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106年9月感謝函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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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摘要
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晟立
醫師、81病房常怡文、
鍾侑倫等全體護理師及
新生兒病房全體護理師

內容
我是 8/○上午 8:00 至榮總剖腹生產的新手媽
咪，感謝溫柔專業的陳晟立醫師讓生產一切順
利！也感謝 081 病房每位護理師的照顧，其中
特別要感謝常怡文及鍾侑倫兩位護理師，在我
住院休養的日子中，除了時時的關心和細心溫
柔的照護外，也不時教導我許多有關新生寶寶
照護的知識，讓身為新手媽媽的我感到安心，
對於她們的專業及精神給予 100 分的滿分！此
外每日新生兒病房護理人員在來房照顧寶寶
的同時都不厭其煩的回答我這新手媽媽的問
題和分享照顧寶寶的小技巧，把寶寶照顧的無
微不至，深表感動感謝！
在此獻上滿滿的感謝及敬意，希望院方能給與
鼓勵及代為表達我們的感謝！
謝謝榮總、謝謝每位醫師及護理人員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張院長您好！
權醫師及神經外科加護 病患○○○於 8 月○日，由神經外科許秉權醫
室、172病房林匯雯等全 師執刀，做了右側顏面神經的手術，術後恢復
體醫護人員
良好，故寫此感謝信。
感謝許秉權醫師及其所帶領的醫療團隊，以高
超精湛的技術解決了病患的症狀；
感謝加護病房的醫師及護理師們，適時地為嘔
吐不止的病患清理善後，卻依舊是溫柔的輕聲
細語；
感謝 172 病房的醫師群，每日的問診、調配藥
單，讓病患早日康復出院；
感謝 172 病房的護理師們，親切地問候讓病患
忘了身處醫院，還以為是和好友在喝下午茶閒
話家常；感謝林匯雯護理師的兩顆梅子，讓病
患從此脫離了嘔吐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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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

感謝心臟內科吳承學醫
師、郭家誠醫師醫療團
隊及58病房、88病房、
冠狀動脈加護室、診間
等單位全體護理師

內容
感謝吳阿姨、宋阿姨，記錄出入數據供醫師們
判斷病況。
這裡面有太多太多本人不知道其姓名的貴
人，在此一併謝過。
感謝張院長！及您所帶領的臺北榮民總醫院。
再次感謝許秉權醫師，您是位值得病患等待的
好醫師，除了謝謝！還是謝謝！
病患
○○○敬上
院長：您好，謝謝您領導的全體天使醫護團隊
我是居住○○市之下肢靜脈血栓症之病患○
○○，日前於 106 年 8 月○日下午門診(依據看
診序號，早上輪不到看診)，由於左小腿紅腫快
速侵襲腫脹愈來愈疼痛且愈腫硬不良於行，荷
承心臟內科吳承學主治醫師利用中午午休時
間提早看診左小腿、左腳盤之血栓腫脹，並立
即安排當天下午住院(思源樓 58 病房--○床)，8
月○日迅速開刀無法清通血栓，旋又再安排 8
月○日再度開刀嘗試打通左小腿肚血栓，術後
又安排住進冠狀動脈加護室○床加護照顧治
療，防範持續注射小腿肚溶解血栓針劑藥水，
避免造成血栓血塊侵入內臟、頭部，或造成胃
部、腦部出血現象。9 月○日又安排住進 88
病房○床，吳主治醫師每日探視細心照顧治療
仁心仁術，視病如親之細緻照護寸筆難以表
述，衷心深摰感謝、感恩不盡。
58 病房--○床之住院醫生郭家誠先生也時常詳
細說明關心照護，CCU 加護室及心導管中心手
術室協助執刀醫師(不知曉協助醫師大名)、58
病房與 88 病房之住院病房護理主管、病房住
院醫師、全體護理師親切照顧、詳細說明用藥
知識與注意細節。非常感謝上述住院期間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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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療醫護團隊，如果沒有醫護團隊齊心協力治
療，今天哪有逐漸恢復健康的我。再度衷心致
上誠摯之謝意。
我於 103 年 8 月間之三年前突然右下肢血栓緊
急夜晚急診室看診，荷承非親非故之心臟內科
吳承學主治醫師接手看診(也非常感謝吳主治
醫師門診間之郭婉伶小姐長期協助看診就醫
事宜)，安排住院開刀治療、106 年 6 月下旬左
腳盤腫脹住院治療、106 年 8 月--9 月初之這次
左下肢腫脹疼痛血栓開刀治療，每次均獲得最
佳之細心治療，對於吳承學主治醫師之恩情永
遠深記心中，沒有吳主治醫師之照護，我這兩
條腿恐早已廢掉了，更不保能夠踏步走路，再
三感謝吳主治醫師，大恩大德永不忘懷。
最後祝福
院長 政躬康泰
吳主治醫師承學 闔府吉祥幸福健康快樂
郭婉伶小姐永遠如同天使美麗健康快樂
全體醫護團隊主管、醫護專業天使醫師、護理
師、技術師永遠幸福平安健康，更要謝謝大家
的辛勞照護。
住院病患○○○曁家屬 敬謝 106·9·5

