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108年2月感謝函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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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權科主任、王緯歆醫師
醫療團隊、耳鼻喉頭頸
醫學部藍敏瑛科主任、
A171病房全體護理
師、神經外科加護室全
體護理師

內容

院長您好，
我去年 11 月因視線模糊而在其他醫院就醫，
經 MRI 檢查發現腦下垂體腫瘤，經朋友介紹
榮總神經外科許秉權醫師。感謝許醫師在第一
時間將我轉介給對我病情更專業的王緯歆醫
師。
1/○住院，1/○開刀，在整個檢查、諮詢、開
刀過程真的讓我感覺備受恩寵，所有的團隊都
很細心，特別是王緯歆醫師，不只開刀前的解
說非常詳細，住院期間每天到病房探望，每次
的探訪都給我很大信心，也很大的安心，有王
醫師在，真好!
住院時神經外科加護病房的護理師們，以及
A171 病房的護理師團隊，真的是堅強又讓人
安心的隊伍。每位護理師不能只用盡忠職守來
形容，而是專業又有溫度，讓人敬佩他們對工
作的熱情、對病人的熱心，每每看見他們的忙
碌卻又從容不迫的身影，真是醫院最美的一幅
風景。
謝謝這次住院、開刀期間所有的醫療團隊的服
務，特別是王緯歆醫師，讓我能在沒有擔憂的
情況下安心地進手術房，也讓我在最專業的醫
護團隊照護下能安心養病，也在很短時間內恢
復活動，且健康的出院，謝謝大家，有大家真
好!
○○○ 敬啟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張軒 困擾我多年的坐骨神經痛，經張軒侃醫師的手
侃醫師醫療團隊及
術得以醫治。
A173病房全體護理師
這次手術的順利完成，衷心地感謝張醫師及醫
療團隊，從手術前各項精密檢查及決定接受手
術後所經歷的惶恐，經張醫師仔細的術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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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骨科部陳正豐科主
任、婦女醫學部陳怡仁
科主任及護理部黃琡雲
專科護理師、A183病房
曲幗敏護理長暨全體護
理師、A072病房全體護
理師

內容
說，讓我從忐忑不安到完全的信賴。
手術後張醫師每天早晚兩次探望，他的關懷與
鼓勵，讓手術後所經歷的痛苦減輕不少，更對
復原的信心大增。張醫師仁心良術，實乃病患
之福！
在此也謝謝 A173 病房護理站所有的護理師，
您們細心照顧病人的敬業態度，我們內心充滿
感激！
中正樓 A173 病房○床 ○○○ 敬上
感謝陳正豐醫師與陳怡仁醫師及所有護理人
員
院長您好：
媽媽○○○於 1/○日因髖骨疼痛困擾已久至
貴院骨科陳正豐醫師門診看診，陳正豐醫師非
常專業的看出問題並且積極協助我們安排後
續相關檢查及入院診治，最後我們順利發現問
題發源處為子宮內膜癌第四期，髖骨腫瘤為子
宮內膜癌的轉移腫瘤，知道病因後也細心的幫
我們安排轉診給予我們很棒的團隊治療，突如
其來的病因讓我們實在無法接受與不知所
措，A183 的護理師與護理長給予我們和媽媽
溫暖的關懷鼓勵與希望。
之後轉給陳怡仁醫師治療，陳怡仁醫師為媽媽
做子宮摘除手術，術後給予關心與貼心叮嚀，
化療也是依照媽媽的身體狀況良好才安排，非
常的細心。 A072 病房的護理師也是溫和親切
的細心照顧媽媽的傷口與身體狀況，讓媽媽的
元氣慢慢的恢復，特別是黃琡雲護理師，在過
年前大家都在辦理出院特別忙的時候還是很
有耐心的安撫我們的情緒並且協助安排出院
清點藥物，交代出院後照顧須知。
在這段住院期間因為有你們的費心照料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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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媽媽的病情獲得改善，感謝你們醫療團隊讓我
們更有勇氣面對疾病，更讓我們提升正面積極
的能量， 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 ！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致 77 病房住院醫師，護理長，護理師:
廖文輝醫師、林佳儒醫 日安 ☺
師及77病房程繼鳳護理 我是○○○，廖文輝醫師的病患，在 1/○~1/
長暨全體護理師
○期間因為突發性耳聾入住○床。住院期間，
深切感受 77 病房護理長溫暖關懷，所有護理
師們專業且細心照料，住院醫師對我病情的關
切，舒緩了我當時發病的恐懼和不安!
我的聽力已經漸漸恢復了，仰賴廖文輝醫師的
專業醫術，和 77 醫護人員的專業照料，讓我
重新聽見兒女的聲音。☺
祝福 77 醫護天使們
新年快樂，闔家喜樂，平安健康❤
..................................................
感恩，我是廖文輝醫師的病患○○○，1/○因
為突發性耳聾求診。我非常感謝廖醫師在網路
上寫下了突發性耳聾文章，舒緩我當時在家發
病的恐懼與不安，從文章知道黃金期的重要即
時求診。治療期間內，廖醫師在會議室親自衛
教，解說病程，我深切感受醫師他在此領域對
病患們的關懷。
我的聽力已經漸漸恢復了，仰賴他的專業醫術
和鼓勵，對我病情的關切，讓我重新聽見兒女
的聲音! ☺
祝福廖文輝醫師
新年快樂，闔家喜樂，平安健康
感謝精神醫學部劉慕恩
醫師、林予澤醫師、
D040病房陸瑞玲護理
長暨全體護理師及

