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107年6月感謝函
項次

1

摘要
內容
感謝眼科部陳世真科主 敬愛的院長
任及陳秀麗護理師
敝人是 貴院眼科患者○○○, 經過這一年多
來在 貴院眼科治療黃斑部病變, 深受眼科團
隊照顧. 銘感五內.
尤其是護理師--陳秀麗之愛心 & 耐心的對待,
對一位眼不明 耳不清的患者實是一位安慰者.
陳主任醫師的門診人數始終是滿診, 陳護理師
能在如此長的工作時間及病患眾多的壓力下,
仍能秉持溫暖的愛心及親切的態度,本人深感
謝意!
○○○

2

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晟立
醫師及產房蘇靜儀、柯
靜芬、謝郁芬、徐理仁、
陳稟淳等護理師團隊

3

感謝張德明院長、陳威
明副院長暨骨科醫療團
隊、小兒血液腫瘤科洪
君儀醫師團隊、心臟血
管外科陳沂民醫師團
隊、心臟內科陳震寰醫
師、腎臟科林志慶醫
師、疼痛控制科宋俊松
主任、護理部沈青青副

您好,
我在 1/○晚上破水住進產房, 感謝護士蘇靜
儀, 她清楚且冷靜地教我方法, 並有耐心的一
直陪在旁邊教我練習用力,如果沒有他,我無法
在沒有老公的陪伴下撐到最後;同時我也感謝
陳晟立醫師不僅幫按摩抽筋的小腿,同時也一
直用溫和且不疾不徐的語氣,伴我走過最辛苦
的這段過程。我也要感謝柯靜芬, 謝郁芬, 徐
理仁和陳稟淳護理師的幫忙! 榮總團隊的專
業, 讓我很放心！
張院長德明醫師您好：
我們是○○○的家長，這封信很早就想寄給
您，因為小女○○今年 3 月○日移民天堂，做
為家長的我們至今心情才稍微平復，但是該表
達的感謝終究還是要說出來，以下是○○在北
榮就醫期間所受到的照顧：
首先要感謝院長
您給小女○○的鼓勵，
勉勵她畢業到榮總擔任社工師，

