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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雙北聯手再出擊 牙醫水平再躍進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不論在舉辦學術演講、大會活動或是全民的口腔保健推廣，每一項都是不斷
的創新與精心策畫，多元豐富的發展創造精彩豐碩的傲人成績，讓世界看見台灣，讓台灣牙醫界充
滿自信、快樂與尊嚴！
本會一向秉持著「改變就是為了更好」的精神，在各項業務均勇於突破與創新，其中尤以大會
學術演講的成績最為亮麗！我們成功的創舉有：將大會學術研討會擴充為二天、與 FDI 合辦、邀請
國際級牙醫界大師（如：美國哈佛、日本東京都齒科大學及歐洲多國知名講師…等）來台演講，當
然國內一流大師亦受邀相挺，讓大會學術研討會躍升為國際級牙醫醫學嘉年華會，讓牙醫同仁們能
直接與大師面對面，接收最新牙醫醫療知識、習得更有效能的醫療技術，對提升台灣牙醫界的水平，
與促進醫病關係的和諧，深具意義！

2018 年雙北大會，本會與新北市牙醫師公會再度攜手合作，於 3 月 31 日與 4 月 1 日共兩天在
台北世貿一館盛大登場。最重要的大會學術研討會，援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再三研議、討
論與規劃，力求盡善盡美，務必要推出令大家驚豔與滿意的課程內容。3 月 31 日（星期六）首日演講，
我們邀請到台灣牙醫界之光－美國哈佛大學牙髓病科主任林嘉賢醫師回台演講！林教授目前任教於
哈佛大學牙醫學院，長期多次被學生投票獲選為最佳教師，並在美國牙髓病科學會的投票中，榮任
全美國牙髓病科最佳教師，給予台灣之光之讚揚乃實至名歸。林醫師本人對故鄉情深義重，多次不
辭長途跋涉之苦回台指導和教學，對台灣牙醫界幫助甚廣、貢獻良多！此次，大會有幸請林醫師給
予一整天完整的時段，針對目前最新臨床牙髓病學做詳細的介紹與剖析，內容精彩可期！
4 月 1 日（星期日）第二天，我們邀請到世界級植牙大師 Dr. Hans-Peter Weber，Weber 教授任教於
美國哈佛多年，在植牙醫學的臨床文獻方面有巨大貢獻，也經常受邀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演講，是國
際牙醫界相當知名的講師，目前擔任 Greater New York Academy of Prosthodontics 口腔修復學院的副校長，
也是美國口腔修復學院的榮譽會員，更是知名國際 ITI 植牙讀書會的重要領導成員，本次的演講主
題將以他近一甲子的植牙學功力詮釋「當代植牙醫學」，如此學習良機，錯過不再！
除了以上二位國際大師的精采演講之外，當然也匯集了國內一流講師到場力挺，如 : 矯正大師
張慧男醫師將揭開數位矯正的學習大門，陳克恭理事長特地從高雄北上解析熟知黏著機轉 - 巧生填
補神效，兒童牙科老前輩蔡宗平理事長將分享兒童齲齒預防與治療的新思維，還有徐振祥主任闡述
如何做到 GTR 和 GBR 合併治療同時兼顧植牙和牙周治療，曹皓崴醫師的 Cerec 美學微矯正合併功能
咬合建立的新整合、蘇荃暐醫師的硬軟組織處理案例分享、許恒瑞醫師的矯正治療併用自體移植齒
術之臨床研究及探討、陳昶凱醫師的 Er: YAG 雷射於植體周圍炎之臨床運用以及黃萬騰醫師的數位
雷射牙醫 From A to Z- 雷射微創治療與精準治療，此外，還有贈送會員醫師免費聽講的：Dr. Christabel
Fowler 與 Dr. Stephen Mason 分享新興牙科材料科技學，曾士哲醫師告訴您健保申報不可不知的注意事
項，曾建福醫師解說牙科天天要面對的傳染病威脅以及感染控制。課程豐富扎實，多元寬廣，兼顧
各科需求。2018 雙北大會學術研討會是一個補學分長知識增技能，一舉多得的良機，名額有限，敬
請把握！。
謹此，要再度感謝各方的牙醫同仁給予本會這麼多的青睞與支持，讓本會的學術演講與大會學
術研討會能更新更好、日日進步。本會將以嚴謹慎重的態度面對每一次的機會與挑戰，努力無上限，
永遠以推出最棒的學術活動為使命，為牙醫界更美好的未來奮力邁進。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學術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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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生
顏志忠

