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8年11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高壽延副院長暨口

腔醫學部醫療團隊 

院長您好:  

10 年前的 10 月○日，應該是我人生中最漫長

的一夜，看著窗外想著天為什麼還不亮?祈禱

著癌細胞要乖乖的等在哪裡，不要隨便亂跑。

10 年前的 10 月○日，高壽延副院長(時任口腔

顎面外科高主任)帶領他優秀的團隊為我動了

人生的第一次手術-舌癌。成功的手術讓身患第

四期重症的我，從戰戰兢兢過著日子到平常心

對待生命，轉眼過了 2 個 5 年， 5 年存活率，

在癌症醫學史上或許是個統計依據，但對我而

言卻是上帝恩賜的數字。  

手術完，得知第四期的我，非常沮喪，但高副

院長每次對病情精準的分析和明確的治療方

式，讓我覺得第四期並不是癌末，是敗部冠

軍，「敗部冠軍」是可以打「復活賽」的。  

至今每次回診，高副院長都悉心把我那薄如蠶

絲的口腔壁和僅存一小片的舌頭仔細的看了

一遍，然後說：「很好」。這句「很好」對我有

著無比的鼓勵。這十年來，我充滿感恩的心，

充實的過著日子。  

我要真摯的感謝高副院長的妙手仁心，給我滿

滿的愛，和當時優秀的團隊，讓我 10 年來一

直充滿盼望，喜樂與信心。高副院長，謝謝您。

2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鄭宏

志副主任、郭懿萱醫

師、許哲翰醫師醫療團

隊、劉淑惠專科護理

師、A171病房梁靜娟護

理長、陳瑞珍副護理長

暨全體護理師及手術室

親愛的院長您好，  

我叫○○○，是一個脊髓腫瘤的病患。  

2008 年 10 月我的脊髓腫瘤從 C0-T3(延腦下到

胸椎共 20 公分長），在眾多醫生告知開刀或不

開刀都有癱瘓或死亡的風險下，是「臺北榮總

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外科部主任-鄭宏志主任」

一肩扛起這在太歲爺頭上動刀的風險，把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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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護理師 生命的盡頭搶救回來。如果一個人正常脊髓是

10，而我僅剩十分之一脊髓，卻能如一般人正

常的行動、壯遊世界、考上國考、彈琴畫畫，

這都要感謝北榮神外鄭主任。  

2019 年 10 月脊髓腫瘤又再度侵襲我僅剩十分

之一的脊髓（位於頸椎 C5-C6），是我的大恩

人鄭宏志主任挑起這個大樑，為我再次鏟除腫

瘤。  

如今，我能繼續延續自己的生命、我能再次如

一般正常人般行動自如，都是「臺北榮總神經

醫學中心神經外科部主任-鄭宏志主任」的辛

勞，再多言語都無法表達感謝鄭主任把我從鬼

門關救了 2 次。他精湛的刀法，使我能繼續活

下來。  

這輩子.....我不會忘記這份恩情的。  

在此我要感謝臺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外

科部主任-鄭宏志主任的醫療團隊，郭懿萱總

醫師、許哲翰住院醫師、劉淑惠專科護理師、

A171 病房的護理長、A171 病房的副護理長及

A171 病房的全體護理師、A09 開刀房的全體

護理師，在他們專業、細心的醫療照顧下，我

才能日漸康復。  

謝謝院長的領導，貴院有這麼優秀的醫療團

隊，是本人及病患的福氣 

3 感謝骨科部蔡尚聞醫師

及A184病房林曼玲副

護理長暨全體護理師 

主旨 : 感謝貴院骨科蔡醫師尚聞及A184病房

林副護理長曼玲  

事由 :  

一、病患○○○榮退○○官階,曾是二戰知識青

年從軍,參與抗戰暨戡亂…等諸戰役,出生入

死負傷累累,曾任○○○○○組長,以及籌建

○○○○○ ,長年為國家征戰不同領域,在

殘燭凋萎軀殼內早已落下隱疾及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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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十餘載後之近日 108 年 10 月○日,敝左

