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陳碧漣 (female) 莊惠櫻 (female) 蔡汶晏 (female) 劉絢梨  (female) 蔡玉珠 (female) 李聖芬 (female) 張劉月 (female) 何澤美 (female)

Age (y/o) 50 74 62 58 78 50 87 54

Medical History
or COD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multiple
bone, liver, lung and brain
metastases s/p MRM, C/T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bone, lung metastases s/p
MRM,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Acute renal failure
3. Acute hepatitis with hepatic
failure

1. Lung cancer s/p
thoracoscopic wedge resection
and C/T, R/T
2. Chronic renal failure

1.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ith
left subdural hemorrhage
2. Pneumonia with septic shock

1. Respiratory failure
2. Gastric cancer with lymph
node, bone metastasis  s/p
    gastrostomy and
jejunostomy,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3. Rheumatoid arthritis

1. Lung cancer with brain
metastasis s/p C/T
2. Liver cyst
3. Gall bladder stone
4. R/o minimal ascites at left
subphrenic space

Nursing Staff 尤麗菁（花蓮慈濟醫院） 吳文靖（花蓮慈濟醫院） 吳珈樺（花蓮慈濟醫院） 蔡雅茹（花蓮慈濟醫院） 謝筱薇（花蓮慈濟醫院） 林秀蓉（花蓮慈濟醫院） 闕那堯（花蓮慈濟醫院） 盧湞鈺（花蓮慈濟醫院）

Division

07:50~08:30

08:30~12:00

13:00~17:00

Operator

*陳劍龍（羅東博愛醫院）

*蔡宗慶（羅東聖母醫院）

* 楊華偉（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周溫祥（振興醫院）

劉時璋（大陸）

*游敬孝（署立桃園醫院）

*吳鴻康（署立桃園醫院）

*何達峯（陽明大學附設醫

院）

*吳啟明（國軍台中醫院）

 蔡宗廷（林口長庚醫院）

*羅元舜、*羅達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邱彥鈞（義大醫院）

*原永健（汐止國泰醫院）

李政鴻（台中榮民總醫院）

*劉岳青（台北馬偕醫院）

*詹佳翰（台北馬偕醫院）

*施韋伃（國軍桃園總醫院）

*吳冠彣（台大醫院竹東分

院）

陳鑑江（耕莘醫院）

*董福義（台北市立聯合醫

院）

*謝博钦（聖馬爾定醫院）

*林宗志（聖馬爾定醫院）

*賴伯亮（林口長庚醫院）

*鄭彥文（台北榮民總醫院）

*楊瑞榮（三軍總醫院）

*游典錡（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世典（台北榮民總醫院）

*趙國華（三軍總醫院）

*林欣穎（萬芳醫院）

*廖伯峰（亞東醫院）

*巫瑞文（高雄長庚醫院）

*林子平（高雄長庚醫院）

高義然（高雄長庚醫院）

*林政立（成大醫院斗六分

院）

*容志雄（大千醫院）

林佳緯（台中慈濟醫院）

林瑞模（成大醫院）

陳世豪（台中慈濟醫院）

Assisstant 王聖麟（花蓮慈濟醫院）

姚定國（花蓮慈濟醫院）

08:30~12:00
許世祥（花蓮慈濟醫院）

13:00~17:00

邵柏洲（花蓮慈濟醫院） 彭成桓（花蓮慈濟醫院） 葉光庭（花蓮慈濟醫院）

劉冠麟（花蓮慈濟醫院）

黃健源（花蓮慈濟醫院）

13:00~17:00
謝昌昇（花蓮慈濟醫院）

黃健源（花蓮慈濟醫院）

08:30~12:00
鄺世通（花蓮慈濟醫院）

13:00~17:00

Instructor 牛自健（林口長庚醫院） 鮑卓倫（亞東醫院）
陳衍仁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傅再生（林口長庚醫院） 簡瑞騰（大林慈濟醫院） 于載九（花蓮慈濟醫院） 吳文田（花蓮慈濟醫院） 陳英和(花蓮慈院,VS)

Posterior approach to TL spine:
1. T6 costotransversectomy to disc and vertebral body

2. T9 vertebral column resection (VCR)
3. T12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 (PSO)

4. Wiltse approach and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TLIF)

Posterior approach to C spine:
1. C1/2 transarticular screws (Magerl and Seemann)

