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03 (Tuesday)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吳智良 (male)

劉秋漂 (female)

許順 (female)

林鳳聲 (male)

賴月娥 (female)

林文義 (male)

葉國坤 (male)

張營昌 (male)

Age (y/o)

61

61

82

84

59

58

78

58

Medical History 1. HCC
or COD
2. Liver cirrhosis

Nursing Staff

林婉芸（門諾醫院）

Gastric cancer s/p subtotal
gastrectomy and Billroth-II
anastomosis, CCRT

闕那堯（花蓮慈濟醫院）

1. Gastric cancer with liver
Hepatic flexure colon cancer with metastasis s/p chemotherapy
lymph nodes and liver metastasis 2. Prostate cancer s/p radical
prostatectomy
張偲岑（花蓮慈濟醫院）

莊智涵（花蓮慈濟醫院）

1. Endometrial carcinoma with
multiple bone, brain and liver
metastasis s/p
LAVH+BSO+BPLND and CCRT

1. Sepsis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
2. Duodenal ulcer with acute
perforation and septic shock s/p
duodenorrhaphy

蔡依岑（花蓮慈濟醫院）

07:3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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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JRSROC Simulative Hip Surgery Workshop

08:45~12:00

1. Direct anterior approach for THR, bilateral
2. Ilioinguinal approach, stoppa approach, bilateral

1. Brain stem infarction
2. Atrial fibrillation

Gastric cancer with
perforation, liver metastasis
s/p chemotherapy

李桂芳

蔡維庭（花蓮慈濟醫院）

洪尚卿（花蓮慈濟醫院）

Break
13:00~13:30

Lecture

13:30~17:00

3. Kocher-langenbeck approach
4. Surgical dislocation
5. Triradiate incision to expose anterior column
6. "h" incision to expose outer table
7. Periacetabular osteotomy

Operator

張皓鈞（馬偕紀念醫院）
陳紀穎（馬偕紀念醫院）
劉俊良（振興醫院）
蔡俊灝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王大翊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林宗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昆暉（台北榮民醫院）
洪沛毅（台北榮民醫院）

呂韋逸（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陳岳（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黃博彥（台北榮民醫院）
蔡尚聞（台北榮民醫院）

林敬為（衛福部花蓮醫院）
李濟生（羅東博愛醫院）
李佳龍（成大醫院）

吳正淳（萬芳醫院）
黃鼎鈞（台大醫院）
林世傑（嘉義長庚醫院）
黃贊文（嘉義長庚醫院）

黃柏樺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林聖傑（中山大學附設醫院）
徐兆奎（國軍台中總醫院）
郭峯志（高雄長庚醫院）

蔣毅弘（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張建鈞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林琮凱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宋卓俍（台北榮民醫院）

王誌謙（三軍總醫院）
葉祖德（三軍總醫院）
廖啟揚（三軍總醫院）

Assistant

陳世豪（台中慈濟醫院）
朱崇華（花蓮慈濟醫院）

葉光庭（花蓮慈濟醫院）
張家銘（花蓮慈濟醫院）

彭成桓（花蓮慈濟醫院）

唐煥明（花蓮慈濟醫院）
吳宗樵（花蓮慈濟醫院）

劉繼元（台北慈濟醫院）
王俊傑（台北慈濟醫院）

洪榮斌（花蓮慈濟醫院）

黃健源（花蓮慈濟醫院）

黃俊錫（大林慈濟醫院）

Instructor

何旭育（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馮逸卿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楊文一（林口長庚醫院）

陳英和（花蓮慈濟醫院）

于載九（花蓮慈濟醫院）

馬景侯（義大醫院）

李炫昇（高雄長庚醫院）
王貞棣（台大醫院）

陳正豐（台北榮民總醫院）

莊仕勇（三軍總醫院）
張志偉（成大醫院）

廠商(聯合骨材)
08:45~17:00

顏婉瑜

林德楊

楊賀均

林慶文

吳從瑋

吳從瑋

鄭人瑋

鄭人瑋

2015.11.04 (Wednesday)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吳智良 (male)

劉秋漂 (female)

許順 (female)

林鳳聲 (male)

賴月娥 (female)

林文義 (male)

葉國坤 (male)

張營昌 (male)

Age (y/o)

61

61

82

84

59

58

78

58

Medical History 1. HCC
or COD
2. Liver cirrhosis

Nursing Staff

張衍芳（門諾醫院）

Gastric cancer s/p subtotal
gastrectomy and Billroth-II
anastomosis, CCRT

闕那堯（花蓮慈濟醫院）

Hepatic flexure colon cancer
with lymph nodes and liver
metastasis

張偲岑（花蓮慈濟醫院）

1. Gastric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s/p chemotherapy
2. Prostate cancer s/p radical
prostatectomy
莊智涵（花蓮慈濟醫院）

