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9年4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胸腔部邱昭華科主

任、專科護理師等醫護

團隊 

我父親○○○先生.四年前確診肺腺癌.由胸腔

內科邱昭華醫生為主治醫生.邱醫生為人親切,

給予我父親正面的鼓勵.總是給父親積極樂觀

的態度.父親總是說他這條命是邱醫生撿回來

的.為人子女的我們.非常感謝邱醫生對我父親

的照顧與醫治.讓我們有機會陪伴父親最後的

這幾年時光.謝謝榮總的醫療團隊.謝謝邱昭華

醫生和幫助過父親的護士和專科護理師. 

謝謝您們. 

2 感謝皮膚部李政源醫師

及趙育如護理師、沈泱

佐護理師 

敬愛的院長您好：  

因本人長期臉上、頸部有小瘜肉困擾，前些時

間經朋友轉介到貴院「美容醫學」，於一 0 九

年四月○日至貴院接受李政源醫師評估與治

療。  

其實，當初聽朋友說明瘜肉治療方式其實有點

害怕擔心，甚至對於處理瘜肉會很抗拒。因為

這些小瘜肉影響到自己生活作息，除了外貌會

覺得是沒擦乾淨嗎？怎麼髒髒的；也有許多朋

友不斷詢問，這是什麼，要不要到大醫院檢查

這些話語，聽到煩悶。在前往北榮就診時，經

過李醫師細心說明，並讓我了解小瘜肉滋長原

因，並給予建議如何評估處置，且告知現在治

療方式與所需要的時間，讓我鼓起勇氣接受治

療，相信接受治療後會有所改變我的作息。  

經李醫師評估後決定當日進行雷射手術處

理，由護理師趙育如、沈泱佐協助術前說明與

注意須知，並塗抹麻藥在頸部避免療程中產生

疼痛感，以輕鬆方式跟患者聊天，舒緩本人緊

張情緒。在休息室等候時，也會詢問有無需

求，隨時察覺是否有任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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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射的術檯上，謝謝李醫師、趙護理師不斷

透過聊天移轉本人緊張氣氛之外，另李醫師很

風趣地說，治療本人很有成就感，切除下來的

小瘜肉頗為壯觀，經歷大約半個鐘頭才完成。

結束時，因為有許多傷口，以人工敷料貼住傷

口，黏貼時沈護理師很細心量測能夠包覆傷口

角度與敷料大小，並在黏貼時告知回家需要注

意哪一些傷口照護等等，非常的細心。  

最後非常感謝李政源醫師、趙育如護理師、沈

泱佐護理師等，讓這次小手術順利完成，本人

也期待術後恢復，有機會可以讓貴院當作患者

對比圖，展現貴院手術技巧精湛之外，讓更多

人了解貴院醫療品質如此優等，也很細心照顧

患者感受。謝謝臺北榮總，更感謝醫療人員的

辛勞，防疫期間大家也辛苦了。  

患者 ○○○  

民國一 0 九年四月十日星期五 

3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權科主任醫療團隊及護

理部許雅婷專科護理

師、A171病房、A172

病房全體護理師 

感謝神經外科許秉權醫師團隊、許雅婷專科護

理師和 171、172 護理站 

108 年 1 月突如其來的腦瘤出血，很感謝□□

當時救命的團隊，讓我得以繼續回○工作，只

是在一年後 3 月的 MRI 檢查報告中，醫師突

然告知還要開刀，讓我從雲端跌到谷底，期間

正值○○○○○○，真的讓我不知如何是好

（可能是良性腦膜瘤，所以醫師認為一年再做

檢查即可）?  

於是我和太太千里迢迢從□□北上找許秉權

醫師諮詢，許醫師視病如親的態度讓我印象深

刻。經過與加馬刀楊懷哲醫師及許秉權醫師諮

詢後，我決定開刀，但因去年將近 3 週的住院

及 50 天的鼻胃管經驗，讓我非常害怕。  

但從許秉權醫師充滿自信的眼神及詳細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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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說明，他讓我再次燃起信心。  

4/○手術完到明天即將出院（我非常驚訝真的

一週就可回家），我真的好感謝許醫師團隊讓

我脫離恐慌，也將後遺症降至最低，而且後續

的治療也都詳盡地告知。  

最後，住院期間也要感謝許專科護理師詳細的

說明及關懷，還有 A171、A172 護理站人員的

照顧，你們辛苦了!今年 8 月我的孩子也將從

醫，期許以許醫師為學習典範，精進醫術，造

福更多人! 

