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6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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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Mentor

陳謝緞 (female)

釋德志 (female)

洪蔡蓮花 (female)

林藏滿 (male)

簡阿合 (female)

錢澄源 (male)

陳建智 (male)

邱三川 (male)

Age (y/o)

85

55

91

88

86

68

88

77

1. Pneumonia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Left thalamic hemorrhage
3. Old CVA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liver and
multiple bone metastasis s/p right
mastectomy,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COPD
3. Congestive heart disease

1. Right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2. Cardiopulmonary failure
3. Pneumonia
4. Diabetes mellitus
5. S/P gastrectomy
6. S/P right hemicolectomy

1. RUL lung cancer with bone
metastasis s/p C/T
2. Septic shock

邱瑞琴 (花蓮慈濟醫院)

徐子媞 (門諾醫院)

楊富美 (門諾醫院)

吳靜如 (花蓮慈濟醫院)

李盈嶠 (門諾醫院)

1. Acute heart failure
1. Uterine adenosarcoma s/p
2. Old CVA
TAH+BS
1. Respiratory failure of multiple
Medical History 3. Lumbar spondylopathy at L3-S1 2. Recurrent adenosarcoma of
organ failure
or COD
4. Right knee osteoarthritis s/p
endometrium with peritoneal
2. Arrhythmia
operation
carcinomatosis s/p chemotherapy
3. Cardiovascular disease
5. S/P hysterectomy
and immunotherapy
Nursing Staff

陳靖綺 (花蓮慈濟醫院)

杜心瑀 (花蓮慈濟醫院)

劉時妤 (花蓮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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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5~08:00
Division

TPS simulative surgery workshop

08:10-08:40

Procedure demonstration: epidural lysis of adhesions
T-L Spine:
C-Spine:
Thoracic paravertebral injection
Fluoroscopic spine intervention:
Cervical medial branch, cervical
Erector spine plan injection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facet joint, greater occipital nerve,
Lumbar facet joint injection
discectomy
atlantoaxial joint injection
Lumbar medial branch block

Upper limb:
Carparl tunnel injection
Radial nerve hydrodissection
Ulnar nerve hydrodissection

T-L Spine:
C-Spine:
Thoracic paravertebral injection
Cervical medial branch, cervical
Erector spine plan injection
facet joint, greater occipital nerve,
Lumbar facet joint injection
atlantoaxial joint injection
Lumbar medial branch block

08:40~16:50

Fluoroscopic spine intervention: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Upper limb:
Carparl tunnel injection
Radial nerve hydrodissection
Ulnar nerve hydrodissection

08:40~10:20
Operator

D1
宋俊松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知訓 (萬芳醫院)
戴裕庭 (萬芳醫院)
鄭偉君 (花蓮慈濟醫院)
蘇逸愷 (花蓮慈濟醫院)
謝霖芬 (新光醫院)

C1
李英慈 (台大醫院)
謝承原 (台大醫院)
鄒美勇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鵬安 (台中慈濟醫院)
林欣穎 (萬芳醫院)
楊肅奇 (高雄榮民總醫院)

B1
趙樹儀 (工學北骨科)
吳聖文 (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樽 (蔡依樽骨科診所)
許弘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黃鼎鈞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楊谷淋 (崇幼診所)

A1
潘繼仁 (博勝復健科診所)
吳政誼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再興 (簡再興診所)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洪伊萱 (恆春基督教醫院)
劉炳塘 (恆春旅遊醫院)

D2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潘永謙 (花蓮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 (花蓮慈濟醫院)
周林傳 (雙和醫院)

C2
廖書緯 (台北榮民總醫院)
林信隆 (三軍總醫院)
蔡昇亨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彥榮 (杉合復健科診所)
廖昱勛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黃莉婷 (台中慈濟醫院)

B2
鄧筱君 (台大醫院)
葉光庭 (花蓮慈濟醫院)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蘇妙佩 (高醫附醫)
陳臆文 (雙和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A2
鐘英華 (門諾醫院)
陳世鴻 (台大新竹分院)
謝忠佑 (中壢鈺展骨科)
陳心言 (雙和醫院)
楊景堯 (誠陽復健診所)
張益維 (台北慈濟醫院)

