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周淑女 (female) 蔡雪 (female) 邵彩霞 (female) 梁陳龍珠 (female) 施文彬 (male) 張亮初 (male) 李煥松 (male) 楊坤霖 (male)

Age (y/o) 69 63 91 91 68 90 65 47

Medical History

or COD

1. Pneumonia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2.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 s/p craniotomy

B-cell lymphoma with liver

metastasis s/p autologous

HSCT, C/T

1. Severe sepsis with septic

shock

2. Left PAOD s/p PTA

3. Type 2 DM

4. CAD s/p stenting to RCA and

LAD, CABG

5.  S/P left MRM

1. Pneumonia with right lung

abscess and empyema

2. AfRVR with acute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

3. Diabetes mellitus

1. Right buccal-gingival cancer

with neck nodal and lung

metastasis s/p wide excision

and SND, tracheostomy, CCRT,

immunotherapy

2.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

of RUL lung s/p wedge

resection

1. Pneumonia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2. BPH

1. Liver chirrhosis with ascites

and hydrothroax

2. HCC

3. Acute on chronic kidney

injury with hepatorenal

syndrome s/p H/D

1. B cell lymphoma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bone  marrow,

nasopharyngeal involvement

s/p C/T, R/T, immunotherapy

2. Lung cancer s/p partial

resection of LUL

3. Type 2 DM

Nursing Staff 何忻穎 (中國附醫) 黎盈欣 (台北馬偕醫院) 潘慧姍 (花蓮慈濟醫院) 黃美峰 (花蓮慈濟醫院) 吳松君 (花蓮慈濟醫院) 黃家梅 (花蓮慈濟醫院) 郭茹婷 (門諾醫院) 王美齡 (花蓮慈濟醫院)

07:45~08:00

Division

Curriculum

Cervical Fluoroscopy

Interlaminar, transforaminal

and facet joint injection

Cervical Fluoroscopy

Medial branch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tradiscal injection

Ultrasound

Upper Limb

(Shoulder and Elbow MSK)

Ultrasound

Upper Limb

 (Shoulder and Elbow Nerve)

Cervical Fluoroscopy

Interlaminar, transforaminal

and facet joint injection

Cervical Fluoroscopy

Medial branch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tradiscal injection

Ultrasound

Upper Limb

 (Shoulder and Elbow MSK)

Ultrasound

Upper Limb

(Shoulder and Elbow Nerve)

08:30~09:50

Operator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09:50~11:20

Operator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11:20-12:00

Operator

13:00~14:20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醫院)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Operator

14:20~15:40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Operator

15:40~17:00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Instructor
溫永銳 (中國附醫)

陳瑞源 (新光醫院)

林峯盛 (台大醫院)

林嘉祥 (台北馬偕醫院)

George C. Chang Chien (美國)

郭正雅 (杏誠復健診所)

蘇炯睿 (奇美醫院)

周韋翰 (台大醫院)

Sudhir Diwan (美國)

林至芃 (臺大醫院)

高銘章 (台北慈濟醫院)

林嘉祥 (台北馬偕醫院)

Ming-Chih Kao (美國)

郭正雅 (杏誠復健診所)

張凱閔 (臺大醫院)

周韋翰 (台大醫院)

陳建行 (建行診所)

陳俐君 (花蓮慈濟醫院)

劉炳塘 (翔暘復健診所)

陳俐君 (花蓮慈濟醫院)

Assistant 吳斯瑜 (花蓮慈濟醫院) 徐博志 (花蓮慈濟醫院) 朱瀅蓉 (花蓮慈濟醫院) 賴藝文 (花蓮慈濟醫院)

08:00~17:00

廠商
王繼廣 (鼎邦實業) 王繼廣 (鼎邦實業)

2019.10.21 (Monday)

1.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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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ch

TPS Interventional Pain Symposium and Hands on Simulative Workshop

Review course for instructors (only for instructors)

Tutor 9

翁梓恆
(Live Demo)

Tutor10

簡祐紳
(Live Demo)

Dynamic Examination

Upper extremity

翁誠志 (奇異亞洲) 翁誠志 (奇異亞洲) 呂英哲 (永益)



