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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of Gnathology in R.O.C

中華民國顎咬合學會

1

歡迎成為我們的夥伴
Basic is the Best

Training
Perfessional
Presentation 
Learning
Communication
Discussion

                                               課程費用：85,000          
                                         早鳥價（8 / 20 週一前）：75,000
                                       5人團報價：75,000 
                               報名截止：8 / 27（一）

                          繳款截止：10 / 05（五）

                電話：02-29578582 或 0966-770559 趙小姐

                  郵局劃撥帳號：50175955

            戶名：中華民國顎咬合學會 廖偉民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clinicalskill100?fref=ts

  精彩回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OyWDbwJF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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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
100招

2018 年臨床 100 招大高雄地區課程表

第九期
課程表

課 程 宗 旨

臨床實用 100招

在現今健保申報，植牙治療當道的牙醫臨床生態，有牙醫迷失在金錢追逐的醫

療，有牙醫跌落在不知所措的困惑裡，中華民國顎咬合學會提供一個教育訓練平台，

讓你重新提升自己臨床實力，以臨床實用的觀念與技術為內容，沒有譁眾取寵的花俏

演講表演，為你重新檢驗精進你的牙科基本功，涵蓋所有牙科臨床基礎技法，為你打

造病患全口重建的終極目標。

你可以不一樣

就像所有一流的高爾夫選手也都要在練習場持續練習，所有一流的芭蕾舞者也都

要在橫桿上持續練習。基本功的練習精進，是決定我們高人一等的基石，我們有知名

臨床經驗豐富的國內講員，提供他們寶貴的經驗，一步一腳印詳細描述他們的每一個

臨床步驟，分享他們的臨床操作技巧，課程內容除了臨床實用的演講，也包括了技巧

傳授的實作課程。搭配日本有數十年經驗的一流臨床牙醫，告訴我們如何達到長久穩

定的治療結果。

課程日期 時間 講師 議題 型式 地點

10/20（六）
09:00-12:00 張淵源 Dental 口內照相 Lecture+Hands-on 高醫

CS 313 教室

13:30-17:00 方致元 門診常見拔牙處置及手術討論 Lecture

10/21（日）
09:00-12:00 徐永儀

Biolog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in endodontics 
根管治療急症處理

Lecture
高醫 E 11 教室

13:30-17:00 陳正毅 TMD 診斷與治療 Lecture

10/27（六）
09:00-12:00

陳必綸
Abutment preparation in 
fixed prosthodontics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10/28（日）
09:00-12:00

羅金才
Provisional restorations 
臨時假牙製作之臨床訣竅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11/03（六）

09:00-12:00
賴昱蓉

OD 相關的 Bonding 介紹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Ceramic inlay, Onlay and 

Veneer 實作

11/04（日）
09:00-12:00

廖峰聘 複合樹脂的操作技巧 I-IV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11/10（六）

09:00-12:00 林本信 Post and core
Lecture 高醫 E 11 教室

13:30-17:00 李明科
Single crown & bridge try-in
時的咬合調整

11/11（日）
09:00-12:00 陳誼安

Root canal cleaning and 
shaping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黃裕文 Ni-Ti rotary instruments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1/24（六）

09:00-12:00
陳柏堅

牙周病基本治療及牙根整平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器械操作的姿勢 - 降龍十二招
＋蘭花手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1/25（日）
09:00-12:00 陳柏堅 Flap design+suture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林有恆 crown lengthening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2/01（六）

09:00-12:00 何鳳娟 Free gingival graft（FGG）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王建興

Connective tissue graft
（CTG）

12/02（日）

09:00-12:00 鄭文彥
Socket preservation- 
上、下顎

Lecture+Hands-on 高醫牙科實驗室

13:30-17:00 鄭維智
牙醫師與牙技師之臨床上溝通
技巧

Lecture 高醫牙科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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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al口內照相