項次

4

摘要
主任、92病房柯識鴻護
理長暨全體護理師、93
病房黃鈴雅護理長暨全
體護理師及吳秋美老師
等人

內容
這對她是莫大的肯定，非常感謝您。
其次，很感謝陳副院長威明醫師和骨科團隊
三番兩次幫○○手術把她從鬼門關搶救回來。
感謝小兒血液腫瘤科洪君儀醫師團隊多年給
予細心照顧。
感謝心臟外科陳沂民醫師團隊
為○○做了難度極高的開心手術，讓她多活了
54 天。
感謝心臟內科陳震寰醫師多次前來看望關心。
感謝腎臟科林志慶醫師常來看望代禱關切。
感謝疼痛控制科宋主任仁心仁術為○○止痛。
感謝 92 及 93 病房的護理長及辛苦的護理師們
細心照顧。
感謝沈青青督導化小愛為大愛，無私地給予病
童最大的關懷。
感謝床邊吳秋美老師的陪伴。
感謝其他所有的曾經給予關心的工作人員。
再次感恩大家，願神祝福大家：平安喜樂！
○○○爸媽 ○○○ ○○○敬上
107 年 6 月 4 日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春 張院長您好：
吉醫師及114病房全體 首先感謝院長，在院長帶領下的臺北榮民總醫
護理師
院，是足以讓人信賴與感謝的好醫院。
家父○○○於 106 年底因罹患乙狀結腸腫瘤，
經直腸外科林春吉醫師診斷必須開刀，但家父
在對病情不了解及經濟因素的考量下，原本不
願意開刀，但經過林醫師親切詳細說明並在醫
療費用給予考量下，家父終於同意開刀。在 107
年初開刀後林醫師親切問侯，假日也到病房訪
視，讓家人都覺得萬分幸運遇到醫術卓越、醫
德高超的醫生。住院期間病房醫護人員非常親
切照顧，家父順利復原出院 。近幾個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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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容
回診，林醫師非常認真用心，讓家父及家人都
能放心。
再次感謝林春吉醫師，也感謝貴院全體的真心
與用心。
謹祝貴院全體員工 闔家平安、身體安康
家屬○○○ 20180605
感謝一般外科周嘉揚醫 Dear 張院長:
師及103病房賴櫻壬、林
我來自□□，是一個○歲曾任半導體工程
鑫源、徐佳祺、蔡如欣、 師，現返回校園繼續讀書的陽光青年。於 2018
鄧幼君等護理師
年三月底時因腹部右上方感到輕微腹痛且持
續了五天，經過抽血、電腦斷層、MRI 造影檢
查後，報告顯示我肝部已有兩顆腫瘤，最大直
徑○cm。
在外院看診時因聽過不只一位醫生推薦
我北榮周嘉揚醫師，遂於 2018/5/○時攜帶外院
MRI 影像給一般外科周嘉揚醫師作為看診資
料，至今仍十分難忘看診當下周醫師凝重專注
的神情，周醫師細心觀看影像後，便馬上安排
我當日住院並排定於 5/○進行手術。
回想住院期間，自周嘉揚醫師仔細地看
診、病況解說、精湛的開刀技術以及每日親自
探訪，皆令我感激不盡。術後在 103 病房團隊
的照顧下康復極快，尤其護理師賴櫻壬要求病
人照做一次傷口的照顧以確保我能快速上手
照料自己；林鑫源親切的探問及適當的關切令
我在術前一夜得以舒壓；徐佳祺叮嚀 B 型肝炎
仍需掛內科加以治療；蔡如欣自術後積極要求
我下床步行，促使我康復比預期快；鄧幼君詳
細解說多攝取高蛋白質對術後恢復的重要
性。綜合以上可明確感受到臺北榮總在醫護人
員的訓練上十分扎實且視病猶親、仁心仁術，
令我感受到滿滿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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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容
再次獻上最深謝意，感謝一般外科周嘉揚
醫師以及 103 病房護理人員賴櫻壬、林鑫源、
徐佳祺、蔡如欣以及鄧幼君。由衷感激。
病患 仍對未來充滿嚮往及希望的○先生敬上

6

感謝胃腸肝膽科張景智
醫師、王令維醫師、胸
腔科潘聖衛醫師及71病
房張昭容護理長、洪于
婷等全體護理師

父親○○○於 5/○住院，因體溫燒燒退退有一
陣子，而且每天燒一次，實在很嚇人……
住院期間，張景智醫生為父親做了多項檢
查，也很詳細地和家屬解說，父親終於能再次
平安出院……感謝良醫張景智醫師、王令維醫
師、護理長、洪于婷...等等所有照顧過 71 病房
○床的醫護人員，真心感謝您們的細心照顧。
謝謝良醫潘聖衛醫師特地來為父親加油
打氣….

7

感謝胸腔部陳威志醫
師、鄭榆專科護理師等
全體醫療團隊及144病
房、胸腔重症加護室A
全體護理師

您好，老拙○○○自軍職退役後，進入退輔會
服務○載，後幸得出任□□□□□○○○○至
退休，且承蒙當時主任委員表彰。
今日年老力衰，仍蒙貴院照護於中正樓 144 病
房○床； 而內人○○更於急症之際（憾於 6
月○日辭世），得胸腔內科加護病房 A，主任
及其下全體醫療團隊照護。對陳威志大夫於病
情垂危時在所不惜地搶救、鄭榆專科護理師全
力細心照顧，和每一位共同為內人努力之同
仁，本人銘感五內，故望結草銜環，盡所剩心
力，祝予每位大善最真切的福報。
子 ○○○代筆

8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周建 院長平安，
成醫師醫療團隊
非常感謝神經內科周建成醫師及榮總超越顛
峰團隊們的專業診斷，點燃我兒生命希望之
火，○○○在八個月時發現發展遲緩，積極投
入復健，但因伴隨癲癇，每次好不容易學會的
事過幾天又不會了，對外界甚至對作母親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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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