敬邀

社團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推薦序

2018 雙北大會學術饗宴於 3 月 31 日及 4 月 1 日隆重登場，大會為了提供給會員醫師更多的學
分及更廣泛的知識，特別邀請了哈佛大學牙髓病科主任林嘉賢醫師及 Implant、prosthodontics 大師 Dr.
Weber 蒞臨大會演講；國內部分更邀請各大名師，包括矯正、植牙、牙周、兒牙及目前最夯的 CADCAM 數位牙醫，也準備了每年需再進修的特照課程，將帶領各位會員醫師來一趟豐富的學術之旅。
不僅如此，雙北學術組更力邀廠商提供免費學術演講嘉惠雙北會員醫師，包括雷射、牙體修復，
並熱情邀約日本與韓國講師來台進行國際性學術演講。
今年雙北學術組竭盡所能做了最大努力邀約各大名師蒞臨大會演講，謹代表雙北大會學術組誠
摯邀請各位會員醫師及外縣市牙醫師踴躍報名參與盛會，享受一場牙科專科領域的學術饗宴，內容
包羅萬象、精采豐富，將以多元化的內容讓各位醫師滿載而歸。

新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教育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謝偉明
蕭家輝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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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辦法：
對
學

象： 全國牙醫師。
分： 醫學課程 24 學分＋醫療倫理品質法規 6 學分（含健保及感染控制議題）
【此為暫估學分數，實際須依全聯會審核通過之學分數為準】
報名方式： 即日起受理報名，請依下表向受理單位報名繳費，並以電話取得「報名編號」，於一週內至郵局劃
撥繳費（請於劃單上註明報名編號），即完成報名手續。
所屬公會別

台北市會員

受理單位

報名方式

洽詢電話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請上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網站報名（www.tda.org.tw/ 醫師專區 /
活動看板 / 線上報名），線上完成報名後一週內至郵局劃撥
繳費（請於劃單上註明報名編號），即完成報名作業

02-23965392 轉 207
許美娟小姐

郵局繳費劃撥帳號：01068925 /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新北市會員
外縣市會員

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請以報名專線 02-89613706 報名取得「報名編號」後，於一
週內至郵局劃撥繳費（請於劃單上註明報名編號），即完
成報名作業

02-89613706 轉 16
劉淑惠小姐

郵局繳費劃撥帳號：01069958 / 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註：本次學術演講為雙北市合辦，請醫師留意報名之受理單位。
報名方式及收費：
107 年 3 月 31 日（六）～ 4 月 01 日（日）

107 年 3 月 31 日（六）～ 4 月 01 日（日）

均為全天

二天之中午 12:10–13：25

付費演講 / 醫學課程、醫療品質

免費演講 / 醫療品質

上課地點

世貿一館 2F：第三 ~ 五會議室及 H 區第六會議室

世貿一館 2F：第二會議室

報名資格

全國牙醫師

限台北市公會會員 或 新北市公會會員

日

期

報 名 費

早鳥優惠

即日起～ 107/1/15 日止

6,000 元

預先報名

107/1/16 ～ 3/20

6,500 元

107/3/21 起不受理報名，
一律至現場報名

7,500 元

現場報名

免 費

特別優惠

107/3/20( 含 ) 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可獲得贈品！

不需事先報名，但需於大會簽到、簽退。

贈

牙材抵用券 500 元（限 107/3/31 使用）

無贈品

學 分 數

醫學課程 24 學分 + 醫療倫理品質法規 6 學分
（含健保、感控及特殊醫療服務計畫進階學分）

3/31 健保議題 3 學分
4/01 感控議題 3 學分

入

場

1. 憑學員證入場，無劃位。
2. 含 3/31 及 4/1 二天午餐便當。

自由入座 ( 無午餐 )

簽

到

上午 08：00 開始受理簽到
下午 16：00 開始受理簽退

會員於大會二天至會員報到處『簽到』及『簽退』，
即取得當天免費學分

品

依據牙醫繼續教育課程審查認證辦法，全日上課皆需上午『簽到』、下午『簽退』，方可登錄繼續教育積分。

備

註： 1. 報名費金額依實際繳費日為憑，如於 106.12.30 報名，但是在 107.1.16 才繳費，應繳報名費為 6500 元；
所有優惠均採「完成報名且繳費」的時間點為準。
2. 107 年 3 月 21 日起關閉線上報名系統，亦不再受理電話報名，以利完成前置作業。
3. 取消報名退費方式： 107 年 3 月 10 日前取消報名 扣除 200 元手續費後，退還餘額。
107 年 3 月 11 日起取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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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款。

4. 本演講課程授予之繼續教育積分，將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登錄於衛生署醫事人員管理積分系
統，不另發予學分證書，請學員逕行上網查詢。
5. 為尊重講師權益，現場請勿錄音與錄影，違者請立即離場，本會循法律途徑解決。
6. 課程內容悉依情況調整，惟以最後公告為準。

2018 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107/3/31

星期六 09:00~16:20

世貿一館 2 樓 第三、四、五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當代實用臨床牙髓病學
時間
開幕式

09:00~10:30
10:30~10:40
10:40~12:00
12:00~13:30
13:30~14:30
14:30~15:00
15:00~16:20

課程主題

講師

主持人
顏志忠 學術主委
蕭家輝 學術主委

陳日生理事長 / 謝偉明理事長
Clinical and Scientiﬁc Updates in Endodontics I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Endodontic Pain, Swelling, Infections,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When tools become weapons.

