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6年6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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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林恭

平醫師、廖翊筑醫師、

王星翰醫師及172病房

陳康敏護理長、佘美桂

副護理長、賴素貞助理

員暨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本人因為神經受到創傷而入住 A172 病房，經

過榮總醫療團隊的悉心照顧，於 5 月○日出

院，在治療護理期間，得到主治醫師林恭平、

廖翊筑和住院醫師王星翰的認真盡責的照顧

和醫治，使我傷痛日趨平穩、心裡不再擔心，

同時也得到由護理長陳康敏女士和副護理長

佘美桂女士帶領下的全體護理師們的熱情關

懷與照顧，護理長的鼓勵、噓寒問暖的真情，

都讓我在傷痛難耐中感到十分的溫暖和感

激，真是災禍無情人有情，在正副護理長的管

理下，行政助理賴素貞女士和藹的服務精神和

工作效率，以及該病房的護理師們都把他們的

微笑服務、認真細心的照護具體實施在工作

中，留給病人是溫馨、留給自己是辛苦，非常

感謝他們的耐心、熱心和關心的工作態度及服

務精神，把貴院的視病猶親的宗旨透過自己的

實際行動，具體的落實在工作中，該病房溫暖

和諧團結互助做到了給病人一個平靜愉快的

醫護環境，真的辛苦他們了，也感激他們，因

此特向院長提出誠懇的請求，一定要把該病房

的好人好事及對病患的良好態度給予大力表

揚和保護為盼。切切!  

A172-○病患○○○敬上 

3 感謝泌尿部鍾孝仁醫師

醫療團隊、手術室、恢

本人○○○因膀胱癌在本院施行器官摘除，手

術期間鍾孝仁醫生率領的醫療團隊，仁心仁術.



項次 摘要 內容 

復室醫護人員及52病房

李宛茹暨全體護理師 

技術高超，手術過程順利，開刀房、恢復室醫

護人員悉心照顧，讓本人十分感激！現在本人

正在中正樓 5 樓 52 病房○床住院，醫護人員

李宛茹等醫護團隊悉心照顅，態度親切，讓我

十分感動；於此懇請院長先生給予上述相關單

位.人員表掦，以鼓勵院內同仁，為盼！  

敬祝 院長 平安喜樂！順心如意！  

中正樓 52 病房○床病人○○○敬上 2017/6/○  

4 感謝骨科部楊傑思醫師

醫療團隊、專科護理

師、手術室、恢復室醫

護人員及182病房全體

護理師 

親愛的院長您好:  

