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林承欽 (male) 謝文明 (male) 董傳仁 (male) 吳震浩 (male) 胡復鼎 (male) 柯維洲 (male) 吳清枝 (male) 張丁日 (female)

Age (y/o) 96 74 73 37 62 95 74 92

Medical History
or COD

1. Pneumonia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COPD
3. Atrial fibrillation
4. BPH

1. Cardiac arrest
2. BPH s/p TUR-P
3. Dysuria s/p trocar
cystostomy
4. Urethral stricture s/p optical
urethrotomy
5. Bladder neck obstruction TUI-
BN

1. Pneumonia
2. CHF
3. Right MCA infarction

Head injury with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1. Right renal pelvis cancer with
brain, bone metastasis
2. Sepsis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

1. Stomach cardia bleeding and
esophageal ulcer
2. Cardiogenic shock
3. Chronic ischemic heart disease
4. AV block s/p pacemaker

1. Lung cancer with multiple spine,
brain and liver metastasis s/p
WBRT and spine XRT

1. Septic shock
2.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right pneumonia, left lung
collapse with impending
respiratory distress
3. Upper lip cellulitis

Nursing Staff 邱心怡（花蓮慈濟醫院）

郭昱汝（花蓮慈濟醫院）-上

午

謝錦玉（花蓮慈濟醫院）-下

 劉雅婷（花蓮慈濟醫院）       洪尚卿（花蓮慈濟醫院）     李桂芳（花蓮慈濟醫院）     吳靜如（花蓮慈濟醫院）     黃書純（花蓮慈濟醫院）     胡慧翎（花蓮慈濟醫院）

07:50~08:30

Division

08:30~12:00

Operator 陳佑誠（台北慈濟醫院）
何宗祐（大林慈濟醫院）

許瑞賢（馬階醫院）
王鐙慶（市立台南醫院） 紀慈航（國軍高雄總醫院） 張妙旭（奇美醫院） 葉斯睿（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鄭宇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劉致顯（國泰綜合醫院）

Instructor 陳培榕（花蓮慈濟醫院） 何旭爵（大林慈濟醫院） 何旭爵（大林慈濟醫院） 何旭爵（大林慈濟醫院） 陳培榕（花蓮慈濟醫院） 溫羽軒（花蓮慈濟醫院） 溫羽軒（花蓮慈濟醫院） 溫羽軒（花蓮慈濟醫院）

13:00~17:00

Operator 林忠青（大林慈濟醫院）
王瑋碩（花蓮慈濟醫院）

許瑞賢（馬階醫院）
王鐙慶（市立台南醫院） 紀慈航（國軍高雄總醫院） 張妙旭（奇美醫院） 葉斯睿（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鄭宇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劉致顯（國泰綜合醫院）

Instructor 周昱甫（花蓮慈濟醫院） 何旭爵（大林慈濟醫院） 何旭爵（大林慈濟醫院） 何旭爵（大林慈濟醫院） 周昱甫（花蓮慈濟醫院） 溫羽軒（花蓮慈濟醫院） 溫羽軒（花蓮慈濟醫院） 溫羽軒（花蓮慈濟醫院）

Radical neck dissection
Parotidectomy

Submandibulectomy

Maxillectomy
Caldwell-luc operation

Frontal sinus trephination
Lothrop procedure

Maxillectomy
Caldwell-luc operation

Frontal sinus trephination
Lothrop procedure

Radical neck dissection
Parotidectomy

Submandibulectomy

2015.06.15 (Monday)

Lunch

Advanced head and neck surgery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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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承欽 (male) 謝文明 (male) 董傳仁 (male) 吳震浩 (male) 胡復鼎 (male) 柯維洲 (male) 吳清枝 (male) 張丁日 (female)

Age (y/o) 96 74 73 37 62 95 74 92

Medical History
or COD

1. Pneumonia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COPD
3. Atrial fibrillation
4. BPH

1. Cardiac arrest
2. BPH s/p TUR-P
3. Dysuria s/p trocar
cystostomy
4. Urethral stricture s/p optical
urethrotomy
5. Bladder neck obstruction TUI-
BN

1. Pneumonia
2. CHF
3. Right MCA infarction

Head injury with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1. Right renal pelvis cancer with
brain, bone metastasis
2. Sepsis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

1. Stomach cardia bleeding and
esophageal ulcer
2. Cardiogenic shock
3. Chronic ischemic heart
disease
4. AV block s/p pacemaker

1. Lung cancer with multiple
spine, brain and liver metastasis
s/p WBRT and spine XRT

1. Septic shock
2.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right pneumonia, left lung
collapse with impending
respiratory distress
3. Upper lip cellulitis

Nursing Staff 邱心怡 (花蓮慈濟醫院)

李學洋（花蓮慈濟醫院）-上

午

林姿妤（花蓮慈濟醫院）-下

 劉雅婷（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芩 (花蓮慈濟醫院)     李桂芳 (花蓮慈濟醫院)     吳靜如 (花蓮慈濟醫院)     黃書純 (花蓮慈濟醫院)     胡慧翎 (花蓮慈濟醫院)