林嘉賢 醫師
謝松志 醫師
柳堯元 醫師
許恒瑞 醫師

休息

Clinical and Scientiﬁc Updates in Endodontics II
1. Endodontic Diagnosis: Clinical Reasoning and Misdiagnosis
2. Endodontic-Periodontal Interrelationship

林嘉賢 醫師

午餐

Clinical and Scientiﬁc Updates in Endodontics III
The Missed Manual of Clinical Endodontics: Innovations in
Biomechanics and Bioceramics

林嘉賢 醫師

林培堯 醫師

林嘉賢 醫師

曾建福 醫師

休息

Clinical and Scientiﬁc Updates in Endodontics IV
The trade secrets to performing predictable endodontics: how to
incorporate opinion leaders' insights to your everyday practice

林嘉賢 醫師
◆
◆
◆
◆
◆
◆
◆
◆
◆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美國西北大學牙醫博士
密西根大學博士後牙髓病專科訓練
哈佛大學牙髓病科主任
全美評鑑第一名麻省州立醫院牙髓病主任
美國牙髓病學會專科醫師及2007年傑出教育獎章得主
美國牙醫國家考試命題委員
美國牙醫教育學會牙髓病學主席
美國多項牙髓病期刊及教科書編輯委員

» 演講摘要
Dr. Jarshen Lin will focus on the broad overview of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principals of endodontic therapy and on the recent advancements in pain
control, complications management, diagnostics, clinical endodontic procedures
and specific use of various modern techniques and materials. Contemporary
opinion leaders' clinical protocols, rationales and insights will also be reveal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the participants will have reviewed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recent years in leading academic and clinical aspects.
Moreover, they b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of care in modern endodon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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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31

星期六 09:00~16:50

世貿一館 2 樓 H 區第六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牙科新紀元與新突破
時間

課程主題

09:00~10:30
10:30~12:00

Cerec 美學微矯正合併功能咬合建立的新整合
硬軟組織處理案例分享，USC 學習之旅

12:10~13:25
13:30~14:30
14:40~15:40
15:50~16:50

◆
◆
◆
◆
◆
◆

◆

矯正治療併用自體移植齒術之臨床研究及探討
你（妳）真的認識齲齒嗎？！齲齒預防與治療新思維
牙周再生合併齒槽骨再生 Combined GTR & GBR

悅庭牙醫診所院長
前Dr. Wells維育牙醫診所院長
艾瑞瓷牙醫繼續教育中心創辦人
美國哈佛大學植牙醫學進修
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專科醫師
亞太植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Dentsply Sirona Cerec Beta Tester
ISCD Certiﬁcated Cerec Trainer
Dentsply Sirona Cerec KOL

蘇筌瑋 醫師
◆
◆
◆
◆

6

主持人

曹皓崴 醫師

蔣

蔚 醫師

蘇筌瑋 醫師

何國寧 醫師

許恒瑞 醫師

呂志明 醫師

蔡宗平 醫師

蔡宜峰醫師

徐振祥 醫師

林宏達醫師

午餐

曹皓崴 醫師
◆

講師

高醫牙研所牙周病碩士
美國南加大了USC植牙專科訓練
金牛頓植牙中心院長
台灣牙醫植體學會專科醫師

» 演講摘要
Freedom in Centric 及無干擾的 Functional Envelop 的咬合設
計 在 Chairside CAD/CAM 的 調 整， 讓 臨 床 醫 師 能 夠 在
Deliver 時盡量不需要調整咬合，以及在 Worn Dentition 中
透過 3D 列印技術的 Chairside 隱形矯正的牙齒調整，讓
未來的 Pros 更穩定且成功，以上的方式有著古典的咬合
及先進的科技雙重呈現，讓牙醫師的複雜咬合重建的臨
床治療更有預測性。

» 演講摘要
在植牙的學習道路上，有幸能夠參與 USC 在台的植牙
課程，跟著 Dr. Homa 老師學習軟硬組織的處理，也利用
這個機會將學習路上的剛開始的跌跌撞撞，到經由學習
慢慢的將技巧與治療邏輯與規劃應用在平日的看診中，
與大家分享。

2018 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許恒瑞 醫師
◆
◆
◆
◆
◆
◆

◆
◆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碩士
台北醫學大學暨教育部部訂講師
長庚醫院顱顏齒顎矯正科主治醫師
衛生福利部部定齒顎矯正專科醫師
台灣植牙醫學會植牙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專科醫師暨
醫事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牙醫師公會副理事長
新北市北醫牙校友會會長