感謝心臟內科吳道正醫
師、王壹醫師及107病房
黃慧雯護理長、蔡瑜
如、施懿哲、蔣靜茹、
林佩沄、吳懿真等護理
師、87病房古玉貞副護
理長、涂慧如、郭惠欣、
林晏伃、陳冠云、陳姵
穎、許淑嫈、陳可恩等
護理師

內容
都沒有任何反應，這樣幽暗的日子過了○年，
讓我感到很心碎，尤其是在每每面臨三十分鐘
以上悶黑發紺到大發作，送急救總是讓我措手
不及。
今年三月入院透過檢查，周醫生精準地調整藥
物後，○○在短短二個月學會了很多事，我終
於能體會一般父母那種“孩子每天成長”的感
覺，由衷感謝周醫師的細心及用心。
病患家屬○○○致謝
院長 鈞鑒，
一、感恩吳主任道正對家父○○○專業細心診
治，家父年邁，脾氣暴躁異常難溝通，○高齡
身體多處違和，吳大夫不僅針對其心臟衰竭，
其它相關如肺、腎功能、腹部、腿部等詳細檢
查，整體診治。王壹住院醫生細心瞭解家父身
體狀況，給予於照顧家父之專業意見，又心臟
超音波已排隊多日，費心安排於午休時間加班
照超音波，無法用言語表達對二位大夫之敬意
及感謝。
二、另感謝思源樓 107 病房黃慧雯護理長帶領
之專業親切熱情之蔡瑜如、施懿哲、蔣靜茹、
林佩沄及吳懿真等護理師，暨 87 病房古玉貞
副護理長帶領之專業和藹之涂慧如、郭惠欣、
林晏伃、陳冠云、陳姵穎、許淑嫈及陳可恩等
護理師，因家父肥胖年長、血管沉，扎針相當
困難，但在二病房高手如雲之護理師，扎針順
利至極，又偶於半夜將針頭扯落，一片鮮血，
護理師等互相支援，迅速解除狀況，謝謝您們。
三、至誠感恩吳主任道正、王壹醫生及北榮全
體醫護人員，在如此繁忙、工作壓力極大，仍
願堅守救人之願力，令無數病患能迅速康復出
院，願所有長者病患能安康，永離病苦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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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容
謝謝您們!
思源樓 107 病房○床
思源樓 87 病房○床
○○○暨家屬頂禮

10 感謝胸腔部彭殿王科主 感謝胸腔科 彭殿王主任 醫術高超 專業認真
任
愛心照顧年近百歲的家父病患○○○
感謝!
11 感謝精神醫學部陳牧宏
醫師、孫佩萍護理師、
羅崇文職能治療師、吳
佳芳職能治療師、張玳
菱社工師、特教林詩樺
老師等向日葵學園醫療
團隊

您好，本人是今年「向日葵學園」畢業生家長。
感謝向日葵醫療團隊過去 10 個月來對孩子的
照顧、協助與支持，使得孩子能在溫馨友善的
環境氛圍下重返學習之路。孩子即將畢業，返
回學校，並進入高中就讀。在此特別感謝主治
大夫陳牧宏醫師、專責護理師孫佩萍護理師、
羅崇文職能治療師、吳佳芳職能治療師、張玳
菱社工師、特教林詩樺老師⋯⋯還有其他我不
記得名字的所有醫療團隊、老師。再次感謝所
有協助過孩子的人，謝謝！
12 感謝血液科王浩元醫師 您好，我是血液腫瘤科○○○病患的家屬○○
及134病房、59病房全體 ○，不知道該在那裡表達我們的感謝，不好意
醫護人員
思就請讓我們透過院長信箱來謝謝！
我要謝謝血液腫瘤科王浩元醫生、134 病房和
長青樓五樓全體醫護人員在我先生住院這段
期間的照顧！
醫護人員 24 小時的悉心照護，王醫生每天早、
晚的巡房，並很有耐心地跟我們解釋病情並不
厭其煩地回答我的ㄧ大堆問題，讓我們放心在
榮總治療！尤其是在知道檢查報告後知道我
們心急，便馬上來跟我們說明情況，真的很感
謝他！之後我們也會繼續照王醫生的指示按
時服藥，準時回診！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榮總，真的很謝謝榮總醫療