1/○家父因腦傷後有些急性精神狀況，緊急送
至貴院精神部接受治療。於家父住院期間，十
分感謝精神部醫護同仁的細心照顧，特別感謝
主治醫師劉慕恩醫師、住院醫師林予澤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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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0病房全體醫護人
員

6

感謝兒童醫學部李必昌
科主任、外科部吳飛逸
醫師及急診室、小兒加
護室、92病房醫護團隊

7

感謝泌尿部張延驊醫師
醫療團隊、醫療事務組
行政人員及內外科加護
室、52病房全體護理師

8

內容
D040 病房陸瑞玲護理長與全體護理人員。
同時，也很感謝在農曆春節期間，D020 病房
的醫護人員對家父細心的照料，深刻感受到醫
護人員的辛勞與付出，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
意，希望您們能繼續造福更多的病人與家屬，
謝謝！
小犬○○○，於 107 年 12 月因心臟疾病，經
轉診進入榮總門診及住院治療。期間承蒙兒童
心臟科李必昌主任、外科部吳飛逸醫師、急診
室、兒童加護中心、普通病房等眾多醫護團隊
成員給予妥善治療與協助，現已康復並進行後
續追蹤治療。謝謝榮總給予我們最大的幫助。
病患家屬 ○○○、○○ 敬謝

院長您好，
我是病患○○○的女兒，首先我要感謝泌尿科
的張延驊醫師，非常感謝他和他的團隊。在媽
媽初診時觀看非榮總醫院的 CT 結果，當天就
告知過 4 天住院，2 天後手術，這一切治療程
序都非常迅速，讓人感受到榮總醫院系統的強
大與效率，使病患和家屬 100%的信任榮總。
再者，感謝張醫師門診爆滿之際，掛號櫃檯服
務人員還能幫我們掛上號，讓媽媽的病能儘快
地獲得治療。
很感激，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貴人的幫助。術
後在 ICU、普通病房住院期間，即使是在年節，
張醫師每天都會來巡房瞭解媽媽恢復情形，也
感謝負責媽媽的職責醫師、護理師及行政人員
等，你們辛苦了。
最後，祝大家新春愉快、豬事順利！
感謝骨科部楊傑思醫師 院長您好:
醫療團隊及183病房全 家母○○○○患有退化性膝關節炎多年，非常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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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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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幸運地經由主治醫師楊傑思醫師診治後，入住
貴院 183-○病房，住院期間非常感謝主治醫師
楊傑思醫師及醫療團隊照顧與鼓勵，治療過程
非常順利，術後至今家母已能順利行走；感謝
住院期間主治醫師楊傑思醫師及醫療團隊費
心照顧及鼓勵，也非常感謝他辛苦看完宜蘭門
診後，晚上還要前來做術前訪視，術後當天晚
上他還來查房，照顧病患總是親力親為，著實
讓全家人感動。也謝謝 183 病房的護理師細心
照顧，護理師態度親切，詳細的術前及術後衛
教。
我們非常感恩遇到楊傑思醫師這樣認真負責
又醫療技術佳的醫生，和如此優秀的醫療團
隊，特此感謝函表達我們的感恩，謝謝大家這
些日子的照顧。
也恭祝 醫院及全體醫護人員事事順心、身體
健康！ 敬謝

