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款帳號

Coffee Break

11:00~11:40
黃維超 醫師

以微脂肪改善齒列矯正後臉部凹陷變形

11:40~12:20
潘韞珊 醫師

牙科與微整形、整形外科的協同治療共構顏面美學

12:20~13:30

Lunch Time

Essence of Aesthetic Dentistry

單

仟
佰
拾

姓名
□本戶存款

地

址

電話

元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收款帳號戶名

存款金額

電腦紀錄

經辦局收款戳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收 據

13:30~14:30
王建中 醫師

全瓷材料的研究及其在美學上的運用

14:30~15:00

Coffee Break

15:00~16:00
陳鼎岳 醫師

Predictable Esthetics in Immediate Implant Treatment

16:00~17:00
蕭連豐 醫師

Improving Aesthetics : Harmonizing the White and Pink

17:00~18:00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及理、監事選舉

12月16日（日）
Integration of Esthetic Dentistry and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2012冬季會暨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大會時間：2012年12月15、16日

9:00–17:00

大會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 菁業堂】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62號2-3

報 名 費 用
審美會員、非會員五人團報

6000元

7000元

非會員

7000元

8000元

學生和技師

3000元

3000元

※費用包含午餐、茶點。報名繳費後若不克出席，恕不退費
※若需學分證書，手續費100元另計
報名方式：郵政劃撥帳號18569119 戶名：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諮詢電話：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李秘書
Tel：(02)2721-8628

9:10~10:15
陳延維 醫師

Esthetic Orientated Treatment Planning

10:15-10:45

Coffee Break

10:45~12:00
陳延維 醫師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 in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

12:00-13:30

Lunch Time

13:30~14:45
陳延維 醫師

All Ceramic Materials, Preparation & Cementation

14:45-15:15

Coffee Break

15:15~16:30
陳延維 醫師

CAD/CAM Technology Updates

16:30~17:00

Q&A

17:00~17:10
閉幕式

新任理事長致詞

December 15,16

How to Create
a Beautiful Smile

Essence of Dentofacial Aesthetics

續
員繼 教

25.2
學分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TAIWAN ACADEMY OF AESTHETIC DENTISTRY

積分

11月30日(含)前 12月1日(含)後

林崇民醫師致詞

Winter

育

身份

9:00~9:10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兩天學

款

Dental and Implant Esthetics,
and the Strategy for management
of the Compromised Dentition

10:30~11:00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2012冬季會 暨

大會時間： 2012年12月15、16日 (六、日) 9:00-17:00
大會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 菁業堂】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62號2-3
（225人階梯式會場，備有300吋大螢幕及15000流明投影機）

存

Dr. Tidu Mankoo

美目盼兮 靈魂之窗的完美改造術

【台灣金融研訓院 菁業堂】

機會, 期待大家共襄盛舉。

金

□他人存款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儲

Compromised Dentition 為主題的專題演講，請把握

9:50~10:30
陳建華 醫師

台灣美容植牙醫學會

Esthetics, and the Strategy for Management of the

微整形對臉型之美化處理

台灣牙周補綴醫學會、

撥

29、30 兩日來台為我們做有關 Dental and Implant

9:10 ~ 9:50
傅天祥 醫師

台灣植牙醫學會、

力下有幸邀請到 Dr. Tidu Mankoo 於民國 102 年 6 月

胡兆仁醫師致詞

中華民國顎咬合學會、

劃

到他精彩的案例。本會經理事長及多位顧問醫師的努

9:00~9:10
開幕式

冬

co.uk/meet-the-team/dr-tidu-mankoo/ ) 我們可以欣賞

中華民國 贋 復牙科學會、

政

Dr. Tidu Mankoo 的網站中( http://www.advanceddentistry.

顏面微整形與審美牙科治療的完美呈現

協辦單位：

學術涵養都展現在他令人讚歎的臨床案例中，從

12月15日（六）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郵

審美牙醫學界極富盛名，其精湛的治療技巧與豐富的

12月15日 上午：張始樹醫師、吳泰練醫師／下午：鄭文彥醫師
12月16日 上午：許榮仁醫師 ／下午：王建中醫師

主辦單位：

前歐洲審美牙醫學會理事長 Dr. Tidu Mankoo 在歐洲

主持人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2012冬季會及會員大會

將邀請前任歐洲審美牙醫學會理事長Dr. Tidu Mankoo

First Announcement

98-04-43-04

(數字)

人
主管:

經辦局收款戳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款

金 額
新台幣

收款
戶名

寄

□□□–□□

虛線內備供機印錄用請勿填寫

1 8 5 6 9 1 1 9

通訊欄 (限與本次匯款有關事項)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7000元

8000元

3000元

11月30日(含)前 12月1日(含)後

6000元

7000元

3000元

元

2012冬季會暨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姓名：

身份證字號：

E-mail：

請在□打
1.
身份

審美會員
□非會員五人團報

□非會員

□學生和技師

2. □需學分證書請加100元。

（如對核果類過敏請載明）

3. 午餐 □葷食 □素食

以上共計

※報名繳費後若不克出席，恕不退費。

2013年6月29、30日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2012冬季會暨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科的治療需求。但如何將這些材料配對到正確的位置使之相
得益彰，如何將這些技術操作在適合的案例上以避免不必要
的臨床意外，並且如何適時地跨界整合醫療資源再提昇審美
境界，在在都考驗著臨床醫師的智慧！有鑑於此，本會在這
次年會的學術活動中整合了三個主題：（1）醫美微整形與牙
科美容的協同醫療，（2）贋復、植體、牙周的審美關鍵報告
，以及（3）由留美台灣之光陳延維醫師用一整天講授有關整
合審美牙醫學與全口重建最尖端的精髓。我們除了邀請到佳
評如潮的會外重量級醫師之外，本會會員醫師的演講內容也

以微脂肪改善齒列矯正後臉部凹陷變形

是精彩萬分。

．新店慈濟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中華民國整型外科專科醫師

潘韞珊醫師一直在微整形與美容牙醫的整合上著墨甚深，半
日的醫美專題也由她全力促成，除邀約到微整形界名醫做精
闢的講演外，自己也提出亮麗的症例來佐證，大家絕對可以
拭目以待。

11:40~12:20

牙科與微整形、整形外科的協同治療共
構顏面美學
．國立台灣大學NTU牙醫學士
．北醫口腔醫學院產學研究所兼任講師
．台灣美容植牙醫學會專科醫師/理事

王建中醫師是本學會的前任學術主委，其豐富的學術涵養與

蕭連豐 醫師

細膩的邏輯思考，聽過他的演講都令人有豁然開朗的體會。

16:00~17:00

Improving Aesthetics : Harmonizing the White and Pink

全瓷冠的自然美有目共睹，然而因應不同的狀況該選擇何種

．美國華盛頓大學贗復研究所碩士及專科醫師訓練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贗復科兼任主治醫師
．敦南牙科和大龍牙科主治醫師

全瓷材料及相對應該選擇何種適當的黏著劑，都深深的影響
審美治療的終極結果！王醫師將為全瓷冠的美學運用作深入
淺出的說明，引導您不會一再犯錯。

欣 聞中華審美牙醫學會在今年的年度大會學術活動中舉辦

微創植牙當道，似乎簡單又實用，也符合多數患者的期待。

了醫科與牙科在微整形醫療上的學術專題演講，面部整體設

但臨床醫師的依循準則是什麼?相信多數的醫師也都有這樣的

牙 科的醫療已由單顆牙疾的治療、功能的恢復、演進到由

計整形是一個趨勢，醫科與牙科都必須參與設計，才能達到

困惑。陳鼎岳醫師在這方面有著完整的訓練背景及教學經驗

一個自然而協調的美，本次中華審美牙醫學會舉辦的學術討

，在人工植牙美學的追求上亦有深刻獨到的見解、體會及研

論即是針對這個議題，也符合時代醫美趨勢的一個整合性演

究。他精闢的解說勢必帶領各位一窺 immediate implant 在牙

講。這個專題的講者均是在醫美微整形上具有實力的知名醫

科美學上的考量與奧祕。

上顎前牙的外觀、笑顏、健康和功能的恢復。有系統的經由
Visual Treatment Object 逆向考量基礎骨、軟組織三度空間
條件的強化、預後良好的確保，兼顧顎關節機能咬合力量平
均的分散，美觀暨長期的安定。