項次

摘要

內容
團隊的用心，讓我們很安心的在榮總治療，謝
謝你們！

13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黃文
成科主任、李居易醫師
及162病房王一如副護
理長、葉沛宜、林芝吟、
蔡宜芹、李昭蓉等全體
護理師

107 年春末，我爸因椎間盤突出壓迫左小腿神
經的關係，每天走路都感覺下肢劇痛。
經友人介紹北榮黃文成主任在治療脊椎神經
方面有很高的名聲後，便決定掛號抱著開刀的
決心，看診期間因黃文成主任詳細的說明及分
析，三週後便馬上辦理住院準備開刀，於 10706
○住進 A162-○病房後到出院前這些緊張的情
緒都因為 A162 專業的醫護團隊讓我爸緩和緊
張的情緒、安心的開刀及術後的休養，於 10706
○中午出院，返家後父親希望由此信表達他感
謝之情意，特別感謝黃文成主任、李居易醫
生、王一如副護理長、葉沛宜護理師、林芝吟
護理師、蔡宜芹護理師、李昭蓉護理師及其他
優秀專業的各位大夜班護理師的照顧，非常感
謝你們，辛苦了！
敬祝日安
○○○一家 合十感謝 -1070617

14 感謝身障重建中心張誌
剛醫師、陳信予組長、
顏佳豪治療師、王宗揚
治療師、顏名延裝具
師、復健醫學部郭家瑜
醫師、護理部薩文儀專
科護理師、柯莉珊進階
護理師及39病房劉曉君
護理長、陳美蓉副護理
長、黃薇庭、李采柔暨
全體護理師、黎素娟病
房助理員、照服員、內
外勤人員

