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109年7月感謝函 

項次 摘要 內容 
1 感謝泌尿部鍾孝仁科主

任、王貞月小姐、彭若

昕小姐及腫瘤醫學部劉

裕明醫師 

105 年○月退休前夕，到□□醫院健檢，發現

攝護腺異常，經切片檢查後，證實罹患攝護腺

癌，格里森分數高達○。在驚嚇、恐慌之下，

蒙貴院前副院長陳天雄醫師推薦，要我找鍾孝

仁醫師幫忙診治。首次看診時，發覺鍾醫師溫

文儒雅，聽完我的病情敘述後，鍾醫師溫和的

安慰我不要緊張，他會來處理的，要我先做

MRI 及 CT 檢查，但因 MRI 檢查要到○月○

日，為期儘早治療，鍾醫師建議我至□□醫院

檢查，○月○日於□□醫院完成 MRI 檢查後，

鍾醫師隨即安排○/○住院，○/○進行達文西

切除手術。手術當天，記得早上 7:00 左右被推

進手術房，再回到病房已下午 5 點了，長達十

個小時的手術過程中，鍾醫師及團隊的辛苦，

不言可喻，讓我非常感激。 
術後，原預期 PSA 會大幅下降，孰料 3 個月後，

數值升高。鍾醫師判斷腫瘤細胞有轉移跡象，

立即安排請劉裕明主任看診，經骨頭掃描、正

子攝影及 MRI 檢查後，確認已骨轉移。  
正要進行放射治療之際，經朋友介紹，轉診至

□□醫院治療，約 1 年半的時間，PSA 指數控

制在<0.008，但從 108 年 4 月份起，指數逐漸

升高，證實荷爾蒙療法已產生抗藥性。此期

間，□□醫院雖多次向健保署申請新一代荷爾

蒙藥物，但未獲健保署核可，□□醫院建議使

用化療，我一聽，簡直如晴天霹靂，恐慌憂鬱

襲滿心頭。乃決定回臺北榮總，聽聽鍾醫師的

看法。  
今年 4 月○日，我懷著忐忑不安(因轉診□□)
的心情來看診，但是看到鍾醫師時，我整個心



項次 摘要 內容 
都安定下來了，鍾醫師仍然溫文儒雅，非常有

耐心的看完我的病歷後，溫和地說不要恐慌，

不要憂慮，我們可以朝二個方向同時進行，一

方面，向健保署繼續申請新一代口服荷爾蒙藥

物，另一方面，請劉裕明主任評估是否可進行

放射治療。此時，我心情立即開朗起來，原先

的恐慌、憂鬱頓時釋放了許多。感謝鍾醫師，

對我而言，鍾醫師猶如定心丸，能撫慰病患不

安的情緒。  
4 月○日看劉裕明主任的診，劉主任親切和藹

的笑容，讓我如沐春風。他鼓勵我、安慰我，

會沒事的。要我將□□醫院的放射紀錄帶來，

再來評估及進行適當的放射治療，劉主任的動

作也非常快速，4/○我將□□資料送腫瘤科

後，即於隔天(4/○)安排放射定位，並於 4/○
~5/○進行 10 次的放射治療，效率之高，著實

令人敬佩。放射治療後一個月，5/○門診，劉

主任特別囑咐，荷爾蒙療法最終還是會有抗藥

性，不過沒關係，如果在荷爾蒙治療過程中，

發現 PSA 有升高現象，要立即回診，他會做適

當的處理。聽了劉主任懇切的叮嚀及囑咐，心

裡非常的感動。  
在這一段攝護腺癌的治療過程中，能遇到鍾主

任及劉主任，這兩位仁心仁術的好醫師，真是

我的福氣，非常、非常的感恩。  
另外，在我服用新一代荷爾蒙藥物-澤珂的過程

中，要特別感謝泌尿外科部的王衛教師(Sally 
Wang)及彭衛教師(Roshan)，除了詳細說明服用

澤珂藥物的方法、副作用及使用指引外，還為

我成立了 line 群組，要我在服藥期間，有任何

問題，都可透過 line 群組來詢問，她們的體貼、

用心，且不厭其煩地針對我的問題，耐心地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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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非常感謝，點滴在心頭，感謝您們！ 

