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 107 年 7 月感謝函
項次

1

2

摘要
感謝兒童醫學部張開屏
醫師、許庭榕醫師醫療
團隊及小兒加護室、91
病房全體護理師

內容
小女 6/○因不明原因發燒四日引發肢體僵
硬、意識不清緊急送入兒科 ICU 搶救，在父母
最無助的時刻，所幸受到許庭榕醫師、張開屏
醫師以及兒科 ICU 多位醫護人員迅速處置與
細心照顧，並不厭其煩的為我們夫妻倆解惑、
給予支持，終於好轉並轉至普通病房，之後又
獲得兒科 91 病房醫護人員忍受小女害怕打針
的尖叫、掙扎狀況下仍細心安撫照料，終於能
夠在 6/○健康的走出醫院。
從躺在擔架上幾乎無意識的狀態到走出醫
院，這段期間真的誠摯的感謝北榮兒科加護病
房和 91 病房的各位醫師、護理師們的幫忙，
讓茫然無助的父母安心、讓孩子獲得迅速的醫
療處置和照料，我們當父母的有太多的感謝不
知如何表達，只能用短短的文字為您們的義行
與愛心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感恩您們讓我
們的孩子恢復健康與笑容，謝謝您們！！
91○病房○○○＆○○爸爸、媽媽 敬上
感謝胸腔部林芳綺醫師 院長您好，
及RCC全體護理師
家母○○○於 5/○轉入 RCC 接受林芳綺醫師
及 RCC 全體護理師的治療與照顧。
期間不但控制住了血氧值、血糖、血壓、肺部
的各種感染以及因為感染所衍生出來的疑難
雜症，目前已經復原到可自主獨立呼吸及進食
了。
衷心的感謝這段期間林芳綺醫師及 RCC 全體
護理師對家母的細心治療照顧，讓身為家屬的
我們深刻感受到林芳綺醫師及 RCC 全體護理
師的專業、盡責和親切。
也因為她們細心的治療和照顧才能讓家母能

項次

摘要

3

感謝口腔醫學部吳政憲
科主任、郭家均醫師、
許家浚醫師、何翊芸醫
師醫療團隊及108病房
全體護理師

4

感謝內科部侯明志主
任、一般外科方文良醫
師及103病房全體醫護
人員

內容
復原得這麼好。
真的非常感謝專業的主治醫生林芳綺醫師及
RCC 全體護理師，給予家屬專業且詳細的病情
解說及認真細心的照料，並適當的從專業角度
給予建議及治療。
最後，謝謝專業、辛苦、親切、認真、盡責的
林芳綺醫師及 RCC 全體護理師們！
本人於 2013 年初.下牙齦切片檢查發現惡性腫
瘤.當時已經萬念俱灰下.於是求助口腔外科吳
政憲醫師.在吳醫師詳細解說醫療方向及手術
後容貌的改變.因此信任接受榮總醫療團隊治
療.
今年年初在一次的追蹤檢查中.又發現上顎有
復發的跡象.吳醫師立即安排入院做一連串檢
查.也證實是腫瘤復發.所幸在吳醫師及早發現
也立即安排手術治療.
在 108 病房手術及化療住院期間.受到醫療團
隊及護理師群的無微不至細心照護下.得以順
利康復返家休養.
由衷感謝吳政憲醫師所率領的郭家均醫師.許
家浚醫師.何翊芸醫師們.醫術精湛.醫德無雙及
108 病房溫馨可愛護理師群.本人在此致上最
崇高敬意
院長您好，我因為相信榮總，選擇榮總，也在
榮總團隊的照顧下健康出院。
本人因為健檢發現食道、胃附近有腫瘤，因對
榮總的信任而選擇至榮總進行診治。首先由胃
腸肝膽科侯明志主任進行診斷，再轉介至方文
良主任門診，經方主任鉅細靡遺（從術前至術
後追蹤）說明後，決定接受手術治療。
本人從 6 月○日入院、○日手術、○日出院，
期間在貴院 103 病房護理人員、醫師細心照護