10:20~12:00
Operator

C1
李英慈 (台大醫院)
謝承原 (台大醫院)
鄒美勇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鵬安 (台中慈濟醫院)
林欣穎 (萬芳醫院)
楊肅奇 (高雄榮民總醫院)

B1
趙樹儀 (工學北骨科)
吳聖文 (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樽 (蔡依樽骨科診所)
許弘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黃鼎鈞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楊谷淋 (崇幼診所)

A1
潘繼仁 (博勝復健科診所)
吳政誼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再興 (簡再興診所)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洪伊萱 (恆春基督教醫院)
劉炳塘 (恆春旅遊醫院)

D1
宋俊松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知訓 (萬芳醫院)
戴裕庭 (萬芳醫院)
鄭偉君 (花蓮慈濟醫院)
蘇逸愷 (花蓮慈濟醫院)
謝霖芬 (新光醫院)

C2
廖書緯 (台北榮民總醫院)
林信隆 (三軍總醫院)
蔡昇亨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彥榮 (杉合復健科診所)
廖昱勛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黃莉婷 (台中慈濟醫院)

B2
鄧筱君 (台大醫院)
葉光庭 (花蓮慈濟醫院)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蘇妙佩 (高醫附醫)
陳臆文 (雙和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A2
鐘英華 (門諾醫院)
陳世鴻 (台大新竹分院)
謝忠佑 (中壢鈺展骨科)
陳心言 (雙和醫院)
楊景堯 (誠陽復健診所)
張益維 (台北慈濟醫院)

D2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潘永謙 (花蓮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 (花蓮慈濟醫院)
周林傳 (雙和醫院)

Operator
13:30~15:10

B1
趙樹儀 (工學北骨科)
吳聖文 (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樽 (蔡依樽骨科診所)
許弘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黃鼎鈞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楊谷淋 (崇幼診所)

A1
潘繼仁 (博勝復健科診所)
吳政誼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再興 (簡再興診所)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洪伊萱 (恆春基督教醫院)
劉炳塘 (恆春旅遊醫院)

D1
宋俊松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知訓 (萬芳醫院)
戴裕庭 (萬芳醫院)
鄭偉君 (花蓮慈濟醫院)
蘇逸愷 (花蓮慈濟醫院)
謝霖芬 (新光醫院)

C1
李英慈 (台大醫院)
謝承原 (台大醫院)
鄒美勇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鵬安 (台中慈濟醫院)
林欣穎 (萬芳醫院)
楊肅奇 (高雄榮民總醫院)

B2
鄧筱君 (台大醫院)
葉光庭 (花蓮慈濟醫院)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蘇妙佩 (高醫附醫)
陳臆文 (雙和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A2
鐘英華 (門諾醫院)
陳世鴻 (台大新竹分院)
謝忠佑 (中壢鈺展骨科)
陳心言 (雙和醫院)
楊景堯 (誠陽復健診所)
張益維 (台北慈濟醫院)

D2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潘永謙 (花蓮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 (花蓮慈濟醫院)
周林傳 (雙和醫院)

C2
廖書緯 (台北榮民總醫院)
林信隆 (三軍總醫院)
蔡昇亨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彥榮 (杉合復健科診所)
廖昱勛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黃莉婷 (台中慈濟醫院)

Operator
15:10~16:50

A1
潘繼仁 (博勝復健科診所)
吳政誼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再興 (簡再興診所)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洪伊萱 (恆春基督教醫院)
劉炳塘 (恆春旅遊醫院)

D1
宋俊松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知訓 (萬芳醫院)
戴裕庭 (萬芳醫院)
鄭偉君 (花蓮慈濟醫院)
蘇逸愷 (花蓮慈濟醫院)
謝霖芬 (新光醫院)

C1
李英慈 (台大醫院)
謝承原 (台大醫院)
鄒美勇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鵬安 (台中慈濟醫院)
林欣穎 (萬芳醫院)
楊肅奇 (高雄榮民總醫院)

B1
趙樹儀 (工學北骨科)
吳聖文 (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樽 (蔡依樽骨科診所)
許弘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黃鼎鈞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楊谷淋 (崇幼診所)

