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8年8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腎臟科林堯彬醫

師、胡譯安醫師、黃國

維醫師及A062病房廖

淑櫻護理長暨全體護理

師 

我媽媽○○○○在民國 108年 6月○日因高血

鈉送榮總急診，在加護病房觀察後轉入腎臟科

A062病房進行後續治療，在住院期間非常感

謝 A062病房主治林堯彬醫師，住院胡譯安醫

師及黃國維醫師暨護理長及全體護理師專

業、細心、熱忱的治療和協助家屬及教導照護

技巧，讓我媽媽逐漸恢復健康，繼而順利出

院，在此特別謝謝醫師們及護理人員對家屬的

關心和加油打氣。 

2 感謝胸腔部陳燕溫醫

師、鄭天信醫師、謝媗

亘專科護理師及胸腔重

症加護室B徐沛珍暨全

體醫護團隊 

敬愛的院長：鈞鑑 在此問候您 因您帶領榮總

醫院的優越領導，讓各方病患皆稱讚賞，並請

代為感謝思源樓胸腔科重症加護病房中之陳

燕溫主治醫師、鄭住院醫師及徐沛珍護理師、

謝護理師團隊合作，對家母○○○○的細心照

顧及盡力支援。目前家母仍在急救中，懇請胸

腔科醫護團隊全力救回家母性命，讓其痛苦得

到緩解，家屬也能感懷德政 為荷。  

敬祝 政躬康泰 萬事如意  

家屬 ○○○ 敬上 

3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王嚴

鋒醫師、王晨羽醫師、

王書庭醫師醫療團隊及

A162病房林靜薇護理

長、洪儷瑛、彭敏莉、

蔡宜芹、陳思婷、陳若

昀、李昭蓉、姜嘉寧、

劉致賢等全體護理師 

我媽媽○○○○在民國 108年 7月○日因尿道

發炎送榮總急診，之後轉入神經內科 A162病

房進行後續治療，在住院期間非常感謝 A162

病房主治王嚴鋒醫師、住院王晨羽醫師及王書

庭醫師專業、細心、熱忱的治療，讓我媽媽逐

漸恢復健康，繼而順利出院，謝謝護理長及洪

儷瑛、彭敏莉、蔡宜芹、陳思婷、陳若昀、李

昭蓉、姜嘉寧、劉致賢等護理師們的照顧及教

導照護技巧，也在此感謝護理師們對家屬的協

助。  

 



項次 摘要 內容 

4 感謝婦女醫學部黃貞瑜

醫師、生殖醫學中心醫

護人員、病理檢驗部曾

文琴檢驗師、護理部婦

女門診護理師、曾佳瑀

專科護理師 

院長您好  

今日我太太和我因為在進行試管嬰兒治療療

程，需要到黃貞瑜醫師門診做相關檢查，昨天

很感謝第一門診 4樓的護理師協助我們與黃醫

師接洽今日抽血與超音波的聯繫工作，更要感

謝因為黃醫師的細心安排，今日才能做相關的

抽血檢查(由曾文琴檢驗師主責) 而黃醫師本

人更是親自為我太太做超音波檢查與相關醫

療諮詢，除此之外，在 8樓看到曾佳瑀護理師

與生殖醫學中心相關醫護人員們與工作人員 

不畏風雨的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為需要的

患者夫妻服務，實在是令人非常的感動與感

謝，想要藉這意見表達表示我們夫妻的萬分感

謝  

謝謝院長 

5 感謝血液科王浩元醫師

及E035病房、A134病房

李宜恬護理長、林秀蘭

副護理長、劉淑珍副護

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我的父親○○○先生於去年 10月轉

診至貴院就診後,經由王醫師診斷後為急性淋

巴癌,107/10-至現在都由血液腫瘤科-王浩元醫

師來做診斷治療,從 108/6/○開始住院做移植

治療到目前已做完血液骨髓幹細胞移植成功

於 108/8/○順利出院,已回家休養,目前定期回

診追蹤,在快一年的治療期間,只要我父親有住

院做化療治療或因其他不舒服情況住院,王醫

師必定會到病房來關心我父親的病情,對於病

情及治療方式都非常專業準確,沒有讓我父親

受到多餘的治療痛苦,我們非常感謝他的用心

辛勤付出,照顧我父親如同自己的家人般,深表

感激,希望院長可以幫忙表揚王浩元醫師,他的

認真專業敬業的態度必定可以讓更多病患獲

得妥善的治療,再來也要感謝我父親進無菌室

(108/6/○-108/7/○)期間諸位護理師(早晚好像

各兩個,一人顧兩床)用心的照顧,讓我父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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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做血液骨髓幹細胞的痛苦,也因為她們用

心的照顧,我父親在無菌室期間受到完全妥善

的照顧,到 108/7/○出無菌室至 134房○號床開

始,護理長-李宜恬小姐及副護理長暨全體護理

師,都很用心關心我父親,非常感謝她們的用心

付出,視他如家人看待,非常感激,貴院的醫師護

理師的優秀讓我們深表感恩,感謝!!! 