2 感謝胸腔部蕭慈慧醫師 院長、副院長你好:  
感恩院長、副院長成功帶領醫療團隊  
感恩主治醫師蕭慈慧  
觀音菩薩慈悲的心...  
每天都會到病房 看病人是否好轉;  
是一位非常專業用心、愛心、細心  
好醫師!感恩!感恩!感恩!  
142 病房○號病床  
病人○○○ 
感恩!感恩!感恩!  

3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許秉

權科主任、楊懷哲醫師

醫療團隊及A173病房

全體護理師 

感謝神經外科許秉權醫師團隊、加馬刀楊懷哲

醫師和 A173 病房護理站 
院長您好:  
再次寫信感謝神外許秉權醫師。術後一個月回

診，感謝許醫師在我描述身體狀況後，敏銳及

正確檢查判斷，在 5/○及時做了腦水引流手

術；6/○也在楊懷哲醫師親切的醫病關係中，

順利完成腦內殘留腫瘤的加馬刀手術，讓心中

的大石放了下來，也讓後續的休養更有品質，

更安心!  
能遇到好醫師及好的醫療體系，是我的福氣!
雖然就醫路程有點距離，但真的很希望北榮能

讓所有生病的人獲得安心、放心及福心。  
再次感恩！  
患者 ○○○敬上 109.06.24  

4 感謝兒童醫學部洪妙秋

科主任、呂宜庭醫師及

A091病房童濬逸、蔡孝

庭、蘇盈蓁、賴盈臻等

全體護理師與清潔人員 

我們家○○因巨細胞病毒持續高燒，於 109/06/
○門診入院，91 病房的醫療同仁都讓我印象很

好，願意讓我們跟著護理師哥哥姐姐的發藥車

見習發藥（○○的目標是當小兒科醫師或護理

師），還學習藥物濃度算法(而且還都會回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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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對不對)。  
再重新打針時，○○因為害怕而要求要先幫她

帶去的鯨魚布娃娃打針，看到護理師哥哥姐姐

都有愣了一下，但是還是願意浪費一支針打在

小鯨魚上。還聽見可愛的護理師姐姐說:「我還

頭一次幫動物打針耶。」(其實媽媽覺得最倒楣

的是那隻無辜的鯨魚，沒事還挨一針。)  
孩子第一次住院，謝謝每位辛苦的護理師，除

了自己專業工作外，還要處理我們大大小小瑣

碎的事（借吹風機，辦出入證……）  
謝謝洪妙秋醫生每天都會來跟我們解釋病

情，不分假日，沒有休息，我也才知道巨細胞

病毒原來會影響這麼大。  
謝謝住院醫師呂宜庭醫師跟另一位我不知道

名字的住院醫師，你們在病情描述的時候，很

專業清楚，都很有親和力。  
謝謝照顧○○的童濬逸護理師、蔡孝庭護理

師、蘇盈蓁護理師、賴盈臻護理師，還有很多

幫忙我們處理大小事，但是我們不知道名字的

漂亮護理師姐姐。  
打掃阿姨也把病房跟配膳室打掃到一塵不染

到讓我驚訝，還會幫小朋友加油打氣。  
91 病房讓我覺得是一個很互助的團隊，而且都

很溫柔親切，（因為是小兒科的關係嗎？）謝

謝你們的照顧。但是還是不希望小孩住院啦！ 

5 感謝心臟内科吳道正醫

師及B118病房吳振嫺護

理長、蔡容容副護理

長、李秀雯護理師、郭

昱宏護理師、張瑜芬護

理師 

本人 6 月○日因心臟心律不整入住 118 病房-
○床，非常感謝心臟内科吳道正大夫細心照顧

(假日也來病房)以及 118 病房護理長(副護理

長)3 位護理師(李秀雯、郭昱宏、張瑜芬)細心

熱忱、期盼院方給予獎勵，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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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廖文輝醫師、急診室全