張院長你好：
感謝你所帶領榮總團隊，讓我在接受復健治療
時，感受到專業細心的醫療與照護。
感謝：身障重建科張誌剛醫師，復健科郭家瑜
醫師，感謝身障中心的陳信予組長，顏名延，
顏佳豪，王宗揚老師們，感謝長青樓 C039 病
房護理站劉曉君護理長，陳美蓉副護理長及可
愛的護理師們。
病患：長青樓 C039 病房○床○○○
本人於住院期間，充分感受到臺北榮總醫護人
員，專業和無微不至細心地照護，除了感謝
C039 病房護理站的護理師們全天候 24 小時
專業又貼心的服務， 亦希望特別感謝，身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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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重建科張誌剛醫師，及其團隊，和身障中心老
師們。
張醫師除了每日清晨八點來到各病房探視病
患，更不時出現在 C039 病房護理站電腦前查
詢，或在星期三下午，出現在身障中心，探視
身障患者接受殘肢訓練，或是學習義肢裝卸，
行走及其復健狀況。
張醫師每次來到病房，都悉心詢問病患現狀，
若病患有任何問題，亦仔細回答，或協助解
決，同時追蹤後續發展。
也要感謝身障重建中心陳信予組長，顏名延，
顏佳豪，王宗揚老師們，讓我展開新的人生，
也讓我更有信心地生活在人群中，除了感謝還
是感謝。
更要感謝長青樓 C039 病房護理站，護理長劉
曉君，副護理長陳美蓉，專科護理師薩文儀，
個管師柯莉珊及可愛的護理師們，感謝大家 24
小時的全天候照護，除此之外更要感謝，黃薇
庭護理師和李采柔護理師，在六月○日晚上，
由於隔床染有流感病情，薇庭護理師時而來觀
察我，並詢問目前的狀況，我告知想轉病房，
怕被傳染，她馬上先幫我推至光療室，再幫忙
聯絡是否有病房，可以讓我轉病房，真是視病
猶親，還要感謝采柔護理師在六月○日，幫我
從光療室及○床的個人用品，移動到○床，讓
我心中非常的感謝，還有柏儀、雅琳、翌軒、
安汝、宥汝、玉珍、羽婕、美蕙、千惠、怡靜、
子菱、茹鈺、盈甄、秀雯.........等護理師們，還
有行政助理素娟，仁光的小英，威合的小菊跟
秋文，以及幫助過我和照顧我的人，謝謝大家
啦！
讓我看到臺北榮總醫療最美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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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祝大家平安幸褔
再一次感謝臺北榮總專業細心的照護。
○○○107-6-17
15 感謝心臟內科王岡陵醫 臺北榮民總醫院院長 您好：
師醫療團隊
這封信主要是想感謝您帶領的整個榮總醫療
團隊，也特別感謝我們的心臟科主治醫師 「王
岡陵醫師」。
我是貴院患者○○○的內人，我先生從早期做
完心繞道手術後一直很受王岡陵醫師照顧。剛
開始與大多數患者相同，定期看診拿藥吃藥，
但隨著年紀漸老，原本的病情也伴隨著阿茲海
默症，服藥與日常的照顧變得更困難，不僅讓
病人身體情況時好時壞，也加重家屬們的壓
力。但每次回診時向醫生傾訴患者不認同不肯
服藥，王醫師總是溫和體貼很有耐心的告訴伯
伯說：「你沒有問題的，只是腦部缺少了維他
命，安心地服用不用害怕」。每次見到王醫師
後，我先生的情況都會更穩定些，也更有意願
服藥。
隨著年紀漸老身體其它的問題也接踵而來，回
診與急診後住院的比率越漸頻繁，有時在王醫
師的門診，他看我先生是其它問題，當下就幫
我們聯絡其它門診的醫師，再馬上轉到其它門
診，幾次這樣的情況就直接到急診當天就住進
醫院。有時六日都能遇到穿著便服的王醫師來
關心我先生的情況，也都很詳細地詢問情況。
能遇到視病如親的王醫師我們全家人都很感
動，非常地感謝王醫師。
我們都相信，一位好醫師能讓我們在榮總遇
見，除了緣分之外，更表示榮總提供了一個好
的環境、豐富的資源才能匯集出優秀的醫療團
隊。謝謝王岡陵醫師，更感謝院長您帶領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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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優秀的醫療團隊，感謝整個榮總優秀的醫療
團隊，真的非常非常地感謝。
○○○
16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張軒 親愛的院長，平安：
侃醫師醫療團隊及171 謹此感謝 貴院神經外科張軒侃醫師，在手術
病房全體護理師
住院期間的關心與醫治，使我的身體可以全然
的康復，如同上帝起初造我的健康樣貌。
我是罹患後縱韌帶骨化的病人，手腳痠麻多
年，越來越不良於行，因此到貴院看診張軒侃
醫生，張醫師從一開始病情初判就非常謹慎、
專業且富有耐心，經過循序漸進的檢查、確診
後，更細心說明手術以及各項可能的狀況，手
術過程以及術後無微不至的關懷，實在令人備
感溫暖，敝人身體康復迅速，過往的疼痛也痊
癒！
張醫師不僅在手術前詳細會談、安慰我的家
人，也鼓舞我邁向康復之路，術後週末假日期
間更經常往來病房巡視。張軒侃醫師仁心仁
術，視病如親，如此良醫，貴院之光，病人之
福，期能彰顯。
謹此感謝
同時感謝 171 病房全體醫療團隊與護理師的照
顧。
○○○ 敬上
17 感謝腫瘤醫學部陳明晃 (此信由女兒代為打字，轉述媽媽○○○想說的話)
我是血液腫瘤科陳明晃醫師的病患，我叫○
醫師醫療團隊及117病
房、118病房全體護理師 ○○，目前住在思源樓 117○號房。給陳醫師
治療的這一年多，對陳醫師有許多的感謝，但
不知道可以怎麼表達對他的謝意，因此希望透
過院長信箱來傳達我內心的感謝。
陳醫師:從去年五月第一次到診間看診，成為您
的病患以來，感受到陳醫師對我生病這段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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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心跟照顧，在來榮總找您之前，我對於接
下來的治療感到很茫然，原先把一切想得太簡
單，但是治療一段時間後沒有見效，並且腫瘤
復發，在很茫然的時刻經由別的醫師介紹而找
到您，您相當親切地分析了我的狀況，不因為
我是癌症四期病人而對我沒有耐性，而且仔細
的分析了狀況後給我建議並且積極治療，這中
間感受到陳醫師視病猶親，是能苦病人的苦，
痛病人的痛的仁醫，這一年多來的治療並不是
一路順利，中間經歷了三次在死亡邊緣徘徊的
可怕歷程，我也曾一度想放棄，但您從來沒有
放棄過我，雖然癌細胞非常頑強，但是您總是
很努力地幫我想辦法，和我一起面對困難，住
院期間，您總是一早就有朝氣的出現在我的病
房，連假日也不例外，且您從不會對我很不耐
煩，還會鼓勵我幫我加油，真的很謝謝陳醫師
以及他的醫療團隊，不只是陳醫師，實習醫師
們也都像陳醫師一樣對我很親切且關懷我的
狀況，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很抱歉我無法一一
提名他們的名字，但心裡的感謝真的無法言
喻，不知道能怎麼對他們表達我深深的感謝之
意，因此只能用文字將我的感謝寫下，並希望
能夠藉由院長信箱傳達給陳醫師以及他的醫
療團隊。
另外，我還要感謝思源樓 117 及 118 的護理
人員們，在住院期間，蒙受護理人員們很多的
關心和照顧，他們的付出我感恩在心，尤其他
們在辛苦工作之餘還會常常鼓勵(我)，在我低
落時也會幫我加油打氣，想藉由此信也對他們
表達我的感謝之意。
誠心地感謝臺北榮總各位醫師及護理人員
和工作人員對我的一切幫助和照顧，我會繼續
加油的!
2018/06/27 ○○○敬上