大腿髖關節處因舊疾復發疼痛難忍已無法

站立,貴院骨科主治蔡醫師仁心仁術,對敝

“望、聞、問、切”感同身受處處為敝著想,10

月○日蔡醫師奔走各科及手術室相互溝通

協調,祈能盡速緩解敝左髖關節老化磨損所

造成的疼痛,10 月○日蒙蔡醫師悉心治療更

換人工關節,並細心耐心刨除殘骨,避免造成

二次感染風險,術後在A184病房林曼玲副護

理長率團隊照料下,敝已逐漸康復,此愛國愛

軍的忠誠義勇,堪與國際軍事醫療團隊相比, 

實為貴院骨科表率及楷模,貴院骨科之光。 

三、敝對蔡醫師深受感動,特上函院長,對蔡醫

師尚聞此醫術高明;醫德高尚的好醫生,敬祈

予以公開表揚為禱!  

A184-○病患 ○○○ 敬上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03 日 

4 感謝胸腔部趙恆勝醫師

及外科部胸腔外科黄建

勝醫師醫療團隊 

感謝 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趙恆勝大夫）以

及其團隊，對我媽媽○○○細心以待、呵護備

至，讓多年的氣管狹窄痼疾一一排除度過，相

信趙大夫在醫療專業以及團隊合作具有絕佳

的溝通協調能力，將胸腔內科與胸腔外科（黄

建勝大夫) 的合作發揮出完整的功能，讓我媽

媽能夠繼續呼吸無礙的生活下去。  

再次感謝榮民總醫院胸腔醫療團隊給予的協

助與照顧，僅以此信表達深切的謝意，望醫療

團隊事事順心、順利  

並祝醫師節快樂  

病患 ○○○女兒 ○○○敬上  

5 感謝婦女醫學部陳晟立

醫師及A081病房鄭寶

伶護理師、林郁淇護理

院長您好，  

我是一名○歲的高齡產婦，懷孕、安胎及生產

期間歷經各種辛苦淚水，幸在貴院婦產科陳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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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立醫師、鄭寶伶護理師、林郁淇護理師的溫柔

照顧下，我與小女平安健康出院，心中非常感

謝 貴院這麼專業優秀又視病如親的醫師及護

理師，特寫此信 表達我誠摯謝意。  

6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顏玉

樹科主任醫療團隊及護

理師、醫檢師、行政人

員、志工人員 

請公開表揚「視病猶親」、「仁心仁術」的神經

外科顏玉樹醫師。 

德明院長：  

您好!  

本人是病患○○○○的兒子，父、母親二人長

期為北榮病患，多年來一直受到北榮的醫護人

員照顧，感謝在心。  

母親目前○歲，患有阿茲海默症、黃斑部病

變、甲狀腺病變、椎間盤突出等疾病，108 年

9 月由神經內科，轉診至神經外科顏玉樹醫師

(兼神經醫學中心神經重症加護科主任)門診

(我們與玉樹醫師素昧平生)，108 年 11 月○日

接受腦下垂體腺瘤內視鏡手術，11 月○日出

院。  

玉樹醫師自門診期間就是位能傾聽病患、同理

病患的好醫生，不厭其煩的說明病況及治療方

式，家母患有阿茲海默症常會發生重複發問的

情形，玉樹醫師依然有耐性的解答，讓我驚訝

在北榮出入這麼多年，病患及工作數量大增、

醫病關係緊張的情況下，有這麼一位有耐心，

且笑容滿面的醫師。  

11 月○日的術前會議時，玉樹醫師更是詳盡解

說手術前、中、後需要注意的事項，及可能發

生的情況，讓母親、父親、本人及親友們都能

解除心中的困惑及緊張。  

11 月○日手術當日，在手術室及恢復室玉樹醫

師將狀況和我們家屬做了詳盡的說明。當晚在

神經重症加護病房，母親術後非常不舒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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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也一再安慰她。  

