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108年12月感謝函
項次

1

2

摘要
感謝胸腔外科簡宏哲醫
師、白雪翠醫師醫療團
隊及A154病房全體護
理師

感謝重症醫學部王鑑瀛
科主任、神經醫學中心
黃文成科主任、蔡昀岸
醫師、急診部施信嶔科
主任、范渚鑫醫師及神
經外科加護室、A171病
房全體護理師

內容
敬愛的院長：
我是病患○○○的家屬，感謝簡宏哲醫師、白
雪翠醫師、總醫師及 A154 病房全體護理師在
小孩氣胸手術暨住院期間給予專業解說、親切
熱忱、細心照護無微不至,讓病患及家屬備感溫
馨。
特藉此信表達感謝，我對簡醫師的仁心仁術及
團隊照護小孩的所有醫護人員致萬分之謝意。
並對領導榮總的院長先生致崇高之敬意。
祝福貴院及全體醫護順心如意。
病患家屬 ○○○ 敬上
【感謝】黃文成、王鑑瀛醫師及北榮中正樓
A171 病房護理團隊。
北榮醫院您們好，
展信愉快！
這是一封來自病人家屬的感謝信（不是客訴~
放輕鬆 XD）
。
我是目前住在北榮神經再生中心 N025 病房，
○床病人，○○○的姐姐○○○。
11/○上午約○點半，○○騎車上班途中遭計程
車撞飛，機車全毀，頸椎 C5 斷裂，當下上半
身感覺微弱、下半身無知覺，被救護車送至□
□醫院急診室搶救。家人接到消息震驚、錯
愕，透過表妹的協助，決定將○○送至神經修
復領域是世界有名的北榮救治。
非常感謝貴院重症加護外科主任王鑑瀛醫師
協助，讓○○順利轉院並於當日下午近 5 點，
由神經修復科黃文成主任為○○開刀。在急診
室時，謝謝范渚鑫醫師親切的關懷，並於開刀
隔天至加護病房探視，讓○○心情穩定，感到

項次

摘要

內容
安心。
經由黃主任的說明，目前○○加入脊髓損傷人
體試驗計畫，於上週二由黃主任執刀完成頸椎
C4、C5、C6 的修復清創手術，週一已順利轉
至神經再生中心，開始為期 6 月的復健。
雖然辛苦復健路與艱難的挑戰才拉開序幕，但
這近一個月來，全家人非常感謝北榮的醫療團
隊。因王鑑瀛醫師於事發當天熱心地接收○○
轉院，黃文成醫師親切、實在地給我們說明病
情、幫○○開刀治療，以及中正樓 17 樓神經
加護病房、A171 護理團隊的照顧，讓○○在
這辛苦的過程中心情穩定且心態正向。
復健路漫長，但我相信，現在○○跟著神經復
健科的蔡昀岸醫師學習復健，不久的將來，定
會康復！謝謝北榮的醫療團隊，讓我們全家在
這人生大事件中感到溫暖與有希望。
附上一張○○在醫院的照片。她手目前無法打
字，因此以照片表達她個人對醫師與醫療團隊
的感謝！
補充說明: ○○要我補上一個重要的資訊。11/
○當日在北榮急診室，在我們家屬很忙著辦理
她的事情，到處奔走不在她身旁時，是外傷醫
學科主任施信嶔給予他很多關懷與照護，因此
要我特別謝謝施主任那天的照料，讓她感到安
心、不恐慌！謝謝您們。

3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連江豐醫師、王懋哲醫
師及B078病房簡于芬
護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您好, 我是前陣子在榮總醫院思源樓住院的○
○○的家人。
我想要特別感謝王懋哲醫生高超的醫術以及
思源樓 7 樓 78-○護理站的護理長及護理師們
盡心盡力地照顧，讓我先生得以從危急轉爲平
安並能夠順利出院。還有連江豐醫師及時判斷
轉診也是我們的大貴人。真的只有「感謝感恩」