首先謝謝貴院提供良好的醫療照護。  

家父○○○因雙膝退化性關節炎導致行走疼

痛已經多年，於 2017.03.○入住貴院骨科 182-

○病房，次日接受雙側高位脛骨矯骨術，在 楊

傑思大夫精湛技術及醫護人員用心照護下於

2017.04.○出院，術後 2 個月家父目前能行走

自如，下肢活動功能也大幅進步。  

我們衷心感謝 主治醫師楊傑思在整個醫療過

程的用心，針對家父的病情於術前就已制定詳

細且適當的治療方案，從門診看診→住院、手

術→出院回診追縱，所有過程都費盡心思，楊

大夫專業的手術技術高超成熟，為人親切坦

誠，他工作認真有責任，記得家父手術完已是

晚上，週日楊大夫還至院查房探視，想想在這

很多人都放假的日子楊醫師還要幫家父手

術，每個醫護人員辛苦的工作著，著實讓人感

動。除了楊醫師，也要謝謝 182 病房的護理人

員和護生，她們工作認真有愛心，護理過程總

是盡心盡力，對隔壁床沒有家屬的外省伯伯也

都相當盡責，我們知道這是醫護人員的工作職

責，但能在工作上如此用心有熱誠真的不容

易，凡此種種，不能一一盡述，謹以此信件聊

表心中感謝及敬意，也透由信件讓院長知道 



項次 摘要 內容 

骨科楊傑思醫師是位術德兼備的好醫師，相信

他會是貴院的福氣，患者的福音，也希望院方

多多表揚及鼓勵這些辛苦的醫護人員。  

最後，請允許我代表家父及全家人，再次向 貴

醫院、主治醫師楊傑思、住院醫師、專科護理

師、182 病房、手術室、恢復室、骨科跟診人

員及相關照護者致上最深的感謝！ 也恭祝 

醫院、各位領導及全體醫護工作人員事業暢

達、身體健康！ 敬謝  

2017.06.04  

5 感謝口腔醫學部陳江雲

醫師、葉凡醫師、易婕

安醫師、姚助理、邵助

理及護理部傅玲副主

任、董育秀護理長、廖

婉雯護理師等 

尊敬的院長:平安  

敝人 6/○與 6/○分別在 貴院牙科就醫.補牙與

洗牙.同仁敬業精神與專業能力令人敬佩.陳江

雲醫師.葉凡醫師以及易婕安醫師除專業傑出

外態度親切.診間廖護理師與姚助理.邵助理更

是笑容可掬不厭其煩地面對患者.翻轉了過往

坊間牙科診所就醫的刻板印象.更難能可貴的

是護理長看見敝人做完治療後主動做口腔衛

教.期間也看見護理部傅副主任在患者詢問時

親切解釋.充分顯示 院長領導有方.視病猶親.

特專函致謝.  

6 感謝骨科部蘇宇平醫師

及184病房全體醫護人

員 

院長您好：  

我因腳傷今年經 貴院檢查確認右腳掌長有腫

塊，後因右腳掌有強烈不適感，在端午節連假

前一天的門診中，蘇宇平醫師評估腫塊有增大

現象，應速手術切除。因我尚在○○修習報考

○○所需的學分，恰這學期○○課程較往常

多，考慮已增生的腫塊割除後，皮膚上遺留的

大傷口應需有較長的住院期來修復密合，這樣

可能會無法參加期末考試，故商請蘇醫師安排

本（6）月○日期末考後再行手術；熟料端節

連假期間腳底明顯腫脹，且影響走路，不得不



項次 摘要 內容 

趕在 6 月○日回診請蘇醫師速安排手術時間，

蘇醫師即敲定手術提前於同月○日。  

手術前夕蘇醫師仍來病房關心右腳腫塊有無

異變，手術後頻檢視傷口並解惑，在蘇醫師和

醫護團隊照護下，難以置信的是，傷口竟依蘇

醫師檢視後預估的期程快速癒合，○日出院後

已可緩步拖行，這讓我感佩的奇蹟，除了蘇宇

平醫師精湛醫術及兼顧病患需求的仁心仁術

外，術後醫護人員依專業的正確用藥，護理師

穿梭病房作後續治療時，「想很多」以超高標

準去除可能肇致意外的情狀，致力打造一個舒

適安全的休養空間，這完美的組合，圓滿解決

了我交疊的兩難困境，非常感謝蘇宇平醫師以

及 184 號綠區全體醫護人員的照顧，也感謝院

長的卓越領導，造就了優質的醫療團隊。  

184 號綠區第○病床○○○敬上 

7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楊純

豪醫師 

5 月○日我懷忐忑不安的心帶著□□醫院健檢

因疑似腫瘤無法完成大腸鏡檢查的彩色影像

列印到榮總尋求幫助.現場有患者建議請楊純

豪醫師同意加掛.楊醫師欣然同意加掛後完成

○日排檢治療.感受到他的親切看診態度以患

者為重的專業認真嚴謹.心已有得救的感覺.再

經他和悅的解釋更加釋懷.原來榮總的醫師是

這樣的給人帶來抗病的力量.6 月○日我也複

診看完報告是良性的.我很感恩楊醫師帶給我

的安心的力量.不知如何言謝.只能對院長您說

"楊純豪醫師是良醫而您領導了榮總的良醫.感

恩楊醫師.感恩您.  

