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 107 年 12 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骨科部劉建麟醫

師、林希賢醫師、林佩

欣醫師、王寧儀醫師、

復健醫學部劉若蘭職能

治療師、周玟伶物理治

療師、呂怡萱治療師及

A181病房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我叫○○○，因為頸椎椎間盤擠壓神經導致手

腳無力而入院求診，幸得骨科部劉建麟教授、

林希賢醫師妙手施行一次成功的手術，方得以

排除病根。由於我的神經損傷較為嚴重，於是

希賢醫師會同林佩欣醫師、王寧儀醫師為我安

排一系列復健課程，治療期間又蒙職能治療室

劉若蘭老師、呂怡萱老師及神經物理治療室周

玟伶老師的專業指導使我能夠快速進步，目前

之狀況相較於手術前已有明顯的改善，欣喜之

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最後，我要感謝 A181 全體護理師的悉心照

料，這次住院讓我充分享受到臺北榮總「視病

猶親，追求卓越」的高品質醫療照護，再次感

謝大家。  

2 感謝心臟血管外科陳沂

名醫師及B107病房全

體護理師 

張院長德明您好：  

本人因二尖瓣急性心內膜炎，更換金屬瓣膜至

今已 30 年，經過幾個月的檢查-嚴重逆流，還

有我腎功能衰竭已達第四期，手術前心腎功能

的憂慮跟陳沂名醫生表明過，陳醫師於 11/○

開刀時都幫我兼顧到，不只解決心瓣膜問題，

術後的腎功能也回升。  

貴院有如此優秀醫生值得讚揚。  

感謝住院期間 107 病房醫護人員的悉心照護。  

2018.12.04  

3 感謝心臟內科羅力瑋醫

師醫療團隊及冠狀動脈

加護室、B118病房李庭

安等全體護理師 

本人於十二月○日於貴院思源樓十一樓 118病

房住院,次日於二樓心導管室進行心臟電燒手

術,並於加護病房待逾半日,最後於十二月○日

出院.深感羅力瑋醫師團隊高專業且仔細,加護

病房及思源樓十一樓 118病房李庭安等護理師



項次 摘要 內容 

專業照護且態度親切,特寫此信以表本人及家

人感謝之意.  

4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廖翊

筑醫師、季康揚醫師、

曾子芸醫師、林柏佐醫

師、林儀儒醫師醫療團

隊、腦中風加護室全體

護理師、A161病房戴秀

好護理長、蕭世美副護

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我的外婆於 9/○因中風送至貴院治療，我們都

知道把握時間等於把握救腦機會，因此一旦疑

似中風，應分秒必爭地緊急到醫院，近期家中

多位親戚及長輩陸續因中風送至不同醫院，讓

我深刻感受到送對醫院的重要性，因為即使及

時送醫但若無遇到接受過腦中風治療訓練的

專業團隊，一切也是白搭，錯失治療最佳時

機。此次至貴院急診求治，有幸能受到神經內

科值班總醫生季康揚醫師及時的專業診治讓

我們在最快的時間內獲得血栓溶血劑治療，及

時將傷害降到最低，季醫師在治療過程中不僅

詳細有耐心的告知所有的檢查及治療步驟，亦

不斷的安撫家屬緊張的情緒，即使後來雖然未

受季醫生專責照顧，偶然在病房遇見季醫生仍

會主動關心外婆病況並鼓勵我們家屬，家中長

輩突然中風對我們家屬來說真的是晴天霹

靂、不知所措，季醫生的溫暖關懷，給予病人

及家屬極大的鼓勵與希望，還記得季醫生當天

為了外婆甚至午餐晚餐都沒進食，真的讓我們

感動又不捨，比起精湛的治療技術，這樣的特

質更令人佩服與尊敬，我想這就是貴院所秉持

「視病猶親、追求卓越」的服務理念。  

而住院期間感謝上天讓我的外婆能夠很幸運

給廖翊筑醫生所領導的優秀醫療團隊醫治，曾

子芸、林柏佐、林儀儒醫生在面對失智又重聽

的外婆仍然耐心的安撫其情緒，每次探視外婆

就如探視自家長輩一般親切卻又不失專業且

每位醫師都親切也很有耐心回答我們問題，使

我們所擔憂的都能得到解答，能讓這樣仁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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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醫療團隊所醫治，真的是前世修來的福

