷的付出是應該停下腳

步好好的休息一下，但就家屬的心情來說又非

常的捨不得這麼優秀仁德的醫生就這樣引退

了，希望可以在何醫生退休之前藉由院長信箱

好好的感謝表揚何醫生  

最後也非常感謝住院期間 77病房護理師們的

細心照料，無時無刻關心施打化療藥的狀況，

讓爸爸在住院期間得到非常好的照顧，謝謝護

理師們在病人眾多的情況下還是給與最高品

質的照護。  

病人○○○女兒○○○ 敬上  

2017/05/26  

9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春

吉醫師醫療團隊 

我母親是中正樓 11樓 111病房○號床的患者

○○○○， 於今日 (5/○)接受林春吉醫生與

團隊的手術，過程順利成功，讓我們家屬放下

心中的大石頭，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