項次

5

摘要

感謝心臟內科吳道正醫
師、吳啟榮醫師、牛志
遠醫師、CVSB全體護理
師、CCU郭詠雯暨全體
護理師、87病房鍾昀玲
暨全體護理師及護送隊
人員

內容
下平安順利出院。
以此信感謝在這次住院期間幫助我的人，祝福
你們一切順心如意。
院長您好
此次做心導管裝支架住院,很感謝我的主治醫
師吳道正大夫,十幾年來他始終如一,仔細且鍥
而不捨地為我找到他本科甚至他科的問題,得
以盡早治療,每每在診間外聽到病患對他的稱
讚,都覺得他是實至名歸.
住院期間 6/○-7/○,我住過 CVSB, CCU 及 87
病房,我必須說沒有一位護理人員是不和善的,
他們專業及敬業的態度令我敬佩.
我因心肌酵素指數較高轉回到 CCU 時心情不
佳,郭詠雯護理師於交班時得知,特別在我下一
次報告出來時給我溫暖的安慰,瞬間化解我的
不安. CCU 吳醫師及牛醫師在會客時段有如朋
友聊天般的跟每位家屬講解病情,也令我印象
深刻. 87 病房鍾昀玲護理師總是掛著微笑並時
常親切的問候,推輪椅送我去檢查的勤務阿伯
提醒我帶件外套以免中正樓太涼,這些都只是
眾多感受中一小部分的敘述,相信許多病患都
能如我一樣感受得到.
原本我對護理人員的感謝可能跟多數人一樣
放在心裡,但就在出院前一天,看到 87 病房某單
人病房的家屬對著剛服務過我的護理師大聲
咆嘯指責,甚至提到其他病患都認為 87 病房的
護理師很”x”令我相當不以為然,於是決定藉著
院長信箱表達我的謝意及敬意,並希望院方在
處理類似投訴時能多理解及體諒護理人員,不
該讓不理性的病人抹煞了辛勤工作護理人員
的努力,還請院方務必轉達本人對上述醫護人
員的感謝之意!

項次

摘要

6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費立
宇醫師、張志漳醫師、
周及人醫師、蘇延驊醫
師及神經外科加護室劉
雅芬護理長、陳麗美副
護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173病房譚名媛護理長
暨全體護理師、急診室
護理師
感謝兒童外科劉君恕主
任及恢復室張家銘護理
師、張杏芬護理師

7

8

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晟立
醫師、葉長青醫師、產
房全體護理師、81病房

內容
我是本院退休人員,雖已不是榮總一員,但仍以
榮總為榮!
祝
院務順利
病患 ○○○ 敬上 107.7.5
家父○○○因在家跌倒造成腦出血,於 6 月○
日送到貴院急診求治.之後經歷神經外科加護
病房及 173 病房接受治療,治療期間受到很好
的治療及照顧,因此非常感謝費立宇醫師.張志
漳醫師.周及人醫師.蘇延驊醫師;還有神經外科
加護病房劉雅芬護理長,陳麗美副護理長,以及
173 病房譚名媛護理長的關照，並特地感謝急
診、神經外科加護病房以及 173 病房所有護理
師的幫忙.非常感謝。
小女在今年拍攝○○畢業照時，才由照片發現
斜頸，確診後一直擔心錯過黃金治療期，經由
推薦，於兒童外科劉君恕主任門診看診，主任
認真，專業的解釋，讓我當下安心不少，小女
並於 7/○開刀處理，目前術後恢復極佳，真的
很慶幸小女能遇上有醫德又有醫術的帥哥醫
生。
另外，在恢復室時，因小女眩暈不適，還好遇
上恢復室的張家銘(阿伯),張杏芬護理師認真
細心的照顧，視病猶親的態度，我們在這由衷
感謝。
深深感謝院長領導如此優秀的醫療團隊，並再
次感謝臺北榮總給我們這麼好的醫療品質。
2018.07.09 患者○○○及家屬敬上
感謝榮總團隊於本人自然產及住院期間細心
照顧
特別感謝陳晟立醫師帶領產房團隊，於產檢、