患者○○○  

恭敬合掌感謝  

8 感謝骨科部蔡尚聞醫師

及184病房醫護人員 

敬愛的骨科蔡尚聞醫師：  

您好 ！  



項次 摘要 內容 

我是○○○，本人於今(106)年 5 月○日在外島

〈○○縣〉因運動失手跌倒，左手變形骨折，

在○○當地縣立醫院急診固定後，轉診到台北

榮總急診部，5 月○日由蔡醫師主治，手術固

定骨折的左手，於 5 月○日出院。在住院治療

期間，蔡醫師每天帶著親切溫暖的笑容探視，

細心了解病情，不分假日與日夜。術後第一天

我每吃止痛藥就嘔吐，並有失眠、咳嗽等症

狀，護理師通知蔡醫師狀況，雖在周六晚上，

仍速來病房了解並調整用藥，給予我需要的治

療，讓我的狀況一天天的好轉。  

在得知出院即需返回居住地時，蔡醫師留給可

以聯繫諮詢方式，由於○○地區缺乏專科醫

師，都由台灣醫師來○○支援，蔡醫師還能與

○○支援醫師取得連繫，了解我術後的現況，

並電話告知我目前應該注意及要做的復健事

宜，讓住在外島資源缺乏、交通不便的地方，

能得到蔡醫師視病如親的照顧，深受感動，其

仁心仁術，值得嘉許。  

再次感謝蔡尚聞醫師及榮總醫護團隊的醫治

與照顧，目前術後手部功能恢復良好。  

祝 蔡尚聞醫師 家庭幸福 順心如意  

此致  

敬禮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 

9 感謝過敏免疫風濕科黃

德豐醫師、蔡宗穎醫師

醫療團隊、大德病房李

劉瀅瀅護理師等醫護團

隊、98病房葉純宜護理

長、林愉靚、周珊如、

陳盈邵等護理師、RCUB

親愛的院長好：我的姓名：○○○，身分證字

號○,住址：○。我的母親○○○因重病急診

轉住院，其間受到思源樓 98 病房○床主治醫

師黃德豐副教授先生、住院醫師蔡宗穎醫師、

及醫護同仁護理師群：護理長、王明珠、林愉

靚、林鍇卉、周珊如、陳盈邵，及大德病房瑩

瑩護理師及主治醫師（男性，抱歉不知大姓大



項次 摘要 內容 

王明珠、林鍇卉護理師

及仁光公司王能花小姐 

名，時時過來関心我的母親狀況）、以及仁光

照顧服務社王能花小姐等人細心照料下，母親

病況起死回生，狀況進步許多，雖現仍處於危

險中，但內心深受感動！98 病房的黃醫師及蔡

醫師不分平日假日、日夜查房關心；更為家屬

著想如何減少住院經濟上的壓力，此主動關心

協助在家屬最傷心難過無力之際出現，真是萬

分感謝！榮總有此種廉潔自持、視病如親、大

愛於人的醫護人員是院長領導有方！我母親

能接受如此好的照顧，於此深深感謝，銘感五

內！耑此敬祝平安快樂！○○○家屬○○○

敬上 106、06、○  

10 感謝鼻頭頸科許志宏主

任、薛健佑醫師醫療團

隊、口腔醫學部、腫瘤

醫學部、手術室醫護團

隊及77病房程繼鳳護理

長、江珊、李至韜等全

體護理師與志工人員 

院長鈞鑒：家父○○○於六月中經貴院檢查確

認罹患鼻咽癌，經主治醫師鼻頭頸科許志宏主

任建議隨即進行一系列的檢查、會診及治療。

住院至今，受到貴院醫療團隊日以繼夜的細心

照料。治療前後，許志宏主任、薛健佑醫師兩

位醫師均不厭其煩親自為我們家屬多次說

明，薛健佑醫師亦常於放假日還特地至病房確

認家父病情，讓我們感受到溫暖與視病猶親、

愛人如己的服務精神。凡此種種，許多深深感

激之情與敬意，不能一一盡述。日後的治療也

一定會因為有你們而順利。在此特別感謝鼻頭

頸科許志宏主任、薛健佑醫師，牙科、手術室

及腫瘤醫學部醫師團隊，思源樓 77 病房程繼

鳳護理長，江珊、李至韜…等全體護理師、志

工及全體醫院團隊的服務與照顧。  

敬祝 鈞安  

病患全體家屬 致謝 106.06.○ 

11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陳維

熊醫師、114病房醫護人

員及急診室范偉倩護理

院長您好：  

我父親是○○○，這次住院是關造口手術，  

住院期間感謝陳維熊醫生及 A114 病房的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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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人員的照顧，  

尤其是從急診室來支援的范偉倩護理師（不知

名字是否有打錯字），  

打針技術超好，也很仔細細心，  

真的很感謝大家的幫忙，感恩。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