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 107 年 11 月感謝函
項次

1

2

摘要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陳昌
明醫師、單定一醫師、
劉康渡醫師醫療團隊及
192病房、173病房全體
醫護人員

內容
院長，您好！

終於找到一個管道來表達我對貴院醫護人員
的謝意！
我罹患巴金森氏症二十餘年，一直在臺北榮總
看診，醫護人員醫術精湛，態度誠懇親切，醫
病關係良好，是我對抗病魔的力量泉源。由衷
感謝神經內科的陳昌明醫師和單定一醫師、神
經外科的劉康渡醫師，以及他們所帶領的醫療
團隊；此外還有 A192、A173 病房的所有醫護
人員，澤深恩重，銘感五內。
○○○ 敬上
感謝一般外科方文良醫 我因為全胃切除術，有幸認識方文良醫師。
師及102病房全體護理 感謝北榮方文良醫師及 102 病房護理團隊，視
師
病猶親之舉，特書此信，以訴感恩之情。
人云良醫何處覓，北榮良醫拾可得。
良醫就在腫瘤科，此醫正是方文良。
為人處事要感恩，感恩默默協助著。
恩人就在咫尺處，首要感謝方醫師。
讓我人生轉彩色，回首驚夢黑白日。
醫師就診腫瘤科，斯文更具優醫術。
問病總是帶笑容，真誠無欺真性情。
為人耐斯無架子，態度謙和病患樂。
我因胃部生腫瘤，北榮求診查病根。
文良大夫視如親，每逢看診不馬虎。
上窮碧落下黃泉，耐心檢查用心醫。
不追病灶誓不休，誓將病根全化無。
術後安排作化療，耐心解說耐心療。
直至病根化烏有，感恩醫師華陀術。
如賜健康金鐘罩，如穿防疫鐵布衫。

項次

摘要

內容
祝福大夫杏林順，家庭事業倒吃蔗。
一零二護理團隊，個個順利家庭歡。

3

感謝一般內科丁燿宗醫 張院長您好:
師及張富美護理師
本人今日至貴院就診, 遇到了本院專業又負責
的醫生及護理師,內容如下:
貴院一般內科:丁燿宗醫生
服務親切,專心聆聽病患病情,耐心專業講解並
面帶微笑,為人親切,視病猶親,使我感覺很溫暖
貴院張富美護理師,對待病患和藹可親,服務親
切,回答問題面帶笑容,對老人家更是極有耐心
懇請院長給予獎勵表揚, 以資鼓勵
謝謝
○○○家屬

4

感謝骨科部張明超主任 院長您好：
及復健醫學部醫療團隊 緣家父○○○由於頸部第 4、5、6 節椎間盤受
傷，於今年（2018 年）8 月○日入住 貴院，
並接受骨科張明超醫師之手術。張醫師不但技
術精湛，對家父於術後復健情況更持續關心，
不時前往探視，予以協助。
由於本人甫由○○大學轉赴□□○大學任
教，於學期中無法即時回國，有幸得張醫師、
骨科及後續之復健科醫療團隊對於家父之悉
心照料，甚為感念。謹以此信，代表家父及所
有家庭成員，對 貴院致上由衷之謝意。
耑此 為頌
鈞安
○○○

5

感謝心臟內科張世霖醫 尊敬的院長,
師及國際醫療中心徐小 在這裡非常感謝榮總心臟內科的張世霖醫師
雯小姐
和國際醫療中心的徐小姐!
我爸爸○○○居住在○○○○,患了心房顫動