» 演講摘要
對牙醫師而言，面對成人缺牙問題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許多治療方法需仔細評估其優缺點，才能給予病患最好
的選擇。 治療選項包括傳統牙冠牙橋、人工植牙、 維持
延長乳牙壽命、活動假牙或是利用矯正方式關閉缺牙空
間。除上述之外，另一種較佳的治療方式是自體齒移植
術，尤其針對青少年正值生長時期，對傳統假牙及植牙
有限制性，此時採取自體齒移植術，可解決缺牙 問題。
自體齒移植術優點主要可保留齒槽骨高度、完整牙周
韌帶，行使本體感覺及牙齒的正常的功能，因此接受矯
正力量可以達到移植齒移動效果。
臨床許多缺牙矯正案例併用自體齒移植術可免除患者接
受人工植牙、 傳統牙橋甚至活動義齒使用。
本次演講會針對矯正併用自體齒移植術相關文獻研究
報導做回顧，並以實際臨 床案例治療與大家分享！

蔡宗平 醫師
◆
◆
◆
◆
◆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美國密西根大學 兒童牙科碩士
美國兒童牙科醫學會 專科院士
前中華民國兒童牙科醫學會理事長
國際兒童牙科醫學會 (IAPD) 理事長

徐振祥 醫師
◆
◆
◆
◆
◆

康卓牙科共同院長
台灣植牙醫學會理事長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暨公關主委
前台安醫院、恩主公醫院牙科部主任
台灣植牙、牙周病醫學會專科醫師

» 演講摘要
如果刷乾凈，用牙線，少吃糖就可以不蛀牙，那牙醫師
的小孩是不應該有蛀牙的，但事實是這樣嗎？為什麼影
響齲齒形成的因素超過 100 多種， 卻只有氟化物與溝隙
封填劑具有醫學實證， 刷牙與飲食在齲齒預防中到底扮
演什麼角色呢 ? 口腔中的牙菌斑絕大多數是無害的，本
演講將從生物膜的生態為你解讀齲齒的形成，顛覆你對
蛀牙的觀念，引導你有效治療並預防齲齒。

» 演講摘要
牙周病患者常常承受牙周組織、牙齒與齒槽骨上喪失與
缺損等複合問題。若是在預定植牙區鄰牙同時有牙周缺
損，臨床上要如何處理的確是許多臨床牙醫師常見的問
題。本次演講主要針對預定植牙區與相鄰自然牙，同時
有骨缺損與牙周破壞時，何時並如何可以同時進行 GTR
與 GBR 修補兩項破壞，為植牙與自然牙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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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31

星期六 09:00~16:00

世貿一館 2 樓第二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牙周病新的治療模式
時間

課程主題

09:30~10:30

從臨床的觀點看牙菌斑與牙結石
提升牙周健康的新視角
你不可不知的健保資訊～一次說給你聽

11:00~12:00
12:00~13:00
13:00~13:30

講師

主持人

黃仁勇 醫師

戴得育 醫師

常

影 醫師

林哲賢 醫師

曾士哲 醫師

曾建福 醫師

陳昶愷 醫師

郭雨文 醫師
陳源韻 醫師
余承熹 醫師

午餐

Er: YAG 雷射於植體周圍炎之臨床運用

13:30~15:00

數位雷射牙醫 From A to Z- 雷射微創治療與精準治療

15:00~16:30

» 演講摘要

黃仁勇醫師
◆
◆

◆
◆

學歷：國防醫學院牙醫學士、博士
現職：國防醫學院牙醫系副教授、三
軍總醫院牙周病科
現職：三軍總醫院牙周病科主治醫師
經歷：三軍總醫院住院醫師、總醫師

◆

牙菌斑與牙結石是口腔內重要疾病的成因，其中最典型
的就是牙周病與齲齒，但是一般人雖然知道維持口腔衛
生的重要性，但很少知道為何會是這樣的重要，以及究
竟努力維持口腔衛生與清潔可以幫助我們什麼。所以本
次的演講將以微生物學得角度出發探討牙菌斑與牙結石
的成因，以及可能對口腔的危害，最後會將重點加強
在，日常的維護對於口腔衛生保健的重要。

» 演講摘要

常 影 醫師
◆

黃萬騰 醫師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健康科學中心MHA
寶僑公司口腔護理專業與科學關係部
大中華區經理

1、牙周健康與全身健康的關係。
2、機械清潔與化學清潔二者之間的相同與不同。
3、透過更有效率的軟硬體工具，創造新的思維與視角。

曾士哲 醫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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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碩士
牙醫全聯會醫審室副主任
台灣牙周病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

