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9.16 (Monday)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張志誠 (male)

曾漢欽 (male)

麥永禎 (male)

許榮華 (male)

陳吳氆 (female)

戴瑛 (female)

謝麗玉 (female)

林江春玉 (female)

Age (y/o)

42

76

82

57

84

89

60

74

1. Septic shock with severe sespis
2. Respiratory failure
3. Cholangiocarcinoma s/p
cholecystoduodenostomy+
gastrojejunostomy
4. OU cataract post operation

1. Sepsis, respiratory failure
Medical History
2. Pneumonia
or COD
3. Chronic renal failure

Nursing Staff

吳靜如（花蓮慈濟醫院）

洪尚卿（花蓮慈濟醫院）

1. Pneumonia with sepsis
2. R't fronto‐parietallobe ICH
3. Rectal adenocarcinoma, with 1. Septic shock
2. Malignant lymphoma s/p
lymphadenopathy, liver
chemotherapy
metastasis s/p CCRT
4.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5. Senile cataract s/p Op, OS
吳珈樺（花蓮慈濟醫院）

07:50~08:30
Division

邱心怡（花蓮慈濟醫院）
闕那堯（花蓮慈濟醫院）
1. Opening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3. Lecture
ORTHO

Anterior approach to C spine:
1. C2 dens screws
2. C2/3 and C6/7 ACDF
3. C5/6 TDR
4. C6 ACCF
5. Uncovertebral joint and vertebral artery相關位置之探討

08:30~12:00

1. Septic shock, r/o pneumonia
related
2. Left pelvic fracture
1. Pneumonia with sepsis
3. Left femoral neck fracture
2. Ischemic heart disease
s/p internal fixation
4. DM type 2
5. ESRD
6. Chronic liver disease
陳柏宏（花蓮慈濟醫院）

Lung Ca with lung metastasis
s/p C/T

1.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2. A‐Com Aneurysm rupture with
SAH, IVH and acute hydrocephalus
s/p right pterional approach for
aneurysm clipping and V‐P shunt

范筱雯（花蓮慈濟醫院）

陳淑芳（花蓮慈濟醫院）

Posterior approach to CTL spine:
1. Posterior instrumentation to C‐spine
2. T6 costotransversectomy to disc and vertebral body
3. T9 vertebral column resection (VCR)
4. T12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 (PSO)
5. Wiltse approach and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mini‐TLIF)
Break

13:00~17:00

Operator

Anterior approach to C spine:
1. C2 dens screws
2. C2/3 and C6/7 ACDF
3. C5/6 TDR
4. C6 ACCF
5. Uncovertebral joint and vertebral artery相關位置之探討

Posterior approach to CTL spine:
1. Posterior instrumentation to C‐spine
2. T6 costotransversectomy to disc and vertebral body
3. T9 vertebral column resection (VCR)
4. T12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 (PSO)
5. Wiltse approach and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mini‐TLIF)

陳文鈐（林口長庚醫院）
呂孟嶺（林口長庚醫院）
巫瑞文（高雄長庚醫院）
吳孟晃（嘉義長庚醫院）
張定國（台北馬偕醫院）

江毅彥（亞東醫院）
吳冠彣（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胡名孝（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游敬孝（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吳長晉（恩主公醫院）

沈柏志、周世祥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曾梓銘（義大醫院）
鍾子駿（義大醫院）
陳冠毓（國軍花蓮醫院）
李弘裕（台北慈濟醫院）

何達峯（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應思漢（耕莘醫院）
陳昱任（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劍龍（羅東博愛醫院）
董福義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洪瑞國（彰化基督教醫院）
羅元舜、羅達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徐少克（梧棲童綜合醫院）
陳世豪（台中慈濟醫院）

Assis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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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昌昇（花蓮慈濟醫院）

劉冠麟（花蓮慈濟醫院）

Instructor

傅再生（林口長庚醫院）
賴伯亮（林口長庚醫院）

楊曙華（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陳英和（花蓮慈濟醫院）
陳鑑江（耕莘醫院）

鮑卓倫（亞東醫院）
蔡宗廷（林口長庚醫院）

張明超（台北榮民總醫院）
劉建麟（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世典（台北榮民總醫院）
吳文田（花蓮慈濟醫院）