11 月○日○日早上巡房時，玉樹醫師都鼓勵母

親要加油，甚至親手握著母親的手，鼓勵她下

床多活動，並請護理人員親自教導注意事項。

母親感動得都流下眼淚。  

11 月○日星期○預定出院當天，一大早仍然前

來探視，確認母親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出院。  

以上鉅細靡遺的詳述經過，就是慶幸母親這次

腦下垂體腺瘤內視鏡手術，遇到了這麼一位

「視病猶親」的「仁醫」，真是我們病患及家

屬的最大幸福!  

在此，要請 德明院長公開表揚這位「仁心仁

術」的顏玉樹醫師。有玉樹醫師是病患及家屬

的福氣，也是北榮的榮耀，感謝院長!也對北榮

的醫師、護理師、醫檢師、行政人員及志工們

表達萬分感謝之意!  

病患家屬: ○○○  

7 感謝胃腸肝膽科林崇棋

醫師、徐湘婷醫師、陳

信諺醫師及A121病房

劉思旻、麥湘惟、張瑋、

蘇盈如、魏于婷等全體

護理師 

院長你好:  

家母○○○○ 於今年 2019/9/○因肝癌產生腹

水及高血鈣至急診室後轉入中正樓 12 樓 121

病房接受治療，期間由主治醫師:林崇棋醫師、

住院醫師:徐湘婷、陳信諺。  

A121 病房護理師:劉思旻、麥湘惟、張瑋、蘇

盈如、魏于婷、全體 121 病房護理師專業素養

和敬業的精神、對家母無微不至的照顧與關

懷，雖然家母因病情嚴重而轉入大德病房，於

2019/10/○晚間安詳離世。  

藉由院長信箱來傳達我們對所有的醫護人員

滿滿的感謝和最大的敬意!  

也特此感謝主治醫師林崇棋這幾年來對家母

無微不至的診斷與治療，讓我們家屬心裡充滿

安心溫暖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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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全家人銘感在心!  

家屬:○○○ 敬上  

8 感謝泌尿部張延驊醫師

醫護團隊 

感謝北榮 感謝泌尿腫瘤科張延驊主任 母親

○○○○後腹腔腫瘤手術 張主任仁心仁術 

技術高超 救回一命 非常感謝所有醫護人員 

9 感謝腫瘤醫學部顏厥全

醫師醫療團隊及A191

病房許禎晏護理師、張

語心護理師 

院長好，我是 108/11/○入住中正樓 191 病房第

○床的病人○○○。這次住院期間，我要特別

感謝腫瘤內科顏厥全醫師醫療團隊的用心，超

強的專業能力，盡力治療且以病人最大的利益

來評估治療方式，降低病人的痛苦。而在 191

病房有 2 位護理師，我深感溫暖要特別讚美她

們，一位是白班的許禎晏護理師，她親切有愛

心並能將心比心，專業能力強，且能跟病患仔

細說明護理處置。我因化療關係手部血管很難

打，但她都能減少我的痛苦，一針就打上，真

的很厲害，並且充滿著護理熱情。而小夜班的

張語心護理師也是一位窩心的護理師，能傾聽

病人的訴說，感同身受的態度，令人窩心。我

要感謝她們的照顧，也請院長給顏醫師團隊及

2 位護理師鼓勵，讓這麼有熱忱的專業人員能

繼續為病人服務，感謝您~  

10 感謝婦女醫學部劉希儒

醫師、呂定恆醫師、楊

思婷醫師醫療團隊及

A081病房全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我是在今年 10 月○日至 10 月○日於 A081 病