體醫護人員、兒童醫學

部賴昭誠醫師、張家瑗

醫師醫療團隊及A091
病房簡英雅副護理長、

吳彥儀、童濬逸、王毓

萍、蔡孝庭、林慧芬、

傅凱若、葉淑梅等全體

護理師、清潔人員羅燕

珠女士 

院長您好：  
我要感謝耳科廖文輝醫師，因聯繫到廖醫師告

知廖醫師○○的狀況，他就跟我說趕快到兒童

急診，有任何問題趕快與他聯繫，因為他的告

知○○在 4 月底 5 月初和 6 月底 7 月初時因蜂

窩性組織炎入住本院兒童 91 病房，在急診室

接受到了良好的醫護人員張家瑗醫生細心耐

心地詢問小孩的症狀，讓家長們心中的緊張害

怕降低許多，也安排兒童過敏感染科主治醫師

賴昭誠醫師細心解說治療○○的病狀，平日、

假日也會定期的來巡房看○○的恢復狀態及

解說，在住院期間媽媽非常感謝 91 病房的所

有的住院醫師和護理師，因有你們專業醫療照

護、細心 、耐心、負責的照顧所有的孩童，

也謝謝你們在○○住院期間細心照顧○○的

手臂與屁股，陪伴○○，逗○○開心，在你們

下班時還會來探望他跟他玩一下才離開，讓○

○在醫院時不孤單害怕也可以開開心心健健

康康的順利地出院，也讓媽媽在照顧○○期間

不會感到緊張與害怕。  
在此○○媽媽要感謝 91 病房的吳彥儀護理師

&臺南人護理師在我切到手的時候，你們立刻

協助我處理傷口，帶我到急診室做縫合手術，

在路上也安慰我說不要緊張，○○有我們照

顧，要我放心不要害怕，因也怕我血噴出來，

也謝謝您們幫我聯絡我的家人還留下 91 病房

的電話給我讓我安心，也謝謝您們不會因為下

班時間，忽視我的狀態，真的很感謝你們，也

不好意思，驚嚇 91 病房的護理師人員了。  
謝謝這些日子護理長們、小童護理師、毓萍護

理師在母親節的時候帶著○○拿著康乃馨送

給媽媽 也感謝孝庭護理師 慧芬護理師 凱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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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 台南人護理師(媽媽忘記名字了) 吳彥

儀護理師 小梅子護理師感謝您們。  
在此也要感謝清潔羅燕珠阿姨阿珠姨，他把病

房打掃得很乾淨，讓我們有良好的環境使我們

安心住下，阿珠姨每天帶著熱情的早安 笑容 
熱心助人 迎接我們 使我們不愉快 看到她都

開心了。  
7 感謝腫瘤醫學部陳明晃

醫師、李君陽醫師醫療

團隊及護理部陳淑慧個

案管理師、全靜脈營養

小組劉薏貞護理師、

A191病房樊君儀護理

長、莊紫雲副護理長、

曾育涵 、齊砡誱、姚方

琳、王靖雅、黃明輝、

張語心、許嘉芳、蔡雅

霓、黃詩毓、方珮玉、

劉宗穎、吳奕慧、林雅

文、游又慈、許禎晏、

陳嬿如、張雅嵐、廖梓

妤、張雅屏等全體護理

師、徐素蓮助理員 

親愛的院長及 191 病房醫護人員大家好,  
醫師:陳明晃副教授、李君陽住院醫師及團隊  
正、副護理長: 樊君儀、莊紫雲  
護理師: 曾同學(育涵) 、小齊(砡誱)、姚方琳、