感謝精神醫學部蔡佳芬 院長您好:
科主任、林予澤醫師及
母親○○○因一直無法接受得到乳癌，加
D040病房全體護理師
上化癌的痛苦，驚嚇過度致使精神狀況異常，
自殘、憂鬱、妄想、恐慌...等，另家屬不知所
措。
在住院期間（門診）非常感謝蔡佳芬醫師
幫忙調藥，給予耐心及不厭其煩的心理治療、
ＯＴ等很多很多（清人工血管）的幫忙與協
助，以及林予澤醫師及 D040 病房所有照顧過
母親的護理人員，面對精神病患真的需要更多
的耐心與細心，從您們的身上我真的感愛到
了，非常感謝。
ＰＳ：蔡佳芬醫師雖然腿部開刀行走不便，仍
應家屬需求特地到 D040 病房解說病情，真的
非常令家屬感謝與感動。（視病猶親--在蔡醫

內容
師的身上我感受到了這份服務理念，真是位良
醫）。
家屬:○○○ 敬上 108.02.18
10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鄭宏 張院長 您好:
志副主任醫療團隊及
本人○○○，去年(107) 6 月初至貴院就診，診
N026病房、A171病房全 斷結果需儘速開刀治療，否則有極高的機率導
體護理師
致癱瘓。107 年 6 月下旬由神經修復科權威鄭
宏志醫師所率領的團隊進行脊椎內腫瘤手
術，歷經長達 10 小時的手術，終於順利完成。
開刀至今歷經將近 8 個月的時間，從原本術後
生活起居皆須旁人協助，到現在已可以自行更
衣、洗澡及拿助行器跟家人到戶外走走。這一
路走來，從住院、手術一直到復健，我由衷地
敬佩及推崇鄭醫師精湛的醫術讓我免於癱
瘓，感謝中正樓及神經再生中心醫護人員細心
的照護及復健，最後，我要感謝的是臺北榮總
有這麼先進的醫療設備及優質的醫療品質，本
人萬分感謝 貴院並給予高度的肯定，再次感
謝臺北榮總，感謝鄭宏志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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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黃文
成科主任及171病房、神
經外科加護室全體護理
師

黃主任文成鈞鑑：
家父○○○自 1 月○日起至今，這段日子若非
您鼎力相助，並在家父最危急的一刻伸出援手
施救，想必病情將難以挽回，由衷地感謝您救
世之胸襟，以精湛的醫術救助家父，才有幸能
順利恢復健康。
在此也要一併感謝您帶領的醫療團隊及 17 樓
全體醫護人員們給予細心的照料，感謝家父能
接受到如此專業的治療，內心的感動難以言
喻，真摯地謝謝各位的付出。
再次 深表謝意
永感恩德∼鞠躬之
家屬代表 ○○○敬上 108 年 2 月 22 日

摘要
12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黃聖
捷醫師及111病房劉秀
薇護理長、陳維雯、陳
竹芳、吳盈瑩、盧宜勤、
陸雨均、廖玉溱、191
病房王靖雅、陳楠欣、
陳佳宜等全體護理師

項次

13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黃文
成科主任、黃士峰醫
師、胸腔部楊朝能醫
師、馮嘉毅醫師、杞建
業醫師及腫瘤醫學部黃
品逸醫師

內容
院長您好,
家父於 01/○-01/○因為大腸癌住進貴院.感謝
貴院 11F 111 病房護理人員(陳維雯,陳竹芳,吳
盈瑩,盧宜勤, 陸雨均, 廖玉溱, 護理長) 及
19F 191(王靖雅, 陳楠欣, 陳佳宜)的護理人員
及黃聖捷醫師悉心的照顧,讓他恢復良好.家父
接下來還會繼續在貴院化療, 有這麼專業的團
隊,真是民眾的福氣.再次感謝!
張院長您好：
家母_○○○ 於 2018/12/○因下半身嚴重疼痛
到院檢查，幸得神經外科_黃文成、黃士峰主
治發現為 肺腺癌，在其專業判斷下，轉由腫
瘤科_楊朝能醫生，接受住院治療，感受各位
醫生用心治療並給予專業的醫療建議。在醫院
期間感受到各單位人員的用心，有放射科_黃
品逸 / 胸腔內科_馮嘉毅 /住院醫生建業等醫
生及各處護理人員的用心關照，讓家母身體能
好轉。日前已出院恢復日常生活，並定期回榮
總回診，目前接受復健治療中。
再次感謝 榮總全體醫療人員 的照顧，謝謝各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