» 演講摘要
健保制度已實施 20 多年了！你真的了解與大家最切身相關的
健保審查制度嗎？牙勘、牙位更正作業在做些什麼？雲端藥
歷，健保雲端資訊查詢系統及健康存摺的最新進展對臨床工
作有何影響？另外，在這次的課程中，也將為你報告最新修
訂的支付標準表、審查注意事項相關事宜及常見健保審查中
的核刪狀況，讓你能夠安心申報，趨吉避凶。

2018 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陳昶愷 醫師
◆

◆
◆

◆
◆
◆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牙科
主治醫師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專科
醫師
中華民國植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植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士

黃萬騰 醫師
◆
◆
◆
◆
◆
◆
◆
◆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碩士 博士班
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學院博士
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監事
台灣生物能口腔醫學會秘書長
新北市牙醫師公會總編輯
美麗華牙醫診所院長

» 演講摘要
在牙醫植體學的領域，使用雷射的優勢主要為止血效果、精
確的切割邊緣、降低對周圍組織的傷害，以及減少術後疼痛。
在植牙的治療中，雷射已經被承認作為輔助或替代性治療。
相對於傳統機械性治療，雷射的優勢在於能夠輕易地做到剝
離、去污染、止血等等，並且對於術中及術後的疼痛感降低。
因此，雷射已經在牙醫植體學應用於植體種植位置的製備、
二階手術植體露出、植體周圍軟組織的美容手術、 以及植體
表面的去除汙染處理。然而，雷射的抗菌效應可以被牙醫植
體及周圍組織所吸收，但也會被植體所反射，造成周圍組織
溫度的些微提升。植體周圍炎是一種發炎的進程，會影響已
完成骨整合之植體周圍的組織，造成植體失去邊緣的骨支持。
根據現今的文獻報告 ，雷射有做為治療植體周圍炎的替代治
療之潛力，將導致植體失敗的植體周圍發炎反應處理好，甚
至能夠增進骨整合。對於軟硬組織，調好適當的能量與波長，
雷射在牙醫植體學的應用是大有可為的。無疑地，了解關於
雷射之物理學、雷射與組織間交互作用的廣泛知識，以及適
當的訓練都是雷射應用在日常治療必要的條件，並且更要注
意安全措施，避免雷射傷害，以及不必要的醫療糾紛。在
2018 雙北大會， 我們將回顧雷射在牙醫植體學之運用，竭誠
歡迎各位醫師及舊雨新知，與您分享在基礎研究與臨床案例，
一起進入雷射治療之新殿堂，共窺其奧密。

» 演講摘要：
在數位科技普及化的數位世界裡，牙醫需要什麼 ?
精準醫療與微創手術已經是現代數位醫學治療的主流目標
了，而雷射則是兼具這兩項特色的數位科技醫療儀器，口腔
醫療使用的 Lite Touch 柔觸水雷射更是能將此一特性發揮到極
致，輕柔的處裡口腔內細緻的組織，達到精準微創的目的。
本次的課程將帶領您進入雷射醫療領域，讓您享受數位科技
的精準與微創手術的精確性，使您的臨床操作輕鬆邁入數位
雷射醫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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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1

星期日 09:00~16:20

世貿一館 2 樓第三、四、五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當代植牙醫學
時間
開幕式

課程主題

講師

顏志忠 學術主委
蕭家輝 學術主委

陳日生理事長 / 謝偉明理事長

09:00~10:30

Contemporary Implant Dentistry I
Contemporary Implant Planning and Surgical Techniques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12:00~13:30
13:30~14:30
14:30~15:00
15:00~16:20

主持人

Contemporary Implant Dentistry II
Implant Loading Protocols

Dr. Hans-Peter Weber

鍾明邦 醫師

Dr. Hans-Peter Weber

葉國強 醫師

Dr. Hans-Peter Weber

戴翔琮 醫師

Dr. Hans-Peter Weber

李志偉 醫師

午餐

Contemporary Implant Dentistry III
Contemporary Implant-Restorative Techniques
休息

Contemporary Implant Dentistry IV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Implant Complications

Dr. Hans-Peter Weber
Hans-Peter Weber, DMD, Dr.med.dent., is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Prosthodontics
at Tufts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He holds dental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erne,
Switzerland (1976) and the Harvard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1990), as well as Certificates
in Prosthodontics (1979) and Periodontology (1984)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erne. Besides his
administrative duties as department chair, he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at Tufts
and sees patients for dental implant and prosthodontic care in part-time private practice in Boston.
He has contributed extensively to the scientiﬁc and clinical literature in the ﬁeld of implant dentistry
and is a regularly invited panelist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eetings. He is an Associate Editor
of "Clinical Oral Implants Research" and serves on the review boards of several other journals. Dr.
Weber is a Past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of Prosthodontics and currently President Elect of the
Greater New York Academy of Prosthodontics. He is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rosthodontists and a long-time Fellow of the International Team of Implantology (ITI).