A2
鐘英華 (門諾醫院)
陳世鴻 (台大新竹分院)
謝忠佑 (中壢鈺展骨科)
陳心言 (雙和醫院)
楊景堯 (誠陽復健診所)
張益維 (台北慈濟醫院)

D2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潘永謙 (花蓮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 (花蓮慈濟醫院)
周林傳 (雙和醫院)

C2
廖書緯 (台北榮民總醫院)
林信隆 (三軍總醫院)
蔡昇亨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彥榮 (杉合復健科診所)
廖昱勛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黃莉婷 (台中慈濟醫院)

B2
鄧筱君 (台大醫院)
葉光庭 (花蓮慈濟醫院)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蘇妙佩 (高醫附醫)
陳臆文 (雙和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Instructor

劉耿彰 (大林慈濟醫院)

潘健理 (潘健理診所)

溫永銳 (中國附醫)

林嘉祥 (台北馬偕醫院)

吳孟庭 (振興醫院)

吳威廷 (臺大北護分院)

林峯盛 (台大醫院)

林至芃 (台大醫院)

Assistant- 1

彭成桓 (花蓮慈濟醫院)

陳俐君 (花蓮慈濟醫院)

王柏凱 (花蓮慈濟醫院)

高銘章 (台北慈濟醫院)

彭成桓 (花蓮慈濟醫院)

陳俐君 (花蓮慈濟醫院)

楊曜臨 (花蓮慈濟醫院)

周韋翰 (台大醫院)

Assistant- 2

黃有寧 (花蓮慈濟醫院)

施彤霖 (花蓮慈濟醫院)

王睿霆 (花蓮慈濟醫院)

張維書 (花蓮慈濟醫院)

陳穎增 (部立台南醫院)

陳瑞源 (新光醫院)

08:25~17:00
廠商

藍志傑、謝定佑、姚景哲、
孫翊齊(費絲特)、林國文 (惠興)
王繼廣、貢慶安、陳柏君 (鼎邦)

戴永慧、張志豪 (博宣寧)

古哲旻 (永益)

古哲旻 (永益)

袁倫浩、林孟賢 (得豐)
藍志傑 (歐昇代理人)
林國文 (惠興)

翁誠志 (醫影)

翁誠志 (醫影)

翁誠志 (醫影)

Lunch

2018.04.17 (Tuesday)
Group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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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Mentor

陳謝緞 (female)

釋德志 (female)

洪蔡蓮花 (female)

林藏滿 (male)

簡阿合 (female)

錢澄源 (male)

陳建智 (male)

邱三川 (male)

Age (y/o)

85

55

91

88

86

68

88

77

1. Pneumonia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Left thalamic hemorrhage
3. Old CVA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liver and
multiple bone metastasis s/p right
mastectomy,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COPD
3. Congestive heart disease

1. Right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2. Cardiopulmonary failure
3. Pneumonia
4. Diabetes mellitus
5. S/P gastrectomy
6. S/P right hemicolectomy

1. RUL lung cancer with bone
metastasis s/p C/T
2. Septic shock

邱瑞琴 (花蓮慈濟醫院)

徐子媞 (門諾醫院)

高貴貞 (門諾醫院)

吳靜如 (花蓮慈濟醫院)

李盈嶠 (門諾醫院)

1. Acute heart failure
1. Uterine adenosarcoma s/p
2. Old CVA
TAH+BS
1. Respiratory failure of multiple
Medical History 3. Lumbar spondylopathy at L3-S1 2. Recurrent adenosarcoma of
organ failure
or COD
4. Right knee osteoarthritis s/p
endometrium with peritoneal
2. Arrhythmia
operation
carcinomatosis s/p chemotherapy
3. Cardiovascular disease
5. S/P hysterectomy
and immunotherapy
Nursing Staff

楊富美 (門諾醫院)

杜心瑀 (花蓮慈濟醫院)

劉時妤 (花蓮慈濟醫院)

Division

TPS simulative surgery workshop

08:10-08:40

Procedure demonstration: epidural lysis of adhesions

08:40~16:50

Fluoroscopic head and neck
intervention: gasserian ganglion
RFA, sphenopalatine ganglion
RFA, atlantoaxial joint injection

Lower limb:
ACL and PCL injection, achilles
tendon treatment

T-L Spine:
SI joint, caudal, piriformis
injection, facet joint injection,
lumbar medial branch block