Group 1 2 3 4 5 6 8

Silent Mentor 周淑女 (female) 蔡雪 (female) 邵彩霞 (female) 梁陳龍珠 (female) 施文彬 (male) 張亮初 (male) 李煥松 (male) 楊坤霖 (male)

Age (y/o) 69 63 91 91 68 90 65 47

Medical History

or COD

1. Pneumonia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2.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 s/p craniotomy

B-cell lymphoma with liver

metastasis s/p autologous HSCT,

C/T

1. Severe sepsis with septic shock

2. Left PAOD s/p PTA

3. Type 2 DM

4. CAD s/p stenting to RCA and

LAD, CABG

5.  S/P left MRM

1. Pneumonia with right lung

abscess and empyema

2. AfRVR with acute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

3. Diabetes mellitus

1. Right buccal-gingival cancer

with neck nodal and lung

metastasis s/p wide excision and

SND, tracheostomy, CCRT,

immunotherapy

2.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 of

RUL lung s/p wedge resection

1. Pneumonia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2. BPH

1. Liver chirrhosis with ascites and

hydrothroax

2. HCC

3. Acute on chronic kidney injury

with hepatorenal syndrome s/p

H/D

1. B cell lymphoma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bone

marrow, nasopharyngeal

involvement s/p C/T, R/T,

immunotherapy

2. Lung cancer s/p partial

resection of LUL

3. Type 2 DM

Nursing Staff 何忻穎 (中國附醫) 黎盈欣 (台北馬偕醫院) 王美齡 (花蓮慈濟醫院) 黃美峰 (花蓮慈濟醫院) 吳松君 (花蓮慈濟醫院) 陳麗雯 (花蓮慈濟醫院) 郭茹婷 (門諾醫院) 李冠菱 (花蓮慈濟醫院)

08:30~08:50

Division

Curriculum

Lumbar Fluoroscopy

Interlaminar, transforaminal, facet

joint, and sacroiliac joint injection

Lumbar Fluoroscopy

Medial branch radiofrequency,

sacroiliac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tradiscal injection

Ultrasound

Lower Limb (Hip and Knee MSK)

Ultrasound

Lower Limb (Hip and Knee Nerve)

Lumbar Fluoroscopy

Interlaminar, transforaminal, facet

joint, and sacroiliac joint injection

Lumbar Fluoroscopy

Medial branch radiofrequency,

sacroiliac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tradiscal injection

Ultrasound

Lower Limb (Hip and Knee MSK)

Ultrasound

Lower Limb (Hip and Knee Nerve)

08:50~10:10

Operator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10:10~11:30

Operator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11:30-12:00

Operator

13:00~14:20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Operator

14:20~15:40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Operator

15:40~17:00

E1

Jocelyn C.Que (菲律賓)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院)

李建勳 (亞東醫院)

謝岱融 (義大醫院)

王子豪 (高雄民生醫院)

A1

宋俊松 (台北榮總)

林信隆

劉玉成 (中國附醫)

陳建華 (萊源診所)

林冠宇 (恩主公醫院)

B1

莊淨為 (台北慈濟醫院)

陳威廷 (新光醫院)

陳冠宏 (北榮新竹分院)

宋昭賢 (台大醫院)

黃鈺涵 (雙和醫院)

林士涵 (台大新竹分院)

C1

李坤璋 (台北慈濟醫院)

洪裕洲 (花蓮慈濟醫院)

陳冠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瑋璟 (亞大附醫)

曾子嘉 (天母品恆診所)

E2

吳育賢 (美國)

陳司恩 (花蓮慈濟醫院)

徐維農 (台中慈濟醫院)

龔顯琦 (龔顯琦診所)

藍慶鴻 (花蓮慈濟醫院)

A2

黎尚宜 (中國附醫)

吳書毅 (亞大附醫)

徐庸 (奇美醫院)

陳柏源 (義大醫院)

王偉勛 (彰化基督教醫院)

B2

洪詩惟 (北醫附醫)

周依琳 (安禾診所)

徐幼鈞 (台北榮總)

洪佳翎 (高雄榮總)

黃虹雅 (高雄榮總)

C2

蔡恩霖 (台中慈濟醫院)

楊士杰 (台中榮總)

黃國倫 (林口長庚醫院)

廖昱勛 (中榮嘉義分院)

陳怡婷 (嘉義長庚醫院)

葉力仁 (義大癌治療醫院)