項次

9

摘要
內容
鄭寶伶暨全體護理師及 待產及接生過程細心照顧，給予產婦很大的安
嬰兒室全體護理師
全感和力量（產房的護理師都非常有耐心、溫
柔鼓勵產婦）
也謝謝葉長青醫師帶領團隊於住院期間照
顧，感謝 81 病房全體護理同仁於住院期間照
顧和仔細衛教（特別謝謝鄭寶伶護理師詳細的
衛教）
謝謝嬰兒室護理師們對於孩子的用心照顧，也
給予產後媽媽學習哺餵母乳很大的幫助，對孩
子的狀況也都很詳細說明，讓父母很放心！
感謝心臟內科呂信邦醫 張院長 您好：
師、許百豐醫師、蘇勤 謝謝您領導的「視病猶親」和「優質醫療」的
方醫師、腫瘤醫學部劉 團隊。
柏宏醫師及87病房全體 我是居住新北市○○區病患○○○的兒子○
護理師
○○。
大約十年前家父因身體不適送急診，才知患有
心臟衰竭和糖尿病等疾病，後轉至門診，幸遇
呂信邦醫生。因父親年紀老邁，又各種數據不
佳，實不宜侵入式治療，經呂醫生診治調理
後，數據皆轉為正常，下肢水腫消除，也不太
大喘了，生活品質大為改善。此為第一次救了
父親，由衷地感謝他。
今年以來父親身體大不如前，已三度進入住家
附近的急診和住院。
最近的一次毅然決然由他院轉回榮總急診，因
老爸是呂醫生的長期病人，所以交由呂醫生負
責住院治療。其間，父親狀況實在太差，惡化
成「敗血症」
。幸有呂信邦，許百豐，劉柏宏，
蘇勤方醫生們救治，和 87 病房的護理師們的
精心照顧，父親可以好轉恢復穩定過來。救治
過程當中，呂醫生詳細為家屬解說病情並提供
建議，蘇醫生漫漫長夜監控儀器為父親診斷，

項次

摘要

10 感謝骨科部蔡尚聞醫師
醫療團隊及183病房全
體護理師

11 感謝泌尿部魏子鈞醫
師、骨科部吳博貴醫師
醫療團隊及內外科加護
室王媛護理師、63病房
呂欣芮護理師、梁雅媚
護理師

內容
這樣用心照顧第二次救了父親，讓家屬感激不
盡。
最後也向張院長致力於維護這種「視病猶親」
和「優質醫療」的環境表達感謝，並期望能傳
達我對以上醫護人員的衷心感謝感恩！
病患家屬 ○○○敬上
我爸爸因髖關節骨折 7/○-7/○住進 183 病房○
床,相當感謝榮總專業的醫療團隊救治了爸爸
的腿,因老人家○歲年紀已大,心臟及肺臟都不
好,先前別家醫院宣告此狀況需終身坐輪椅無
法手術,並告知家屬將病患帶回家,送安養機構
照顧,家屬的心都碎了,相當無助.
後來我們很幸運的遇到骨科醫師蔡尚聞,經過
各科仔細的會診專業判斷,最後爸爸完成了手
術,目前復原良好,已返家休養.
尤其感謝 183 病房專業的護理人員,她們非常
細心耐心的照顧我爸爸,真的令我相當感動,每
一位護理師工作本來就相當忙碌,但大家在忙
碌中依然會協助看護者一同翻身,換床單,下床
等等的協助,而不是只是告訴家屬或看護者要
翻身,要下床,要......
我爸爸在這裡得到很好的照顧,真的要謝謝榮
總醫療團隊,大家辛苦了.
希望院長能夠給予辛苦的護理人員讚予表
揚！
院長您好！
健康的感覺真好！感謝榮民總醫院醫療團隊
在小女發病當時細心診斷，判斷精準，充分發
揮「華陀再世」行醫救人的精神，讓小女得於
最短期間康復出院。以此封電子信再次感謝院
長，魏醫師子鈞，吳醫師博貴所帶領的團隊，
對拯救生命的大愛所付出的努力與精神。