摘要
18 感謝重建整形外科王天
祥醫師、陳慶恩醫師、
陳耕醫師、郭一君專科
護理師、門診醫護人員
及194病房高淑雰護理
長、林思妘、陳琪勳、
陳思萍、楊家欣、劉美
鈴、李沂芳等全體護理
師、楊淳羽助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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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您好：
我的○歲女兒○○○因突遇意外車禍，造成顏
面燒傷及閉鎖性骨折，我於 107 年 4 月○日帶
她至臺北榮總重建整形外科求診，遇到醫術精
湛、神刀巧手的王天祥醫師，為我的女兒安排
了手術治療，王醫師不但對於燒傷治療換藥處
置和顏面骨折復位非常專業，也對小孩子非常
親切，安撫了孩子車禍受傷驚恐的心以及醫治
好她臉上的傷痛。
孩子在 194 病房手術住院期間，王天祥主治醫
師、陳慶恩總醫師、陳耕住院醫師及高淑雰護
理長時常來到病房看看孩子狀況與需求，並提
供我們家屬最即時、最專業的治療諮詢答覆及
衛教；以及郭一君專科護理師、林思妘護理
師、陳琪勳護理師、陳思萍護理師、楊家欣護
理師、劉美鈴護理師及李沂芳護理師（若未提
及者，深感抱歉）
，對於孩子的照料，極具護
理專業、有愛心、耐心、細心，讓孩子在住院
期間感受到安全信任及舒適，包括協助辦理出
院手續計價的楊淳羽助理服務態度親切周到。
從一開始求診、治療到手術順利成功的過程，
整個由王天祥醫師帶領的 194 病房及門診醫護
人員對孩子視病猶親的照護，讓我們家屬心存
感念，希望院長能幫忙轉達這份感謝，臺北榮
總在院長您卓越地領導之下，擁有如此專業親
切的醫療團隊，實為無數病患的福祉 !
194 病房○病床 ○○○小朋友的家長○○○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