D1

張嘉哲 (高雄榮總)

黃俊傑 (新竹馬偕醫院)

林舜原 (屏東基督教醫院)

廖文慈 (嘉義長庚醫院)

林頌凱 (聯新國際醫院)

張婉玲 (嘉義長庚醫院)

D2

AN AN LIM (印尼)

Terence Quek (新加坡)

Damian (新加坡)

Aldred (馬來西亞)

Rushin Maria Dass (馬來西亞)

Poh Feng (新加坡)

Instructor
溫永銳 (中國附醫)

陳瑞源 (新光醫院)

林峯盛 (台大醫院)

林嘉祥 (台北馬偕醫院)

George C. Chang Chien (美國)

郭正雅 (杏誠復健診所)

蘇炯睿 (奇美醫院)

周韋翰 (台大醫院)

Sudhir Diwan (美國)

林至芃 (臺大醫院)

高銘章 (台北慈濟醫院)

林嘉祥 (台北馬偕醫院)

Ming-Chih Kao (美國)

郭正雅 (杏誠復健診所)

張凱閔 (臺大醫院)

周韋翰 (台大醫院)

陳建行 (建行診所)

陳俐君 (花蓮慈濟醫院)

劉炳塘 (翔暘復健診所)

陳俐君 (花蓮慈濟醫院)

Assistant 吳斯瑜 (花蓮慈濟醫院) 古維德 (花蓮慈濟醫院) 朱瀅蓉 (花蓮慈濟醫院) 賴藝文 (花蓮慈濟醫院)

08:00~17:00

廠商
王繼廣 (鼎邦實業) 王繼廣 (鼎邦實業)

Lunch

2019.10.22 (Tuesday)

Tutor 9

翁梓恆

(Live Demo)

Tutor10

簡祐紳

(Live Demo)

Registration

TPS Interventional Pain Symposium and Hands on Simulative Workshop

Review course for instructors (only for instructors)

Dynamic Examination

Lower extremity

翁誠志 (奇異亞洲) 翁誠志 (奇異亞洲) 呂英哲 (永益)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周淑女 (female) 蔡雪 (female) 邵彩霞 (female) 梁陳龍珠 (female) 施文彬 (male) 張亮初 (male) 李煥松 (male) 楊坤霖 (male)

Age (y/o) 69 63 91 91 68 90 65 47

Medical History

or COD

1. Pneumonia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2.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 s/p craniotomy

B-cell lymphoma with liver

metastasis s/p autologous HSCT,

C/T

1. Severe sepsis with septic shock

2. Left PAOD s/p PTA

3. Type 2 DM

4. CAD s/p stenting to RCA and

LAD, CABG

5.  S/P left MRM

1. Pneumonia with right lung

abscess and empyema

2. AfRVR with acute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

3. Diabetes mellitus

1. Right buccal-gingival cancer

with neck nodal and lung

metastasis s/p wide excision and

SND, tracheostomy, CCRT,

immunotherapy

2.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 of

RUL lung s/p wedge resection

1. Pneumonia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2. BPH

1. Liver chirrhosis with ascites and

hydrothroax

2. HCC

3. Acute on chronic kidney injury

with hepatorenal syndrome s/p

H/D

1. B cell lymphoma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bone

marrow, nasopharyngeal

involvement s/p C/T, R/T,

immunotherapy

2. Lung cancer s/p partial

resection of LUL

3. Type 2 DM

Nursing Staff 許軒瑜 (花蓮慈濟醫院) 呂珈妤 (花蓮慈濟醫院) 陳家瑩 (花蓮慈濟醫院) 陳意涵 (花蓮慈濟醫院) 李盈嶠 (門諾醫院) 張蘭清 (花蓮慈濟醫院) 李韋廷 (花蓮慈濟醫院) 高妍芫 (花蓮慈濟醫院)