4 感謝高齡醫學中心吳怡

慧醫師、心臟內科廖若

男醫師及急診室、急診

加護室、冠狀動脈加護

室、B087病房全體醫護

人員 

院長,您好!  

我父親○○○先生在 3 月○日因急救(心跳過

低)進入貴院,相當感謝高齡醫學整合門診吳怡

慧醫師當天門診時發現家父心跳有異常現象,

通知我們盡快回到醫院,當天急救時也相當感

謝急救室的醫生與護理人員.後來父親轉到心

臟科加護病房,非常感謝心臟內科廖若男醫師

替家父開刀,裝上心律調節器.讓父親能夠維持

正常心跳.  

這一路走來,我們要向吳醫師與廖醫師致上最

高謝意,吳醫師是家父長期看診的醫師,非常有

耐心,而且相當細心,救回父親一命.也十分感謝

廖醫師,在與我們說明與溝通開刀過程時,實在

相當有耐心,而且非常親切.最後,也向急救室與

一般加護病房,心臟科加護病房以及思源樓

B087 病房所有醫護人員致上最誠摯謝意! 謝

謝你們!  

5 感謝骨科部江昭慶科主

任醫療團隊 

院長您好：  

打從受傷後，經由親友的轉介，第一次來到北

榮門診。門診中感受到江主任的親切、專業與

視病猶親，於是忍著病痛難耐的身軀等待主任

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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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間，江主任和醫療團隊早晚巡房、關心

問診叮嚀、耐心解釋病情著實讓人備感溫暖，

深深覺得自己的等待與堅持是對的。  

好的醫師難尋，要培養互信互諒的菁英團隊更

是不易，但是我相信骨科在江主任的帶領中當

是萬民之福，  

醫者父母心。再次感謝！  

○○○敬上  

6 感謝胸腔外科許文虎醫

師、蔡秉中醫師醫療團

隊、胸腔部郭曉玲呼吸

治療師、護理部洪秀瑩

個管師及A154病房趙

家礽、黃國勛、陳盈伃、

戴美芬、張卉妤等全體

護理師 

院長您好:  

家母○○○八年前於左上肺葉發現癌症病

灶，因手術切除後，狀況穩定，每半年固定在

貴院許文虎教授門診進行定期追蹤，3 月下旬

回診，看 CT 報告發現，右肺中葉 0.6cm 毛玻

璃結節變得比以往紮實，許教授建議我們盡快

處理，本來母親還在猶疑是否放到大一點再動

刀，好在最後有聽從教授的建議，於 109 年 4

月○日入住北榮，○日接受許教授及其率領的

醫療團隊施行之右中肺葉楔型切除、淋巴取樣

及病灶切除手術，才能及早發現右中肺葉裡的

兩種肺癌(一個是第一期，一個是原位癌)，母

親與家屬們對於許教授的感激之情，實在是筆

墨也難以形容。  

許教授不僅是肺癌領域的權威，擁有超群的醫

術外，更是位術德兼修的好醫生。家母住院期

間，儘管教授日理萬機，依舊親力親為每日查

房，探視母親身體恢復狀況，而後還親自為母

親拔除胸管，即便是出院當天，仍不辭辛勞至

病房，告知最新出爐的病理結果，讓我們得以

即時掌握病情，以便申請重大傷病卡。  

許教授帶領之住院醫師蔡秉中待人謙和有禮， 

術前，以淺白又不失專業的方式說明手術過程

與進行的方式，減緩了病患與家屬對於疾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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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感。術後，蔡醫師溫柔細心為母親檢查傷