» Abstract
Current diagnostic, planning, surgical, and prosthodontic techniques in implant dentistry have enhanced the predictability
and quality of treatment outcomes. Prosthodontically driven implant planning and placement are facilitated by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dditionally, the indication-specific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surgical protocols related to the timing
of implant placement after tooth extraction or bone augmentation procedures in context with implant placement are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predictability of the result. The use of varying implant loading protocols (conventional, early,
and immediate) allow to treat a patient more efficiently in terms of time and convenience depending on the indication.
Furthermore, the variety of prosthodontic options give rise to improved long-term function and esthetics ranging from
single tooth replacement to fully edentulous arches. Despite the many possibilities for successful treatment out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ications with dental implants and implant prostheses are observed. Both hardware and biological
complications, thei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ptions will be discussed as part of this program. In summary,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to demonstrate current and future techniques in implant dentistry on hand of various clinical scenarios and
to assess their validity for improved outcom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scientific and literature clinic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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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1

星期日 09:00~12:00

世貿一館 2 樓 H 區第六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 倫理品質課程〕

大師剖析：矯正與牙體復形新趨勢
時間

課程主題

09:00~10:20

10:20~10:30

10:30~12:00

數位矯正 Digital Orthodontics

◆
◆
◆

熟知黏著機轉，巧生填補神效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矯正博士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專科醫師
美國矯正學會院士
貝多芬齒顎矯正中心負責人

陳克恭 醫師
◆
◆

◆
◆

◆

主持人

張慧男 醫師

鄭文明 醫師

陳克恭 醫師

黃奕崴 醫師

休息

張慧男 醫師
◆

講師

日本九州齒科大學大學院博士
日本九州齒科大學保存學第１
講座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牙體復形學會第九、
十屆理事長
中華民國牙體復形學會現任監
事暨甄審委員

» 演講摘要
數位科技在矯正上的應用主要可分為診斷和治療兩層
面。以治療方面來說，又可以分為以數位客製化的固定
式或活動式的矯正系統。本演講主要著重在如何與技師
進行有效的溝通，來製作出數位量身訂做的矯正裝置。
此外，課程也將提出如何精準黏著矯正裝置以準確執行
數位設定的矯正計畫的秘訣，以有效提升治療效率和減
少治療時間。全數位化的矯正不僅是未來重要的趨勢，
也已經是當今不可忽視的矯正治療方式，非常值得醫師
了解採用。

» 演講摘要
牙體復形領域從 bonding system 問世後，治療術式呈現大
幅變化。不論是窩洞設計從稜角明確的形態轉換成圓滑
窩洞，或是操作過程從複雜模式進展為簡易化，顯示
治療理念的改變。本次將從黏著立場論述各種 bonding
system 對齒質的黏著機轉，經由熟悉其機轉進而巧用其
特性，充分發揮於臨床各種場合，達成滿意的治療效果
與醫療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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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9:00~13:30

世貿一館 2 樓第二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最新口腔預防與健康醫學
時間
09:00~12:00
12:00~13:30

課程主題

講師

主持人

Fast Relief – A New Approach to Proven
Sensitivity Technologies
您不可不知的傳染病及感染控制

Dr. Christabel Fowler
Dr. Stephen Mason (Steve)

沈育群 醫師
吳幸芸 醫師

曾建福 醫師

曾士哲 醫師

Dr. Christabel Fowler

» Abstract

Dr. Christabel Fowler is Innovation Director for Oral
Health at GSK Consumer Healthcare. Before joining
GSK, Dr Fowler was Staff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Forsyth Institute and Harvard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Boston, USA, and later CNRS Research
Associate, University of Mulhouse, France. Dr
Fowler has over 30 peer-reviewed articles, 10
patents and over 50 conference presentations.

Quickly occluding exposed dentine tubules is an
important therapeutic target. With the average
dentine tubule diameter being less than 1µm,
pioneering visualisation techniques can help better
understand and tackle dentine hypersensitivity. This
presentation will introduce a unique toothpaste
formulation that has been engineered for speed,
to help patients achieve fast relief and long-lasting
protection from the pain of dentine hypersensitivity.

Dr. Stephen Mason (Steve)

» Abstract

Dr Stephen Mason (Steve) joined GSK Consumer Healthcare
in 2005 as Medical Director for Sensodyne. Previously he
was Vice President & General Manager of Hill Top Research
Oral Care Division. Originally a PhD chemist (Manchester)
Steve is an active and respected member of the Oral Health
research community for almost 30 years, previously at
Colgate Palmolive, Quintiles and Hill Top Research. Steve
is an invited reviewer for several Oral Health journals Steve
has published over 40 Oral Health Research manuscripts.
Toda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ineralised tissue
research (cariology, erosion and dentine hypersensitivity),
behavioural science and dental public health.