項次

摘要

4

感謝心臟血管外科陳沂
名醫師、陳靜儀專科護
理師、B097病房朱紋瑩
護理長、蘇昕怡暨全體
護理師及急診室、加護
室、手術室全體醫護人
員

5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陳記得醫師、張弘醫師
醫療團隊及B077病房
張宸瑄、胡筱慧、鍾旻
芳、黃凱琪等全體護理
師

內容
這四個字可以形容我們家人的感受。
祝各位醫生、護理師們身體健康。
感恩。
○○○家人敬上
院長尊鑒：
本人○○108 年 10 月○日因胸痛至□□
醫院就醫，經醫師診斷為心肌梗塞及川崎氏
症，須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日轉到榮總加
護病房，並由心臟外科陳沂名醫師擔任我的主
治醫師。
本人在從急診、加護病房、B097 病房、
開刀房….一路上受到榮總醫護人員細心照
顧，特別是見識到陳沂名醫師優秀、高超嚴謹
的專業技術，以及視病猶親，盡職負責的態
度，在陳醫師身上充分有著一位仁心仁術、醫
者父母心的體現，術後陳醫師的團隊特別是陳
靜儀專科護理師、以及由朱紋瑩護理長領導的
B097 病房各位護理師們對待病人態度認真親
切貼心（特別是蘇昕怡護理師）
，讓人雖在病
痛恐懼中卻感到無限的溫馨安慰。
很感謝榮總有這樣專業優秀的團隊，在緊
湊繁忙中仍然展現對工作無比的專業周延，以
及對患者親切耐心熱忱的態度，讓我術後很快
恢復健康平安出院，榮總真不愧是國內外杏林
首屈一指的翹楚，值得讚揚嘉勉。感恩～
患者○○敬上
臺北榮民總醫院院長信箱鈞啟：
由衷感謝陳記得醫師，予以最佳的處理方案，
解決困擾我三年多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這樣的
仁術，令我有如重生。此外，無論在手術、住
院及復原期間，陳醫師均展現仁心，讓病人安
心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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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容
同時，也感謝張弘醫師，張宸瑄護理師、胡筱
慧護理師、鍾旻芳護理師、黃凱琪護理師，以
及所有提供醫療服務的人員。
這是一個專業又親切的團隊。
特此表達深刻的感謝
○○○ 敬謝
108 年 12 月○日

6

感謝泌尿部張延驊醫師 院長鈞鑒：
醫療團隊
我是在 11/○到臺北榮總接受左腎腫瘤部分切
除手術的患者，由張延驊醫生主治，從開刀前
的門診到出院，均獲得悉心的照料與專業的問
診，見識到張延驊醫生是一位集醫術醫德於一
身的好醫生，還有視病患如己出的醫療團隊親
切又溫馨，返家後還有個案管理師的關懷，讓
我在無助絕望的情況，重新拾起了信心來對抗
病魔，心中有道不盡的感激，只能以此感謝函
來表達心中的謝意，感恩有你們守護我的健
康。
病患○○○叩謝

7

感謝婦女醫學部顏明賢 今年五月底檢查時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得知榮
醫師
總婦女醫學部非常的出色，而顏明賢醫師更是
認真負責又難得的好醫生，也因此決定到榮總
就醫。從六月份開刀一直到現在，好不容易終
於結束了化療。我想自己應該是個令醫師頭痛
的病患吧！化療的過程不是很順利，對藥物的
過敏反應很多也很大，因此造成了醫師的困
擾，化療藥換了一次又一次，好不容易最後終
於成功，真的非常感謝顏明賢醫師的耐心及專
業，讓我能夠在短短的半年重新活過來，恢復
良好！