王靖雅、黃明輝、張語心、許嘉芳、蔡雅霓、

黃詩毓、方珮玉、劉宗穎、吳奕慧、林雅文、

游又慈、許禎晏、陳嬿如、張雅嵐、廖梓妤、

張雅屏  
行政: 徐素蓮  
個管營養師: 陳淑慧  
全靜脈營養師: 劉薏貞  
父親治療癌症過程中多次進出 191 病房, 最終

也在 191 安詳離世。  
衷心感謝院長、陳明晃醫師團隊每一位醫師及

191 所有專業的護理人員, 這段時間大家無微

不至的照顧與協助, 不只是父親, 母親跟我都

感受到您們的專業與溫暖!  
6/○從急診室轉到191這20多天是住院最久的

一次,深深感受醫護人員的辛勞與偉大,醫師們

的輪番探視、夜班護理師同時照顧○床病人, 
除了要應對病人各種合理不合理的要求,還要

回答家屬各式各樣的問題… 打從心底佩服與

感謝!  
原以為家屬陪伴應可以減輕醫護人員負擔,才
發現不是病人都有家屬,榮民伯伯多單身,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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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請看護,從入院直到離世,主要還是依靠醫護

人員的專業協助,那麼高強度的工作,絕不是一

般人可以勝任,除了有愛還要有心,真心不容易! 
經護理師的允許及指導下,媽媽跟我還有看護

○○(原名○○,爸爸覺得“○”發音不好,於是改

成○) 推著輪椅外加 3 台儀器還有氧氣瓶, 到
5 樓陽台走走, 曬曬太陽。我們也學會了怎麼

看儀器上的心跳、血氧濃度、呼吸、血壓…  
父親的一生“活得精采, 走得安詳”, 在天之靈

會保佑大家健健康康、快快樂樂! 最後再次感

謝這段期間陳明晃醫師團隊及所有醫護人員

們的辛勞及照顧, 你們真的很偉大! 謝謝榮

總! 謝謝院長!  
○床: ○○○  
家屬 ○○○ 鞠躬  
2020/07/10  

8 感謝李發耀院長、李壽

東前副院長、胸腔部陽

光耀科主任、蕭逸涵醫

師、胸腔外科吳玉琮醫

師、心臟內科江晨恩醫

師、黃偉銘醫師、皮膚

部陳長齡醫師、過敏免

疫風濕科劉德鈴醫師、

高齡醫學中心林明憲科

主任、黃仲禹醫師、神

經醫學中心陳韋達醫

師、眼科部林佩玉醫

師、劉怜瑛醫師、骨科

部江昭慶科主任、陳昆

暉醫師、泌尿部黃逸修

科主任、口腔醫學部吳

○○○家屬感謝榮總醫護人員的長期照顧 
家父○○○已於 109/07/○家中仙逝,家屬感謝

榮總醫師/護理人員/急診室醫護長年來悉心的

照顧:  
胸腔內科:陽光耀/蕭逸涵  
胸腔外科:吳玉琮  
心臟內科:江晨恩/黃偉銘/  
皮膚科:陳長齡  
過敏免疫風濕科:劉德鈴  
高齡醫學門診:林明憲(中正樓 5 樓 52 病房-高
齡醫學病房全體護理師/護理師:薩文儀)/黃仲

禹  
肝膽腸胃科:李發耀/李壽東  
神經內科:陳韋達  
眼科:林佩玉/劉怜瑛  
骨科:江昭慶/陳昆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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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韻醫師、急診室醫護