陳衍仁、陳賢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于載九（花蓮慈濟醫院）

廠商
08:30~12:00

吳仕宏、康毓珊（宏緯公司）
郭宏麟（昌偉公司）

劉奕德、林彥廷、林欣呈
（寶億公司）

廠商
13:00~17:00

*藍色自體呈現為理監事

莊仕勇（三軍總醫院）
王誌謙（三軍總醫院）
湛纖（振興醫院）
廖宗品（國軍桃園總醫院）
楊瑞榮（三軍總醫院）

謝博欽（聖馬爾定醫院）
林政立（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吳國禎（郭綜合醫院）
黃儀鴻（嘉義長庚醫院）
黃裕涵（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李境祐（嘉義長庚醫院）
陳啟輝（高雄榮民總醫院）
游典錡（台灣礦工醫院）
鄞宗誠（高雄長庚醫院）
林佳緯（台中慈濟醫院）

唐煥明（花蓮慈濟醫院）
姚定國（花蓮慈濟醫院）

朱崇華（花蓮慈濟醫院）
吳坤佶（花蓮慈濟醫院）
8:30~12:00
許世祥（花蓮慈濟醫院）
13:00~17:00

黃健源（花蓮慈濟醫院）

趙國華（三軍總醫院）
周溫祥（振興醫院）

簡瑞騰（大林慈濟醫院）
李孔嘉（嘉義陽明醫院）

曾效祖（台北慈濟醫院）
高義然（台東基督教醫院）
蔡明銘（玻利維亞）

古惠嘉、史珊如（雄鷹公司）
陳呈奇、葉憶偉
（台灣柏朗公司）
葛恆偉、游啟宗（盛立公司）

游閔翔、李宗洋（美敦力）
卓俊安、莊家綾（宏緯公司）
何明達（昌偉公司）

許家境、徐瑞呈、陳心譽
（寶億公司）

楊儲勵、蔡志烔
（台灣柏朗公司）
姚雅容、史珊如（雄鷹公司）

2013.9.17 (Tuesday)
4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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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Mentor

張志誠 (male)

曾漢欽 (male)

麥永禎 (male)

許榮華 (male)

陳吳氆 (female)

戴瑛 (female)

謝麗玉 (female)

林江春玉 (female)

Age (y/o)

42

76

82

57

84

89

60

74

1. Sepsis, respiratory failure
Medical History or
2. Pneumonia
COD
3. Chronic renal failure

Nursing Staff

1. Pneumonia with sepsis
2. R't fronto‐parietallobe ICH
3. Rectal adenocarcinoma, with
1. Septic shock
lymphadenopathy, liver
2. Malignant lymphoma s/p
metastasis s/p CCRT
chemotherapy
4.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5. Senile cataract s/p Op, OS

1. Septic shock with severe
sespis
2. Respiratory failure
3. Cholangiocarcinoma s/p
cholecystoduodenostomy+
gastrojejunostomy
4. OU cataract post operation

黃書純（花蓮慈濟醫院）

林怡婷（花蓮慈濟醫院）

吳珈樺（花蓮慈濟醫院）

邱心怡（花蓮慈濟醫院）

1. Septic shock, r/o pneumonia
related
2. Left pelvic fracture
3. Left femoral neck fracture
1. Pneumonia with sepsis
s/p internal fixation
2. Ischemic heart disease
4. DM type 2
5. ESRD
6. Chronic liver disease
何蓮嬌（花蓮慈濟醫院）

Lung Ca with lung metastasis
s/p C/T

1.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2. A‐Com Aneurysm rupture
with SAH, IVH and acute
hydrocephalus s/p right
pterional approach for
aneurysm clipping and V‐P
shunt

楊惠香（花蓮慈濟醫院）

陳瑞珠（花蓮慈濟醫院）

邱惠美（花蓮慈濟醫院）

08: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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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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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ENT

DENT

08:30~12:00

Maxillectomy:
1. Lateral rhinotomy
2. Weber‐Ferguson incision
3. Internal maxillary artery ligation
4. Endoscopic endonasal ligation of sphenopalatine artery
5. Total maxillaectomy
6. Dacryocystorhinostomy

Maxillary sinus lifting procedure (window technique)
08:30‐10:00
Maxillary sinus lifting procedure (osteotome technique)
10:00‐12:00

Break

12:00~13:00

13:00~17:00

Operator

Chin bone harvest‐trephine technique (piezotome technique)
13:00‐14:30
Ramus bone harvest‐trephine technique (piezotome technique)
14:30‐16:00
Composite bone & soft tissue harvest‐trephine technique
16:00‐17:00

Laryngectomy:
1. Horizontal partial laryngectomy
2. Vertical partial laryngectomy
3. Parotidectomy
4. Total parotidectomy

