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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Mentor Lin Silent Mentor Huang Silent Mentor Li Silent Mentor Chang Silent Mentor Tsai Silent Mentor Li Silent Mentor Huang Silent Mentor Chang

林金吉 黃順益 李家祥 張祺雄 蔡明煌 李茂盛 黃棟樑 張金滿

DM, 腎衰竭 鼻咽癌併肝轉移 大腸癌、肝轉移 急性腦中風 鼻腔惡性腫瘤 胰臟癌 肺癌 口腔癌

ENT: FESS

tutor tutor tutor Tutor: 李家鳳 (花蓮VS) Tutor: 溫羽軒 (花蓮VS)
劉    穎，李怡青

鄭凱元，洪    綱
楊蕙瑄

何靜淳，劉鴻昌

郭秋煌，蔡佩娟

吳昭霆

江元宏，湯孟達

林廷軒，劉修明
Member: 林廷璋 (花蓮R4) Member: 周一帆 Member: 李家萱 Member: 陳建豪 Member: 李丞永

謝侑伶 莊伯文 陳巧妏 蔡佩容 謝惠琪 黃淑秋 張燕娟 陳秋惠

tutor tutor tutor Demonstration

劉    穎，李怡青

鄭凱元，洪    綱
楊蕙瑄

何靜淳，劉鴻昌

郭秋煌，蔡佩娟

吳昭霆

江元宏，湯孟達

林廷軒，劉修明

主刀: 溫羽軒 (花蓮VS)
協助: 李丞永 (大林R4) 簡瑞騰醫師 (Dr. Jian) 主刀 (張順忠, 花蓮R) 主刀 (林元清, 美國)

協助 (葉光庭, 花蓮R) 主刀  (哈鐵木爾, 花蓮VS)

謝侑伶 莊伯文 陳巧妏 蔡佩容 謝惠琪 黃淑秋 張燕娟 陳秋惠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主刀 (周育誠, 花蓮VS)
協助 (邱振煥, 台灣)

主刀 (哈鐵木爾, 花蓮VS)
協助 (紀邦杰, 台灣)

主刀  (吳宗憲, 大林VS)
協助 (Ridha Dharmajaya, 印尼)

陳子勇醫師 (Dr. Chen)
協助 (黃伯仁醫師, 台中VS )

伍超群醫師 (Dr. Wu)
協助 (郭鐘太, 台北R0)

觀摩 (陳宗明醫師, 台北VS)

主刀 (Siti Zubaidah Sharif, 馬來西

亞)
協助 (葉添浩, 台灣)

主刀 (蔡日安, 馬來西亞)
主刀 (陳福民, 美國)

協助 (JHONNY GALVIZ
GUTIERREZ, 玻利維亞)

謝侑伶 莊伯文 陳巧妏 蔡佩容 李雅芬 黃淑秋 張燕娟 陳秋惠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主刀 (郭嘉政, 大林VS)
協助 (王業亨, 台北R0)

主刀 (林佳達, 台北R3)
協助 (葉添浩, 台灣)

主刀 (蔡宗訓, 台中VS)
協助 (紀邦杰, 台灣）

蔡曜州醫師 (Dr. Tsai)
協助 (洪冠智, 台北R0)

徐大聞醫師 (Dr. Hsu)
協助 (林俊宏, 大林VS)

主刀 (賴煌仁, 花蓮VS) 主刀 (陳國諒, 馬來西亞）

協助 (陳福民, 美國)
主刀 (蔡日安, 馬來西亞)

協助 (邱正煥, 台灣)

謝侑伶 莊伯文 陳巧妏 蔡佩容 李雅芬 黃淑秋 張燕娟 陳秋惠

【ENT workshop】Tympanoplasty, mastoidectomy

Tutor: 周昱甫 (花蓮VS)

ENT: maxillectomy, radical neck
dissection, total glossectomy

AM 

9/29

【Young resident workshop】

【Young resident workshop】

9/30

【TIMA】G l h t t ( i ht l b t )

【TIMA】General surgery: laparoscopic low anterior resection and total mesorectoal excision