1. Endometrial carcinoma with
multiple bone, brain and liver
metastasis s/p
LAVH+BSO+BPLND and CCRT

1. Sepsis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
2. Duodenal ulcer with acute
perforation and septic shock s/p
duodenorrhaphy

蔡依岑（花蓮慈濟醫院）

07:5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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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TSSH Simulative Upper Limb Surgery Workshop

08:30~12:00

1. Approach and dissection to humerus
2. Approach and dissection to elbow
3. Forearm flap

12:00~13:00

Lunch

13:00~17:00

4. Approach and dissection to ulna and radius
5. Approach and dissection to wrist
6. Approach and dissection to hand

1. Brain stem infarction
2. Atrial fibrillation

Gastric cancer with perforation,
liver metastasis s/p
chemotherapy

李桂芳

蔡維庭（花蓮慈濟醫院）

林秋蘭（花蓮慈濟醫院）

Operator

徐邦瀚（林口長庚醫院）
洪章桂（奇美醫院）

謝向傑（台大醫院）
彭孟炤（國泰醫院）
李佳霖（國軍高雄總醫院）
王偉勛（彰化基督教醫院）

蔣宏源（台北榮民醫院）
王信章（花蓮國軍醫院）
蔡東燁（國軍高雄總醫院）
賴禹呈（高雄榮民醫院）

吳冠廷（高雄長庚醫院）
許芳偉（光田綜合醫院）
李宜軒（國泰醫院）
黃惠鑛（嘉義基督教醫院）

吳政君（高雄長庚醫院）
盧諭德（高雄長庚醫院）
莊閔堯（馬偕紀念醫院）
廖紘緯（台北馬偕醫院）

葉添浩（國軍高雄總醫院）
劉映君（台北馬偕醫院）
謝綺瀅（亞東醫院）
沈彥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哲雄（林口長庚醫院）
李昱恆（奇美醫院）
張志豪（台大醫院）

張允亮（台大醫院）
呂炯毅（林口長庚醫院）
Frank Fang（林口長庚醫院）

Assistant

陳世豪（台中慈濟醫院）
張家銘（花蓮慈濟醫院）

葉光庭（花蓮慈濟醫院）

彭成桓（花蓮慈濟醫院）

吳宗樵（台北慈濟醫院）

劉繼元（台北慈濟醫院）
王俊傑（台北慈濟醫院）

朱崇華（花蓮慈濟醫院）

黃健源（花蓮慈濟醫院）

黃俊錫（大林慈濟醫院）

Instructor

許聰政（林口長庚醫院）
莊垂慶（林口長庚醫院）

史瑞田（桃園國軍總醫院）

吳金獻（義大醫院）

唐逸文（高雄榮民醫院）

林有德（林口長庚醫院）

林承弘（林口長庚醫院）

陳錫根（三軍總醫院）
黃意超（台北榮民醫院）

鄭泰如（恩主公醫院）

廠商：
愛派司/上海博
進/韶田
08:30~17:00

紀盛忠、張焜豪/張鵬
/侯勝中

林耕革/張鵬/侯勝中

林家瑋/張鵬/侯勝中

陳韋淳/張鵬/侯勝中

潘沛緹/宋傳/劉思宏

賴韋蓁/宋傳/劉思宏

曾羽溱/宋傳/劉思宏

曾奕然/宋傳/劉思宏

2015.11.05 (Thursday)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吳智良 (male)

劉秋漂 (female)

許順 (female)

林鳳聲 (male)

賴月娥 (female)

林文義 (male)

葉國坤 (male)

張營昌 (male)

Age (y/o)

61

61

82

84

59

58

78

58

Medical History or 1. HCC
COD
2. Liver cirrhosis

Nursing Staff

林婉芸（門諾醫院）

Gastric cancer s/p subtotal
gastrectomy and Billroth-II
anastomosis, CCRT

陳淑珍（花蓮慈濟醫院）

Hepatic flexure colon cancer with
lymph nodes and liver metastasis

洪尚卿（花蓮慈濟醫院）

1. Gastric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s/p chemotherapy
2. Prostate cancer s/p radical
prostatectomy
莊智涵（花蓮慈濟醫院）

1. Endometrial carcinoma with
multiple bone, brain and liver
metastasis s/p LAVH+BSO+BPLND
and CCRT
蔡依岑（花蓮慈濟醫院）

07:0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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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TWSS Simulative Spinal Surgery Workshop

 1. Posterior cervical spinal instrumentation
 2.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 and/or vertebral column resection