項次

8

摘要
感謝腫瘤醫學部陳明晃
醫師、李浩維醫師醫療
團隊、B058病房張文馨
暨全體護理師、大德病
房全體護理師及社會工
作室陳其佳社工師

內容
敬啟者：
家姐○○○數月前因病至貴院腫瘤醫學部胃
腸腫瘤科求診，歷經治療仍不幸於前月辭世。
本人陪同家姐就醫過程中，腫瘤醫學部的陳明
晃醫師，每每總是細心診治同時給予家姐精神
上的支持與鼓勵，多次住院期間也總是在每日
的晨間及傍晚至病房說明病情進展及後續治
療方針，對於家姐在與病魔對抗過程中總是給
予正面且充滿力量的支持，讓家姐及我們家屬
充分感受到醫師視病猶親的態度。
家姐最後一次住院期間後期，在家姐明確表示
婉拒插管及電擊等積極急救，也表示若允許欲
轉往大德病房之際，陳明晃醫師依舊天天到病
床予家姐說明病情及給予鼓勵，住院醫師李浩
維醫師也一樣天天多次到病床予以關心，對於
家姐的各種狀況都積極與陳醫師商討後給予
相對應處置，在家姐不幸往生後為免家屬事後
奔波，甚至特別協助於當天就取得死亡證明
書。而思源樓 58 病房的多位護理師(非常抱
歉，僅隱約記得其中一位之姓名為張文馨護理
師，但另有兩~三位護理師不及一一詢問，家
姐之病床號為○號)、大德病房的護理師、社工
室的陳其佳社工師等，也讓家姐在人生最後階
段獲得了完善的照顧與尊重。
對於 貴院及貴院前述醫療團隊成員，僅此代
表家屬向您們深深致上最高的謝意，懇請 貴
院管理團隊代為轉達並給予獎勵，謝謝 您們
的辛勞與付出，讓家姐得以一切圓滿地走完人
生最後的一步，謝謝 您們！
○○○ 敬上
思源 58 病房○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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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摘要
內容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春 張院長您好：
吉醫師及A193病房全
本人於今年○月底在貴院住院手術，感謝直腸
體護理師
外科林春吉醫師視病猶親，態度親切，住院期
間數次晚間還親自至病房了解我術後的恢復
狀況，讓我更加安心，十分感激。另外也感謝
A193 病房的全體護理人員，在你們的悉心照
料下，讓我可以早日出院回家療養。感謝各位
辛勞的醫護人員，謝謝你們！

10 感謝一般外科石宜銘醫
師、吳東琰醫師醫療團
隊及A104病房全體護
理師

院長您好：
我於今年 10/○到 10/○因胰臟腹腔鏡手術入
院。誠摯感謝石宜銘醫師在術前詳細的說明，
甚至在國慶連假期間仍與團隊每天至病房查
房關心，讓我在術前的緊張能舒緩不少！同時
感謝吳東琰住院醫師的照顧，耐心解答家屬的
問題也讓我詳細了解術後的傷口照料。手術第
七天後再次經歷緊急的血塊引流手術。感謝醫
療團隊在週日當天仍持續關心發燒的我且在
當日晚上隨即替我完成引流手術。
另外，在住院期間 A104 病房全體護理師皆相
當細心且耐心，也能在換藥和點滴消毒和給藥
等細 節 感 受到 相 當 優 良的 流 程和 系 統化 管
理，感謝所有醫護人員的悉心照料，讓我得以
順利完成手術並康復出院！
僅以此封郵件向石宜銘醫師團隊及 A104 病房
全體護理人員表達誠摯感謝及敬意，並祝福所
有醫護人員皆平安順心
A104-○ ○○○ 敬上
11 感謝重症醫學部黃柏勳 院長您好，家父 ○○○ 於今年 11 月○日因
科主任及B068病房全
心血管疾病進入榮總，在黃柏勳醫生的精確判
體護理師
斷及高超的手術之下，進行了心導管的手術，
也免於風險較高的開心手術，對家父來說，不
論是在心理及生理方面，都給予了安心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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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容
心。
也在榮總的護理人員們的細心照顧之下，於 11
月○日即可出院，這對家屬們來說，真的是一
件很感恩的事。
在此，希望院長能代為表達 我們家屬對於
黃柏勳醫生的感謝之意。
謝謝~

