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108年6月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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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院長您好
朱本元主任
記得三年前在榮總做完切片，院方告知患了舌
癌，懷著恐懼害怕的心情接受朱本元醫師的手
術，手術後到出院這段期間，感謝朱醫師的細
心照顧，得以在很短的時間就能出院，日子過
得很快，轉眼已過三年，今天回診朱醫師告知
一切正常，家人聽聞也替我高興，但我總覺得
這三年我少做了一件事，雖然我及家人都感謝
朱醫師，但一直未説出口，希望透過這封感謝
信函，表達我真誠的謝意！
感謝大腸直腸外科林宏
鑫醫師及A114病房游
又慈、徐若珊、游媛婷、
彭雲等全體護理師
感謝腎臟科莊喬琳醫師
醫療團隊及A071病房
吳珊螢副護理長暨全體
護理師

本人於 107 年 12 月○日因痔瘡手術住院，感
謝醫師的醫術高明且細心。同時要感謝直腸外
科病房的護理人員(游又慈、徐若珊、游媛婷、
彭雲)視病猶親，服務熱忱懇切。感謝您們。
我的爸爸○○○因無法呼吸在民國 108 年 4 月
○日入院中正樓 71 病房○病床，承蒙貴院醫
護人員細心照料，讓他安詳地走完最後的旅
程，於 5/○病逝，感謝莊喬琳醫師和醫護人員
辛勞的付出。今天填寫這意見單是藉此鼓勵，
護理人員，在此特別感謝吳珊螢副護理長為每
間病房的病患做檢查及服務，雖然忙碌，態度
仍和藹可親，細心溫柔的對待每一位病患，碰
到脾氣不好的病患，遭受辱罵仍是笑容可掬，
視病猶親，這樣的精神著實讓人佩服與可敬，
當然我相信貴院其他醫護人員，亦是秉持視病
猶親的這種精神為病患服務，在此我要感謝，
貴院的醫護人員，並祝福每位醫護人員身體健
康、闔家平安！您們 辛苦了！

感謝眼科部陳世真科主 院長：您好！我是 108 年 2 月○日因視網膜剝
任、黃毓璇醫師及B088 離在榮總手術。承蒙眼科部陳主任世真及黃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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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全體護理師

內容
師毓璇從晚上 8 點到 9 點半，辛苦用心為我手
術，手術後也費心治療我眼壓高的問題，陳主
任醫術精湛，醫德和善，黃醫師多次協助我眼
壓高降壓的治療，非常感謝榮總醫師及護理師
們的幫忙。讓我的眼睛能重見光明，感恩及感
謝！
病患 ○○○ 敬上

感謝 77 病房和李宗倫醫師
這是因為住院受到 77 病房同仁細心照料，我
才能在這次住院中有個快樂回憶。
我愛你們！
祝各位醫療人員永遠平安快樂健康，院長您也
健康。
榮總醫院加油！YooYoo ❤ (<3)
〔特別感謝〕
張博雄、程繼鳳、張于慧、許德慧、汪子平、
葉佳翰、徐育甯、鄭又寧、王蓓羽、鍾旻芳、
蘇淑娟、林宜萱、林函萱
感謝泌尿部張延驊醫師 院長您好:
我來自○○，5 月○日因攝護癌第四期到貴院
找張延驊醫師看診，當我說明病情及提到別院
醫師說我必須交待後事了…等，當時我的心情
沮喪到了極點。張醫師先了解了我的病情之
後，以開朗積極的態度說了安慰我的話，頓時
有如南部燦爛的陽光，溫暖了我，讓我心裡浮
現『希望』二字。
雖然當天診間外面排了滿滿的人，張醫師不但
完全沒有不耐煩，仍然不疾不徐、親切和我討
論病情及治療方式，並提到目前本院有一些新
的治療方式與用藥或許可以幫助我，本到盡頭
的人生好像又看到光明希望，當下我立刻決定
要從□□轉診過來，張醫師也協助我當天就辦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李宗倫醫師、張博雄醫
師及B077病房程繼鳳
護理長、張于慧副護理
長、汪子平、葉佳翰、
徐育甯、鄭又寧、王蓓
羽、鍾旻芳、蘇淑娟、
林宜萱、林函萱等全體
護理師、許德慧助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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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住院，那時我內心的感動和感激真的非筆
墨足以形容。
隔天張醫師傍晚即將要出國，上午開完刀，下
午仍來巡視病房，當他看到我依舊一付憂心忡
忡、眉頭深鎖的模樣，張醫師突然伸手過來將
我雙眉撐開，鼓勵我要有信心，剎那間感到開
光展眉豁然開朗，內心覺得滿滿的感動、對醫
生感謝再感謝，真不敢相信世上竟然有這麼好
的醫生。
張醫師真的有一種神奇的力量，不但讓病人安
心，更讓病人『身』『心』
『靈』安頓，雖然，
每星期都要從□□來北榮看診，但有了張醫
師，一切奔波都是值得的，感謝神讓我遇到這
位良醫~張延驊醫師。
對病患而言，能遇到張醫師，就像是在茫茫大
海中，看到燈塔，在黑暗幽谷裡看到一線希
望，他不但治身體的病痛，更治病人心靈的
苦，撫慰人心。之前常在醫療院所看到「視病
猶親」四個字，今日終於第一次體會到真正的
「視病猶親」
。謝謝張延驊醫生，有您真好！
○○○敬上
108 年 6 月 3 日