人員、護理部薩文儀專

科護理師、A052病房全

體護理師 

泌尿外科:黃逸修  
牙科:吳詩韻  
------------------------------  
家屬 12 萬分的感謝,當在照顧家父過程中對於

很多不懂的地方都能給予支援及適當的照顧

指導之外,還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9 感謝腫瘤醫學部顏厥全

醫師醫療團隊 
院長好，我是病患○○○，我要特別的感謝腫

瘤內科的顏厥全醫師及其醫療團隊的用心。顏

厥全醫師真的是一位盡責的好醫師，除了超強

的專業能力外，他盡力以病人最大的利益來評

估治療方式，降低病人的痛苦。而且端午節、

假日也都親自來病房看病人，令我深感溫暖。

請院長給顏醫師鼓勵，讓這麼有熱忱的醫師能

繼續為病人服務，感謝您~  
10 感謝感染科王復德主

任、邱哲安醫師醫療團

隊及B077病房程繼鳳

護理長、張于慧副護理

長、吳家馨、汪子平、

王雅蓁等全體護理師 

張院長您好，  
家母○○○於 7 月○日赴北榮急診，整個過程

受到王復德主任領導的醫療團隊專業耐心的

照護，使得家母不僅在身體得到治療，同時也

在精神上受到醫生們及護理師們的鼓勵。  
住院的一個多星期以來尤其感受到了邱哲安

醫師、程繼鳳護理長、張于慧副護理長、吳家

馨護理師、汪子平護理師及王雅蓁護理師等人

的悉心照顧，使得家母身體和精神都得到療

癒，家母非常感謝榮總醫療團隊的溫暖及專

業，特別囑咐要向院長您表達她以及家人心中

的感謝。  
敬祝您及北榮團隊  
平安喜樂  
○○○敬上  

11 感謝一般外科陳瑞裕醫

師、曾展緯醫師及史書

敬致臺北榮總＆陳瑞裕醫生及 103病房所有醫

護人員：  



項次 摘要 內容 
華個案管理師、A103病
房賴櫻壬、施玟君、廖

英捷、吳思葦、蔡竺蓁

等全體醫護人員 

【感謝主治醫生陳瑞裕醫師、(7/○~7/○)住院

醫師曾展緯醫師、日班護理師櫻壬、玟君；小

夜班護理師英婕、思葦；大夜竺蓁護理師，還

有史書華個案管理師。】  
親愛的院長，您好：  
首先，想謝謝您和貴院，安排我的主治醫生，

陳瑞裕醫師專業俐落的問診，精湛的手術實

力，使我很快的在術後恢復健康，傷口也癒合

得十分漂亮，由衷感謝陳醫師。  
其次，還要謝謝所有 103 病房的住院醫師、護

理師，真的非常感謝您們，在我住院期間所有

的細心照護。(特別感謝開朗大方的櫻壬、特別

有鄰家姊妹熟悉感的玟君；和總是靜靜悄悄默

默在我沉睡中完成任務的大夜竺蓁)  
這是我第一次住院，或許甲狀腺全切除的病

人，在一般外科病房中，是小巫見大巫的病

症。但對於從小健康的我來說，仍有些緊張和

擔憂。非常感謝在整個住院期間，受到 103 病

房的大家，令人安心又親切的照護。謝謝！  
從一入院的介紹環境、環境清潔的消毒維護，

帶我到麻醉諮詢室、開刀房去、一日四次的派

發藥品、施打點滴藥劑、定時量測血壓體溫、

觀測生命徵候、術後恢復情況的時時關心，除

了一向有問必答之外，在忙碌的日常中，還能

維持又專業又貼心的、口頭與實際行動上的關

懷，真的感到非常感激。  
最後，感謝臺北榮總所有醫護行政工作人員。

讓我在住院期間感受到享譽國際的臺灣醫療

高品質。覺得榮總醫院環境真的是很棒的、能

讓人恢復身體健康，安心養病的好地方。也由

於這次住院經驗，我才知道這是許許多多向您

們一樣敬業、兢兢業業在醫護工作崗位上付



項次 摘要 內容 
出，不眠不休犧牲自己的許多時間和生活品

質，像蠟燭一樣燃燒奉獻，才換來的病人健康

和靜養空間。一想到這裡，我又不禁想說聲，

真的很感謝您們！ 
僅以一封短短信函，表達我的謝意。敬祝各位 
平安健康順心。 
2020/7/○~7/○期間 103 病房○床病人○○○ 
敬上  
PS1：如我把醫生、護理師的名字漏了或寫錯