12 感謝重建整形外科彭成
康主任、陳耕醫師、吳
盈佳醫師醫療團隊及
A193病房張議文護理
長暨全體護理師

13 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晟立
醫師醫療團隊、產房、
A081病房、嬰兒室全體
醫護人員及營養部營養
師暨工作人員

在今年 11 月曾經因為傷口復原狀況不如預期
回醫院做清創手術，住在中正 19 樓，感謝整
形外科主任彭成康醫師、陳耕醫師以及張議文
護理長帶領的護理團隊們的照顧，術後傷口恢
復的狀況非常良好。更感謝本月的住院醫師吳
盈佳醫師非常細心的照顧，並且能夠很有耐心
的回答我的每一個提問，對於離院後傷口照護
也叮嚀交代得很仔細，能夠復原得這麼順利實
在功不可沒。
最後非常感謝榮總醫療團隊們專業的照護。特
寫此函表示我的感謝之意。
院長您好 ：
我是 108 年 11 月○日生產的產婦，我要感謝
榮總當日接生的陳晟立醫師整個團隊，所以特
地來信表達我的敬意，尤其是最前線的醫護人
員，產婦在“超級地獄”般的陣痛來襲，理智線
通常會斷裂，但醫護人員總是用最專業，耐心
的態度照護瘋狂狀態的產婦，而且生產過程是
個耐力賽，因為我是第一胎，心理總是恐懼又
害怕，身體又經過可怕的痛程，真的很感恩榮
總醫護團隊讓我與寶寶順利、平安、安心的完
成整個產程，雖然對你們來說可能是產科日
常，但對我來說卻永生難忘，而且感恩在心
頭，真的謝謝。
另外也要謝謝 A 081 病房的醫護團隊，悉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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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護產後虛弱的我，也不厭其煩的給與充足的衛
教。還有嬰兒室的醫護人員，妳們都辛苦了，
以及榮總的月子餐也好好吃哦，那些不知名的
阿姨也辛苦她們了，總是準時、用心地準備著
餐點給飢腸轆轆的我們吃。真的.真的.真的感
謝榮總的每個你們 。
祝福您們

14 感謝心臟內科李慶威醫 張院長，您好
師醫療團隊及B087病
家母○歲，近五個月來多次進出榮總住院，主
房全體醫護人員
治醫師李慶威竭盡所能地收治家母，不辭辛
勞，經常面帶笑容，使我們內心壓力減少許
多，這也是另一種境界的治療方式，在此表達
我們的感恩與感謝。此外，B087 病房的住院
醫師及護理人員也是一流水準，值得嘉獎。
15 感謝胸腔部邱昭華科主 院長您好：
任
家母○○○女士在生病期間由貴院的胸腔內
科-邱昭華主任主治治療，很感謝在榮總遇到這
樣一位視病如親、仁心仁術的醫生，邱主任對
待病人與家屬非常用心，不僅在醫學專業上讓
我們完全信賴，也不時地關心、鼓勵病人，成
為家母在抗癌期間很大的支持，也讓我們感受
到溫暖，很謝謝邱主任為我們所做的一切，能
遇到這樣的好醫生真的是我們的福份，也願
「邱主任的好」能幫助更多的人，祝福貴院惜
才愛才，鼓勵、表揚優質醫生，並培養出更多
如此佳行的醫生們，謝謝邱主任、謝謝榮總！
○○的家人 敬上
16 感謝眼科部游偉光醫師
及眼科門診、B088病
房、手術室、恢復室全
體工作人員

院長好，本人在 12/○住院，要謝謝 游醫師偉
光，眼科門診的工作人員、思源樓 B088 病房，
思源樓手術室和恢復室，全體工作人員的用心
和耐心，非常非常的感謝 !
○○○敬上