感謝一般外科方文良醫 感謝方文良醫師團隊協助與 A103 病房天使們
師醫療團隊及A103病
的照顧
房全體護理師
明日即將出院的我，自五月○日早上看方文良
醫師門診，晚上即能安排住進 A103 病房的行
政效率，且進病房後天使們熟練又專業之床位
安排，甚感敬佩。
住院期間方醫師每天早晚均親自率領醫療團
隊來關心病人的敬業與專業態度，讓病人感覺
溫馨且有依靠。
術後 A103 病房天使們細心、愛心與仁心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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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照顧，使我能恢復如此迅速，更讓我了解很
多的醫藥知識、優良的飲食習慣與術後營養攝
取之方法。
我十分感激 貴院對個人之照顧，未來也將極
力配合方醫師術後門診所交代之自我照顧。
這些更證明張院長之卓越領導與管理！
感謝一般外科周嘉揚主 左肝長了一顆近○公分腫瘤，108.05.○日我住
任醫療團隊及A102病
進北榮中正樓 A102 病房。謝謝周嘉揚教授率
房全體護理師
領技術精湛的醫療小組及 A102 病房所有照護
團隊的用心，順利切除腫瘤，住院期間滿滿的
加油鼓勵、祝福和關懷，銘感五內，6/○日順
利出院，讓我重拾彩色人生。
感謝一般外科周書正醫 本人於 5/○到 5/○期間住院接受腸阻塞治療，
師醫療團隊及A102病
在 A102-○及 A101-○。
房、A101病房全體護理 感謝 周書正醫師帶領的優秀醫療團隊，和
師、助理員
A102 與 A101 病房，全體熱心服務與專業的醫
護與行政人員的細心照顧…。
周醫師更是不分平日、假日，均到病房對我悉
心照顧和追蹤，用心程度令人深深感動!
北榮能夠有這些優秀又細心的醫護人員 是北
榮的驕傲和光榮!
請好好善待這些極其優秀的醫療團隊人員，無
論醫生或是護理人員，最後，還是要說，非常
感謝這期間對本人的細心照料、鼓勵和打氣，
陪伴度過難關，感謝您們!

10 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怡仁
科主任、黃琡雲專科護
理師及A073病房陳秀
蓮護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感謝婦女醫學部 陳怡仁主任、黃琡雲護理
師、A073 病房護理長及全體護理師
謝謝院長提供這樣的平台, 讓我可以表達心中
的感謝之意.
首先,我要謝謝婦女醫學部陳怡仁主任及黃琡
雲護理師, 2016 年確診罹患卵巢癌第四期,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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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感謝兒童醫學部李昱聲
醫師醫療團隊、兒童外
科劉君恕主任醫療團隊
及小兒加護室郭玲娟護
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內容
時的我,很害怕很無助,原本以為生命就此劃下
句點,但陳主任並沒有放棄,當主任告訴我要積
極治療時,我真的非常感動, 就像是黑暗中露
出一線曙光,謝謝陳主任帶給我希望及安全感,
兩年多來配合陳主任安排的療程,我可以很放
心很安心地接受治療,陳主任始終給人一種專
業細心及信賴感,可以遇到這麼優秀的好醫師,
對我而言,這是很大的恩典.
接著我想感謝的是黃琡雲專科護理師,兩年多
來進出榮總四十多次,謝謝琡雲護理師照顧及
幫忙,每當處於癌細胞隨時可能復發的壓力下,
琡雲護理師常常鼓勵我,一句暖心的話, ○○
加油 ! 帶給我很大的力量, 有這麼一位用心
和溫暖的專科護理師, 住院期間備感溫馨.
謝謝我生命中的貴人-陳怡仁主任及黃琡雲護
理師,在治療癌症的過程中,感恩有你們的陪
伴 !
最後,我想謝謝 A073 病房護理長以及所有護理
人員,謝謝護理長每天探訪病房貼近每一位病
人的需要,讓病房賦予溫度,謝謝你們,謝謝榮
總.
○○ ○○.
2019/06/16
敬愛的院長您好：
非常感謝貴院的「兒童加護病房」對小兒子○○○的照顧，感謝「兒童加護病房」所有的
醫師及護理師團隊，自去年 6 月份入住，期間
進出醫院，直到今年 4 月才轉出至一般病房，
在「兒童加護病房」的期間，由護理長帶領的
每一位護理師都曾照顧過○○，雖然我們會與
日班及小夜班的護理師碰到面，但也很真心感
恩很難能碰到面的大夜班護理師，每一位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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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雖然沒能一一的和每一位護理師阿姨們親
自說聲謝謝，但我們爸比媽咪在心中都充滿感
恩及感謝；也謝謝在「兒童加護病房」服務的
大哥。
很謝謝李昱聲醫師，在○○胃食道術後，我們
一直感受到李醫師對○○病情進展的關注及
照顧，術後的期間，也透過支氣管鏡的專業技
術，保護○○的食道接合處避免狹窄，這段期
間，因為有李醫師的照顧，食道已漸漸脫離狹
窄的風險，而○○的狀況讓我們家長感到愈來
愈安心。
○○出生後因為治療，許多預防針皆未接種，
很感謝李昱聲醫師在術後替○○安排及規劃
注射預防針；另我們印象最深刻，當我們自「兒
童加護病房」轉進「普通病房」時，李昱聲醫
生一路陪著我們，只有在榮總才能感受這樣的
溫暖~^^
謝謝劉君恕醫師，我們家的小○○真的讓您費
心了，不論住院期間、回家照顧期間，一路上
碰到所有大大小小的狀況，都是由劉君恕醫師
親自解決掉，現在在我們的心中，只要有劉君
恕醫師在，我們就安心了~
所有的一切，都因為有臺北榮總的醫療團隊，
不但能讓病患能有治癒的機會，也讓家屬安心
且感到溫暖，謝謝院長帶領如此專業及優秀的
臺北榮總，爸比媽咪深深感謝。
○○○爸爸媽媽敬上
108.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