07:40~08:00

Division

08:00~12:00

1. Masseter nerve transfer for

facial nerve reconstruction and

face lift-L

2. Thoracoacrominal artery

perforator flap-L

1. Upper limb transplantation

2. Superficial circumflex iliac

perforator (SCIP) flap with

vascularized iliac bone

1. Facial nerve explore and

dissection for parotid gland

surgery or subcondylar bone

fracture-R

2. Midface lift-L

3. Proximal hand

allotransplantation R+L

1. Face transplantation

2. Superficial circumflex iliac

perforator(SCIP) flap

1. Anatomical basis of facelift-R

2. Rhinoplasty: correction of short

nose / crooked nose-R

3. Abdomen and chest flap

4. Frontalis orbicularis oculi

muscle(FOOM) flap-R

1. Face lift-R

2. Rhinoplasty-R

3. Thigh free flap

1. Facial transplantation

2. Rib harvest

1. Face lift-R

2. The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surge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roach method and facial nerve

distribution-R

3. Brachial plexus exploration-L

Operator
1. 陳理維 (高雄榮總)

2. 楊國強 (高雄榮總)

1. Nidal (林口長庚醫院)

2. 郭家豪 (高雄長庚醫院)

1. 陳思翰 (成大醫院)

2. 顏肇吾 (奇美醫院)

3. 郭耀仁 (高醫附醫)

1. 黃慧夫/黃柏誠 (台大醫院)

2. 張智豪 (高醫附醫)

1. 陳耕 (台北榮總)

2. 吳昶儒 (台北榮總)

3. 林育賢 (新光醫院)

4. 林必傑 (高雄長庚醫院)

1.張鈞凱 (三軍總醫院)

2.吳建儒 (三軍總醫院)

3.徐國峰 (三軍總醫院)

1.郭耀仁 (高醫附醫)

2.顏毓秀 (國泰醫院)

1.吳宗翰 (林口長庚醫院)

2.賴柏儒 (林口長庚醫院)

3.廖紘緯 (馬偕醫院)

Assistant

高雄榮總：

王冠穎/簡欣怡/郭淳仰

**************************

新光醫院：

張容輔/蔡可威

林口長庚醫院：

林有德/凃俊佑/許芳瑜

權秀河/黃志榕/謝維娟

成大醫院：

張子彥/蔡栩云/賴彥碩

賴宇荷/張哲睿

**************************

奇美醫院：

顏肇吾/徐詣/許翰平

吳薏安/詹易儒

台大醫院：

黃傑慧/鄭穎/江卓衡

張晏誠/鍾立人/林穎聖

張哲瑋

*************************

高醫附醫：

楊智凱 /林耕宇/陳威宇

台北榮總：

邱宇任/李忠潔/王劭丞

陳慶恩/蘇永傑/周宣宇

李嘉駿/陳國權/彭成康

三軍總醫院：

劉虹慧/瞿子翔/徐國峰

黃惇暐/劉庭軒/蔡昇霖

侯智鈞/周余諭

國泰醫院：

羅世倫/廖偉捷/陳黎

蘇羿如/謝松育/黃智威

林口長庚醫院：

蘇群琳/林琮凱/楊佳叡/

胡瀞暄

*************************

基隆長庚醫院

楊濬安/朱正峰/王樹偉

Instructor
1. 陳理維(高雄榮總)

2. 楊國強(高雄榮總)

1. 林承弘 (林口長庚醫院)

2. 葉明中 (高雄長庚醫院)

1. 陳思翰 (成大醫院)

2. 林祐丞 (奇美醫院)

3. 郭耀仁 (高醫附醫)

1. 戴浩志 (台大醫院)

2. 張智豪 (高醫附醫)

1. 廖文傑 (台北榮總)

2. 林之勛 (台北榮總)

3. 陳柵君 (新光醫院)

4. 顏元豪 (高雄長庚醫院)

喬浩禹 (三軍總醫院)
1. 郭耀仁 (高醫附醫)

2. 蒲啟明 (國泰醫院)

1-2. 陳志豪 (林口長庚醫院)

3. 蔡明峰 (馬偕醫院)

13:00~16:30

1. Forearm anatomy dissection-R

2. Harvest of superficial circumflex

iliac a. perforator flap-L

1. Identifying the nerve supply to

the nipple

2. DIEP flap

1. Facial paralysis reconstruction

with masseteric nerve graft-L

2. Transverse rectus abdominis

myocutaneous flap

1. Upper limb transplantation

2. Lateral leg flap

1. Face contour surgery-L

2. Facial nerve dissection-L

3. Superficial circumflex iliac

perforator flap

1. Trunk free flap

2. Upper limb free flap-R

3. Lower leg and foot free flap

1. Supraclavicular lymph node

transfer

2. Superficial circumflex iliac

artery perforator (SCIP) flap

harvest

3. Double paddle peroneal artery

flap-R

1. Anatomical comparison

between finger PIP joint, carpal

joint, and toe joint

2. Lateral femoral condyle

periosteal flap

Operator
1. 羅世倫 (國泰醫院)