氣。另外亦感謝 SCU 以及 A161 戴秀好護理長

所領導的優秀護理團隊，在住院治療期間即使

是假日，戴秀好護理長及蕭世美副護理長每天

都帶著親切溫暖的笑容探視，細心了解病情及

後續安置所需，護理師們溫和親切的專業指導

及不斷地關懷與鼓勵，讓我們真切感受到護理

師團隊的用心，如家人朋友般的問候與互動，

對我和外婆、家人的心理及情感更有莫大的幫

助，最後更不厭其煩的協助出院轉介及安置，

讓我們家屬無後顧之憂，感謝你們讓我們更有

勇氣勇敢面對疾病。住院期間感受到貴院視病

猶親的精神，除深感謝意之外，望院長能在適

當時機給予表揚，藉此感謝函讓更多民眾知道

臺北榮總神經內科醫護團隊有多麼優秀！  

在此致上十二萬分謝意與敬意 病患孫女  

○○○ 敬上  

5 感謝心臟血管外科陳沂

名醫師、古雅婷醫師、

冠狀動脈加護室全體護

理師、心臟血管外科加

護室鐘貴春護理長暨全

體護理師及B107病房

全體護理師 

我先生○○○於 11/○因車禍被送往貴醫院，

感謝主治醫師陳沂名大夫精湛的醫術及住院

醫生古雅婷大夫細心的關懷，思源樓三樓.十樓

加護病房鐘護理長及全體護理人員還有十樓

107 病房所有醫護人員，由於你們細心的照

顧，讓我先生恢復神速，致上十二萬分感謝！  

 

6 感謝骨科部楊傑思醫師

醫療團隊及A183病房

許秀珠副護理長、林娟

卉護理師等全體護理

師、周裕雯助理員 

親愛的院長平安：家父○○○因為手術需要於

2018.10.○入住貴院 183-○病房，治療過程順

利，術後至今家父已能順利行走。特別感恩主

治醫師 楊傑思，因家住南部，住院及回診事

宜都麻煩了他費心安排；謝謝他這些日子的照

顧，辛苦他看完宜蘭夜診還要帶著疲累的身心

前來術前訪視，術後當晚都 8：30 了他還查房，

照顧病患他總是親力親為，著實讓我感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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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183的護佐及副護在住院第一時間聽到我

們的心聲，給了我們單人房；感謝 娟卉護理

師，她態度親切個性幽默總能帶給我們安定的

心。好的醫護團隊是醫院的資本，能有 楊傑

思這樣認真負責又有醫療技術的醫生和如此

優秀的工作團隊是醫院的榮幸也是病患的福

氣，我們感恩所有幫助過的工作人員，特此感

謝函表達我們的敬意和感恩。也恭祝  

醫院及全體醫護工作人員事業暢達、身體健

康！ 敬謝  

7 感謝兒童醫學部賴昭誠

醫師暨醫護團隊 

感謝 貴院賴昭誠醫生及醫療團隊，對小孩的

照顧，  

也請 貴院轉告他們影片網址。  

我覺得你們團隊對小朋友真的很用心，非常感

謝🙏  

以前看新聞，有些受虐兒，  

都是你們治療跟照護的，有好奇過，  

最近才發現原來是你們注意一些小細節，  

才能幫助那麼多小朋友。  

我今天特別花時間把我這幾個月來的部分見

聞，  

間接編輯成一個 2 分鐘的短片(註:未對外公開)，  

拍片前有知會過影片中的醫生們，照片是隨手

拍的，沒特別說。  

我真的覺得你們對病人很用心，也很專業，  

謝謝你們。 

8 感謝口腔醫學部牙髓及

牙周病科楊淑芬科主任

及牙科門診護理師 

感謝牙髓病科楊淑芬主任暨全體護理師 

臺北榮總院長，您好 !  