08:00~08:20

Division

08:20~12:00

12:00~13:00
Division

13:00~17:00

Operator 鄭偉君（花蓮慈濟醫院）

簡志穎（基隆長庚醫院）

謝政昇（花蓮慈濟醫院）

萬新亮（蘇州市明基醫院）

陳冠毓（國軍花蓮總醫院）

張順忠（花蓮慈濟醫院）

陳育賢（基隆長庚醫院）

楊佩儀（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

游騰翔（花蓮慈濟醫院）

楊千毅（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蔡秉昆（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鍾葛鈞（花蓮慈濟醫院）

劉宗瑀（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黃昱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王冠權（花蓮慈濟醫院）

黃志逢（台大醫院）

林國軒（義大醫院）

林文彥（大林慈濟醫院）

傅紹懷（台大醫院）

呂睿紘（晶緻美學診所）

連禹軒（大林慈濟醫院）

許劭遠（國泰綜合醫院）

Instructor 張立偉（秀傳紀念醫院） 吳哲侃（台北榮民總醫院） 林子忻（台大醫院） 王健興（花蓮慈濟醫院） 林恆甫（亞東紀念醫院） 黃俊雄（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姚定國（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花蓮慈濟醫院）

4. Diagnostic peritoneal lavage
5. Burr hole

6. Fasciotomy

1. Resuscitative thoracotomy:
1) Lung rotation

2) Bilateral thoracotomy
3) Aortic clamp

2. Open cardiac massage:
1) Repair of cardiac rupture

2) Decompression of cardiac tamponade

FAST simulative trauma surgery workshop: basic procedures/advanced procedures

2015.06.16 (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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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simulative trauma surgery workshop: basic procedures

Lunch

1. Airway management:
1) Intubation

2) Advanced airway management
3) Cricothyroidotomy and tracheostomy

2. Breathing:
Tubal thoracotomy after needle decompression

 3. Circulation:
1) Venous cut down

2) Brachial and femoral arterial exploration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林承欽 (male) 謝文明 (male) 董傳仁 (male) 吳震浩 (male) 胡復鼎 (male) 柯維洲 (male) 吳清枝 (male) 張丁日 (female)

Age (y/o) 96 74 73 37 62 95 74 92

Medical History or
COD

1. Pneumonia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COPD
3. Atrial fibrillation
4. BPH

1. Cardiac arrest
2. BPH s/p TUR-P
3. Dysuria s/p trocar
cystostomy
4. Urethral stricture s/p optical
urethrotomy
5. Bladder neck obstruction
TUI-BN

1. Pneumonia
2. CHF
3. Right MCA infarction

Head injury with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1. Right renal pelvis cancer with
brain, bone metastasis
2. Sepsis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

1. Stomach cardia bleeding and
esophageal ulcer
2. Cardiogenic shock
3. Chronic ischemic heart
disease
4. AV block s/p pacemaker

1. Lung cancer with multiple
spine, brain and liver
metastasis s/p WBRT and spine
XRT

1. Septic shock
2.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right pneumonia, left lung
collapse with impending
respiratory distress
3. Upper lip cellulitis

Nursing Staff    邱心怡（花蓮慈濟醫院）  李學洋（花蓮慈濟醫院）  劉雅婷（花蓮慈濟醫院）
郭昱汝（花蓮慈濟醫院）-上午

林姿妤（花蓮慈濟醫院）-下午
李桂芳（花蓮慈濟醫院）  吳靜如（花蓮慈濟醫院）  吳秋鳳（花蓮慈濟醫院）  胡慧翎（花蓮慈濟醫院）

08:00~08:50

Division

09:00~12:00
Pelvic floor dissection and

Flexible URS (Demo)

Operator 黃國財（嘉義長庚醫院）

謝昆霖（奇美醫院）

洪晟鈞（台中榮民總醫院）

胡如娟（台中榮民總醫院）
葉昱廷（衛福部嘉義醫院）

羅啟文（台北慈濟醫院）

呂仕彥（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柏華（彰化基督教醫院）

林德祺（衛福部豐原醫院）

陳育典（成大醫院）

錢家陞（高雄長庚醫院）

林佑樺（耕莘醫院）

黃旭澤（耕莘醫院）
ALL

Instructor 林威宇（嘉義長庚醫院） 李經家（大同醫院） 陳毓騏（義大醫院） 吳佳璋（雙和醫院）
薛又仁（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何承勳（雙和醫院） 林嘉祥（義大醫院）

郭漢崇（花蓮慈濟醫院）

蔡曜州（台北慈濟醫院）

13:00~16:00
Pelvic floor dissection and

Flexible URS (Demo)