項次

摘要

內容
將近○年,之前做過○次電燒手術,但效果不是
很理想, 我在網上得知榮總的電燒手術很出
色,便和國際醫療中心聯絡,在國際醫療中心徐
小姐熱情及細心的安排下,於 2018 年 7 月○日,
在榮總進行了電燒手術!
爸爸手術的主刀醫生是心臟內科的張世霖醫
師,張醫師真的很有經驗,醫術高明,手術進行了
將近 5 個小時,術後得知張醫師及其團隊在手
術過程中,非常仔細認真的去處理每一個引發
心率不整的點,手術結束到目前已經 3 個月了,
父親都沒有復發,已經上班,我們都覺得手術很
成功!
除了張醫師及其團隊,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國
際醫療中心的徐小姐,安排住院手續及各種相
關檢查,手術前後細心熱情的陪伴,讓我們感覺
像家人一樣親切!
最後感謝榮總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醫療環境,
專業的醫師團隊及高素質的醫療服務!
○○○敬上
2018 年 11 月 8 日
Dear Director,
I would like to send my gratitude to th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vice center, especially to Ms Hsu and Doctor
zhang shi lin.
My father Mr. ○○ has have problem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for ○ years. After ○
unsuccessful Cardiac ablation, I discovered from
the web site that th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is famous in this type of surgery. After
contacting Ms Hsu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vice center and with her enthusiastic

項次

摘要

6

感謝陳威明副院長、重
建整形外科蕭福尹醫
師、麻醉部于文瑩護理
師、182病房李子晴護理
師及黃佩琴專科護理師

內容
help, my father was having the surgery in July
○ 2018.
My father’s main physician is Dr. Zhang Shilin.
He is a very experienced and skillful surgeon. In
the 5 hours of surgery, Dr. Zhang has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and treated every single
source of Artrial fibrillation. My father has not
had any recurrence 3 months after the surgery.
We all believe the surgery is a great success.
Besides Dr. Zhang’s medical team, I will like to
send my special thanks to Ms. Hsu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vice center. She is a
great help to arrange all the procedures and
testing. In addition, her warm caring is really
appreciated and make us feel like we are part of
the family.
Finally, I am really grateful for the exceptional
care,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excellent
environment for my father.
Sincerely
○
8 Nov 2018
院長大人您好：
我是○○○，因骨肌肉癌復發再次住院手術，
本次是 10/○由陳威明副院長及整形外科蕭福
尹醫師跨科合作來幫我治療。陳威明副院長的
仁心仁術，每天早晚都會來巡房，讓我焦慮的
心能安定下來。在住在 182 病房第○床期間，
臺北榮總的專業團隊細心照護，也使我很快的
可以在 11/○辦理出院。所以我要特別感謝陳
威明副院長、整形外科蕭福尹醫師、麻醉科的
于文瑩護理師、182 病房的李子晴護理師以及

項次

摘要

內容
黃佩琴專科護理師，他們細心照顧及關懷，服
務病人的熱忱讓我很感動，所以請 院長能夠
鼓勵他們，持續這份熱情，讓更多病人受惠，
感謝您！

7

感謝放射線部柯世琦醫
師、羅兆寶科主任、黃
怡芬護理師及神經外科
加護室全體護理師

我已經有耳鳴症狀超過○年了，終於在這次榮
科的檢查查出原因，感謝黃怡芬護理師建議我
在 MRI 檢查加做腦血管顯影，才發現是硬腦
膜動靜脈瘻管，由柯世琦醫師詳細講解後轉介
到放射科的羅兆寶醫師做手術，並幫助申請健
保補助，術後耳鳴聲完全消失，恢復迅速，院
裡加護病房的護理師們也非常有耐心照護。2
個月內查出原因並處理完成，真的非常感謝院
內團隊！

8

感謝高齡醫學中心林明
憲科主任、薩文儀專科
護理師、柯莉珊進階護
理師醫護團隊及29病
房、39病房劉曉君護理
長、劉宗穎、黃秀雯、
王翌軒等護理師

院長大鑒:
我們是病患○○○家屬,至親至愛的母親於今
年 10 月○日晩病逝於長青樓 C039 病房.在此
之前受高齡醫學林明憲主任帶領醫護人員及
所屬團隊盡心照顧,雖藥石罔然,仍深表感激.多
年來於住院就診期間受到薩文儀專科護理師\
柯莉珊個案管理師\劉曉君護理長\C029 C039
醫護人員及病逝當日白班劉宗穎.小夜黃秀雯.
王翌軒等多位護理師協助,除了給予病患專業
治療,同時又以敬業的精神,親切的態度,溫暖家
屬的心.
最後我謹代表家屬,於此函表逹真誠地感謝之
意,並祝 貴院全體工作人員 身體健康 萬事如
意
病患○○○家屬代表
○○○ 敬上