口與換藥，且不厭其煩釐清我們對於術後之各

項疑慮，在此向蔡醫師表達深深謝意。  

其次，由衷地感謝，在母親住院期間，所有照

護過她的 A154 病房護理人員。其中包括趙家

礽護理師、張卉妤護理師、黃國勛護理師、陳

盈伃護理師、戴美芬護理師等( 請見諒我們無

法一一記住所有護理師的名字，倉促間可能有

所遺漏)，謝謝你們數日來的悉心照顧，你們辛

苦了。在工作繁忙之際，你們對待病人的態度

始終親切、有耐心且主動傾聽病人的感受與需

要。這些付出有如慰藉病患心靈的一帖良藥，

讓人溫暖在心頭。  

再者，個管師洪秀瑩、郭曉玲呼吸治療師對於

家母之關心問候及加油打氣，讓人備感窩心，

在此也一併感謝。  

病患女兒○○○ 敬上  

7 感謝胃腸肝膽科李癸汌

醫師、吳佩珊醫師、杜

維剛醫師、張柏宏醫師

醫療團隊及A124病房

林意純副護理長暨全體

護理師 

院長 您好：  

3 月中我因急性肝炎入住 A124 病房  

住院期間，感謝李癸汌醫師及醫療團隊：吳佩

珊醫師、杜維剛醫師、張柏宏醫師，以高度醫

療專業，溫暖細心，常給予我正能量的鼓勵打

氣。  

感謝 A124 病房林意純副護理長及全體護理師

們，同理傾聽親切耐心的照顧。  

終於○天後順利出院，在生命 reset 時，有你

們的守護〜真好！  

尤其新冠病毒疫情下，醫療團隊更加辛苦，除

以此函表達由衷感謝外，祈願所有醫療人員平

安健康  

病患○○○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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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感謝心臟血管外科許喬

博醫師醫療團隊、余白

妃專科護理師、心臟血

管外科加護室張護理

師、毛錦玉護理師暨全

體護理師及本院行政人

員、保全人員、清潔人

員 

致 全體醫師護士及所有團隊，  

我們是○○○的家屬，我父親在 3/○15:00 因

為心臟不適送至□□醫院急診室，當時被診斷

出是心臟血管剝離 A 型，但是當下□□醫院沒

有手術室跟醫師可以幫爸爸開刀，非常感謝當

時正在休假的許喬博醫師團隊及心臟外科團

隊，真的真的很感謝許喬博醫師團隊及心臟外

科團隊在聽到爸爸危急的病況，二話不說就答

應幫爸爸開刀，在緊急救命的當下不畏辛勞的

完成這個大手術。  

心臟手術之後我父親復原狀況也相當好，醫生

和護士們都非常關心爸爸的身體狀況；感謝余

護士積極地告訴我們家屬病患該注意的任何

事項，同時也積極地為我們解答我們不懂的醫

學知識；感謝張護士在爸爸待在加護病房時除

了照顧他以外也願意陪他說說話放鬆心情；也

感謝所有每天值班的住院醫生和輪值大夜小

夜班的護士們，在防疫期間我們無法 24 小時

陪伴在爸爸身邊，大家幫忙照顧他的身體狀況

和生活起居。  

第一次開完刀非常的順利，我父親的心臟也恢

復得非常好；但是在第二次因為肺栓塞導致休

克，雖然爸爸目前人還在加護病房，但是真的

真的非常感謝每位護士和醫生，當下爸爸休克

情況非常地危急，前前後後有不少護士和醫生

趕緊急救，在爸爸二度進去加護病房後，很多

曾經照顧過爸爸的護士醫生都很關心爸爸，感

謝毛護士在爸爸急救時的協助也在之後詳細

跟我的家屬交代當時的情況，以及事後我們需

要注意病人的狀況以及相關併發症的問題甚

至是後續長期照護的狀況讓我們了解。  

真的很感謝許喬博醫師團隊及心臟外科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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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忙，許喬博醫師非常細心和用心同時也很

關心爸爸的狀況，並告訴團隊的其他人相互照

顧爸爸，每位照顧爸爸的護士也都很細心的觀

察爸爸的狀況，醫生護士們專業的態度讓我們

家屬不害怕面對爸爸的狀況，也很清楚的告訴

家屬爸爸的情況和後續的治療，尊重家屬的決

定同時告知我們後續進行治療的原因，我們也

都非常相信許醫生和他的團隊所做的每個決

定，我們相信許醫生的專業和決策，未來爸爸

仍會持續待在榮總做治療，更是在防疫期間感

謝每位辛勞付出許喬博醫師團隊及心臟外科

團隊、醫護人員、行政人員、保全人員、打掃

人員。  

祝福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謹代表我父親○○

○及全家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