4

感謝泌尿部盧星華科主
任、許自翔醫師、診間
護理師、手術室醫護人
員、52病房高翡勵護理
長、段佩伶暨全體護理
師、傳送人員、清潔人
員及醫務企管部鄧惠花
小姐

這二個月來，腹部一直隱隱作痛。於 9/○到盧
星華教授門診求診，雖然盧教授的病人非常
多，我一直等到下午才輪到我。但是盧教授依
舊精神奕奕，非常親切仔細為我作詳細的問診
及檢查，並且詳細解釋結果及治療計畫。感謝
盧教授對每一個病人的重視與關心，安排我在
最快的時間得以治療，真的非常的感動與感
恩。
在此我要以十二萬分的敬意衷心地感謝盧教
授，9/○盧教授門診護理師。9/○-9/○住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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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間盧教授、許自翔醫師、段佩伶護理師、中正
樓 52 病房護理長、所有護理師、工作人員、
傳送人員、清潔人員、開刀房工作人員、9/○
中午辦理出院的鄧惠花小姐。盧教授及每一位
醫師、每一位護理師及工作人員所提供的優質
專業服務及視病猶親的態度與精神。而盧教授
百忙之中,在我住院期間，多次地來查房與關懷
及指導注意事項，讓我擁有一次美好溫馨的優
質專業醫療服務。更重要的是，我的腹部不舒
服，已經獲得大大的改善，在此感謝最優質的
醫療團隊，感恩合十。
○○○
感謝本院婦女醫學部莊 院長您好：
其穆科主任及72病房、 致莊其穆醫師與 72、73 號病房護理師:
73病房全體護理師
家母○○○因透明細胞癌至貴院治療，承蒙莊
醫師親切詳盡的解說與診視，在化療期間母親
的心情較為安定，不像之前在其他醫院治療
時，沒有辦法得到充分的病況資訊。醫師會提
供多種選擇，並與我們討論，而不是一味權威
性地說要做什麼治療，就做什麼治療。治療之
後，在家休養若有副作用產生，醫師會很快地
回覆家屬的信件，並告知我們緊急的處置方
式，真的是很有效率，我們銘感五內。
也感謝護理站同仁的細心照料，每一次入院都
可以感覺到護理人員的親切感，讓冰冷的醫院
多了一絲的溫暖。給予藥劑時，也會充分地說
明藥的作用，護理人員具有足夠的專業性，讓
人相當放心。
謝謝你們的用心，讓家屬與病人安心。
○○○ 敬上
感謝腫瘤醫學部陳一瑋 院長您好,
醫師及洪逸平醫師
我是病患○○○的女兒○○○,因為我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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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對於父親病情很擔心,但因為工作緣故,必須
臺灣○○兩邊跑,所以特別感謝榮總醫療團隊
在我爸生病時對我爸的照顧,尤其是陳一瑋醫
生和洪逸平醫生.
陳一瑋醫生看診非常仔細,對於病患很有耐心,
任何問題都不厭其煩回答,我陪我爸看完陳醫
生的門診後,非常相信這位醫生能給我爸最好
的照顧和醫療.
另外也要謝謝洪逸平醫生,願意快速地接收轉
診病患,且對於我父親的病情和治療計畫,提供
很詳細的說明,這些都讓我們非常相信榮總的
專業.
我覺得臺灣的醫療資源相對○○是更加方便
及親民,感謝臺灣醫療人員的付出, 謝謝.
○○
感謝婦女醫學部王鵬惠 首先感謝婦科王鵬惠主任醫師及 82 病房全體
主任及82病房張秀能護 護理師,在我太太○○發生中風及卵巢癌時細
理長、陳瑩芳、胡筱慧 心照顧.
等全體護理師
在王主任專業的醫療團隊治療下於 3/○完成
卵巢癌開刀
並已於 7 月底完成化療治療,
住院期間,王主任一早一定都到病房關心,連假
日住院也都會來關心,且 82 病房的張秀能護理
長/陳瑩芳護理師/胡筱慧護理師
都非常的熱心,我太太○○每次回到 82 病房都
感到非常的溫馨,
雖然化療過程需 18 週,但因此療程,我太太不會
感受到不舒服且 82 病房的謢理師又那麼的好.
所以一切都很順利.
謝謝你們對我太太的細心照顧,感謝妳們的愛
與溫暖!
○○敬上