08:30~12:00

1. Sepsis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
2. Duodenal ulcer with acute
1. Brain stem infarction
perforation and septic shock s/p
2. Atrial fibrillation
duodenorrhaphy
李桂芳

Gastric cancer with perforation,
liver metastasis s/p chemotherapy

蔡維庭（花蓮慈濟醫院）

林秋蘭（花蓮慈濟醫院）

3. Minimally invasive TLIF
4. S2AI screw insertion and sacrectomy

Break

3. Minimally invasive TLIF
4. S2AI screw insertion and sacrectomy

13:00~17:00

 1. Posterior cervical spinal instrumentation
 2. 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 and/or vertebral column resection

Operator

陳秋銘（三軍總醫院）
李佳霖（國軍高雄總醫院）
林琮凱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廖振中（林口長庚醫院）

方彥博（安南醫院）
黃鼎鈞（台大醫院）
吳鴻康（衛福部桃園醫院）
藍聖閔（成大醫院）
徐宗成（輔英科大附設醫院）

黃俊傑（台大醫院）
高福成（林口長庚醫院）
李宜軒（國泰醫院）
陳冠毓（國軍花蓮總醫院）
郭峻郎（國軍桃園總醫院）

張家偉（林口長庚醫院）
李境祐（嘉義長庚醫院）
姚智康（高雄榮民醫院）
張建鈞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夏銘凱 (陽明大學骨材研發中心)
鄭士豪（振興醫院）
楊家銓（埔里基督教醫院）
陳磊勃（馬偕紀念醫院）
羅元舜（大林慈濟醫院）

鍾政成 (陽明大學骨材研發中心)
巫瑞文（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簡愷廷（台東馬偕醫院）
彭孟炤（國泰醫院）
游敬孝（衛福部桃園醫院）

陳劍龍（羅東博愛醫院）
柳宗廷（馬偕醫院）
黃國淵（成大醫院）
李建穎（雲林長庚醫院）
林昱成（義大醫院）

陳宣佑（台大醫院）
吳孟晃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黃凱琳（高雄中正骨科醫院）
林政立（成大醫院）

Assistant

劉繼元（台北慈濟醫院）
王俊傑（台北慈濟醫院）

葉光庭（花蓮慈濟醫院）
黃盟仁（台北慈濟醫院）

彭成桓（花蓮慈濟醫院）

陳世豪（台中慈濟醫院）

黃俊錫（大林慈濟醫院）

唐煥明（花蓮慈濟醫院）

吳宗樵（台北慈濟醫院）

張家銘（花蓮慈濟醫院）
劉冠麟（花蓮慈濟醫院）

Instructor

曾效祖（台北慈濟醫院）
于載九（花蓮慈濟醫院）

牛自健（林口長庚醫院）

陳賢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楊曙華（台大醫院）
吳文田（花蓮慈濟醫院）

蔡宗廷（林口長庚醫院）
李晏瑤（嘉義長庚醫院）

黃儀鴻（嘉義基督教醫院）
黃聰仁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王世典（台北榮民醫院）
張定國（台北馬偕醫院）

賴伯亮（林口長庚醫院）
陳英和（花蓮慈濟醫院）

廠商
08:30~12:00

葉倉銓（柏朗）
郭愉茹（雄鷹）
戴榤霆（寶億）

葉倉銓（柏朗）
郭愉茹（雄鷹）
戴榤霆（寶億）

楊儲勵（柏朗）
王麗雯（雄鷹）
詹正義（健伸）

楊儲勵（柏朗）
王麗雯（雄鷹）
詹正義（健伸）

吳仕宏（宏緯）
王麗雯（雄鷹）
彭才育(寶億)
張櫻露（互裕）

黃智銘（宏緯）
蕭珮如（雄鷹）
彭才育(寶億)
張櫻露（互裕）

陳俊璋（宏緯）
蕭珮如（雄鷹）
彭才育(寶億)
陳柏宏（互裕）

郭晶（宏緯）
蕭珮如（雄鷹）
彭才育(寶億)
陳柏宏（互裕）

廠商
13:00~17:00

吳仕宏（宏緯）
郭愉茹（雄鷹）
戴榤霆（寶億）
張櫻露（互裕）

黃智銘（宏緯）
郭愉茹（雄鷹）
戴榤霆（寶億）
張櫻露（互裕）

陳俊璋（宏緯）
王麗雯（雄鷹）
戴榤霆（寶億）
陳柏宏（互裕）

郭晶（宏緯）
王麗雯（雄鷹）
戴榤霆（寶億）
陳柏宏（互裕）

葉倉銓（柏朗）
王麗雯（雄鷹）
彭才育(寶億)

葉倉銓（柏朗）
蕭珮如（雄鷹）
彭才育(寶億)