2. 吳卓翰 (中國附醫)

1. 莊凱棣 (林口長庚醫院)

2. 陳昱帆 (馬偕醫院)

1. 李書欣 (高醫附醫)

2. 陳思翰 (成大醫院)

1. 黃慧夫/黃柏誠 ( 台大醫院)

2. 施翔順 (義大醫院)

1. 林育賢 (新光醫院)

2. 陳柵君 (新光醫院)

3. 王劭丞 (台北榮總)

1. 瞿子翔 (三軍總醫院)

2. 劉虹慧 (三軍總醫院)

3. 黃惇暐 (三軍總醫院)

1. 游騰翔 (花蓮慈濟醫院)

2. 賴志昇 (台中榮總)

3. 謝政昇 (慈濟醫院)

1. 李哲雄 (林口長庚醫院)

2. 黃仁穩 (林口長庚醫院)

Assistant

中國附醫：

李建智/張長正/劉恩瑋

許士杰/廖力穎/黃循敬/羅琪

馬偕醫院：

游家孟/黃宣諭/廖紘緯/

郭恆綱/許家誠/鍾子毅/

葉立釩/王智君 /吳茜/

潘致皓

高醫附醫：

楊智凱 /林耕宇/陳威宇

*************************

成大醫院：

張子彥/蔡栩云/賴彥碩

賴宇荷/張哲睿

義大醫院：

施翔順/陳建安/賴東懋

廖庭鈞/宋昱德

*************************

台大醫院：

黃傑慧/鄭穎/江卓衡

張晏誠/鍾立人/林穎聖

張哲瑋

台北榮總：

邱宇任/李忠潔/王劭丞

陳慶恩/蘇永傑/周宣宇

李嘉駿/陳國權/彭成康

陳耕/吳昶儒

三軍總醫院：

劉虹慧/瞿子翔/徐國峰

黃惇暐/劉庭軒/蔡昇霖

侯智鈞/周余諭

慈濟醫院：

許宏達/謝政昇/陳盈婷/王健興

**************************

台中榮總：

賴志昇/陳奕嘉

林口長庚醫院：

蘇群琳/林琮凱/楊佳叡/

胡瀞暄

*************************

基隆長庚醫院

楊濬安/朱正峰/王樹偉

Instructor
1. 李柏穎 (國泰醫院)

2. 陳宏基 (中國附醫)

1. 黃嫆茹 (林口長庚醫院)

2. 姚文騰 (馬偕醫院)

1. 李書欣 (高醫附醫)

2. 陳思翰 (成大醫院)

1. 戴浩志 (台大醫院)

2. 馮冠明 (義大醫院)

1. 陳柵君 (新光醫院)

2. 林育賢 (新光醫院)

3. 陳梅君 (台北榮總)

1-2. 戴念梓 (三軍總醫院)

3.喬浩禹 (三軍總醫院)

1.吳孟熹 (花蓮慈濟醫院)

2.陳伊呈 (台中榮總)

3.李俊達 (花蓮慈濟醫院)

1. 陳思恒 (林口長庚醫院)

2. 許聰政 (林口長庚醫院)

Lunch & Group Photo

2019.10.23 (Wednesday)

1.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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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PS simulative surgery workshop



Group 1 2 3 4 5 6 7 8

Silent Mentor 周淑女 (female) 蔡雪 (female) 邵彩霞 (female) 梁陳龍珠 (female) 施文彬 (male) 張亮初 (male) 李煥松 (male) 楊坤霖 (male)

Age (y/o) 69 63 91 91 68 90 65 47

Medical History or

COD

1. Pneumonia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2.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 s/p craniotomy