摘要
內容
8 感謝胸腔外科許文虎醫 獻給敬愛的許文虎教授~
師醫療團隊及154病房 最高謝忱與感恩！
全體護理師
拜謝您崇高的仁德醫術與悲天憫人的菩薩情
懷，使我們的母親在罹患肺癌惡疾生命關頭之
際，在您有如華陀再世之神醫妙手，得以續命
康復！身為子女晚輩對您心中充滿感恩不知
何以為報？尤其許教授終生行醫救人為樂，不
求回報清廉自持，更是令世人崇敬景仰！
耑此，謹表達我們全體家族對您的感恩與謝
忱，並虔誠為您祝禱祈福，願許主任福壽綿延
庇蔭子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萬福金安！
病患○○○○家屬子孫拜謝
9 感謝血液科邱宗傑醫師 本人目前正在接受淋巴癌的治療, 到目前為止
及護理部黃慧娟護理師 在邱主任的耐心醫療照顧與黃護理師不斷地
耐心鼓勵下, 目前醫治情況一切良好, 也讓我
很有信心能順利完成療程. 再次感謝邱主任與
黃護理師，謝謝!
10 感謝一般外科方文良醫 誠摯的感謝方文良醫師與宋俊松麻醉醫師所
師、麻醉部宋俊松醫師 領導的醫療團隊、A104 副護理長及諸位專業
及104病房詹明姍副護 護理師在本人住院開刀期間的悉心照料，讓我
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身體康復神速；方醫師的醫術非常高明，堪稱
是華陀再世，讓我敬佩萬分。在此特別感謝大
家，同時也要向臺北榮民總醫院按個讚!
感謝人 ○○○

項次

11 感謝心臟內科羅力瑋醫 院長您好
師
本人是因心房顫動 AF 而於今年 5 月在心臟內
科羅力瑋醫生門診就診，之後於 6 月○日進行
心導管電燒灼手術治療 AF。這段期間除了深
刻感受到羅醫師的高度專業、精湛醫術外，更
為他視病如親，仁心仁術的醫德所感動不已。
所以特地至院長信箱留言，期盼能讓院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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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貴院裡有羅醫師如此良醫，是患者最大的福
音，謝謝羅醫師跟他所服務的北榮。