張庭碩（高雄榮民總醫院）
王冠欽
（澄清醫院中港院區）

葉添浩
（葉添浩整形外科診所）
張展旗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巫承融
（高雄榮民總醫院）

葉斯睿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Observer

Instructor

周昱甫（花蓮慈濟醫院）

李家鳳（花蓮慈濟醫院）

邱贊仁（台北慈濟醫院）

黃同村（台北慈濟醫院）

徐世勳（台北慈濟醫院）
王增竣（新加坡）

張耕銘（花蓮慈濟醫院）
劉明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鄭敦仁（美國）
Linda Verniati Tjokrosuwirjo
（印尼）

鄧國榮（新加坡）
曾婉青（東成牙醫診所）

尤聖介（花蓮慈濟醫院）

黃育婷（花蓮慈濟醫院）
廖思菁（花蓮慈濟醫院）

周擎（花蓮慈濟醫院）

張克喬（花蓮慈濟醫院）
楊先義（花蓮慈濟醫院）

黃銘傑（花蓮慈濟醫院）

沈一慶（台北慈濟醫院）

夏毅然（台北慈濟醫院）

許博智（台北慈濟醫院）

Group

1

2

3

Silent Mentor

張志誠 (male)

曾漢欽 (male)

麥永禎 (male)

Age (y/o)

42

76

82

1. Sepsis, respiratory failure
Medical History or
2. Pneumonia
COD
3. Chronic renal failure

Nursing Staff

楊曜蓮（花蓮慈濟醫院）

1. Septic shock with severe
sespis
2. Respiratory failure
3. Cholangiocarcinoma s/p
cholecystoduodenostomy+
gastrojejunostomy
4. OU cataract post operation
李采薇（花蓮慈濟醫院）

2013.9.18 (Wednesday)
4

5

6

7

8

許榮華 (male)

陳吳氆 (female)

戴瑛 (female)

謝麗玉 (female)

林江春玉 (female)

57

84

89

60

74

1. Pneumonia with sepsis
2. R't fronto‐parietallobe ICH
3. Rectal adenocarcinoma, with
1. Septic shock
lymphadenopathy, liver
2. Malignant lymphoma s/p
metastasis s/p CCRT
chemotherapy
4.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5. Senile cataract s/p Op, OS
林凱玲（花蓮慈濟醫院）

1. Septic shock, r/o pneumonia
related
2. Left pelvic fracture
3. Left femoral neck fracture
1. Pneumonia with sepsis
s/p internal fixation
2. Ischemic heart disease
4. DM type 2
5. ESRD
6. Chronic liver disease

林惠珠（花蓮慈濟醫院）

郭昱汝（花蓮慈濟醫院）

賴淑芬（花蓮慈濟醫院）

08:20~09:00

1. Meditation and pray for silent mentors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3. Introduction of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4. Introduction of pelvic floor dissection

Division

GU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09:00~12:00

Operator

楊家敏（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建廷（彰化基督教醫院）

Lung Ca with lung metastasis
s/p C/T

1.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2. A‐Com Aneurysm rupture
with SAH, IVH and acute
hydrocephalus s/p right
pterional approach for
aneurysm clipping and V‐P
shunt

張鄀琪（花蓮慈濟醫院）

吳佩玲（花蓮慈濟醫院）

Laparoscopic right adrenalectomy and nephrectomy

蔡博超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林威佑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

黃景榆（義大醫院）

沈元琦（高雄長庚醫院）

溫聖辰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嘉峰（花蓮慈濟醫院）

Assistant

陳柏誠（恩主公醫院）

程威銘（台北榮民總醫院）

謝博帆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黃琮懿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柏翰（三軍總醫院）

高慕恩（阿根廷）
李政霖（花蓮慈濟醫院）

林佑樺（耕莘醫院）

古哲維（耕莘醫院）

Instructor

蔡曜州（台北慈濟醫院）

黃昭淵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林嘉祥（義大醫院）

林文榮（台北馬偕醫院）

林威宇（嘉義長庚醫院）

吳佳璋（雙和醫院）

楊晨洸（台中榮民總醫院）

何承勳（台灣大學附設醫
院）

Break

Laparoscopic right adrenalectomy and nephrectomy

13:00~17:00

Operator

陳柏誠（恩主公醫院）

程威銘（台北榮民總醫院）

Pelvic floor dissection and anti‐incontinence surgery

謝博帆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黃琮懿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柏翰（三軍總醫院）