房○床的住院病患○○○，在此要感謝婦女醫

學部劉希儒醫師醫療團隊及 A081 病房全體護

理人員。  

本人因腹痛至婦產科門診，謝謝劉希儒醫師在

我不舒服和不安的時候，給予我專業的建議及

醫療協助，並儘速安排於 10 月○日進行腹腔

鏡手術，多虧醫生精湛的醫術，我的手術傷口

縫合得很好、復原得很快，出院回家後身體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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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不適症狀，11 月○日回診時傷口狀況已

可以擦除疤藥膏了。此外，因劉醫師於手術時

有發現本人有容易出血的情形，爰建議我至血

液科檢查，檢查後我才知道我的血小板功能有

異常的情形，現正持續追蹤檢查中，真的很感

謝劉醫師的專業建議。  

我還要感謝呂定恆和楊思婷住院醫師，住院第

一天因為我個人的疏失讓 2 位醫師久等了，真

的非常不好意思浪費了醫師的寶貴時間，但 2

位醫師不但沒有生氣，還是耐心的詢問我的病

史和身體狀況，並詳細為我解說手術方式，讓

沒動過手術的我安心不少。術後醫師並常常來

關心我的狀況，我拔引流管後出血較多，醫師

也立即來處理並順利解決，真的很感謝醫師在

我住院期間的所有幫助。  

還有我在住院期間負責我的所有護理人員，術

前她們很細心幫我做好術前的所有準備，術後

非常勤勞地定時關心我的狀況、溫柔有耐心地

幫我換藥和處理我的任何突發狀況，也時常告

訴我出院時該注意什麼，每一位都像天使般的

溫柔又有愛心。  

我感謝的心情無法用文字表達，懇請院長能給

予這群專業又有愛心的醫生及醫護人員最大

的鼓勵及嘉獎!  

病患: ○○○謹上  

108 年 11 月 16 日 

11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趙勻廷醫師、黃彥傑醫

師、郭乃文醫師、林天

韻醫師醫療團隊及

B077病房全體護理師 

院長你好  

本人○○○因為鼻咽癌第三期,過去在北榮做

了四次的住院大化療與完整的電療，在這個治

療的過程我真的非常感謝治療團隊，讓我感受

到專業與溫暖  

1.趙勻廷主治醫師 相當的親切、專業、認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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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耐心的跟我解釋我每個階段的病情，也讓我

知道整個計畫，讓我非常的信任，沒有趙醫師

我真的無法想像這段日子我是不是有辦法撐

過去。  

2.黃彥傑/郭乃文/林天韻等醫師,都十分親切專

業,幫助我非常多  

3.B077 病房全體護理人員,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你們相當專業跟親切,十分貼心,完全不會不耐

煩  

非常感謝整個團隊與榮總對我的呵護、照顧, 

治療的那幾個月中,電療+化療 大概有 60 天的

時間都在榮總,都讓我感受到無微不至的呵護

及照顧,榮總是個相當溫暖的地方,真心的謝謝

榮總,趙醫師及整個團隊  

謝謝  

12 感謝婦女醫學部洪煥程

科主任醫療團隊及

A073病房王淑婉、黃海

萍、賴宜妤、林姵君等

全體護理師 

感謝婦產科洪煥程主任、73 病房住院醫師、護

理師 淑婉 海萍 宜妤 姵君 

感謝洪煥程主任 於我門診就診時專業的問

診，並立即安排住院開刀，也許我的病況對主

任來說，只是小菜一碟，但對患者來說全麻開

刀非常令人害怕，親切專業幽默的洪主任帶給

人安定信任放心來北榮治療。  

住院期間 A073 病房的白衣天使，個個專業親

切，即使忙得不可開交，對病患仍充滿愛心、

耐心，感謝醫療團隊的付出，因為您們讓病患

重拾健康。  

13 感謝移植外科龍藉泉主

任、陳正彥醫師醫療團

隊及A212病房全體護

理師 

院長您好:  

我是貴院肝臟移植手術的病患，這個星期○剛

從 A212 病房出院。我平時就有運動的習慣，

對於這次的手術，自認為應該 30~40 天就可以

出院，想不到由於自身的因素，竟然住了○天

才出院。但也因為住了這麼久，對 貴院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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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團隊才有更真切的感受。  