摘要
17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藍苑
慈醫師、麻醉部、手術
室、恢復室醫護人員及
A111病房蔡孟誠、盧宜
勤、朱怡蓁、胡絜茹、
蘇庭儀、張立凡等全體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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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直腸外科藍苑慈主治醫師、手術室、恢復
室、及 A111 病房護理師
致院長您好
在此深深感謝藍苑慈主治醫師在門診時細心
仔細地跟我講解病情，術前說明也非常清楚，
並於 12 月○日入住安排檢查跟手術，手術後
也跟我說手術狀況，讓我放心，在住院期間不
管多忙碌每日早上跟晚上都會親自來關心關
懷術後狀況，再次感謝藍醫師醫術精湛。
同時感謝 12 月○號早上手術房的醫護人員和
麻醉醫師、護理人員，因為本人十分緊張且怕
癢，半身麻醉時，謝謝您們充滿了愛心跟耐心
不斷地安慰我讓手術的過程中ㄧ切順利，謝謝
您們，也謝謝恢復室的護理師，因為有點半睡
半醒，所以沒記清楚人名，但很謝謝您在我恢
復的過程中，怕我冷幫我用溫毯，還會陪我聊
天讓我放鬆心情。
在住院的期間，非常感謝 A111 病房的護理人
員，蔡孟誠護理師、盧宜勤護理師、朱怡蓁護
理師、胡絜茹護理師、蘇庭儀護理師、張立凡
護理師等護理人員，包含入住前細心地講解醫
院環境、手術前還不忘跟我打氣，術後我沒辦
法動，詢問是否要協助我脫下開刀服，幫換套
乾淨的住院衣，還有關心是否幫我關燈讓我好
休息、還有提醒我要趕快排尿、中間麻醉退後
很痛時讓我舒緩止痛、每天都不定時的進來量
血壓、體溫跟關懷，耐心講解出院後的護理照
顧，最後出院時的微笑跟我說早日康復，不管
您們多忙碌，還是讓我深深感受到您們的貼
心、愛心與細心。
最後致上我十二萬分的謝意，非常感謝最專業
及充滿真誠跟愛心、細心的榮總所有的醫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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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您們辛苦了。
中正樓Ａ111 房○號病床：○○○ 敬上

18 感謝泌尿部黃逸修醫師 院長：
及A063病房全體護理
您好!
師
本人是患者○○○的女兒，父母親二位皆長期
在榮總就醫，多年來一直受到北榮的醫師及醫
護人員照顧，感恩在心。
近期家父因攝護腺肥大的問題就醫，追蹤檢查
時發現數值異常，而安排做病理切片(十二個定
點穿刺發現有三個點有癌細胞，幸好早期發
現，盼摘除以絶後患)，接受主治醫師黃逸修醫
師的建議，於 12/○安排「達文西機器手臂」
開刀，做攝護腺根除及輸尿管重建手術。
多虧主治醫師黃逸修精湛的醫術以及純熟的
操刀技術，讓家父的手術傷口小、癒合好、復
原得很快，出院回家後能擁有正常的作息。
真的很感謝醫師在家父住院期間的所有幫助。
還有在住院期間所遇的護理人員，都給我們專
業的協助。
懇請院長
公開表揚「醫術超群」
、
「仁心仁術」的泌尿科
主治醫生 黃逸修醫師。
給醫師以及醫療團隊最大的鼓勵及嘉獎!
病患家屬:○○○
特寫此信表達我誠摯謝意。
19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權科主任及神經外科加
護室、A171病房全體護
理師