項次

摘要

12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王煥
昇醫師、一般外科雷浩
然醫師、游毓姍專科護
理師及內外科加護室、
104病房全體醫護人員

內容
小女是一位平滑肌瘤患者：目前尚屬罕見疾病
患者，此次病發住進本院，對人生有很大的體
悟生命是脆弱的，面對生死交關之際是惶恐無
助的，而醫師能握著病人的手，看著病人的
眼，給予同理與撫慰的力量，總讓我見證到做
為一個醫生的偉大！如果說：當「醫生」要有
醫術與醫德，那站在笫一線的「護理師」是要
有醫心與醫靈，非僅只是執行醫院與醫師給予
的指示照顧病人的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小女在
加護病房接受治療期間，我所看到了，聽到
了！感受到生病除了吃藥休息外，另一個「心
靈療癒」的重要，在榮總加護病房，我看到了
人性的光輝。也看到加護病房每位護理人員都
能遵照院方的 sop 流程來照顧每一位病患外，
我更看到了一位很特別的護理人員，除了例行
工作之外還給予病患「心靈療癒！」永遠保持
親切的笑容態度，這真是彌足珍貴！藉此希望
能給予（加護病房）王媛護理師及（一般病房）
呂欣芮和梁雅媚護理師勉勵。
臺北榮民總醫院宛如一個大家庭，張院長是大
家長，領導這個充滿熱情愛心的成員團隊，相
信會是全民之福！國家之幸！再次謝謝張院
長！
院長您好
家父○○於今年至貴院直腸外科王煥昇醫師
門診，經王醫師專業且精細的診斷發現家父身
體出現異常，王醫師視病如親用專業的醫術找
病因且聯繫相關的一般外科雷浩然醫師會
診，兩位醫師聯手再三會診後，建議安排手
術，親切且詳盡的說明病情，且清晰地指出手
術治療的效益及風險，也盡心的關照患者不安
的情緒。

項次

摘要

13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許彥彬醫師、張弘醫師
及78病房全體護理師

14 感謝泌尿部魏子鈞醫
師、陳昱光醫師、許自
翔醫師、大腸直腸外科
黃聖捷醫師、一般外科
陳世欽醫師、骨科部吳
博貴醫師、內外科加護
室王媛護理師、余先敏
傷口造口師及63病房陳
怡君副護理長、梁雅
媚、呂欣芮、李蕙蕙、
陳雨沛、張妤湲、歐立

內容
於六月○安排家父住院檢查並順利完成手
術，術後每天雷醫師早晚來到病房關心及鼓勵
家父，親切且細心地檢查詢問患者狀況，並清
楚地告知家屬恢復狀況以及如何照護家父，家
父恢復良好已經順利出院。
特此感謝 術德兼備
直腸外科 王煥昇醫師
一般外科 雷浩然醫師
游專科護理師
加護病房○床的醫護人員
A104- ○床的醫護人員
敬祝 身體健康
○○及家屬 敬上
院長 您好
敝人是 貴院喉科患者○○,因治療睡眠呼吸中
止症,於今年 7/○~7/○住院進行懸壅垂顎咽成
行手術。非常感謝許彥斌、張弘醫師與思源樓
78 病房全體護理人員的專業照顧,術前詳盡說
明減低不少我的擔憂; 術後親切溫暖護理的協
助與陪伴我度過術後復原過程,現在我已完全
康復,真不負我對北榮為第一教學醫院的評價。
親愛的院長，這封信好長，但是我好想告訴
你，我多謝謝北榮
我是 63 病房○床，今年六月中旬住院魏子鈞
醫師的病患○○○
泌尿部魏子鈞醫師對著我和家人說:『我會用最
簡單的方式，清楚的說明這次要進行的手
術』
。我依稀記得在我疼痛難耐的時候，魏醫
師在紙上，把可能進行的手術步驟畫好並作標
註，拿給了爸媽。手術對病患來說，從麻醉的
那刻便放下了擔憂，但對家屬來說卻是 15 個
小時以上的煎熬。我很謝謝魏醫師幫我的家人