古哲維（耕莘醫院）

林佑樺（耕莘醫院）

黃麗伊（高雄長庚醫院）
高慕恩（阿根廷）

Assistant

楊家敏（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建廷（彰化基督教醫院）

蔡博超（台大醫院雲林分
院）

林威佑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

黃景榆（義大醫院）

沈元琦（高雄長庚醫院）

溫聖辰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嘉峰（花蓮慈濟醫院）

Instructor

王賢祥（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景亮（花蓮慈濟醫院）

戴槐青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廖俊厚（耕莘醫院）

莊斐琪（高雄長庚醫院）

盧佳序（林口長庚醫院）

洪滿榮（台中榮民總醫院）

鍾旭東（亞東醫院）

2013.9.19 (Thursday)
4

Group

1

2

3

5

6

7

8

Silent Mentor

張志誠 (male)

曾漢欽 (male)

麥永禎 (male)

許榮華 (male)

陳吳氆 (female)

戴瑛 (female)

謝麗玉 (female)

林江春玉 (female)

Age (y/o)

42

76

82

57

84

89

60

74

1. Sepsis, respiratory failure
Medical History or
2. Pneumonia
COD
3. Chronic renal failure

Nursing Staff

楊曜蓮（花蓮慈濟醫院）

1. Septic shock with severe
sespis
2. Respiratory failure
3. Cholangiocarcinoma s/p
cholecystoduodenostomy+
gastrojejunostomy
4. OU cataract post operation
李采薇（花蓮慈濟醫院）

1. Septic shock, r/o pneumonia
related
2. Left pelvic fracture
3. Left femoral neck fracture
1. Pneumonia with sepsis
s/p internal fixation
2. Ischemic heart disease
4. DM type 2
5. ESRD
6. Chronic liver disease

1. Pneumonia with sepsis
2. R't fronto‐parietallobe ICH
3. Rectal adenocarcinoma, with
1. Septic shock
lymphadenopathy, liver
2. Malignant lymphoma s/p
metastasis s/p CCRT
chemotherapy
4.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5. Senile cataract s/p Op, OS
林凱玲（花蓮慈濟醫院）

邱心怡（花蓮慈濟醫院）

郭昱汝（花蓮慈濟醫院）

08:20~09:00

1. Meditation and pray for silent mentors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3. Introduction of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4. Introduction of pelvic floor dissection

Division

GU

Laparoscopic left adrenalectomy and nephrectomy

09:00~12:00

Operator

歸家豪（耕莘醫院）

Assistant

Instructor

吳佳璋（雙和醫院）

郭愉茹（花蓮慈濟醫院）

Lung Ca with lung metastasis
s/p C/T

1.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2. A‐Com Aneurysm rupture
with SAH, IVH and acute
hydrocephalus s/p right
pterional approach for
aneurysm clipping and V‐P
shunt

邱芷琳（花蓮慈濟醫院）

林幸樺（花蓮慈濟醫院）

Laparoscopic left adrenalectomy and nephrectomy

張奕凱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李威昌（林口長庚醫院）

李宏耕（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旭澤（耕莘醫院）

凌永耀（義大醫院）

鄭隆峯（高雄榮民總醫院）

郭威廷（高雄榮民總醫院）

許志呈（萬芳醫院）

張景欣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蔡友倫（林口長庚醫院）

李香瑩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柳易揚（高雄長庚醫院）

許竣凱（台北慈濟醫院）

江元宏（花蓮慈濟醫院）

楊晨洸
（台中榮民總醫院）

何承勳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戴槐青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陳景亮（花蓮慈濟醫院）

黃昭淵（台灣大學附設醫
院）

陳毓麒（義大醫院）

林文榮（台北馬偕醫院）

Break

Male sling, artificial sphincter (AMS)

13:00~17:00

Operator

歸家豪（耕莘醫院）

Assistant

Instructor

廖俊厚（耕莘醫院）

Laparoscopic colpopexy

許志呈（萬芳醫院）

張景欣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蔡友倫（林口長庚醫院）

李香瑩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柳易揚（高雄長庚醫院）

許竣凱（台北慈濟醫院）

江元宏（花蓮慈濟醫院）

張奕凱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李威昌（林口長庚醫院）

李宏耕（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旭澤（耕莘醫院）

凌永耀（義大醫院）

鄭隆峯（高雄榮民總醫院）

郭威廷（高雄榮民總醫院）

郭漢崇（花蓮慈濟醫院）

王炯珵（恩主公醫院）

邱斌（亞東醫院）

蔡曜州（台北慈濟醫院）

林威宇（嘉義長庚醫院）

洪滿榮（台中榮民總醫院）

莊斐琪（高雄長庚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