楊儲勵（柏朗）
蕭珮如（雄鷹）
詹正義（健伸）

楊儲勵（柏朗）
蕭珮如（雄鷹）
詹正義（健伸）

2015.11.06 (Friday)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吳智良 (male)

劉秋漂 (female)

許順 (female)

林鳳聲 (male)

賴月娥 (female)

林文義 (male)

葉國坤 (male)

張營昌 (male)

Age (y/o)

61

61

82

84

59

58

78

58

Medical History or COD

Nursing Staff
07:00~08:20

1. HCC
2. Liver cirrhosis

林婉芸（門諾醫院）

Gastric cancer s/p subtotal
gastrectomy and Billroth-II
anastomosis, CCRT

陳淑珍（花蓮慈濟醫院）

Hepatic flexure colon cancer
with lymph nodes and liver
metastasis

1. Gastric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s/p chemotherapy
2. Prostate cancer s/p radical
prostatectomy

洪尚卿（花蓮慈濟醫院）

莊智涵（花蓮慈濟醫院）

1. Sepsis with multiple organ
1. Endometrial carcinoma with
failure
multiple bone, brain and liver
2. Duodenal ulcer with acute
metastasis s/p LAVH+BSO+BPLND and
perforation and septic shock
CCRT
s/p duodenorrhaphy
蔡依岑（花蓮慈濟醫院）

1. Brain stem infarction
2. Atrial fibrillation

Gastric cancer with perforation, liver
metastasis s/p chemotherapy

李桂芳

蔡維庭（花蓮慈濟醫院）

劉佺艷（花蓮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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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TOTA Orthopedic Trauma Surgery Workshop

09:00~12:00

1. AC joint / Clavicle/ SC joint / Coracoid
2. Proximal humerus: lateral deltoid splitted approach (MIPO), axillary n
3. Proximal humerus: deltopectoral approach, M.C.N
4. Anterior shoulder arthrotomy / glenohumeral Joint
5. Humeral shaft MIPO, radial n, median n
6. Scapula Judet approach, suprascapular n

13:00~16:30

7. Posterior approach to proximal tibia
8. Gastrocnemius flap and Soleus flap
9. Posterior approach: Achilles tendon / distal tibia-fibula
10. Anterior approach: distal tibia-fibula
11. Calcaneus and Talus
12. Midfoot

Break

Operator

王誌謙（三軍總醫院）
許鈞喨（三軍總醫院）
蔡依樽（翔新聯合診所）
王偉勛（彰化基督教醫院）

花世源（三軍總醫院）
彭光平（台大醫院）
李宜軒（國泰醫院）
彭孟炤（國泰醫院）

吳佳駿（三軍總醫院）
葉祖德（三軍總醫院）
宋卓俍（台北榮民醫院）
羅亦琛（門諾醫院）

王登輝（國軍桃園總醫院）
李宗翰（台中榮民醫院）
吳蘊哲（台中榮民醫院）
賴建成（亞東醫院）

曾順承（彰化基督教醫院）
劉文智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郭映揆（台大醫院）
陳建聞（林口長庚醫院）

蕭敬樺（光田醫院）
楊超名（光田醫院）
陳鍾沛（新光醫院）
蔣宏源（鳳林榮民醫院）

王證琪（台中榮民醫院）
林殿閔（高雄阮綜合醫院）
楊鎮宇（台北馬偕醫院）
曾子豪（台大醫院）

蔡沅欣（台中榮民醫院）
陳劍龍（羅東博愛醫院）
陳乃綺（台大醫院）
王俊傑（台大醫院）
鄭博承（成大醫院）

Assistant

劉繼元（台北慈濟醫院）
王俊傑（台北慈濟醫院）

彭成桓（花蓮慈濟醫院）

葉光庭（花蓮慈濟醫院）

洪榮斌（花蓮慈濟醫院）

朱崇華（花蓮慈濟醫院）
張家銘（花蓮慈濟醫院）

吳宗樵（台北慈濟醫院）

黃健源（花蓮慈濟醫院）

黃俊錫（大林慈濟醫院）

Instructor

陳建銘（林口長庚醫院）
鄺世通（花蓮慈濟醫院）

蔣毅弘（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江昭慶（台北榮民醫院）

吳柏廷（成大醫院）

陳志輝（台中榮民醫院）

蘇宇平（台北榮民醫院）

林楷城（高雄榮民醫院）

陳建志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廠商（愛派司/上海博進）
08:30~16:30

紀盛忠、張焜豪/張鵬

林耕革/張鵬

林家瑋/張鵬

陳韋淳/張鵬

潘沛緹/宋傳

賴韋蓁/宋傳

曾羽溱/宋傳

曾奕然/宋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