Most dentine hy persensitivity clinical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chieving relief over
periods of weeks. As Sensodyne continues
to evolve their range of sensitivity relief
toothpastes to meet patient needs, the focus
has been to help sufferers achieve fast relief.
This presentation will take you through the
10+ clinical studies, supporting the new
stannous fluoride formulation of Sensodyne
Rapid Relief and bring-to-life the impact on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曾建福 醫師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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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立桃園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主任
臺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兼任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十三屆
審查醫藥專家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士
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牙醫研究所碩士
衛生福利部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

» 演講摘要
世界地球村的來臨，交通工具的進步，帶來更商務人
士與旅人更加頻繁和更加便利的往返，隨之而來的接
觸更加的複雜，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交流的
不僅是情感，傳染病影響更加的全面化，同樣的傳染
病疫情傳播更迅速嚴重，面臨各式傳染病及未知的恐
懼，知其所以知其影響範圍，能提早預先更多的防範
措施，藉由探索疾病來源來減低感染的風險，降低經
營的成本，保護醫病間的就醫安全。進一步對牙醫基
層院所訪查實施注意要點，施作牙科醫療廢棄物處理
流程、器械消毒流程及院所運作感染控制教戰守則檢
查要點，說明異同處，增進醫病治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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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31

星期六 09:00~12:10

世貿一館 2 樓 H 區第七會議室〔課程類別：特殊醫療服務計畫專屬進階課程〕

健保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計畫－進階課程
時間

課程主題

09:00~10:30

牙科在宅醫療

10:30~10:40

講師

主持人

黃明裕 醫師

劉致遠 醫師

黃大森 醫師

劉致遠 醫師

休息

10:40~12:10

對於特殊需求者 我們能給予甚麼

※ 此課程由特照委員會提供。

黃明裕 醫師
◆
◆
◆
◆
◆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日本東京齒科大學齒科麻醉學博士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台灣口腔顎顏面麻醉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口
腔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大森 醫師
◆
◆
◆
◆
◆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台北醫學大學數位口腔工程產業碩士
台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臨床講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專任主治醫師
台灣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學會理事長

» 演講摘要
台灣於 100/07 起特殊醫療服務計畫內新增到宅牙醫醫
療服務，並於 105 年起修訂到宅醫療服務醫師資格須修
習到宅醫療相關課程，本課程將講解肢體障礙及到宅牙
醫醫療服務執行之口腔醫療服務、申報及治療注意事項
等，並期許更多牙醫師加入「口腔居家照護」看診的行
列，嘉惠更多弱勢族群。

» 演講摘要
健康是基本人權，也是人類最重要的社會價值，身心障
礙者有權使其健康可以達到最高標準，不因身心障礙而
受到歧視。我們都知道口腔醫學是藝術之學，美學是其
追求最高領域。但對於特殊需求者族群，美的追求是遙
不可及，再加上他們大都具有高風險共病、低口語、行
為管控不易等症候群，在術前評估、術中處置、術後恢
復都有其該注意的風險。因此在全人照護上，我們的確
要好好想一想我們能給這一族群甚麼樣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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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貼示 參展辦法
◆

大會論文參展主題：「創新牙醫、美學牙醫、科技牙醫」

一、主

旨： 為提昇國內牙科學術風氣，促進臨床治療品質，特舉辦牙科學術論文貼示及報告競賽。

二、主辦單位：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三、參加資格： 牙醫師和牙醫系學生、牙醫相關人員和系所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四、報名費用： 免費（壁報貼示由主辦單位統一製作）
五、日

期： 107 年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星期六、日）

六、地

點： 世貿一館 A 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５號１樓－學術論文壁報專區）

七、截止日期： 自即日起至 107 年 2 月 10 日止（以 e-mail 或郵寄日期為憑）。
八、報名方式： 請於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網站：公告欄 107 大會活動
e-mail 至或傳真至台北市牙醫師公會，詳見報名表。

下載活動辦法及報名表，填寫完畢後

九、論文說明：
1. 內容與形式： 口腔醫學領域或牙科健保業務之相關報告，邀請形式為「論文口頭報告」和「壁報貼示」
兩項。

(1) 作品種類可分為二種：「特別邀請論文」；「競賽論文」。
(2) 論文研究內容種類可包含： 臨床心得。 病例報告。 文獻回顧。 原創論文
2. 說明：

(1) 摘要書寫格式需符合摘要製作要點與範例。
(2) 每位發表者列第一作者僅限一篇，共同發表則不在此限。
(3) 洽詢專線 / 02-23965392 分機 207 許小姐
(4) 內容中英文皆可，若以中文為主，特殊專有名詞請附註英文，年曆一律以西元表示。
3. 獎勵辦法：凡通過初審者，即可免費參加大會學術演講（每篇限 2 位，第一作者及指導教授）。