本人於今年 7 月底因牙齒嚴重疼痛，並引發自

律神經失調導致內心恐慌，焦慮並失眠，於 8

月轉診至榮總牙髓病科，每次看診楊醫師總是

親切且詳盡的說明，並且很有耐心的聽我講完



項次 摘要 內容 

所有的病情，楊醫師秉著視病人如親的態度，

一路的陪伴，採用根尖顯微手術，治療好我的

牙痛，讓我免於拔牙之苦，並用耐心教導我調

適情緒與舒壓管道。在治療的同時，可以感受

到楊醫師在教導實習醫師時，非常的親切且有

耐心，覺得楊醫師對教學非常的熱忱而且有使

命感，希望她能將這份專業與熱忱繼續傳承下

去。  

藉此信件表達我內心無盡的感恩  

祝福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9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春

吉醫師、李易軒醫師醫

療團隊、腫瘤醫學部王

令瑋醫師、范國櫻、張

淑瓊、陳衍慎、李承駿

等放射師、護理部宋雯

蒨專科護理師、林靜瑞

個案管理師及A111病房

尹恩薇、蔡幸芳、吳盈

瑩、李湘渟等護理師 

張院長您好：  

首先要感謝您在院務繁忙之際，願撥出點時間

給我，此時此刻我是懷著一顆感恩與感動的

心，向大腸直腸外科林春吉醫師及其醫療團

隊、專科護理師宋雯蒨小姐、個案管理師林靜

瑞小姐、住院醫師李易軒先生、111 病房護理

人員尹恩薇小姐、蔡幸芳小姐、吳盈瑩小姐、

李湘渟小姐；放射腫瘤科王令瑋主任、治療師

范國櫻先生、張淑瓊小姐、陳衍慎先生、李承

駿先生等辛苦的團隊們，表達我最深的謝意與

敬意。  

我是因衛生所定期篩檢異常，於桃榮分院做大

腸鏡後，轉診到 貴院並於 9/○-11/○接受手術

及放射治療的病患○○○。  

拿到報告後的翌日（9 月○日），懷著一顆忐忑

不安的心，掛大腸直腸林春吉醫師門診，記得

當天是週六上午，候診區有很多待診者，到我

看診時雖已過中午近一點了，但林醫師臉上沒

有一絲絲的倦容，且非常有耐心看了我的病理

報告，為我解說病情，並積極地協助我安排後

續相關檢查及入住診治準備，林醫師從我的神

情，察覺我的不安，還安慰我不要太擔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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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的，深為感動，春吉醫師不只有專業素質

又有同理心，因為，林醫師的加油打氣，頓時

信心倍增，感到自己還有機會重拾健康的身

體。  

在 9/○-9/○入住期間，林醫師即使很忙，但每

天都一定會來巡房 2 次關切術後的狀況，更難

得的是，連同病房內病患的照顧者，他都還會

叮嚀，要照顧好自身，才有體力照顧好生病的

親人，真的讓人感動！  

同時也非常感謝專科護理師宋雯蒨小姐、個案

管理師林靜瑞小姐；雯蒨護理師熱心又迅速的

協助，我得以順利的入住，在入住病房的第一

時間，她們兩位就到病房關心我的病情，靜瑞

管理師在我放射療程結束後，還線上諮詢追蹤

關注我的病情與身體復原狀況，感到窩心。  

住院期間李易軒醫師在術前及術後的叮嚀提

醒與關懷；尹恩薇小姐、蔡幸芳小姐、吳盈瑩

小姐、李湘渟小姐等美麗天使們悉心服務與協

助，我才得以順利的出院，謝謝~大家辛苦了！  

另於 10/○-11/○放射治療期間，感謝王令瑋主

任周詳的治療計畫，得以在治療過程中沒有太

大的反應與不適，雖然，中後期有感不適，但

主任每週門診時，一直給予細心的問診及心理

建設，副作用在療程結束 2 星期後也慢慢緩和

下來；其團隊治療師們也是，雖然，每天的療

程只是短短數分鐘，但他們敬業的態度卻一點

也不馬虎，每每總是不厭其煩做好療程的前置

準備，做完下療程台的安全防護，真的很貼心。  

雖然，老天爺跟我開了個玩笑，曾令我不知所

措，但很慶幸的是我在北榮遇到了非常優質醫

療團隊。  

因為，無法一一的向辛苦的他（她）們道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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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想透過這信函請 院長您傳達我的心意。  