C-Spine:
Cervical selective nerve root,
stellate ganglion, branches of
trigeminal nerve

Fluoroscopic head and neck
intervention: gasserian ganglion
RFA, sphenopalatine ganglion
RFA, atlantoaxial joint injection

Lower limb:
ACL and PCL injection, achilles
tendon treatment

T-L Spine:
SI joint, caudal, piriformis
injection, facet joint injection,
lumbar medial branch block

C-Spine:
Cervical selective nerve root,
stellate ganglion, branches of
trigeminal nerve

08:40~10:20
Operator

D1
宋俊松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知訓 (萬芳醫院)
戴裕庭 (萬芳醫院)
鄭偉君 (花蓮慈濟醫院)
蘇逸愷 (花蓮慈濟醫院)
謝霖芬 (新光醫院)

C1
李英慈 (台大醫院)
謝承原 (台大醫院)
鄒美勇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鵬安 (台中慈濟醫院)
林欣穎 (萬芳醫院)
楊肅奇 (高雄榮民總醫院)

B1
趙樹儀 (工學北骨科)
吳聖文 (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樽 (蔡依樽骨科診所)
許弘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黃鼎鈞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楊谷淋 (崇幼診所)

A1
潘繼仁 (博勝復健科診所)
吳政誼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再興 (簡再興診所)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洪伊萱 (恆春基督教醫院)
劉炳塘 (恆春旅遊醫院)

D2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潘永謙 (花蓮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 (花蓮慈濟醫院)
周林傳 (雙和醫院)

C2
林信隆 (三軍總醫院)
蔡昇亨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彥榮 (杉合復健科診所)
廖昱勛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黃莉婷 (台中慈濟醫院)
廖書緯 (台北榮民總醫院)

B2
鄧筱君 (台大醫院)
葉光庭 (花蓮慈濟醫院)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蘇妙佩 (高醫附醫)
陳臆文 (雙和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A2
鐘英華 (門諾醫院)
陳世鴻 (台大新竹分院)
謝忠佑 (中壢鈺展骨科)
陳心言 (雙和醫院)
楊景堯 (誠陽復健診所)
張益維 (台北慈濟醫院)

10:20~12:00
Operator

C1
李英慈 (台大醫院)
謝承原 (台大醫院)
鄒美勇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鵬安 (台中慈濟醫院)
林欣穎 (萬芳醫院)
楊肅奇 (高雄榮民總醫院)

B1
趙樹儀 (工學北骨科)
吳聖文 (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樽 (蔡依樽骨科診所)
許弘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黃鼎鈞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楊谷淋 (崇幼診所)

A1
潘繼仁 (博勝復健科診所)
吳政誼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再興 (簡再興診所)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洪伊萱 (恆春基督教醫院)
劉炳塘 (恆春旅遊醫院)

D1
宋俊松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知訓 (萬芳醫院)
戴裕庭 (萬芳醫院)
鄭偉君 (花蓮慈濟醫院)
蘇逸愷 (花蓮慈濟醫院)
謝霖芬 (新光醫院)

C2
林信隆 (三軍總醫院)
蔡昇亨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彥榮 (杉合復健科診所)
廖昱勛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黃莉婷 (台中慈濟醫院)
廖書緯 (台北榮民總醫院)

B2
鄧筱君 (台大醫院)
葉光庭 (花蓮慈濟醫院)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蘇妙佩 (高醫附醫)
陳臆文 (雙和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A2
鐘英華 (門諾醫院)
陳世鴻 (台大新竹分院)
謝忠佑 (中壢鈺展骨科)
陳心言 (雙和醫院)
楊景堯 (誠陽復健診所)
張益維 (台北慈濟醫院)

D2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潘永謙 (花蓮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 (花蓮慈濟醫院)
周林傳 (雙和醫院)

13:30~15:10
Operator

B1
趙樹儀 (工學北骨科)
吳聖文 (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樽 (蔡依樽骨科診所)
許弘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黃鼎鈞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楊谷淋 (崇幼診所)

A1
潘繼仁 (博勝復健科診所)
吳政誼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再興 (簡再興診所)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洪伊萱 (恆春基督教醫院)
劉炳塘 (恆春旅遊醫院)