6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黃文

成科主任、劉淑惠專科

護理師、A171病房梁靜

娟護理長、陳瑞珍副護

理長、A172病房陳康敏

護理長、佘美桂副護理

長、N026病房謝雪貞護

理長、張玉霞副護理長

暨以上病房全體護理師 

近幾月家母開始感覺腰部不適，無法久站久

走，接連看過好幾個醫生都無法確診或提供更

詳細的治療計畫。久聞 貴院黃文成醫師為神

經外科權威，在家人無助徬徨之中，感謝主任

在門診願意加號，仔細說明並且旋即安排最適

合的住院與手術時間，就像是大海中抓到了浮

板，讓我們對家母的病情有所了解，也能夠安

排決定配合後續的醫療。  

黃主任真的是仁心仁術，醫術精湛，在開刀房

中能立即針對現況迅速反應及提供指導，讓我

們最快做出對家母最好的決定；術後也是事必

躬親，每天巡房，親切問候，詳細了解病況，

提供最專業的諮詢；甚至術後手部顫抖，都立

刻安排檢查，確認是藥物影響的作用；腳部肌

耐力不足，會有軟腳的風險，還特別安排入住

復健中心，全心復健增加肌耐力，讓家母能開

始自主行動；後來傷口感染，還叮囑先不出

院，開立抗生素壓制可能的病變；再加上榮總

堅實的護理團隊 - 專科護理師劉淑惠， 

A171-○ 梁靜娟護理長/陳瑞珍副護理長；

A172-○ 陳康敏護理長/佘美桂副護理長；

N026-○ 謝雪貞護理長/張玉霞副護理長，因為

有您們的幫忙與照顧，我們才能放心安心上

班，不耽誤個人工作與家庭照顧，因為我們知

道，您們就是全臺灣甚至全亞洲(歐美都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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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棒最專業的團隊，我們是多麼幸運能遇到

您們，也多麼幸運能夠受到您們的幫助，讓家

母順利度過此次難關，順利於本月○日安心出

院！  

整個團隊的用心點滴在心頭，真心要感謝您們

視病如親，如果需要推薦，我們一定當仁不

讓，臺北榮總的專業就是我們心中的第一！感

恩再感恩！ 

7 感謝骨科部蔡尚聞醫師 蔡尚聞醫師術前細心解說和病人討論，手術後

無太大不適反應，減輕病人疼痛，住院過程中

關心病人並細心諮詢，出院後仍細心說明和關

心返家回診狀況，是位讓人信任的好醫生  

8 感謝感染科林邑璁醫

師、急診部醫護人員、

A061病房廖淑櫻護理

長暨全體醫護人員及行

政助理員 

我的母親於 8/○因肺炎到急診就診，8/○出

院。在這段期間我的家人們非常感謝感染科林

邑璁醫師對我母親的細心照顧，讓我們在混亂

的情況下能定下心來處理母親的狀況，林醫師

真的是做到了"視病猶親"。另外我們要謝謝急

診部醫護同仁他們的照護，在急診留觀一天，

我們感受到他們的辛勞。最後也要謝謝 A061

病房廖淑櫻護理長，醫護同仁及行政助理，謝

謝您們對老人家的體貼，讓我母親能夠順利出

院。謝謝院方提供我們這樣的醫療環境，敬祝

工作愉快  

9 感謝感染科林邑璁醫師

醫療團隊 

院長您好:  

我是來自○○的○○○，前幾個月受化膿性脊

椎炎所苦，幸得林邑璁醫師細心的治療，林醫

師妙手回春，醫術高明，把我從生死之關救

回，非常感謝林醫師，以及榮總整個優秀的醫

療團隊。 

10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陳韋

達醫師及內外科門診黃

院長您好:我是○○○病患的家屬，昨天下午家

母去看神內陳韋達醫師的診，陳大夫真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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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娟護理師 視病猶親，足為表率的好醫師，跟診護理師黃