師，內容也非常實用，包括了對臉型與眼睛的精緻微調、對
齒列矯正後臉型有消瘦感的重塑，以及醫、牙協同整合治療

這麼充實的內容，我們僅以搏感情的費用提供給您，還有早

的病例報告，相信是精彩可期，也對於未來兩大醫療體系之

鳥的優惠，期待各位醫師一定要空出12月15、16日這兩天來

間的密切合作種下了深遠的樹苗。本人樂意特此為文推薦這

聆聽， 共同追求牙科治療的極致美學。

段絕對值得各位一聽的專題演講。
台灣兩岸幹細胞微整形醫學會理事長
台灣微整形美塑醫學會理事長

周遵善 博士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理

事

長

胡兆仁 醫師

學術委員會

張始樹 醫師
鄭文彥 醫師
吳泰練 醫師

共同敬邀

陳醫師是Dr.Chiche、Dr. John Kois、Dr. Frank Spear的入門
弟子，在”Interdisciplinary treatment planning”、“CAD-CAM
full ceramic restoration”之研究開發與臨床實踐，在國人中應
是首屈一指，居領導地位，並且長期於華盛頓大學從事教學
工作，受邀各國際學會發表，同時對台灣牙科現況有深入的
了解。陳醫師在演講內容上，由淺入深，醫師們將對現代牙
科臨床之了解和中長期的佈局有不可思議的收穫。
東京齒科大學 齒學博士
中華民國顎咬合學會創會會長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創會會長

林崇民 醫師

蕭 醫師對於前牙審美的處理，師承自美國Dr. Frank Spear
所帶領、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回到台灣工作後，他不
但沒有放棄或妥協工作的品質，反而更加精進，全心做好每
一個病例，幾乎每一個步驟都是親力親為－假日在家裡刻臘
燒瓷、許多材料想辦法從美國帶回來（假牙用的）。在追求
完美的過程中，看他所治療的紀錄與臨床結果，好像聽一場
國際級大師的精彩演講！這樣的行醫過程與工作品質，只能
用辛苦兩個字去形容。但我想他還年輕、還辛苦得了。看他
所呈現的作品，他的辛苦是值得的；聽他的演講、看他所做
的事，我覺得很佩服、很感動！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前理事長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前理事長

許榮仁 醫師

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

潘韞珊 醫師

．美國西北大學牙醫博士
．美國UCSF贗復假牙專科醫師
．美國Loma Linda大學人工植牙專科院士、助理教授

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

11:00~11:40

15:00~16:00

Predictable Esthetics in Immediate Implant Treatment

係機器印製 ，如非機器

黃維超 醫師

陳鼎岳 醫師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 、數字

．台北榮總整形外科專任主治醫師
．整形重建外科及一般外科專科醫師
．陽明、國防大學 臨床醫學講師

局辦理。

美目盼兮 靈魂之窗的完美改造術

．Systemically treatment plan by evaluating esthetic parameters.
．Utilize facebows and mounted models to analyse esthetic and
functional components.
．Contemporary occlusion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in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
．Retained or extracted ? - a decision for a biomechanical compro
mised tooth in the esthetic zone.
．Veneers or full coverage restorations? - the choice of the ceramic
restorations in the esthetic zone.
．Zirconia based or lithium-disilicate based all ceramic restora
tions? - clarify the esthetic propert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ost updated esthetic materials.
．Preparations design & the choice of cement / bonding systems for
different all ceramic restorations.
‧Fabricate, adjust and finish exceptional provisionals in a
complete arch rehabilitation.
‧Communicate the esthetic information with the technicians from
the diagnostic wax-up, shade selection and completion of
esthetic restorations.

填妥之查詢函向任一郵

9:50~10:30

Course Outlines:

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

陳建華 醫師

授暨入學甄審委員

2212劃撥票據託收

由 於材料及技術的日新月異，臨床上已幾近能滿足審美牙

．陽明大學牙研所贋復科碩士、兼任講師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理事、專科醫師
．台灣牙周補綴醫學會專科醫師

0503票據存款

．現任美國華盛頓大學贗復研究所助理教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保管五年。

．美國華盛頓大學贗復學碩士暨專科醫師

交易代號 ：0501、0502現金存款

a Beautiful Smile

13:30~14:30

全瓷材料的研究及其在美學上的運用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

．台灣微整形美塑醫學會秘書長
．台灣內科專科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顏面微整矯正客座教授

王建中 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 ，以
便日後查考 。

微整形對臉型之美化處理

Introduction 12/15 (六) 下午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本存款單金額之幣別為新台幣，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十
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
。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
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
寫，以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 (市) 以外之行政區
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9:10~9:50

12/16 (日) 9:10~17:00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傅天祥 醫師

陳延維 醫師

請寄款人注意

How to
Create

Introduction 12/15 (六) 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