D1
宋俊松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知訓 (萬芳醫院)
戴裕庭 (萬芳醫院)
鄭偉君 (花蓮慈濟醫院)
蘇逸愷 (花蓮慈濟醫院)
謝霖芬 (新光醫院)

C1
李英慈 (台大醫院)
謝承原 (台大醫院)
鄒美勇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鵬安 (台中慈濟醫院)
林欣穎 (萬芳醫院)
楊肅奇 (高雄榮民總醫院)

B2
鄧筱君 (台大醫院)
葉光庭 (花蓮慈濟醫院)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蘇妙佩 (高醫附醫)
陳臆文 (雙和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A2
鐘英華 (門諾醫院)
陳世鴻 (台大新竹分院)
謝忠佑 (中壢鈺展骨科)
陳心言 (雙和醫院)
楊景堯 (誠陽復健診所)
張益維 (台北慈濟醫院)

D2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潘永謙 (花蓮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 (花蓮慈濟醫院)
周林傳 (雙和醫院)

C2
林信隆 (三軍總醫院)
蔡昇亨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彥榮 (杉合復健科診所)
廖昱勛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黃莉婷 (台中慈濟醫院)
廖書緯 (台北榮民總醫院)

15:10~16:50
Operator

A1
潘繼仁 (博勝復健科診所)
吳政誼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再興 (簡再興診所)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洪伊萱 (恆春基督教醫院)
劉炳塘 (恆春旅遊醫院)

D1
宋俊松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知訓 (萬芳醫院)
戴裕庭 (萬芳醫院)
鄭偉君 (花蓮慈濟醫院)
蘇逸愷 (花蓮慈濟醫院)
謝霖芬 (新光醫院)

C1
李英慈 (台大醫院)
謝承原 (台大醫院)
鄒美勇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鵬安 (台中慈濟醫院)
林欣穎 (萬芳醫院)
楊肅奇 (高雄榮民總醫院)

B1
趙樹儀 (工學北骨科)
吳聖文 (花蓮慈濟醫院)
蔡依樽 (蔡依樽骨科診所)
許弘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黃鼎鈞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楊谷淋 (崇幼診所)

A2
鐘英華 (門諾醫院)
陳世鴻 (台大新竹分院)
謝忠佑 (中壢鈺展骨科)
陳心言 (雙和醫院)
楊景堯 (誠陽復健診所)
張益維 (台北慈濟醫院)

D2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潘永謙 (花蓮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洪祥益 (花蓮慈濟醫院)
周林傳 (雙和醫院)

C2
林信隆 (三軍總醫院)
蔡昇亨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彥榮 (杉合復健科診所)
廖昱勛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黃莉婷 (台中慈濟醫院)
廖書緯 (台北榮民總醫院)

B2
鄧筱君 (台大醫院)
葉光庭 (花蓮慈濟醫院)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蘇妙佩 (高醫附醫)
陳臆文 (雙和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Instructor

溫永銳 (中國附醫)

潘健理 (潘健理診所)

高銘章 (台北慈濟醫院)

林嘉祥 (台北馬偕醫院)

林至芃 (台大醫院)

吳威廷 (臺大北護分院)

周韋翰 (台大醫院)

林峯盛 (台大醫院)

Assistant- 1

陳瑞源 (新光醫院)

陳俐君 (花蓮慈濟醫院)

楊曜臨 (花蓮慈濟醫院)

王柏凱 (花蓮慈濟醫院)

陳瑞源 (新光醫院)

陳俐君 (花蓮慈濟醫院)

楊曜臨 (花蓮慈濟醫院)

王柏凱 (花蓮慈濟醫院)

Assistant- 2

張維書 (花蓮慈濟醫院)

滕瑋琪 (花蓮慈濟醫院)

施彤霖 (花蓮慈濟醫院)

黃韻芹 (花蓮慈濟醫院)

陳穎增 (部立台南醫院)

劉耿彰 (大林慈濟醫院)

吳孟庭 (振興醫院)

彭成桓 (花蓮慈濟醫院)

08:25~17:00
廠商

藍志傑、謝定佑、姚景哲、
孫翊齊(費絲特)
王繼廣、貢慶安、陳柏君 (鼎邦)

翁誠志 (醫影)