12 感謝一般外科蔡宜芳醫 我是加護病房○床病患○○○的家屬，八月以
師醫療團隊
來至今蔡醫師努力盡心盡力仁心仁術救治父
親，我們由衷地感激蔡醫師為父親所做的一
切，不論是在 10F 病房或是在加護病房接受治
療，早晚必定會親自探視關心，有任何治療計
畫也必定親自向家屬説明取得共識，如此大恩
大德，家屬備感安慰及溫暖，即使爸爸目前狀
況不佳，仍然努力想辦法解決困難，如此優秀
的醫生真是榮總之光，也很感恩我們能遇到這
麼好的醫生，我們也相信榮總的醫療團隊都像
蔡醫師如此優秀。
13 感謝婦女醫學部莊其穆
科主任醫療團隊、吳惠
茹專科護理師及73病房
全體護理師

院長 您好：
感謝貴院的醫療團隊專業且細心的照顧
我的母親是○○○，因卵巢癌復發，我和父親
帶著一疊厚厚的病歷來臺北榮總，感謝莊其穆
醫師非常仔細地處理我母親的狀況，在我們最
無助的時候，能體會家屬心急徬徨的心情，給
我們最大的幫助讓我們有希望，安排住院並接
受手術，衷心地感謝莊醫師對於如此高難度的
手術盡心盡力讓我們非常感動，每一個關鍵每
一個時刻，我們的內心除了感謝還是感謝；後
續住院治療更是深刻感受到莊醫師的細心謹
慎，也讓媽媽重拾信心並且感到非常安心的接
受治療，在此非常感謝莊其穆醫師、吳惠茹專
科護理師及 A073 護理站的每一位醫師及護理
師對於母親的耐心、細心及用心的照顧，向所
有照顧過母親的醫療人員致上最深的謝意。
謹此由衷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感謝榮總所有
醫療團隊。
病患家屬 ○○○ 敬上

摘要
14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王緯
歆醫師醫療團隊、鼻頭
頸科藍敏瑛主任、婦女
醫學部趙灌中醫師、曾
仁宇醫師醫療團隊、麻
醉部何照明醫師、柯惠
瑄醫師、眼肌神經科王
安國主任及81病房、171
病房、神經外科加護
室、嬰兒室全體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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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張院長您好 : 在此表達對臺北榮總醫療團隊
衷心感謝之意。
妻子○○○於懷孕 34 週時發現左眼視力模糊
不清、原以為是懷孕所引起的視力退化、但一
個禮拜後右眼也跟著模糊、跑遍大小醫院查無
原因、只能一直等待、對一個懷孕後期的孕婦
來說心裡著急及難過不可言語、直到六月中找
上眼神經科王安國醫生、經由王安國醫生專業
判斷、立即安排檢查、三天後經由核磁共振確
認是腦下垂體腫瘤壓迫到視神經。終於找到視
力模糊原因。當天神經外科及婦產科會診後、
醫生願意接納我們在榮總提早剖腹跟後續腫
瘤手術、畢竟產檢不是在榮總、在此感謝榮總
婦產科以及曾仁宇醫師願意接手處理。
7 月○日妹妹平安地到來、感謝曾仁宇醫師、
麻醉科何照明醫生、81 病房及嬰兒室全體護理
師細心的照顧。時常掛著開朗笑容的曾仁宇醫
生讓人感到安心。對於新手爸媽來說由衷感謝
嬰兒室的護理師耐心地教導及對妹妹的愛心。
7 月○日妻子腦下垂體手術順利、感謝神外王
緯歆醫生、鼻科藍敏瑛醫師、麻醉科柯惠瑄醫
生、171 病房及神經重症加護病房全體護理師
細心地照顧。手術時間雖然漫長、但始終相信
王緯歆醫生的專業和他那自信的態度、住院期
間每天都來探視妻子術後病情並主動留下電
話方便找他、在此衷心感謝年輕有為的王緯歆
醫生、謝謝您。
積極的態度、專業的醫療團隊是榮總給我的感覺
謝謝辛苦的醫療團隊、祝大家平安健康快樂、
謝謝你們！！
患者○○○及家屬○○○敬上
2017/09/27