(1) 競賽敘獎名額：
名次

獎勵方式

名額

第一名

獎金 5,000 元和精美獎座

1名

第二名

獎金 3,000 元和精美獎座

1名

第三名

獎金 2,000 元和精美獎座

1名

嘉獎

獎金 1,000 元和獎狀一面

數名

※ 以上敘獎名額，主辦單位將視實際參賽件數調整之。

(2) 參賽優勝者將頒發得獎獎金和獎座。
(3) 依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頒佈之「醫事人員教育積分辦法」，參賽論文之第一作者為牙醫師，可得
三分積點，共同發表者均可得一分積點。
4. 評審方式：由主辦位單位邀請評審委員依評分規則來評分，依總分高低來評定名次。
十、投稿作業流程：

1. 報名 2. 初審 3. 通知 4. 複賽 5. 公告 6. 頒獎
1. 報名：請於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官網下載報名表格或本文宣檢附之報名表填寫完成後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
報名。
2. 初審：由「主辦單位論文競賽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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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審結果通知：通知參賽者初審結果，初審通過者不得無故撤銷或臨時取銷，若有前述情形，必須由同
組人員代為製作或報告。
4. 複賽：

(1) 進入複賽者請於 107 年 3 月 1 日前備妥海報 PDF 檔寄至主辦單位，由主辦單位統一印製（長 180
公分 x 寬 90 公分）大海報。
※ 註：請自行美編完稿，主辦單位依此檔案直接放大印製海報。

(2) 於 107 年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大會學術演講期間，貼示報告 ( 海報 ) 於現場，並進行複賽評審。
(3) 貼示大海報於 4/1 現場展示結束後，參賽者即可自行回收；逾時則由主辦單位全權處理。
5. 複賽結果公告：107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6:00 於世貿一館 1 樓 A 區 - 大會「學術論文壁報專區」公布競賽
結果（得獎名單）。
6. 頒獎：107 年 4 月 1 日中午 09:00 於世貿一館 2 樓第三會議室頒發獎座及獎金。( 請得獎者於 8:45 前至
學術演講服務台報到及就座。)

論文貼示摘要-製作要點與範例
◆

摘要應包含以下項目：
1.
2.
3.
4.
5.
6.
7.

◆

中文標題（請以居中排列）。
作者姓名（請以居中排列）。
作者代表機構（請以縮寫代表示之）。
目的。
方法和結果。
討論。
結論（請以劃線明示之）。

摘要範例：

口腔癌前病變之光動力及冷凍治療
江俊斌

» 摘要
口腔白斑、紅白斑和疣狀增生，是台灣三大最主要的口腔癌前病變，我們於約 12 年前開始，利用
635 nm LED 紅光照射之局部塗抹 ALA (5-aminolevulinic acid) 之光動力療法（簡稱為局部 ALA-PDT），治
療了 36 例口腔疣狀增生，發現病變經治療後，皆完全消失。治療了 20 例口腔紅白斑病例，17 例得
到完全反應，3 例得到部分反應。治療了 65 例口腔白斑病例，其中 5 例為完全反應，33 例為部分反
應，27 例為無反應。我們又利用 635 nm 雷射紅光照射之局部 ALA-PDT，治療了 40 例口腔疣狀增生，
發現病變經治療後，皆完全消失。治療了 40 例口腔紅白斑病變，有 38 例得到完全反應，2 例呈現部
分反應。治療了 40 例口腔白斑病變，其中 7 例為完全反應，20 例為部分反應，13 例為無反應。由
以上之治療結果發現，局部 ALA-PDT 療法，對治療口腔疣狀增生及紅白斑病變非常有效，但對治療
口腔白斑病變，其療效則較差。因此我們針對 60 例口腔白斑病例，施以棉棒液態氮冷凍治療，在經
過平均 6.3 次治療之後，均呈現完全反應。另外我們也針對 60 例口腔白斑病例，施以噴槍液態氮冷
凍治療，在經過平均 3.1 次治療之後，均呈現完全反應。我們發現口腔癌前病變之治療，已不是只有
手術、雷射切除二途，局部 ALA-PDT 療法及棉棒和噴槍液態氮冷凍療法，已是治療口腔癌前病變之
二種重要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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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貼示-參展報名表
論文發表代表作者：
論文發表代表單位：
參加組別：□參與邀請

□參與競賽

論文代表作者通訊處： □□□ - □□
電話：

手機：

傳真：

電子信箱：

寄送壁報貼示檔案方式：
一、

請以電子郵件附加檔案方式投稿或郵寄光碟，並註明「107 年雙北大會論文貼示摘要」
，投件方式：（以下方式二擇一即可）

電子郵件

請 e 至 tdaweb.dent@msa.hinet.net
100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120 號 7 樓

書面郵件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 論文貼示小組 收

二、 寄出後，請務必以電話 02-23965392 分機 207 許小姐，確認是否收件無誤。

◆

受理單位：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洽詢專線：02-23965392 分機 207 許小姐。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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