項次

摘要
真等全體護理師

內容
穩定了情緒，並且灌注了希望。術後我和外院
護理長同學提起，手術過程中照會了直腸外科
黃聖捷醫師進行相關壞死腸道切除，一般外科
陳世欽醫師進行 ileostomy，骨科部吳博貴醫師
團隊進行腰方肌上腫瘤切除，血管外科協助進
行血管重建。醫療朋友們一致讚許，他第一次
聽到且見識到整合醫療。以往在南部就醫過
程，我經常遇到，一般外科叫我去找泌尿科，
泌尿科要我回掛直腸外科，直腸外科建議我可
以先掛號諮詢一般外科，最後問我去找放射腫
瘤科如何，也因為如此我鎮日都在門診被轉來
轉去，最後就是回家自己想辦法。
遇到北榮泌尿部團隊後，我感覺自己比較
像個人，不是像個帶著有問題器官的病人，我
的問題被整合，被一一突破解決。術後每個治
療的 protocol，魏醫師在每次查房時都會向我
說明，我被引領著一步步往前，同時住院醫師
與主責護理人員也會再次向我確認。
在術後轉入加護病房時，我記得我不停的
拉扯著被約束的雙手，但我模模糊糊的記得有
一位護理人員一直和我說話，慢慢地雙手被解
除約束，氧氣供應也移除了，我的脖子雙側有
著中央靜脈導管，只能呆滯地看著天花板。其
他的床位卻忙得不得了，儀器不停地響著，我
害怕到了極點，突然有雙手摸摸我的臉，把我
因為撕掉膠帶破損的皮膚貼上人工皮，幫我擦
乾淨我的臉，和我說了一聲，我在旁邊，要和
姊姊和爸媽說話嗎?你姊姊哭得很傷心，他很
擔心你，你要快點好起來。我問了他，你是誰?
他和我說:我是王媛(護理師)，等你出了 ICU，
我會上去病房看你一下，瞬間我告訴自己…..
我馬上要出 ICU，這勇氣得來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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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我的住院醫師是陳昱光醫師，雖然
每次他都帶著笑容和我講最壞的打算，但我很
訝異，知情告知可以用這麼藝術的方法，震撼
卻不害怕。每次在換溼紗布傷口時，我痛到快
要把電動床整個抬起來，但我看到昱光醫師反
覆把紗布拿起來聞，眼淚就快落下了，他不嫌
棄我滲出膿水的傷口，早晚來做更換和檢視，
雖下手夠重卻動作迅速，不時拿起耳鼻喉科棉
棒掏了又掏，確認我腹部那超過 30 公分的傷
口有沒有滲出。晚上十點他還會出現來確認一
下，只告訴我他路過，想關心一下。7 月份的
住院醫師 許自翔醫師，每次都將傷口的拍照
傳給魏醫師，確認管路拔除以及傷口狀況，慢
慢的也感受到他仔細的觀察和照護的用心。
將近一個月的住院過程，每天病房的護理
人員都陪著我一起奮戰。梁雅媚護理師挺著一
個大肚子，蹲下去幫我計算引流液，我在他的
白班連續兩天爆了兩次造口，嚴重耽誤了她的
發藥，他和我說:沒事的，沒事的，你不要擔心。
活潑的呂欣芮護理師在我躲在床上哭的時
候，趁發藥的時候聽到我講了因為擔心造口，
身體形象改變，無法游泳的難過，他利用下班
的時間和我聊了一下。永遠精力滿滿的李蕙蕙
護理師，是在我出院前三天照顧我的，但當他
不是主責護理時，我在走廊上運動，他還是會
盯著我要我注意管線，注意預防跌倒，在準備
出院時，他一一確認我的皮膚完整性，營養照
會後有沒有確實知道飲食重點，回家後應該注
意的事項，甚至最後一刻幫我把人工血管沖洗
好了。小夜班的陳雨沛和張妤媛護理師，在人
力較少的小夜班，也兩度幫我把爆開的造口清
潔好，一晃眼就凌晨兩點了，我帶著歉意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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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感謝急診部廖婉如醫
師、過敏免疫風濕科賴
建志醫師、曾少譽醫
師、血液科高志平主任
醫療團隊及98病房全體
護理師
16 感謝重症醫學部王鑑瀛
科主任、江東鴻醫師、
吳承學醫師、周睿信醫