項次

9

摘要
內容
感謝泌尿部陳威任醫
張院長，您好
師、急診室及63病房全 父親○○○因長期置放尿管導致反覆感染，造
體醫護人員
成膿瘍轉至貴院接受手術。
住院期間由衷感謝泌尿外科陳威任醫師盡心
的醫治並評估協助移除尿管，
讓父親能夠不再被管線約束，也解除了我們長
期以來，不定時緊急陪同就醫、住院治療與面
對感染引發後續重症的擔憂。
我們很感謝在貴院遇到了好醫師，並且在 A063
病房和急診室醫護團隊的專業醫治中接受了
很好的照顧。謝謝你們，謝謝。
107/11/22
家屬○○○

10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陳記得醫師、李典憲醫
師醫療團隊及77病房鄭
又寧、郭昀華等全體護
理師

非常感謝陳記得醫師，醫術高超，視病如親，
令人感動，從住院治療，李典憲醫師術前的詳
細講解，令家屬安心，手術過程非常順利成
功，術後醫護人員團隊鄭又寧、郭昀華護士人
員等等優秀親切，雖然手有受傷，還是盡責盡
力照顧病人，精神令人欽佩！
感謝大家的幫助，一切平安順利！
○○○及家屬此致
11 感謝蘇澳分院整形外科 院長您好:
李秉倫醫師醫療團隊
我是貴院蘇澳榮民分院整形外科李秉倫醫師
病人○○○的家屬，藉由此封信想表達對李秉
倫醫師及蘇澳分院整形外科醫療團隊誠摯的
謝意。
家父不自主眨眼之症狀已持續多年，症狀是頻
繁不自主用力眨眼及點頭，父親因前開疾病所
苦，不敢出遠門，且考量安全，不敢開車外出，
對於身處鄉下的他，間接影響他的社交生活，
所以自信心低落，時常出現負面情緒。看到父
親所受的苦，身為子女的我們感同身受，想盡

項次

摘要

內容
各種辦法，希望可以減輕他的痛苦。
我們原以為是乾眼症導致不自主眨眼，所以看
遍各大眼科名醫，且試過各種中醫療法及注射
肉毒桿菌，但症狀皆未緩解。在偶然機緣下，
上網看到李秉倫醫師發表眼輪匝肌痙攣治療
的報導，讓我們對父親疾病治療燃起一線希
望。一開始對他服務醫院-蘇澳分院有些遲疑，
因為刻板印象中，榮民醫院為專門收治榮民之
院所，外科治療應非該院治療長項，但自從帶
父親看過李醫師門診，對他仔細的問診、術前
評估及詳細解釋術中及術後過程及結果，讓我
們放下心中的疑慮。
我父親於去年 11 月接受手術，李醫師視病猶
親，手術當晚除至病房探詢多次外，且半夜 2、
3 點敷料滲血，護理人員向他報告後，亦馬上
至病房幫父親更換，身為一位主治醫師，親力
親為，當下心情感動莫名，我們何其幸運，能
遇到如此好的醫師為父親診治。
父親術後恢復良好，眨眼症狀改善，又恢復以
前的社交生活，並找回自信及許久不見的笑
容。千言萬語都表達不了我們對李醫師及其醫
療團隊的感謝，經過父親的治療過程，讓我們
對貴院-蘇澳分院印象徹底改觀，並推薦親友若
需看診可改至貴院相關分院門診看診。
我曾經上網查過全國做類此手術醫師屈指可
數，但臺灣眼輪匝肌痙攣病人盛行率應該很
高，應有許多潛在病人需手術治療，只是不知
道如何找到適合的醫師診治。李醫師有如此高
超的醫術，建議醫院能廣為行銷，除可提高醫
院知名度外，並可造福受眼輪匝肌痙攣之苦的
病人。
再次感謝李醫師及蘇澳榮民分院整形外科醫