了，請見諒、請幫我補上。🙏  
PS2：希望您們也保重自己身體，希望不要常

常忙碌到忘記吃飯了。 
12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顏玉

樹科主任、復健醫學部

楊翠芬醫師、復健師及

A171病房、A051病房全

體醫護人員 

院長 您好  
家母 108 年 11 月○日於貴院動腦膜瘤手術,對
病患及家屬來說是一大手術.非常感謝神經重

症外科顏玉樹主任術前的詳細解說及術後 171
病房醫護團隊們的細心照護,讓家母得以順利

的進行術後復健.  
術後復健期間,非常感謝楊翠芬主任及 A051 病

房醫護團隊們的細心照護及復健師細心的照

顧與協助.讓家母得以有良好的照料與信心復

健.  
最後我謹代表家屬,於此函表逹真誠地感謝之

意並祝 貴院全體工作人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病患家屬敬上  

13 感謝兒童醫學部陳燕彰

醫師及兒童門診吳瓊宜

護理師、許婷秀護理師 

親愛的院長您好，今早 7/○回診，遇到了溫暖

的陳醫師及熱心的吳瓊宜護理師，與兩位不甚

熟悉，卻感受到比外面的溫度更是熱情的關

切，好暖心ㄛ！出診間巧遇了婷秀ㄚ姨，一樣

地，關心妹妹的手是否好些，關心媽媽的身體

是否如常⋯真的窩心，在這視病如親的團隊，

相信只有臺北榮總才能有的態度，院長，您真



項次 摘要 內容 
是將遇良才，也請您代為轉達我們的最高謝意 
祝您 順心  
○○○敬上 109.7.25  

14 感謝兒童醫學部賴昭誠

醫師、骨科部蘇宇平科

主任及A091病房簡英

雅副護理長、李麗虹、

羅琬真、吳彥儀、王毓

萍、蔡孝庭等全體護理

師 

院長 您好：  
我是在 A091 病房○號床的媽媽。  
這是我一個半月來與醫院每通電話開頭的第

一句話，電話的另一頭是簡英雅副護理長，特

別感謝英雅副護理長的體貼以及同理一位職

業媽媽的心情，能讓我放心的把孩子交給醫院

照顧。  
孩子治療期間，對於完全沒醫療知識的家屬，

只能用上網搜尋的方式試著了解孩子發生了

什麼問題，特別感謝賴昭誠醫生與蘇宇平醫生

耐心的與家屬溝通並細心的記錄家屬的需

求，提供即時的治療與幫助！  
感謝 A091 病房的每一位護理師照顧過○號床

寶貝，特別要感謝李麗虹護理師，我感受到她

爲每一位孩子付出的熱情，我非常認同她的想

法「讓每一位孩童不會感覺自己是生病的，而

是一起參與幫忙的小幫手」，琬真護理師、彥

儀護理師、毓萍護理師與孝庭護理師皆為特別

感謝！謝謝有妳們的專業能力及溫暖的同理

心！ 
15 感謝神經醫學中心顏玉

樹科主任醫療團隊及神

經外科加護室許秀英等

全體護理師、A171病房

詹宜蓁等全體護理師 

感謝函-神經重症加護科顏玉樹主任及醫療護

理團隊(加護病房及 A171 病房全體 
尊敬的院長 您好  
我是於 6/○-6/○接受手術的患者，非常感謝臺

北榮總提供專業的醫療團隊及舒適的環境供

病人休養。  
特別感謝神經重症加護科顏玉樹主任、醫療團

隊、神經重症加護病房及 A171 全體護理師的

專業照護。  



項次 摘要 內容 
感謝顏大夫妙手回春的醫術，嚴謹且用心的術

前評估，細心說明病情及手術風險，以專業的

視角提供病人最佳建議，讓病人可以放心動手