內容
著，他們兩個比著『okay，okay 沒事的，那是
他們可以做到的』
，同時在我傷口疼痛難耐
時，即時回應給值班醫師進行處置。行政護理
師歐立真，講話超直的，但是卻是讓我迅速學
會造口相關問題反應，我很謝謝他幫我連結傷
口造口師余先敏護理師。
沒有什麼事情是理所當然的，尤其在被照
護的歷程中，我很希望自己學會照顧自己，希
望被教導，而不是被照顧，但在北榮的治療環
境中我知道，我可以適當的放手被照顧被關
愛。謝謝 63 病房陳怡君副護理長帶出來的優
秀護理團隊，謝謝魏子鈞醫師幫我整合和照會
各科聖手，謝謝北榮給我一個優質的醫療服
務。
對於目前住在○○的我來說，北榮成了我
的就醫首選醫院，十足的具有國際一流醫學中
心的格局。完全符合其核心價值，雖然我期望
能夠有更多跨院的合作，省去南北奔波。但目
前看來，其他醫院望北榮項背。我誠摯的感謝
我在北榮所受到的照護，也希望能更多的病患
受到國際級水準的醫療，再次感謝院長所帶領
的北榮，如此美好，如此具前瞻性。
您好！ 我於七月初從中部醫院轉診榮總，在
榮總住院期間深受醫護人員照顧，現已出院。
特此寫信感謝貴院醫護人員。感謝急診室廖婉
如醫師為我做緊急的治療安排。感謝賴建志醫
師、曾少譽醫師、高志平主任及其醫療團隊還
有 98 病房的全體護理師對我無微不至的醫治
與照護！他們非常辛苦！謝謝！
院長您好
兄長○○○於 107 年 6 月○日因嚴重肺炎住
進中正 2 樓的加護病房，當時情況危急，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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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醫療團隊及內外科加
護室英淑玲、楊易宏、
臧品媛、王怡婷、林燕
青、陳筱婷、莊佩旻、
王玉玖、羅秋琴、葉婧
萱、李心瑋、丁雅雪、
顏沅玲、蔡穗齡、全海
倫、周立中、游朝珠等
全體護理師