古哲旻 (永益)

古哲旻 (永益)

袁倫浩、林孟賢 (得豐)

翁誠志(醫影)

翁誠志(醫影)

戴永慧、張志豪 (博宣寧)

Lunch

2018.04.18 (Wednesday)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陳謝緞 (female)

釋德志 (female)

洪蔡蓮花 (female)

林藏滿 (male)

簡阿合 (female)

錢澄源 (male)

陳建智 (male)

邱三川 (male)

Age (y/o)

85

55

91

88

86

68

88

77

1. Pneumonia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Left thalamic hemorrhage
3. Old CVA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liver and
multiple bone metastasis s/p right
mastectomy,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COPD
3. Congestive heart disease

1. Right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2. Cardiopulmonary failure
3. Pneumonia
4. Diabetes mellitus
5. S/P gastrectomy
6. S/P right hemicolectomy

1. RUL lung cancer with bone
metastasis s/p C/T
2. Septic shock

邱心怡 (花蓮慈濟醫院)

徐子媞 (門諾醫院)

高貴貞 (門諾醫院)

陳靖綺 (花蓮慈濟醫院)

李盈嶠 (門諾醫院)

王遜模 (高醫附醫)

何宗祐 (大林慈濟醫院)
李致宇 (台中慈濟醫院)

張展榕 (花蓮慈濟醫院 )
林偉琳 (台中慈濟醫院 )

1. Acute heart failure
1. Uterine adenosarcoma s/p
2. Old CVA
TAH+BS
1. Respiratory failure of multiple
Medical History 3. Lumbar spondylopathy at L3-S1 2. Recurrent adenosarcoma of
organ failure
or COD
4. Right knee osteoarthritis s/p
endometrium with peritoneal
2. Arrhythmia
operation
carcinomatosis s/p chemotherapy
3. Cardiovascular disease
5. S/P hysterectomy
and immunotherapy

Nursing Staff

楊富美 (門諾醫院)

杜心瑀 (花蓮慈濟醫院)

劉時妤 (花蓮慈濟醫院)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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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TAO simulative surgery workshop

08:00~12:00

Temporal bone dissection course:
1) Ballon eustachian tubboplasty
2) Endoscopic ear surgery

Lunch & Group Photo

3) Cochlear implant surgery

13:00~17:00

Operator

Instructor

黃俊豪 (大林慈濟醫院 )
王麒富 (大林慈濟醫院)

林冠伶 (新竹馬偕醫院)

林岱樓 (輔大附醫)

許權振 (台中慈濟醫院)

張寧家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吳弘斌 (台中慈濟醫院)

李尚儀 (彰化基督教醫院)

吳振吉 (台大醫院)

李致宇 (台中慈濟醫院)

游智淵、方湘寧、王柏皓 (安頡儀器)/林柔帉 (美敦力)

林國文 (惠興)
08:00~17:00
廠商

范紀聖 (惠興)

李盈萩 (雄鷹儀器)

羅定安 (惠興)

黃智楹 (久和醫療)

賴敬文 (科林)
Jasmine Chen (澳洲科利耳)

蔡欣恩 (惠興)

簡沛霖 (博揚)

林雲彬 (科林)
Carol Chou (澳洲科利耳)

陳俊旭 (科林)
Johnson Wu (澳洲科利耳)

黃司辰 (科林)

2018.04.19 (Thursday)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陳謝緞 (female)

釋德志 (female)

洪蔡蓮花 (female)

林藏滿 (male)

簡阿合 (female)

錢澄源 (male)

陳建智 (male)

邱三川 (male)

Age (y/o)

85

55

91

88

86

68

88

77

1. Respiratory failure of multiple
organ failure
2. Arrhythmia
3. Cardiovascular disease

1. Pneumonia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Left thalamic hemorrhage
3. Old CVA

Right breast cancer with liver and
multiple bone metastasis s/p right
mastectomy, C/T

1.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2. COPD
3. Congestive heart disease

1. Right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2. Cardiopulmonary failure
3. Pneumonia
4. Diabetes mellitus
5. S/P gastrectomy
6. S/P right hemicolectomy

1. RUL lung cancer with bone
metastasis s/p C/T
2. Septic shock

劉時妤 (花蓮慈濟醫院)