Practice

【TIMA】Orthopedics: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

Practice

【TIMA】Neurosurgery: posterior instrumentation of cervical spine

Practice

【TIMA】General surgery: laparoscopic radical subtotal gastretomy with D2 dissection

Practice

【TIMA】Urology: laparoscopic prostatectomy

Grooup

Silent
Mentor

COD

Practice

【TIMA】N bt l t i t l k ll b h

PM

AM 

PM

ENT: tympanomastoidectomy

Tutor: 徐莉萍 (花蓮VS)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Member: 陳建豪 (花蓮R3) 主刀 (周育誠, 花蓮VS) 主刀 (蔡昇宗, 花蓮fellow) 邱琮朗醫師 (Dr. Chiu)
協助 (吳聖文, R) 魏昌國醫師 (Dr. Wei) 主刀 (李政鴻, 大林R4)

協助 (潘保慶, 越南) 主刀 (唐小曼, 馬來西亞) 主刀 (尹文耀, 大林VS)
協助 (黎文強, 越南)

謝侑伶 莊伯文 陳巧妏 蔡佩容 李雅芬 黃淑秋 張燕娟 陳秋惠

ENT: FESS, thyroidectomy

Tutor: 李承廉 (花蓮VS)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Member: 陳長朋 (花蓮R5)
主刀 (尹文耀, 大林VS)
協助 (黎文強, 越南)
協助 (潘保慶, 越南)

主刀 (陳國諒, 馬來西亞)
協助 (JHONNY GALVIZ
GUTIERREZ, 玻利維亞)

柯賢智醫師 (Dr. Ko)
協助 (李政鴻, 大林R4) 諶大中醫師 (Dr. Shen) 主刀 (張兼華, 大林VS) 主刀 (鄭伊佐, 花蓮R)

協助 (Isfanuddin Nyak Kaoy, 印尼)
主刀 (段文鳳, 越南)
協助 (阮維新, 越南)

謝侑伶 莊伯文 陳巧妏 蔡佩容 李雅芬 黃淑秋 張燕娟 陳秋惠

Demonstration tutor tutor tutor tutor

主刀 (唐小曼, 馬來西亞, R)
協助 (Benito A. Tan, 菲律賓)

主刀 (Siti Zubaidah Sharif, 馬來西

亞) 主刀 (阮維新, 越南) 賴介文醫師 (Dr. Lai) 段德敏，許賀棋

王奕翔，盧韋勳

陳錫富，王彥迪

官宏霖，林忠青

張銀宏，林安裕

林琨堡，廖峻毅

高維淳，簡泰隆

徐念慈，黃佳文

謝侑伶 莊伯文 陳巧妏 蔡佩容 李雅芬 黃淑秋 張燕娟 陳秋惠

Demonstration tutor tutor tutor tutor
主刀 (楊昌蓁, 大林VS)
協助 (劉繼元, 台北R3)

協助 (Mohamad Manan, 印尼)

主刀 (張順忠, 花蓮R)
協助 (林元清, 美國)

協助 (Kurniawan Mulianto, 印尼)

主刀 (葉光庭, 花蓮R)
協助 (邱振煥, 台灣）

于載九醫師 (Dr. Yu) 段德敏，許賀棋

王奕翔，盧韋勳

陳錫富，王彥迪

官宏霖，林忠青

張銀宏，林安裕

林琨堡，廖峻毅

高維淳，簡泰隆

徐念慈，黃佳文

謝侑伶 莊伯文 陳巧妏 蔡佩容 李雅芬 黃淑秋 張燕娟 陳秋惠

【Young resident workshop】
10/2

【Young resident workshop】

PM

AM

10/1

【TIMA】General surgery: transaxillary thyroidectomy

Practice

【TIMA】General surgery: hepatectomy (right lobetomy)

Practice

【TIMA】General surgery: Whipple's operation (pancreatic duodenal resection)

Practice

【TIMA】Cardiovascular surgery: pericardial-pleural window through left anterior thoracotomy, thoracoscopic pericardial-pleural
window

Practice

【TIMA】Orthopedics: total knee replacement

Practice

【TIMA】Neurosurgery: subtemporal anterior petrosal skull base approach

Practice
AM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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