罹病近兩年以來的治療，我在 貴院幾個不同

樓層的病房都曾經住過。A212 病房有十幾個

護理人員，住院期間每一個護理人員至少都輪

流照顧過我幾次。這些護理師的經驗雖有深

淺，但工作態度及敬業精神卻很齊一，很用心

在照顧病患，不會隨隨便便敷衍了事或交班後

急著閃人，護理人員也會相互幫忙及經驗分

享，可以看得出護理長對團隊的用心及努力，

真的是一個很優質的護理團隊。  

我肝臟移植的主治醫師是陳正彥醫師，在去年

的一次轉診中無意間被轉到他的門診，因為當

天是星期二下午，器官移植剛好有他的門診。

我的肝臟移植來源是由兒子捐贈，一般人在面

對這種生死交關的重大手術，總會想尋找這個

領域的名醫，我也曾經有過這個想法，但幾次

的門診下來，我跟內人都感覺得出陳醫師的專

業及用心，因此決定把父子倆的命運交給他。

我原先腸胃就不好，移植手術之後，從十二指

腸破洞、腸胃潰瘍、膽汁滲漏、發燒、腹部絞

痛、胰臟發炎等，可說狀況不斷，幸好陳正彥

醫師每次都能及時做正確的判斷及處理，讓我

每一關皆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安全度過。住院期

間，陳醫師無論多忙總會抽空來了解當日的狀

況，無論是平時、星期例假日或是中秋及國慶

連假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甚至有幾次晚上，

可以看得出陳醫師應該是剛開完刀之後又來

探視，那種視病猶親的工作精神及辛勞真的是

令人既感動又心疼。  

從存疑到認同、從信任到敬佩，非常慶幸可以

遇到陳正彥醫師。最後要感謝的是，在院長及

移植外科龍主任的帶領下培養出這麼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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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團隊及醫生，這真的是榮總病患之福。  

A212 病房病患○○○ 敬上 

14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顔玉

樹科主任及A173病

房、神經外科加護室

A、A172病房全體護理

師 

院長 您好  

很謝謝您帶給了病患和家屬一個令人感動的

北榮 。  

2019/11/○至 2019/11/○，我的母親○○○在中

正樓 173-○丶 NCUA○丶 172-○住院，期間蒙

受胡護理師丶雅婷護理師及眾多醫護人員的

幫助（很抱歉，當下因擔憂母親的狀況沒有一

一記下），他們親切微笑丶真心的關懷，使我

母親和家人的心備感溫暖。尤其當我母親在加

護病房中，護理師常常站立在旁，不時以精神

和實質上支持，我的母親深深感到他們幾乎是

用盡全心的照顧和陪伴，使得我母親在加護病

房中，知道自己在裡面有人同在，用心在幫助

他，他不安的心，很快平靜下來，可以放心休

息丶放心等候身體的修復。  

我們的恩人 顔玉樹醫師，在就醫前，已風聞

他視病如親，但沒想到是如此好到令我詫異，

從就診到出院，他皆以高同理心傾聽我們的主

訴丶無比的耐心回應我們的詢問，真心地關懷

探望他的病人，至今我們仍悸動著，原來一個

愛和謙和生命，可以這麼有影響力，可以這樣

地幫助人，我們內心感到無比的感恩，爸爸說

如果顏醫師選總統，他一定選他。謝謝北榮給

了臺灣如此優質和諧的醫療生態，謝謝北榮全

體醫護人員，謝謝顏醫師無私的付出，我永記

於心，甚願顏醫師給人的溫暖和恩典，這樣白

白慷慨給出的祝福，也加倍祝福在顏醫師的生

命中，生命常常充滿滿足的喜樂和永遠的福

樂。謝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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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感謝急診部醫師、心臟