摘要
內容
15 感謝泌尿部張延驊醫師 張院長您好：
醫療團隊及72病房全體 感謝院長所帶領的北榮，提供這麼專業優質的
護理師
醫護團隊，在此，致上感謝函！
當我在□□□□□醫院健檢，意外發現腎血管
肌肉脂肪瘤時，徵詢二位專科醫師，皆被告知
腫瘤太大，保留腎臟渺茫，恐有病變惡性之
虞，其中一位醫師甚至說，手術中血管破裂會
休克死亡，聽到如此震撼的診斷，內心無助、
惶恐不安等負面情緒皆一湧而上，不知所措之
餘，趕緊提起精神上網查詢，所幸得知北榮張
延驊醫師是這方面的權威，感覺得救了，於是
馬上掛號北上求診，到了診間和張醫師言談之
後，明顯感受到他有一顆同理病患之心，而且
不計門診等待人數，仍舊不疾不徐詳細說明手
術過程，不但展現高度專業，而且幽默風趣化
解我內心的恐懼，當下就決定安心把手術交給
張醫師。
本人於 106/4/○到貴院住院手術，出院後
追蹤檢查，一切正常，恢復良好，回想在住院
期間，每天看到張醫師面帶笑容巡房，精神抖
擻，連周末都來，深深感受到他對醫療工作的
熱忱，對病患的細心盡責，夜以繼日，令人不
捨又欽佩，實為貴院的福氣，病患的福音，希
望張醫師勿因工作繁忙而忽略自已的健康，我
們及有待您拯救的病患，才能再承蒙您高超的
醫術與照護！
出院前為感念張醫師再造之恩，但因他行
事清廉，婉拒術後謝禮，並表示他只是盡到身
為醫師的責任而已，著實令人感到敬佩。
每每想到生命經歷重大的難關，還能保腎
保命，都要歸功於張延驊醫師「精湛醫術及崇
高醫德」，才有今天健康的我，內心滿滿的感
激，千言萬語，皆不足以表達心中對張醫師的

項次

項次

摘要

內容
感謝，只能誠摯送上無限的祝福！
同時，也感謝住院期間，72 病房的護理人員，
忙碌穿梭各個病房，給予親切細心的照料，默
默付出，辛苦您們了，也衷心的祝福 院長／
張延驊醫師及其醫療團隊／72 病房的護理人
員，健康平安、順心如意！
病患 ○○○ 敬謝
106.9.4

16 感謝心臟內科吳道正醫 家母○○○○因為心肺方面的疾病，多年來定
師、于洪元醫師及87病 期在心臟內科吳道正醫師的門診就診。吳醫師
房全體醫護人員
問診親切仔細，經常因病患眾多，看診時間太
長而無暇用餐，病患們既不捨又感佩。
家母近幾年因病情需要，多次住院，在吳醫師
悉心診治下皆能化險為夷，平安出院，家母常
說吳醫師如同其再生父母。
今年五月家母再度住院，除腹部血管支架滲漏
緊急手術期間，大部分時間都住在 87 病房，
主治吳醫師或早上或晚上，無日不至病房診
治、探視。由於腹部血管瘤的壓迫，家母深為
便秘所苦，住院醫師于洪元醫師更是視病猶親
的為家母清除糞石，減輕不適。對於醫師們的
仁心仁術，家屬實為感激涕零。
家母終因年邁力衰，不敵病魔，於八月○日清
晨辭世。身為家屬者萬分感謝
吳醫師、于醫師和 87 病房所有醫護人員的付
出與辛勞，特此致謝並敬祝
安康
○○○○家屬們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