2. C1 lateral mass/C2 pars (pedicle) screws
3. Right: C3~C6 pedicle scews

             Left: C3~C6 lateral mass screws
4. OC fusion

5. C3~7 laminoplasty

Posterior approach to C spine:
1. C1/2 transarticular screws (Magerl and Seemann)

2. C1 lateral mass/C2 pars (pedicle) screws
3. Right: C3~C6 pedicle scews

             Left: C3~C6 lateral mass screws
4. OC fusion

5. C3~7 laminoplasty

2011.9.27 (Thursday)

Break

ORTHO

Posterior approach to TL spine:
1. T6 costotransversectomy to disc and vertebral body

2. T9 vertebral column resection (VCR)
3. T12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 (PSO)

4. Wiltse approach and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TLIF)

1. Opening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3. Lecture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陳碧漣 (female) 莊惠櫻 (female) 蔡汶晏 (female) 劉絢梨  (female) 蔡玉珠 (female) 李聖芬 (female) 張劉月 (female) 何澤美 (female)

Age (y/o) 50 74 62 58 78 50 87 54

Medical History or
COD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multiple bone, liver, lung and
brain metastases s/p MRM, C/T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bone, lung metastases s/p
MRM,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Acute renal failure
3. Acute hepatitis with hepatic
failure

1. Lung cancer s/p
thoracoscopic wedge resection
and C/T, R/T
2. Chronic renal failure

1.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ith
left subdural hemorrhage
2. Pneumonia with septic shock

1. Respiratory failure
2. Gastric cancer with lymph
node, bone metastasis  s/p
    gastrostomy and
jejunostomy,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3. Rheumatoid arthritis

1. Lung cancer with brain
metastasis s/p C/T
2. Liver cyst
3. Gall bladder stone
4. R/o minimal ascites at left
subphrenic space

Nursing Staff 鄭青青（台中慈濟醫院） 許秋滿（台中慈濟醫院） 方雅淑（大林慈濟醫院） 許雅婷（大林慈濟醫院） 陳佳琪（台北慈濟醫院） 游凱婷（台北慈濟醫院） 洪尚卿（花蓮慈濟醫院） 田秀妹（花蓮慈濟醫院）

Division

08:00~08:20

08:30~09:40

Operator 陳泓廷（台北慈濟醫院） 張銀宏（台北慈濟醫院） 林忠青（大林慈濟醫院） 黃佳文（大林慈濟醫院） 林虞軒（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泓龍（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彥伸（花蓮慈濟醫院）

Observer 張庭碩（高雄榮民總醫院） 楊妙君（花蓮慈濟醫院）

Instructor 林世倉（台中慈濟醫院）

09:40~10:00

10:00~12:00

12:00~13:00

13:00~15:00

15:00~17:00

Operator
黃家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楊志雍（新竹馬偕醫院）

方麗娟（國泰綜合醫院）

鄒永恩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伯岳（國泰綜合醫院）

李國鴻（恩主公醫院）

廖國棟（門諾醫院）

力博宏（振興醫院）

徐英碩（署立台東醫院）

吳丕雄（高雄榮民總醫院）

莊俊義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思齊（振興醫院）

吳俊璟（聖保祿醫院）

鄭爵儀（署立桃園醫院）

李旺駿（台東馬偕醫院）

林鉉智（羅東博愛醫院）

Observer 陳泓廷（台北慈濟醫院） 張銀宏（台北慈濟醫院） 林忠青（大林慈濟醫院） 黃佳文（大林慈濟醫院）
林虞軒（高雄榮民總醫院）

張庭碩（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泓龍（嘉義基督教醫

院）

  

李宗倫（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彥伸（花蓮慈濟醫院）
楊妙君（花蓮慈濟醫院）

Instructor

譚慶鼎（台灣大學附設醫

院）

10:00~12:00
李國森（台北馬階醫院）

13:00~15:00
陳穆寬（彰化基督教醫院）

15:00~17:00

譚慶鼎（台灣大學附設醫

院）

10:00~12:00
劉時安（台中榮民總醫院）

13:00~15:00
黃俊豪（大林慈濟醫院）

15:00~17:00

2011.9.28 (Friday)