慧娟小姐，人親切又溫柔，家母因剛動完脊椎

手術，行動十分不便，還好有黃護理師熱心幫

忙與照顧，才順利看完診，感謝貴院的陳醫師

及黃護理師熱心的幫助與照顧，謝謝院長的領

導，貴院有這麼棒的醫護人員，本人及全家萬

分感恩，謝謝您們。 

108.8.○  

11 感謝兒童醫學部黃清峯

科主任、陳昱甫醫師等

醫療團隊及A091病房

全體護理師、小兒加護

室林家均等全體護理師 

院長好：  

女兒於 8/○從□□轉院至北榮，當時血紅素只

有○，在黃清峯主任的醫治之下已順利出院，

衷心感謝主任醫師的幫忙！  

黃醫師和他的團隊很願意回答家屬疑問，緩解

我對孩子病情的焦慮感。尤其黃主任條理清

楚，他簡明易懂的表達方式，讓我在心情很煩

躁的情況下還聽得下去、立刻掌握孩子狀況。  

另外感到驚豔的是：除了黃主任之外，他旁邊

一群隨行的醫師，也都有在認真聽耶？居然能

掌握女兒(病患本人)的狀況及檢查目前到哪

裡，滿讓人感動的。  

我甚至能記得其中一個隨行的醫生叫陳昱

甫，還有另外三、四個醫師也都很熱心(一女，

三男。)  

由於男醫師較多，實在叫不出名字，只記得三

個男醫師的特徵是都戴眼鏡，其中一個身高很

高，另一個常在黃醫師身邊(感覺較資深)，還

有一個說話慢條斯理、皮膚好又白皙 XD(哈哈

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詞)，能看到年輕醫師們如此

認真，內心很感恩。  

也要感謝北榮兒科 A091病房全體護理人員、

A091病房的護理師們對家屬和孩子親切有

加，素質之高，沒有一絲不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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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要謝謝加護病房的所有護理師們，尤

其林家均護理師對女兒超有耐心，連孩子也有

感受到，林護理師在幫小孩換手上的膠帶時，

都明顯乖巧許多。  

謝謝北榮，謝謝您們對臺灣醫療的貢獻。  

○媽媽敬上  

12 感謝腫瘤醫學部楊慕華

科主任、陳天華醫師及

B067病房全體護理師 

感謝楊慕華主任及陳天華總醫師在我太太○

○○因舌癌轉移,當其他醫院消極處理之際,楊

主任及陳醫師不僅詳盡的了解所有病史,並解

釋別家醫院從未說明的詳細病歷內容,還迅速

的安排了病床,立即做了詳盡的各項檢查,之後

安排了治療計畫.  

住院期間楊主任及陳醫師均會親臨至病床旁

說明病況進展及治療方向,並仔細的回答我們

的所有提問,雖然太太的病況不佳,楊主任及陳

醫師總是積極的嘗試可行的治療方式,無奈太

太因肺部功能惡化嚴重,終究還是離世了,在最

後住院期間,太太狀況已經非常不好了,但 67病

房每一位照顧過我太太的護理師均十分用心

的照顧我太太,並仔細的記錄所有病況,也都會

主動提出可以讓太太較舒服些的建議,並時常

詢問是否需要幫忙.誠心的感謝楊慕華主任及 

陳天華總醫師與 67 病房全體護理師,那麼用心

的醫治我太太. 感激不盡. ○○○ 敬上  

13 感謝心臟內科黃柏勳醫

師、李彥融醫師醫療團

隊、心導管室醫、護、

技術人員及B087病房

全體護理師 

尊敬的張院長:  

本人以最真誠的謝意，給臺北榮總各位領導，

醫師及醫療人員所付出的努力和專業態度，予

最高的評價。  

在此特別要感謝心臟內科主治醫師黃柏勳教

授，以專業、耐心、親和的態度對本人及家屬

解釋病情和治療方案，並迅速地安排於

2019-08-○住院,期間在思源樓 87病房○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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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位護理人員和李彥融醫師的悉心照顧，於

8 月○日進行了心導管檢查，本人十分感謝導

管手術室的各位醫師，放射師，護理師們的照

顧，其中醫師的技術十分高明，我一點都不覺

得在受痛苦就已經完成整個檢查，也要讚一下

醫師在進行每一步前都會解釋得很清楚，讓我

感到很放心，充分體驗到醫患之間的良好溝通

和信任關係。  

這次在北榮能有完善的治療，痊癒回家，真的

很感謝黃柏勳教授以及他的團隊為我所做的

一切，令我十分感動，所以本人及親友今後也

會繼續選擇北榮為健康把關。  

謝謝!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