大家是否有這樣的經驗，聽一場驗講，除了對精彩的演講內容外，也對銀幕上

精采的照片讚嘆不已。

溝通，都少不了臨床口內照片。身為牙醫師的你，是否感嘆：為何總是照不出

一張理想的照片。

如何選擇適當的相機，相機怎麼設定，如何拉鉤，怎麼拍，這些最困擾牙醫師

的問題，在本次課程中，將教你化繁為簡，只需簡單的設定，用正確方法，不再需要

花時間後製，就可以輕鬆的拍出清晰簡潔，完全符合需要的口內照片。

門診常見拔牙處置及手術討論

（一）病例評估與選擇

1. 門診手術患者的系統性疾病評估

2. 門診拔牙的解剖與健保分類

根管治療臨床與生物學的聯結

想要讓根管治療有理想的結果，必先腦中對牙髓及根尖周圍疾病的本質有所瞭

解，並且因應不同病程選擇適當的治療方式；而後操作時尊重根管型態的多樣性，熟

悉並善用各式工具，達到徹底清創及充填；最後根管治療成果的維持，還需良好的補

綴或贋復，才不致產生冠側滲漏而功虧一簣。本次課程的目的即在架起根管治療臨床

及生物學的橋樑，探討臨床診斷與治療原則，有系統的處理根管治療急症，並佐以病

例說明根管治療在複雜跨科際醫療的應用。

顳顎關節障礙症：檢查、診斷與治療

顳顎關節障礙症發病的患部經常超過一般牙醫師所熟悉的診療範圍。除了可能

投射到牙齒或出現口腔顏面部的疼痛外，耳部、眼窩、顳區與後枕區，甚至還可能發

散至後頸與肩脥等更遠端的位置。同時由於病癥的表現常與其他疾病具有相當程度的

共病性，益發使得顳顎障礙症在鑑別診斷與病因的確認更為困難。本單元課程從顳顎

關節障礙的功能性檢查、鑑別診斷與臨床的處置分別來做解說，希望學員能學習基本

的學理知識及適當的門診處理流程，並能從鑑別診斷中，判斷進一步轉診的時機。

張淵源 
醫     師

方致元 
醫     師

徐永儀 
醫     師

陳正毅 
醫     師

課程
大綱

課 程 大 綱

（二）臨床操作、併發症與其他

1. 解釋病情

2. 阻斷與浸潤麻醉

3.  複雜拔牙、簡單齒切除手術、與複雜

性齒切除手術

4. 常見併發症的解釋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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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al restorations
臨時假牙製作之臨床訣竅（I and II）