最後，再次由衷感謝 北榮提供這麼完善的硬

體設備，感謝 院長您帶領著這麼棒的醫護人

員，因為，您們無私的奉獻與付出，造福更多

無助的我們，辛苦了！  

祝您  

身體健康  

9 月○日-9 月○日入住  

111 病房○病床○○○敬上 

10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李宗倫醫師醫療團隊及

B077病房全體護理師 

感謝喉科李宗倫醫師用心細心的醫治 

本人兒子○○○於 107 年 12 月○日住院在榮

總思源樓 7 樓 77 病房○床，12 月○日 7:40 進

行腮腺腫瘤切除手術，由喉科李宗倫主治醫師

主刀，經過 5 小時手術，14:40 回到 77 病房○

床休養。李宗倫主治醫師在手術前詳細的向本

人及病患○○○解說病情及手術可能遭遇狀

況，在住院治療 5 天期間，李宗倫主治醫師每

天都親自到病房查看病人復原情形，李宗倫主

治醫師除醫術高超外，其非常用心細心及親切

的態度，詳細說明相關病情及治療情形，讓本

人及病患放心，也讓本人及病患非常感動，我

兒子○○○也於 107 年 12 月○日康復出院，

特別感謝李宗倫主治醫師及榮總的治療與關

照。也謝謝 77 病房護理部的細心關照。  

11 感謝血液科高治平主任

醫護團隊 

感謝函-血液腫瘤科高治平醫師 

院長,  

您好! 家母○○○於今年五月期間經診斷為淋

巴癌, 經高治平醫師及其醫療團隊細心診治與

照料, 以○歲高齡經八次的標靶及化療得以痊

癒, 特函感謝高教授的仁心仁術及其精湛的醫

術.  

在治療初期,高齡家母情緒惶惶不可終日,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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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緊張不知所措,幸得高大夫細心與耐心的

診療與溝通,加上病況快速獲得控制,讓家母重

新站了起來,在這段刻骨銘心的療程中,高大夫

時時刻刻顧慮家母高齡的風險,調整藥量給予

住院觀察,確保安全無虞.加上諸位住院醫師及

護理師專業且細心的調理,我摯愛的媽媽有驚

無險地度過她此生最大的劫難.我們全體家屬

在此向高醫師及您領導的全體醫護人員叩謝.  

12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傅中

玲科主任 

感謝記憶門診傅中玲醫師 

家人出現失智症狀已有數年，一直排斥檢查，

感謝傅醫師在我們好不容易勸說其接受門診

時，親切又積極地安排住院檢查，讓家人終於

得以接受藥物治療，病情也漸趨穩定，全家人

的生活品質都大幅提升，感謝傅醫師！ 

13 感謝胸腔部蘇剛正醫

師、陳寬益醫師及護理

部曹琮琤專科護理師、

急診內科病房護理師、

胸腔重症加護室徐婕涵

護理師、彭馨慧護理

師、林幸儀護理師等同

仁 

感謝胸腔內科蘇剛正主治醫師 

院長您好  

我的父親於 12/○日自□□醫院轉診至貴院，

期間承蒙急診內科病房及胸腔內科加護病房

的照顧，家屬甚為感謝。  

尤其我父親病情並不樂觀，胸腔內科蘇剛正醫

師仍以極大的耐心與家屬解釋說明可進行的

醫療對策以及可能發生的狀況，12/○並數次與

家屬說明病情的進展並安撫家屬的情緒，令我

們十分感動。  

我父親雖已仙逝，但 貴院高素質的醫療人員

及視病如親的態度令家屬們銘感五內。  

感謝胸腔內科蘇剛正主治醫師詳細說明對策

並說明病情的進展並安撫家屬的情緒  

感謝胸腔內科陳寬益住院醫師多次細心詢問

探視家屬  

感謝胸腔內科加護病房曹琮琤專科護理師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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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胸腔內科加護病房徐婕涵護理師、彭馨慧