內科醫師、心臟外科吳

飛逸醫師暨手術室醫療

團隊、大腸直腸外科林

宏鑫醫師及冠狀動脈加

護室、B107病房、心臟

血管外科加護室A、B全

體護理師 

院長您好:  

我是病患○○○○家屬，家母因心臟不舒服於

108 年 8 月○日晚上送急診，急診室醫師初步

診斷是心肌梗塞，幸醫師病情判斷得宜。當晚

立即會診心臟科醫師，原本要緊急開刀放支

架，負責執刀醫師從心臟電腦斷層圖，發現心

臟血管鈣化不宜放支架，詳細向我們家屬解

說，經過我們家屬同意，安排交由心臟外科醫

師治療，心臟外科醫師於 8 月○日晚上詳細說

明家母病情及開刀風險，我們家屬同意開刀，

於 8 月○日上午開刀，開刀時間長達 11 小時，

非常感謝吳飛逸醫師及開刀房的團隊的辛苦

及努力。  

家母原本多病的身體，經過心臟血管繞道大手

術，三天後有出現缺血性腸炎，再經直腸科緊

急做大腸切除手術，家母生命獲得保住，從思

源樓三樓心臟科加護病房第○床移至思源樓

十樓加護病房，由於兩次手術讓他的體力耗損

很大，加上他糖尿病及腎臟功能不良，恢復很

慢，後續又發生嘴唇皰疹及胰臟炎，後來經醫

師治療後,評估家母穩定轉思源樓十樓 107 病

房○床繼續治療。  

雖然家母已出院回家休養，非常感謝這二個月

來治療家母的醫療團隊，因為家母病情事出突

然，未能注意所有治療及照顧的醫師及護理師

們的姓名，為表達真心感謝貴院的醫師及護理

師們，給予家母最即時最專業的治療及照護，

特函敘明對他們由衷的感恩之情。  

家屬誠摯感謝 

16 感謝心臟內科李慶威醫

師、心臟血管外科陳柏

霖醫師、郭姿廷醫師、

院長，您好！感謝您百忙之中閱讀此信。  

我本人於 8/○經由食道超音波確認心臟瓣膜

韌帶出了問題，必須接受心臟開心手術修護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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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婷醫師、護理部高

秋惠專科護理師、陳靜

儀專科護理師、心臟血

管外科加護室A鐘貴春

護理長暨全體護理師及

B097病房朱紋瑩護理

長暨全體護理師 

膜，聽到此消息有如晴天霹靂，每天都很擔

心，這期間我遇到兩位好醫師，一位是心臟內

科李慶威醫師，另一位心臟外科陳柏霖醫師。

兩位醫師的專業素養及溫和的態度讓我忐忑

的心情安定不少！  

李醫師在術前為我做了心導管手術確認心臟

血管是流通的，接著 10/○陳醫師為我做了開

心修護瓣膜手術，在進加護病房時，又發生了

氣胸及心臟血管不通的狀況，幸賴加護病房的

護理師們的察覺，及時通知了李慶威醫師及陳

柏霖醫師做了適當的處理，化險為夷！  

在加護病房的三天非常感謝護理長及護理師

們的照護，使我平安的回到普通病房（思源樓

97 病房）休養！  

在普通病房住院○天的期間也非常感謝護理

長及護理師們的細心照護，才能使我在動了大

手術後能如此快速地恢復，10/○上午我順利出

院了，委此，寫這封信想請您代為轉達，我對

主治醫生陳柏霖、李慶威及護理師們的無盡謝

意及感恩。另外還要感謝高秋惠及陳靜儀二位

專科護理師，她們常常來病房了解我的病情，

我有疑問時她們也都為我解惑！  

郭姿婷醫師及古雅婷醫師在我手術完後，又發

現狀況時，她們二位替我解決了危機，在此謝

函中一併感謝！  

最後祝福北榮所有醫師及護士們永遠幸福、健

康！  

病患○○○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