院長
非常謝謝您，在您的英明的領導下，將榮總醫
療團隊帶領的非常傑出，不管是加護病房的護
理師待人親切，以及神經外科許醫師團隊醫術
精湛，表現優異.以及普通病房護理師更是不辭
辛勞照顧病患
感恩 再感恩！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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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感謝骨科部蘇宇平科主 拖了很久才寫信給院長向蘇醫師道謝，但感恩
任
的心我們一家記在心裡。
姪女在外院出生，髖關節超音波發現髖關節發
育不全，未滿月即趕快找蘇醫師求診，蘇醫師
在門診幫姪女進行超音波後建議要穿吊帶，到
了穿的當下姪女猛哭，只見蘇醫師快速脫下他
的白袍，把姪女抱起來哄並說[GOOD GIRL]!
這是多麼簡單卻多麼暖心的動作!待姪女不哭
後蘇醫師才放姪女回治療床邊哄邊幫她穿吊
帶，謝謝蘇醫師醫技高明，姪女穿兩個月吊帶
後在蘇醫師的評估下已發育 OK!謝謝蘇醫師
的溫暖動作，醫師不只醫治病患，也醫治家屬
的焦慮心!
21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張 院長您好:
權科主任及護理部史書 懇請 院長表揚神經外科許秉權主任及護理部
史書華管理師。
華個管師
○○曾因罹患腦幹惡性腫瘤，於 107 年 8 月○
日經神經外科許秉權主任行開顱術順利完成
切除大部分腦瘤，復經史書華管理師細心規劃
安排放射治療及申領 3 批健保標靶藥注射治療
迄今，腦瘤已經獲得有效抑制及穩定改善中。
經 貴院於 108 年 10 月下旬例行檢附每 3 個月
MRI 腦瘤穩定影像報告，再向健保署申請第 4
批標靶藥時卻被健保署駁回，不予同意續用健
保藥。當獲知此停藥消息時，為人父者僅能終
日憂愁長期自付藥費支出而困苦自責。
誠摯感謝許秉權主任及史書華管理師充分展
現視病猶親、無私無畏及照護病患意志，主動
據理向健保署多次申訴力爭○○應有健保醫
療權益。經史書華管理師於 12 月中旬電話告
知已獲得健保署核准續用標靶藥時，本人當下
深深感受到兩位恩師不計辛勞與努力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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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實在令人敬佩與感恩。
謹此再次感謝兩位恩師以病患權益為最優先
考量的高品質醫療照護，祈望○○能夠靜心休
養及早日康復!
感謝人: ○○○(父親)
日期: 108 年 12 月 26 日
病患姓名: ○○○(兒子)
22 感謝胸腔外科許文虎醫 院長您好
本人是 9 月○日入住 A192 病房○床病人，因
師暨醫療團隊
長期有咳嗽，經肺部 CT 檢查發現有異常，與
許文虎醫師討論是癌症的可能性有多大？我
知道多數醫師在沒有化驗的情況下是不會告
訴病人答案，避免醫療糾紛，但許文虎醫師卻
明確的告訴我，這狀況可以的話盡快處理，當
然還是得看我個人，若是我覺得等大一點再處
理也行，雖沒直接告知就是癌症，可從醫師的
建議中我絕對相信醫師的專業判斷，且從開立
的檢查單上看到 ICD-9 ○，等於進一步確認極
高罹癌！於是請許文虎醫師儘快安排我的手
術時間，手術後化驗確實是肺腺癌，還好有早
點進行手術，不然若是繼續拖下去，可能我右
上肺都受到癌細胞侵襲無法保住，期間許醫師
不斷的安慰我鼓勵我，現在發現都還是早期，
只要經過手術痊癒機會很高，而且我還很年
輕，現在肺癌治癒力已很高，不用過分的擔
心，手術後傷口及復原狀況極佳，讓我感受到
許文虎醫師醫術超群，術後傷口並沒有想像的
那麼痛、拔除胸管及尿管時候也沒任何疼痛
感，非常感謝許文虎醫師與榮總醫療團隊，也
希望許文虎醫師能持續在本院替肺癌患者服
務，造福社會大眾。
謝謝院長帶領龐大優秀的醫療人員，讓我享受