B-cell lymphoma with liver

metastasis s/p autologous HSCT,

C/T

1. Severe sepsis with septic shock

2. Left PAOD s/p PTA

3. Type 2 DM

4. CAD s/p stenting to RCA and

LAD, CABG

5.  S/P left MRM

1. Pneumonia with right lung

abscess and empyema

2. AfRVR with acute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

3. Diabetes mellitus

1. Right buccal-gingival cancer

with neck nodal and lung

metastasis s/p wide excision and

SND, tracheostomy, CCRT,

immunotherapy

2.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 of

RUL lung s/p wedge resection

1. Pneumonia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2. BPH

1. Liver chirrhosis with ascites and

hydrothroax

2. HCC

3. Acute on chronic kidney injury

with hepatorenal syndrome s/p

H/D

1. B cell lymphoma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bone

marrow, nasopharyngeal

involvement s/p C/T, R/T,

immunotherapy

2. Lung cancer s/p partial

resection of LUL

3. Type 2 DM

Nursing Staff 施宛翎 (花蓮慈濟醫院) 呂珈妤 (花蓮慈濟醫院) 陳家瑩 (花蓮慈濟醫院) 陳意涵 (花蓮慈濟醫院) 李盈嶠 (門諾醫院) 張蘭清 (花蓮慈濟醫院) 李巧伶 (門諾醫院) 吳佩玲 (花蓮慈濟醫院)

07:35~08:00

Division

08:00~12:00

1. Brachial plexus dissection and

free gracilis and nerve transfer

reconstruction (R,R)

2. Internal mammary vessels /

thoracoacromial vessels prepare /

DIEP with groin LN flap

3. Harvest of MSAP flap-L

1. Face Allograft procedure

2. Medial femoral condyle and

descending genicular artery

perforator flap-L

1. Intermediate osteotomy and

lateral osteotomy in Rhinoplasty

2. Lower medial thigh flap

1. Endoscopic assisted pre-

pectoral muscle breast

augmentation

2. Medial femoral condylar flap

1. Hand transplantation simulation

2. pulp flap

1. Deep plane facelift-L

2. Facial bones recontouring-L

3. Joint transfer-R

4. Thompson approach-L

1. Double paddle radial forearm

flap-R

2. Henry approach-L

1. Parotidectomy-L

2. Forehead lift-L

3. Abdominoplasty

Operator

1. 陳理維 (高雄榮總)

2. 劉恩瑋 (中國附醫)

3. 廖力穎 (中國附醫)

1. 林承弘 (林口長庚醫院)

2. 張子彥 (成大醫院)

1. 鄧藍暄 (林口長庚醫院)

2. 郭耀仁 (高醫附醫)

1. 賴志昇 (台中榮總)

2. 施翔順 (義大醫院)

1. 吳昶儒 (台北榮總)

2. 徐詣 (奇美醫院)

1. 葉立釩 (馬偕醫院)

2. 廖紘緯 (馬偕醫院)

3. 顏肇吾 (奇美醫院)

4. 洪誌鍵 (台大醫院)

1. 呂明暐 (花蓮慈濟醫院)

2. 邱詠証 (中國附醫)

1. 李柏穎 (國泰醫院)

2. 李旻昭 (基隆長庚醫院)

3. 黃宣諭 (馬偕醫院)

Assistant

高雄榮總：

楊國強/王冠穎/簡欣怡/郭淳仰

***************************

中國附醫：

陳宏基/吳卓翰/黃循敬/

許士杰/羅琪

林口長庚醫院：

林有德/王思翰/許芳瑜/

陳嘉芳/Nidal

**************************

成大醫院：

蔡栩云/賴彥碩/賴宇荷/

張哲睿

林口長庚醫院：

呂昀叡/權秀河/謝維娟

蘇群琳/林琮凱/楊佳叡

*************************

高醫附醫：

張智豪/楊智凱/林耕宇/

陳威宇

台中榮總：賴志昇/陳奕嘉

***********************

義大醫院：

施翔順/陳建安/賴東懋/

廖庭鈞/宋昱德

***********************

台大醫院：鍾立人/林穎聖

台北榮總：

李忠潔/陳慶恩/陳依凡

陳梅君/王劭丞/莊智超

周宣宇/李嘉駿/陳國權

************************

奇美醫院：

顏肇吾/徐詣/許翰平

馬偕醫院：

游家孟/郭恆綱/許家誠/

鍾子毅/王智君/吳茜/

潘致皓

**********************

奇美醫院：

許翰平/吳薏安/詹易儒

慈濟醫院：

李俊達/郭彥辰/鄭立福

*********************

台大醫院：黃慧夫/黃柏誠

新光醫院：張容輔/蔡可威

國泰醫院：

蒲啟明/李柏穎/羅世倫

顏毓秀/廖偉捷/陳黎

蘇羿如/謝松育/黃智威

**********************

基隆長庚：

楊濬安/朱正峰/王樹偉

Instructor

1. 陳理維 (高雄榮總)