Laparoscopic pyeloplasty,
partial nephrectomy,

adrenalectomy

Operator 黃國財（嘉義長庚醫院）

謝昆霖（奇美醫院）

洪晟鈞（台中榮民總醫院）

胡如娟（台中榮民總醫院）
葉昱廷（衛福部嘉義醫院）

羅啟文（台北慈濟醫院）

呂仕彥（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柏華（彰化基督教醫院）

林德祺（衛福部豐原醫院）

陳育典（成大醫院）

錢家陞（高雄長庚醫院）
ALL 林佑樺（耕莘醫院）

黃旭澤（耕莘醫院）

Instructor 林威宇（嘉義長庚醫院） 李經家（大同醫院） 陳毓騏（義大醫院） 吳佳璋（雙和醫院）
薛又仁（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何承勳（雙和醫院）

郭漢崇（花蓮慈濟醫院）

蔡曜州（台北慈濟醫院）
黃冠華（奇美醫院）

Laparoscopic pyeloplasty, partial nephrectomy, adrenalectomy

1. Meditation and Pray for silent mentors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3. Instruction of laparoscopic upper urinary tract surgery

2015.06.17 (Wednesday)

Lunch

TUA workshop simulative laparoscopic upper GU tract surgery

Laparoscopic pyeloplasty, partial nephrectomy, adrenalectomy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林承欽 (male) 謝文明 (male) 董傳仁 (male) 吳震浩 (male) 胡復鼎 (male) 柯維洲 (male) 吳清枝 (male) 張丁日 (female)

Age (y/o) 96 74 73 37 62 95 74 92

Medical History or COD

1. Pneumonia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COPD
3. Atrial fibrillation
4. BPH

1. Cardiac arrest
2. BPH s/p TUR-P
3. Dysuria s/p trocar cystostomy
4. Urethral stricture s/p optical
urethrotomy
5. Bladder neck obstruction TUI-BN

1. Pneumonia
2. CHF
3. Right MCA infarction

Head injury with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1. Right renal pelvis cancer with
brain, bone metastasis
2. Sepsis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

1. Stomach cardia bleeding and
esophageal ulcer
2. Cardiogenic shock
3. Chronic ischemic heart disease
4. AV block s/p pacemaker

1. Lung cancer with multiple spine,
brain and liver metastasis s/p
WBRT and spine XRT

1. Septic shock
2.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right
pneumonia, left lung collapse with
impending respiratory distress
3. Upper lip cellulitis

Nursing Staff    邱心怡（花蓮慈濟醫院）
林姿妤（花蓮慈濟醫院）-上午

謝錦玉（花蓮慈濟醫院）-下午
蔡維庭（花蓮慈濟醫院） 郭昱汝（花蓮慈濟醫院）     李桂芳（花蓮慈濟醫院）     吳靜如（花蓮慈濟醫院）       洪尚卿（花蓮慈濟醫院）     胡慧翎（花蓮慈濟醫院）

08:00~08:50

Division

09:00~12:00

Operator 郭威廷（義大醫院）

吳振宇（義大醫院）

鄒凱亦（雙和醫院）

許竣凱（台北慈濟醫院）

林嘉彥（台中榮民總醫院）

游智欽（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建廷（彰化基督教醫院）

簡佑全（彰化基督教醫院）

藍祺昀（雙和醫院）

胡書維（雙和醫院）

卓育慶（三軍總醫院）

吳子翔（新光醫院）

黃子豪（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冠勳（大林慈濟醫院）

李高漢（奇美醫院）

何肇晏（新光醫院）

Instructor 陳毓騏（義大醫院） 林文榮（馬偕醫院） 蔡宗佑（亞東醫院） 鍾旭東（亞東醫院） 戴槐青（台大醫院） 吳勝堂（三軍總醫院） 黃逸修（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冠華（奇美醫院）

13:00~16:00 Laparoscopic radical cystectomy

Operator 郭威廷（義大醫院）

吳振宇（義大醫院）

鄒凱亦（雙和醫院）

許竣凱（台北慈濟醫院）

林嘉彥（台中榮民總醫院）

游智欽（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建廷（彰化基督教醫院）

簡佑全（彰化基督教醫院）

藍祺昀（雙和醫院）

胡書維（雙和醫院）

卓育慶（三軍總醫院）

吳子翔（新光醫院）

黃子豪（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冠勳（大林慈濟醫院）

李高漢（奇美醫院）

何肇晏（新光醫院）

Instructor 陳景亮（花蓮慈濟醫院） 林文榮（馬偕醫院） 蔡宗佑（亞東醫院） 薛又仁（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戴槐青（台大醫院） 吳勝堂（三軍總醫院） 黃逸修（台北榮民總醫院） 鍾旭東（亞東醫院）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2015.06.18 (Thursday)

TUA workshop simulative laparoscopic upper GU tract surgery

1. Meditation and Pray for silent mentors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of Tzu-Chi University

3. Instruction of laparoscopic lower urinary tract surgery

Lunch

Laparoscopic pelvic LN dissection and ureteral reimpla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