邱心怡 (花蓮慈濟醫院)

徐子媞 (門諾醫院)

謝筱薇 (花蓮慈濟醫院)

林怡婷 (花蓮慈濟醫院)

張衍芳 (門諾醫院)

1. Acute heart failure
1. Uterine adenosarcoma s/p
2. Old CVA
TAH+BS
Medical History or 3. Lumbar spondylopathy at L3-S1 2. Recurrent adenosarcoma of
COD
4. Right knee osteoarthritis s/p
endometrium with peritoneal
operation
carcinomatosis s/p chemotherapy
5. S/P hysterectomy
and immunotherapy

Nursing Staff

楊富美 (門諾醫院)

杜心瑀 (花蓮慈濟醫院)

07:35~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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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TATCS simulative surgery workshop

08:10~12:00

Single-port VATS lobectomy

Single-port VATS esophagectomy

MIDCAB

MIS mitral valve repair & replacement

Operator

陳莉君 (高雄長庚醫院)
黃榆涵 (台大醫院)
蘇倍慶 (中山附醫)

張超群 (成大醫院)
莫麗雯 (馬偕醫院)
周品立 (林口長庚醫院)

陳毅席 (三軍總醫院)
陳聿 (高雄長庚醫院)
鄭荃 (林口長庚醫院)

張哲嘉 (林口長庚醫院)
王國治 (中山附醫)
楊承熹 (三軍總醫院)

游聖彬 (台大醫院)
詹津祐 (花蓮慈濟院)
黃寬如 (高雄長庚醫院)

黃建霖 (高醫附醫)
胡晉源 (台北慈濟醫院)
劉原豪 (國軍高雄總醫院)

蔡坤成 (聖保祿醫院)
范家寧 (國軍新竹醫院)
孫珅 (馬偕醫院)

吳慧中 (澄清醫院)
李應羣 (台東馬偕醫院)
李孟霖 (國泰醫院)

Instructor

禚靖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曾堯麟 (成大醫院)

張比嵩 (花蓮慈濟醫院)

李章銘 (台大醫院)

王植賢 (台大醫院)

紀乃新 (台大醫院)

陳映澄 (彰化基督教醫院 )

張睿智 (花蓮慈濟醫院)

Lunch

13:00~16:50

Single-port VATS esophagectomy

Single-port VATS lobectomy

MIS mitral valve repair & replacement

MIDCAB

Closing and Group photo

16:50-17:00

Operator

陳莉君 (高雄長庚醫院)
黃榆涵 (台大醫院)
蘇倍慶 (中山附醫)

張超群 (成大醫院)
莫麗雯 (馬偕醫院)
周品立 (林口長庚醫院)

陳毅席 (三軍總醫院)
陳聿 (高雄長庚醫院)
鄭荃 (林口長庚醫院)

張哲嘉 (林口長庚醫院)
王國治 (中山附醫)
楊承熹 (三軍總醫院)

游聖彬 (台大醫院)
詹津祐 (花蓮慈濟院)
黃寬如 (高雄長庚醫院)

黃建霖 (高醫附醫)
胡晉源 (台北慈濟醫院)
劉原豪 (國軍高雄總醫院)

蔡坤成 (聖保祿醫院)
范家寧 (國軍新竹醫院)
孫珅 (馬偕醫院)

吳慧中 (澄清醫院)
李應羣 (台東馬偕醫院)
李孟霖 (國泰醫院)

Instructor

張比嵩 (花蓮慈濟醫院)

李章銘 (台大醫院)

禚靖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曾堯麟 (成大醫院)

王植賢 (台大醫院)

紀乃新 (台大醫院)

陳映澄 (彰化基督教醫院 )

張睿智 (花蓮慈濟醫院)

廖奕翔 、黃永璿 (高霖)

周佋霞、陳佳偉 (震鑫)

蔡秉克 (亞衛)
張凱傑、方銓裕(高頂)

林彥慶、 江雅萍 (巨鉦)

08:00-17:00
廠商

黃聖富、黃以軒、洪文倩 (壯生)
鮑文瑞、林慧萍 、王名鈺 、王浩儒、何志煒 (惠興)

蕭育婷、李德芸 (美敦力)
羅正良(興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