2. 李建智 (中國附醫)

3. 張長正 (中國附醫)

1. 林志鴻 (嘉義長庚醫院)

2. 張子彥 (成大醫院)

1. 顏琤嬑 (林口長庚醫院)

2. 郭耀仁 (高醫附醫)

1. 陳伊呈 (台中榮總)

2. 馮冠明 (義大醫院)

1. 石育仲 (台北榮總)

2. 林祐丞 (奇美醫院)

1. 陳昱帆 (馬偕醫院)

2. 蔡明峰 (馬偕醫院)

3. 林祐丞 (奇美醫院)

4. 張志豪 (台大醫院)

1. 許宏達 (慈濟醫院)

2. 張志豪 (台大醫院)

1. 黃重崴 (國泰醫院)

2. 李旻昭 (基隆長庚醫院)

3. 陳昱帆 (馬偕醫院)

13:00~16:30
Extradural spinal nerve transfer to

treat paraplegia

Medial sural artery perforator

flap-R

1. Trapezius flap

2. Brachial plexus injury repair :

contralateral C7 transfer and

spinal accessory to suprascapular

nerve transfer

3. Superior gluteal artery

perforator (SGAP) flap

1. Thoracodorsal perforator flap

2. Auriculotemporal nerve and

lesser occipital nerve dissection

Scapular osteocutaneous flap

1. Contralateral spinal accessory

nerve transfer for pan-avulsive

brachial plexus injury

2. 2nd toe harvesting-L

Latissimus dorsi flap

1. Thoracic sympathetic trunk

dissection

2. Penile scrotum inversion

surgery

Operator 李俊達 (花蓮慈濟醫院) 蔡嘉軒 (基隆長庚醫院)
1-2. 張子彥 (成大醫院)

3. 李書欣 (高醫附醫)

1. 施翔順 (義大醫院)

2. 葉亘耕(嘉義長庚醫院)
陳依凡 (台北榮總)

1. 顏元豪 (高雄長庚醫院)

2. 黃宣諭 (馬偕醫院)
陳思翰 (成大醫院)

1. 許芳瑜 (林口長庚醫院)

2. 鄧藍暄 (林口長庚醫院)

Assistant
林口長庚醫院：

鄭運聰/莊銘榮

基隆長庚醫院：

楊濬安/朱正峰/王樹偉

成大醫院：

蔡栩云/賴彥碩/賴宇荷/

張哲睿

************************

高醫附醫：

張智豪/楊智凱/林耕宇/

陳威宇

義大醫院：

施翔順/陳建安/賴東懋

廖庭鈞/宋昱德

************************

高雄長庚醫院：

林必傑/郭家豪

台北榮總：

李忠潔/陳慶恩/陳依凡

吳昶儒/王劭丞/莊智超

周宣宇/李嘉駿/陳國權

陳梅君

馬偕醫院：

游家孟/廖紘緯/郭恆綱

許家誠/鍾子毅/葉立釩

王智君/吳茜/潘致皓/

黃宣諭

成大醫院：

蔡栩云/賴彥碩/賴宇荷/

張哲睿

林口長庚醫院：

陳志豪/陳思恒/許聰政/

黃仁穩

Instructor 莊垂慶 (林口長庚醫院) 蔡嘉軒 (基隆長庚醫院)
1-2. 張子彥 (成大醫院)

3. 李書欣 (高醫附醫)

1. 馮冠明 (義大醫院)

2. 陳建銘 (嘉義長庚醫院)
王天祥 (台北榮總)

1. 葉明中 (高雄長庚醫院)

2. 姚文騰 (馬偕醫院)
陳思翰 (成大醫院)

1. 張乃仁 (林口長庚醫院)

2. 胡瀞暄 (林口長庚醫院)

2019.10.24 (Thursday)

1.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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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PS/TSRM  simulative surgery workshop

Lun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