術，並於住院期間(包含連假)天天巡房關心復

原狀況，對此病人及家屬不勝感激！  
感謝住院期間的細心及專業的護理團隊，謝謝

你們不辭辛勞的照顧，辛苦你們了！謝謝神經

重症加護病房的所有護理師，在病人最需要照

護的時期，提供無微不至的關心及照顧，辛苦

了！還要感謝術前 A171 病房的護理師幫忙安

排一連串的檢查，適時叮嚀應注意事項，並於

術後提供良好的照護及協助，讓病人能安心養

病。  
另外要特別感謝神經重症加護病房秀英護理

師、A171 病房宜蓁護理師的貼心及關懷。  
再次獻上衷心的感謝！  
祝 平安順心！ 

16 感謝陳威明副院長醫療

團隊及A182病房洪巧

如護理師暨全體醫護人

員 

張院長您好:  
我的外婆○○○○今年○歲，109 年 6 月○至

○日北榮住院，由陳威明醫師做雙腳人工膝蓋

置換手術。在住院過程中，陳威明醫師仁心仁

術，對待病人像家人一樣，讓外婆深受感動。

外婆雙腳疼痛已 20 多年，多年都不敢外出，

醫師手術精湛，讓外婆深具信心且術後恢復良

好。還有 A182 病房的洪巧如護理師非常有耐

心的帶外婆練習走路、爬樓梯及 A182 病房全

體醫師護理人員，對術後的不適及復健都很細

心的照顧和指導，這些都讓外婆備感窩心及感

謝。再次感謝北榮醫療團隊的專業與用心~  
○○○○及家人致謝  

17 感謝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杜宗陽醫師醫療團隊 
張院長您好：  
請代為轉達家父與全體家屬對杜醫師最誠摯



項次 摘要 內容 
的謝意，去年六月中旬，家父因膽脂瘤至榮總

門診做進一步確認，因知悉杜醫師是膽脂瘤手

術的權威，當下決定中止在□□醫院的治療，

並在首次門診當日完成 CT，進而七月中旬為

家父完成膽脂瘤切除手術，感謝杜醫師的精湛

醫術及專業治療與評估，感謝醫療團隊在住院

期間對家父的悉心照顧，在手術滿一年的七

月，身為女兒的我透過此封感謝信，代家父表

達我們全家對杜醫師的無限感激，感恩杜醫師

幫助我最敬愛的父親脫離膽脂瘤的威脅，讓家

父平安健康，感謝家父在治療過程中所接觸的

每一位醫護人員，謝謝你們讓我父親得到良好

的醫治，更讓我們全家體驗到臺北榮總良好的

醫風和醫德，值得我們更加肯定與信任。祝福

臺北榮總張院長、杜醫師和全體醫護人員身體

健康、平安喜樂!  
敬祝 鈞安  
家屬 ○○○ 2020.7.20  

18 感謝骨科部蔡尚聞醫師

及A184病房全體護理

師 

院長鈞鑒：  
本人○○○長年來受膝關節退化之苦，雙膝疼

痛不已，於 2020 年 7 月○日在蔡尚聞醫師協

助下，進行雙邊膝關節置換手術。  
蔡尚聞醫師憑藉其高明醫術完成此次手術，過

程順利。術後承 184 病房護理師們親切的照

護，並遵照醫師與護理人員的指導，在術後隔

日便啟動復健，恢復迅速，超乎想像！最重要

的是我終於擺脫了困擾多年的膝關節疼痛困

擾，宛如新生！  
在此，僅藉由向院長信箱的函件投遞，表達敝

人對於蔡尚聞醫師視病猶親的認真態度，致上

最高的肯定與感激，也要感謝 184 病房的護理

同仁們的協力關照，促成了我得以健康行走的

第二人生！再次感謝您們！  
○○○ 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