17 感謝婦女醫學部顏明賢
醫師、腫瘤醫學部劉裕
明醫師醫療團隊、骨科
部陳天雄醫師及82病房
全體護理師

18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權醫師醫療團隊

內容
王鑑瀛主任、江東鴻醫師、吳承學醫師、周睿
信醫師等及其帶領的醫療團隊專業的治療，才
得以脫離險境，不勝感激!!對於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專業悉心照料，內心的感恩無法言語表
達，真心感謝英淑玲、楊易宏、臧品媛、王怡
婷、林燕青、陳筱婷、莊佩旻、王玉玖、羅秋
琴、葉婧萱、李心瑋、丁雅雪、顏沅玲、蔡穗
齡、全海倫、周立中、游朝珠等護理師以及所
有的護理師，讓家人感受到溫暖與視病猶親，
以此致上最崇敬的心意。
雖然目前仍在病房接受後續治療但情況已穩
定許多，特此投書院長信箱表達感恩，嘉許優
質的醫護團隊。
院長您好：
一向健康的我，年初發現頸部淋巴腺有腫瘤，
經 貴院細心檢查後，發現是腹腔腫瘤所引
起。經貴院婦科顏明賢主任，及放射科劉裕明
主任所領導的團隊，暨 82 病房護理人員的細
心照顧下，現已出院後續治療中。
我是榮眷，夫君○○○也曾在 貴院實施髖關
節置換手續，係由陳天雄主任操刀，也順利出
院，在此一併感謝‧‧‧
貴院有這麼優秀的團隊，實我榮民（眷）之福。
在此敬謝 院長領導有方，屬下個個盡忠職
守，視病如親，此乃 國家之幸！
敬祝 安康
病患：○○○、○○○敬上 07.31
感謝院長用心培育慈悲優秀的【許秉權】醫師
團隊
一、感謝院長用心培育慈悲優秀的【許秉權】
醫師團隊
【許秉權】醫護團隊慈悲救世，猶如「華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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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妙手神醫」，【許秉權】醫師拯救患者，
不遺餘力。全家人感恩在心。
二、全國醫師，獨選【許秉權】醫師
家母因腦部腫瘤(長在腦幹，十分危急)，全國
各大名醫都已遍訪。
(1)3/○週一□□□□＿○○○主任：「只能變
植物人，他無法動刀。」全家人受到震驚。
(2)3/○週二□□醫院＿○○○醫師：這是最辛
苦掛號的一個醫院，沒有保障初診病患。現場
牌號只有一個名額，我們從傍晚 7：00，排到
隔天早上拿號碼牌。醫生只說盡量幫忙，沒說
任何有把握的話。網路上查詢又有醫事的糾
紛，讓我們打了退堂鼓。
(3)3/○週三臺北榮總＿【許秉權】醫師：悉心
的幫媽媽解釋，並告知我們，他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團隊，許醫師也有把握盡最大的力氣
來幫助媽媽。
(4)3/○週四□□□□院＿○○○醫師：建議我
們，腫長得地方，是腦幹，又太多神經，不建
議開刀。推薦我們到□□醫院找○○○醫師，
○醫生建議媽媽使用加馬刀。隨後又補充了一
句，若要開刀，建議找【許秉權】醫師動刀。
(5)3/○週五□□□□＿○○○醫師：他只有把
握拿表層的腫瘤，下面太深的不拿，傳統開刀
後再用加馬刀，尚無把握可全部拿乾淨。他又
說腫瘤已至 3.8 公分，加馬刀已超過健保給付
範圍，也無法達到加馬刀的療效。
一週密集的看診，眾多的醫師選擇下，家人都
首推【許秉權】醫師。畢竟是個大刀，因此又
到□□佛堂抽觀音佛祖籤詩，佛祖也指示【許
秉權】醫師。
三、放心託付給【許秉權】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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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再度與【許秉權】醫師面談，許醫師，
視病如親，跟我們說，腫瘤必須拿乾淨才不會
再長，他是一個團隊，不是一個人，經過許醫
師的細心說明，以及與現場的候診病患互動，
都知道許醫師的醫術與名聲，並非浪得虛名。
全家人終於放心將媽媽交給許醫師。
許醫師問診期間給予家屬信心，以及同為許醫
師患者成功案例的鼓舞，在許醫師醫療團隊手
術前仔細安排各項檢查，術後悉心照料，讓家
母恢復狀況良好，住院期間許醫師天天【 即
使週日也到】 都來巡視患者，耐心回覆家屬，
提供許多照護、康復的建議。
四、家屬由衷感謝，敬佩【許秉權】醫師專業
醫療，高明醫術拯治千萬患者，因為有優良的
醫護環境，才能造就這樣慈悲的神醫，【許秉
權】醫師讓我們更相信榮總的醫療，比□□，
□□更好。由衷感謝榮總院長的帶領、與打造
優質的醫護環境，造就好的醫生，才能拯救更
多的生命。再次感謝院長！
敬祝 萬事如意 闔家安康
病患：○○○○
家人：○○○（□□□□里里長）、○○○、
○○○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