Pillar implant +
Uvulopalatoplasty by plasma knife

Tongue base suspension by repose

Break

Break

Tonsillectomy by plasma knife

1. Opening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黃同村（台北慈濟醫院） 蕭士軒（大林慈濟醫院）

黃琮瑋（亞東醫院）

10:00~12:00
林政佑（台南署立醫院）

13:00~15:00
邱贊仁（台北慈濟醫院）

15:00~17:00

蕭士軒（大林慈濟醫院）

10:00~12:00, 15:00~17:00
何旭爵（大林慈濟醫院）

13:00~15:00

許巍鐘（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10:00~12:00
林世倉（台中慈濟醫院）

13:00~15:00
李家鳳（花蓮慈濟醫院）

15:00~17:00

Hyoid bone suspension by repose

ENT

溫羽軒（花蓮慈濟醫院）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陳碧漣 (female) 莊惠櫻 (female) 蔡汶晏 (female) 劉絢梨  (female) 蔡玉珠 (female) 李聖芬 (female) 張劉月 (female) 何澤美 (female)

Age (y/o) 50 74 62 58 78 50 87 54

Medical History or
COD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multiple bone, liver, lung and
brain metastases s/p MRM, C/T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bone, lung metastases s/p
MRM,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Acute renal failure
3. Acute hepatitis with hepatic
failure

1. Lung cancer s/p
thoracoscopic wedge resection
and C/T, R/T
2. Chronic renal failure

1.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ith
left subdural hemorrhage
2. Pneumonia with septic shock

1. Respiratory failure
2. Gastric cancer with lymph
node, bone metastasis  s/p
    gastrostomy and
jejunostomy,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3. Rheumatoid arthritis

1. Lung cancer with brain
metastasis s/p C/T
2. Liver cyst
3. Gall bladder stone
4. R/o minimal ascites at left
subphrenic space

Nursing Staff 陳香伶（關山慈濟醫院） 吳靜如（花蓮慈濟醫院） 陳榿婷（花蓮慈濟醫院） 鄭雅元（花蓮慈濟醫院） 黃凱莉（花蓮慈濟醫院） 陳怡馨（花蓮慈濟醫院） 林捷（花蓮慈濟醫院） 楊庭華（花蓮慈濟醫院）

Division

08:00~08:15

08:15~12:00

Operator
林冠宏（台大醫院雲林分

院）

蔡景州（高雄長庚醫院）

鄭雅敏（成大醫院）

歐育哲（高雄長庚醫院）

李華霖（萬芳醫院）

許鈞碩（高雄長庚醫院）

詹家偉（新竹馬偕醫院）

蔡士偉（嘉義長庚醫院）

王榮強（印尼）

范文勝（日興診所）

DR YONG CHEE MENG
（馬來西亞）

陳建翰（大林慈濟醫院）

龐渂醛（花蓮慈濟醫院）

張明揚（台北長庚醫院）

MULIATI WILAMARTA（印尼）

宋永魁（林口長庚醫院）

劉希儒（台北榮民總醫院）

Instructor
林武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丁大清（花蓮慈濟醫院）

Division

13:00~17:00

Operator
蘇書賢（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彥伯（高雄榮民總醫院）

許鈞碩（高雄長庚醫院）

蔡啟智（門諾醫院）

李華霖（萬芳醫院）

蔡依儒（高雄長庚醫院）

陳達生（成大醫院）

李俊逸（三軍總醫院）

龔福財（高雄長庚醫院）

龐渂醛（花蓮慈濟醫院）

陳建翰（大林慈濟醫院）

Ida Bagus Darmasusila, SpB
（印尼）

林冠宏（台大醫院雲林分

院）

蔡景州（高雄長庚醫院）

廖基元（門諾醫院）

劉希儒（台北榮民總醫院）

Instructor
林武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丁大清（花蓮慈濟醫院）

General Gynecology & Reproductive surgery

1. Bladder repair and ureter anastomosis
2. Laparoscopic resection of deep infiltrating endometriosis and rectum and anastomosis of rectum

3. Laparoscopic tubal reanastomosis

2012.9.29 (Saturday)

Break

1. Opening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General Gynecology & Reproductive surgeryGYN oncology

1. Bladder repair and ureter anastomosis
2. Laparoscopic resection of deep infiltrating endometriosis and

rectum and anastomosis of rectum
3. Laparoscopic tubal reanastomosis

1. Laparoscopic pelvic lymphadenectomy
2. Laparoscopic paraaortic lymphadenectomy

3. Find and dissect uterosacral ligament, hypogastric nerve and pelvic splanchnic nerve

林浩（高雄長庚醫院） 黃寬仁（林口長庚醫院） 陳明哲（台中榮民總醫院）

王家瑋（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孫仲賢（四季台安醫院） 韓健明（林口長庚醫院）

GYN oncology

1. Laparoscopic pelvic lymphadenectomy
2. Laparoscopic paraaortic lymphadenectomy

3. Find and dissect uterosacral ligament, hypogastric nerve and
pelvic splanchnic nerve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陳碧漣 (female) 莊惠櫻 (female) 蔡汶晏 (female) 劉絢梨  (female) 蔡玉珠 (female) 李聖芬 (female) 張劉月 (female) 何澤美 (female)