項次

摘要

內容
療團隊細心照護，謝謝您們！
病患家屬○○○敬上

12 感謝感染科巫炳峰醫師 由於我的父親○○○先生自今秋中風以來，
在榮總醫治，
近期受巫炳峰醫師主治，
父親已○歲，子女者眾多，
但巫醫師耐煩勤懇，每天巡察，雖假日不輟，
遇有疑慮，詳為解說，
視病如親，讓父親減少很多無謂苦痛。
醫術高明，宅心仁厚。
因此建請表彰
令仁術慈風蔚為杏林之率！
13 感謝心臟血管外科黃正 院長，您好
雄醫師醫療團隊、放射 家母○○○○因為心臟升主動脈瘤，瓣膜閉鎖
線部羅兆寶科主任及97 不全及腦血管腫瘤於今年五月住進北榮思源
病房、心臟血管外科加 樓 97 病房由黃正雄教授團隊照料檢查並安排
護室全體醫護人員
了放射線科羅兆寶主任完成腦血管腫瘤手
術。家母於六月成功完成艱難的心臟大手術並
於 7 月康復出院。
除了感佩黃教授精湛的心臟專業醫術外，特別
要感謝教授的仁心及耐心。黃教授無論術前或
術後，幾乎每天（包含假日）都會前來巡房探
視家母的病情並隨時掌握病況，讓家母得到最
好的照顧並幾次及時安全度過危險，救命之恩
萬千感謝，無法言喻。
今拙文書信表達全家人由衷感激黃教授，住院
醫師，97 病房護理師和心臟外科加護病房所有
醫護人員的專業和悉心照護。
家屬○○○敬上

摘要
14 感謝心臟內科林彥璋主
任醫療團隊及冠狀動脈
加護室、87病房全體護
理師

內容

16 感謝高齡醫學中心林明
憲科主任、薩文儀專科
護理師、柯莉珊進階護
理師醫護團隊及C029
病房、C039病房劉曉君
護理長、劉宗穎、黃秀
雯、王翌軒等護理師

院長大鑒:
我們是病患○○○家屬,至親至愛的母親於今
年 10 月○日晩病逝於長青樓 C039 病房.在此
之前受高齡醫學林明憲主任帶領醫護人員及
所屬團隊盡心照顧,雖藥石罔然,仍深表感激.多
年來於住院就診期間受到薩文儀專科護理師\
柯莉珊個案管理師\劉曉君護理長\C029 C039
醫護人員及病逝當日白班劉宗穎.小夜黃秀雯.
王翌軒等多位護理師協助,除了給予病患專業
治療,同時又以敬業的精神,親切的態度,溫暖家
屬的心.
最後我謹代表家屬,於此函表逹真誠地感謝之

項次

院長 您好 :
首先 先向您及所領導的醫療團隊致上十二萬
分的敬意。
本人○○○ ，於 10 月○日，於貴院進行心律
不整心臟燒灼術，在此由衷地感謝 仁心仁術
的 心臟內科主任林彥璋醫師及醫療團隊精湛
的醫療技術，讓本人得以恢復健康，以及加護
病房和思源樓 87 病房的所有醫護人員辛苦的
日夜細心照護，辛苦您們了，謹此 衷心 感恩
感謝。
○○○敬上
107.11.05
15 感謝心臟血管外科施俊 感謝施俊哲教授及醫療團隊以嘆為觀止的技
哲主任醫療團隊及97病 術治癒我罕見的動脈瘤。感謝 97 病房的護理
房全體護理師
師們，她們都有禮貌、有耐心、愛心；尤其讓
病患有貼心的感受，這就是視病如親、溫馨的
表現。她們和病患溝通很好，我提出的問題都
能從醫師查房時一一得到解答。藉這封信表達
對臺北榮總的敬意及對辛苦護理師們的謝意。

項次

摘要

內容
意,並祝 貴院全體工作人員 身體健康 萬事如
意
病患○○○家屬代表
○○○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