護理師、林幸儀護理師對病人的細心照顧及對

家屬的體諒。 順頌  

安康  

○○○  

14 感謝骨科部周伯鑫醫師

醫療團隊及A184病房

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不知如何表達本人內心無限的感謝,

謝謝辛苦的醫護人員在住院期間悉心的照顧

與協助,尤其在骨科周伯鑫醫師及專業的醫療

團隊下順利完成了本次手術,不但改善了先前

身體上的不適,術後更比預期中復原的更快更

好,在周伯鑫醫師的妙手下讓我對榮總更加肯

定與信賴,最後再次說聲謝謝,謝謝周伯鑫醫師

及所有辛苦的醫護人員,謝謝您們!(184 病房○

○○)  

15 感謝骨科部周伯鑫醫師

及A181病房護理人員 

張院長您好：  

家父於 7/○因脊椎問題住院開刀，術後恢復情

況良好，住院期間受到 181 病房值班護理人員

的細心照顧，非常感謝。其中特別感謝周主治

醫師伯鑫，他真的是醫術精湛、有耐心且值得

信任的醫師，就誠如陳副院長威明的推薦所

說。祈願 貴院培育更多像周醫生這樣優秀的

人才，相信未來必能造福更多病患。 

祝平安順心 

16 感謝乳房醫學中心曾令

民主任、趙大中醫師、

連珮如護理師醫護團隊 

院長 您好  

在此，內心滿懷感激之情，想向乳醫中心曾令

民主任、連珮如個管師及趙大中醫師致上最深

的謝意及敬意!  

感謝趙醫師於每次門診時均能針對病情做充

分說明,並耐心且詳細的回覆所提出的問題，

做正確的診斷及後續治療建議。感恩曾主任帶

領卓越的團隊，在開刀前詳細說明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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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刀方式及術後注意事項，讓我從惶恐不安中

逐漸定下心來配合醫護人員進行一連串的治

療。化療期間，連個管師悉心照料、詳細叮囑，

期使副作用能降到最低、療程能順利進行，不

但有效減輕我焦慮恐懼感與排斥心理，也鼓

舞、提升了正面積極的能量。  

癌症的治療，對病患本身及家屬都是一項考

驗，抗癌，更是一條漫長的路，尤其感謝貴院

乳醫中心優異的醫療團隊，一路上有你(妳)

們，真好!  

○○○ 敬上  

17 感謝復健醫學部邱然偉

醫師、王嘉琪醫師、李

肇中、黃建儒、高宜暄

等物理治療師、護理

師、行政人員及身障重

建中心隋中天副技師、

行政人員 

院長，您好！  

由於車禍創傷相關後遺症，多年來在本院復健

科接受診斷治療，復健科邱然偉醫師、王嘉琪

醫師、李肇中、黃建儒、高宜暄等多位復健師

都給予敬業盡心、親切誠懇的診察與治療。  

上個月前往身障重建中心配置矯正用鞋墊，隋

中天先生更以熱忱、專業的解說與協助，遠超

過一般之期待水準，十足令人感佩！  

醫療行政方面，無論是復健科門診的護理師、

行政作業人員在忙碌中仍仔細周到的服務，或

者身障重建中心大樓入口一樓的行政櫃檯也

都十分親切，均殊值表彰。  

特此敬陳，以表感念之萬一，並請表彰鼓勵，

為禱。  

○○○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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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感謝乳房醫學中心連珮

如護理師 

感恩我的個管師連珮如 

在乳癌社團看見很多醫院沒有個管師，至少病

友姐妹們找不到個管師，就想起真該投稿正面

鼓勵乳醫的連個管師珮如，我的天使個管師。

其實，她是我一路治療上，最依賴的專業人

士，困難的事，常常都因她而解惑，真的很感

恩她，就如她說，連要出國去，都還問問她要

注意什麼，哈，我這問題兒童多幾個，就要擠

爆她的訊息了，不過，她雖然有夠忙，還是不

會嫌棄我們囉嗦，我打完八次化療，還去找她

硬要拍照，我知道我很幼稚，但她卻答應，讓

我覺得感恩這份暖暖的心~~ 

生病的當下，陌生，無助，恐懼，卻能得到這

樣的浮木，我只能說真的很感動，我遇上了天

使~~去年到現在~我已完成全部療程，剩吃抗

荷爾蒙藥五年，再持續追蹤，只因就醫方便

性，我轉到它院，但，仍想在這個療程結束之

際，說出我的感謝，謝謝一切我擁有的幸運，

謝謝榮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