Age (y/o) 50 74 62 58 78 50 87 54

Medical History or
COD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multiple bone, liver, lung and
brain metastases s/p MRM, C/T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bone, lung metastases s/p
MRM,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Acute renal failure
3. Acute hepatitis with hepatic
failure

1. Lung cancer s/p
thoracoscopic wedge resection
and C/T, R/T
2. Chronic renal failure

1.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ith
left subdural hemorrhage
2. Pneumonia with septic shock

1. Respiratory failure
2. Gastric cancer with lymph
node, bone metastasis  s/p
    gastrostomy and
jejunostomy,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3. Rheumatoid arthritis

1. Lung cancer with brain
metastasis s/p C/T
2. Liver cyst
3. Gall bladder stone
4. R/o minimal ascites at left
subphrenic space

Nursing Staff 陳香伶（關山慈濟醫院） 吳靜如（花蓮慈濟醫院） 李桂芳（花蓮慈濟醫院） 黃素珍（花蓮慈濟醫院） 黃凱莉（花蓮慈濟醫院） 陳怡馨（花蓮慈濟醫院） 林捷（花蓮慈濟醫院） 林秋蘭（花蓮慈濟醫院）

Division

08:00~12:00

Operator
葉信志（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劉正彬（高雄榮民總醫院）

Rachel Cheung（新加坡）

黃于芳（成大醫院）

蔡依儒（高雄長庚醫院）

莊斐琪（高雄長庚醫院）

鄭雅敏（成大醫院）

蔡啟智（門諾醫院）

陳彥伯（高雄榮民總醫院）

蔡士偉（嘉義長庚醫院）

龐渂醛（花蓮慈濟醫院）

李俊逸（三軍總醫院）

Norlelawati Abdul Latip
（馬來西亞）

NG POH YIN（馬來西亞）

TAN CHONG SEONG
（馬來西亞）

陳建翰（大林慈濟醫院）

TAN GAIK IMM（馬來西亞）

Instructor

Division

13:00~13:15

13:15~17:30

Nursing Staff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 何蓮嬌（花蓮慈濟醫院） 邱惠美（花蓮慈濟醫院） 楊惠香（花蓮慈濟醫院） 林欣儀（花蓮慈濟醫院）

Student 呂明川（花蓮慈濟醫院） 康舒慈（花蓮慈濟醫院） 林仲樵（花蓮慈濟醫院）
梁高議（花蓮慈濟醫院）

莊濬綦（花蓮慈濟醫院）

溫珮君（大林慈濟醫院）

陳建全（美國）

陳恂滿（美國）

汪清炘（美國）

陳佩娟（台北慈濟醫院）

宋旻怡（台北慈濟醫院）

謝金龍（金龍牙醫診所）

邱鴻基（暘昇牙醫診所）

Observer
周艾倫（法華牙醫診所）

陳佩蕙（法華牙醫診所）

曾婉青（東成牙醫診所）

廖敬興（美國）
劉明德 李彝邦（花蓮慈濟醫院）

Instructor 李俊達（花蓮慈濟醫院） 王樹偉（花蓮慈濟醫院） 王健興（花蓮慈濟醫院） 吳孟熹（花蓮慈濟醫院） 沈一慶（台北慈濟醫院） 黃銘傑（花蓮慈濟醫院） 夏毅然（台北慈濟醫院） 許博智（台北慈濟醫院）

2012.9.30 (Sunday)

Break

Pelvic reconstruction

PS (13:15~17:00) DENT (14:00~17:30)

1. Pelvic reconstruction surgery and explore anatomy of deep pelvic cavity and obturator foramen
2. Non-anchored TOT

3. Anti-incontinence surgery with sling
4. Laparoscopic sacral hysterocolpopexy

1. Opening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3. Lecture (DENT/13:15~14:00)

Lateral thoracic artery perforator flap Reverse facial artery flap
1. Maxillary sinus lifting procedure window technique

2. Maxillary sinus lifting procedure osteotome technique

鄢源貴（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陳怡仁（台北榮民總醫院）龍震宇（小港醫院）黃寬慧（高雄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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