到頂級專業的醫療品質，謝謝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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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感謝眼科部劉瑞玲主任 感謝劉瑞玲醫師及醫療團隊於 9/○、10/○幫我
醫療團隊及眼科門診黃 開左、右兩眼白內障，
寶儀護理師
過程除了醫術專精，還附有愛心，讓我深深感
動。回診時黃寶儀護理師總是親切解說、還常
面帶笑容，讓我備感溫暖。
特地來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24 感謝胸腔外科黃建勝醫 我母親在 30 年前檢查就發現肺部有腫瘤。隨
師、蔡秉中醫師醫療團 著多年過去，由原本的 4 公分慢慢擴大為近 10
公分。而這 30 年間，她在臺灣從北到南看過
隊及A192病房全體護
許多醫師，但因為腫瘤位置靠近心臟也靠近許
理師
多重要動脈與支氣管，所以沒有一個醫師願意
為她動刀移除。
在今年初因感染流行性感冒，造成我母親這一
年來反覆支氣管炎，而腫瘤壓迫肺部進而影響
肺功能的狀況，讓母親的身體更顯吃力。所幸
遇見了胸腔外科-黃建勝主治醫師，在反覆研究
我母親的病況後，仍願意為她主刀並且手術十
分順利的完成。
今年 9 月手術後到現在三個月了，看著我母親
終於擺脫 30 年來心中的大石，看著她不會再
因為爬坡而吃力喘不上氣，看著她不會因為稍
微的天氣轉變就胸悶，每一天對她來說都是身
體新的進步。
真的是非常感謝黃建勝醫師與其團隊蔡秉中
醫師等人，展現高超的醫術又對於母親的病況
細心處理，耐心解說，讓惶惶不安的家屬也備
感安心。
我母親總是很感性地告訴我，她相信黃醫師是
菩薩派來救她的，因為在她最需要的時候終於
遇見這位願意為她治療的醫師。我相信不僅僅
是與醫師的緣分，更多的是黃醫師與其團隊的
醫術、耐心、毅力，願意將病人的問題放在心
上用心的研究，細心的處理；也很謝謝 A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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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的護理師們，在母親住院的期間對母親的
照料。
真的很謝謝你們！
25 感謝心臟內科鐘法博醫 我曾於 102 年期間,因運動昏倒至□□□□□
師、心律不整治療暨研 醫院就診,□□醫師診斷我病因為:心律不整。
惟該醫師認我病情不嚴重而僅給予藥物治療。
究中心醫療團隊
102 年的年底,我於應酬結束返家期間再次因
心律不整於路上昏倒送□□急救而恢復意識,
□□雖安排我進行電燒手術,唯因□□手術失
敗而遂將我轉介給榮總鐘法博醫師診斷。
在榮總鐘法博醫師診斷期間,鐘醫師專業的為
我進行相關檢查及診斷外,並清楚告知我屬於
右心室頻脈,應迅速入院手術。我才有幸於 103
年初經由鐘法博醫師,接受貴院心律不整團隊
精湛的電燒手術,而鍾醫師也在手術過程幫我
置入去顫器,更於手術後提供我他的 line 外,鐘
醫師更適時追蹤我在院外的病情,讓我未失去
信心並勇敢面對自己的心臟病。
從 102 年底迄今 108 年年底的每 3 個月回診期
間,鐘法博醫師問診期間調出去顫器的報告紀
錄均正常,也不定期安排我回院接受相關檢查,
在鐘法博醫師的照料下,我未再發病,除重新享
受運動流汗的快感外,也更珍惜自己與家人相
處的時間。
也因此,在今年 12 月份,我太太產下健康的男寶
寶,享受為人父喜悅的當下,我未曾跟鐘醫生及
貴院心律不整及節律器團隊說聲謝謝。
因此,才藉著寶寶將近滿月的日子,告訴鐘法博
醫師與貴院心律不整及節律器團隊:謝謝你們
給我我健康的活著的機會,我會用你們送我的
生命來幫助周遭的人並珍惜我在世上的每一
天,真的很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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