● 製作良好的暫用贋復體會增加病患對醫病的信心健立。

● 邊緣密合度及咬合關係，提供一個健康、功能且安定的齒列狀態。

● 進一步在跨科整合治療中扮演各專科的診斷及溝通，以達成全口重建的療效。

● 良好的暫用贋復體並可用以與技師、病患及醫師作溝通，製作永久贋復體。

羅金才 
醫     師

課程大綱簡介

本課程將帶大家了解 bonding 基礎觀念，以科學及顯微結構的角度分析，讓大

家扎實的學習 bonding 的技巧與知識，提昇 bonding 強度讓臨床操作事半功倍。同

時，臨床上牙醫師最常遇到齲齒病例並且予以修復，將帶大家了解 ceramic inlay / 

onlay 的基礎觀念，從臨床病例的診斷、材料的選擇與運用、ceramic inlay / onlay 

修形技巧及重要觀念、到黏著的操作分享；而在前牙美學的部份，也將會有詳盡的解

說，帶大家了解並且解決臨床上可能會遇到的困難與問題，讓各位醫師在臨床操作上

更得心應手，更有信心！

賴昱蓉
醫     師

咬合器與咬取得

想咬合已發展近百年，但盛況已不若過往，可是其重要性確不弱當年，因此在

這 一次課程，我們將討論牙齒、顳節與神經的關連，而臨床上如何與患者的臨床資

訊結合，這樣咬合是一個動態的，而非僅只是牙齒模形與咬合器，以及臨床贋復工作

如何應用咬合器，有效提升精準度，增進工作工作效率。

咬合器可分為第一級至第四級，本次演講論及至第三級咬合器，臨床可依據不

同需求與預算，挑選與使用不同咬合器，因此台灣牙科市埸可容易取易的咬合器，會

分別論及與如何應於不同臨床贋復工作，再者臨床咬合，可分為小規模重建與大規模

重建，在咬合器也可以設定成不同平均值的應用。

根管治療後之補綴處理

傳統根管治療後的牙齒一律使用牙冠復形，但根據近期的研究，指出在受力少

或破壞小的牙齒可考慮瓷塊修復，受力少或破壞小的牙齒可考慮瓷塊，受力大或破壞

多的牙齒可考慮釘柱、牙冠等復形

重建咬合的機能與審美：開業醫的全人治療

牙醫師在患者口中追求夢想，患者在牙醫師的手上尋找希望。身為一介開業醫

師，所要面對患者的問題，需求千變萬化，而如何以正確的診斷，將患者的口腔問題

治療到癒合，並且計劃性達成正確的咬合，機能，與審美的口腔環境。本次將以開業

醫的經驗與臨床病例探討全口重建當中如何調控患者的發炎與咬合，機能力與非機能

力，按部就班從訂定計畫到達成治療結果的方法與流程。

林本信 
醫     師

李明科  
醫     師

課程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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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簡介

臨床上游離牙齦皮瓣移植術（FGGGrafting）是一個用途廣泛的術式，當牙齒

有持續性牙齦萎縮同時合併有異常繫帶附連拉扯時，藉由 FGGGrafting 可以徹底解

決繫帶拉扯的問題同時預防牙齦繼續萎縮。在植體周圍如果能夠重建理想厚度與寬

度的角質化黏膜，除了能夠避免植體周圍軟組織萎縮，同時能提供利於患者清潔的

環境。課程中將介紹 FGGGrafting 之臨床應用、術式步驟、手術要點與案例分享；

同時實作課程部分提供香橙與豬下巴讓學員熟練刀法與縫技。

何鳳娟 
醫     師

Connective Tissue Graft 

介紹如何利用 connective tissue graft 來處理牙齦萎縮及如何利用 connective 

tissue graft 來達到 socket preservation 的效果。

王建興
醫     師

Socket Preservation

介紹如何利用簡單的術式來達到或避免因拔牙而造成的齒槽骨嚴重萎縮。

鄭文彥 
醫     師

鄭維智  
牙技師

課程
大綱

課程大綱簡介

1. 牙周病基本治療及牙根整平

2. 器械操作的姿勢－降龍十二招

3. 牙周器械的握持與手指靠置－蘭花手指

陳柏堅  
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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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淵源 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中華民國顎咬合學會前理事長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常務理事專科醫師

台灣植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日本顎咬合學會指導醫

日本審美齒科協會會員

培源牙醫診所主治醫師

林本信 醫師
日本顎咬合學會認定醫

日本審美齒科學會會員

徐永儀 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國賓州大學牙髓病學專科醫師及碩士

美國牙髓病學會專科醫師（Diplomate, 
American Board of Endodontics）

協力牙醫診所牙髓病專科醫師 
台北榮總牙科部兼任主治醫師

黃裕文 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系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髓病專科訓練

陳必綸 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台北長庚醫院義齒補綴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牙科技工室臨床醫療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兼任臨床副教授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專科醫師 / 
臺灣植牙醫學會常務監事

林有恆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台灣牙周病醫學會專科醫師

翰佑牙醫診所主治醫師

賴昱蓉 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臨床牙醫研究所碩士

臺大醫院牙體復形美容牙科專科訓練

王建興 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系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牙科主治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特約主治醫師

台灣植牙醫學會植牙專科醫師

台灣牙周病醫學會牙周病暨植體牙醫學

專科醫師

鄭維智 牙技師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工程暨材料研究所碩士

中臺科技大學牙體技術科

彰化維智牙體技術所牙體技術師

國考合格牙體技術師

教育部部定講師

GC Initial 瓷粉技術講師

3M Lava 瓷粉技術講師

日本顎咬合認定齒科技工士

方致元 醫師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學士 
國防醫學院牙醫科學研究所碩士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植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萬芳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 
現任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秘書長

李明科 醫師
國陽明醫學大學牙醫系畢業

台南市立醫院醫師

成大口腔外科兼任主治醫師

ICOI diplomate台灣植體學會理事

南台灣植體學會常務理事 / 學術主委

麗康牙醫診所院長

台灣植體學會理事

南台灣植體學會常務理事

亞洲齒列再生研究學會台灣分會執行長

陳誼安 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牙醫學系

美國賓州大學牙髓病科專科訓練及碩士

陳正毅 醫師
瑞士蘇黎世大學牙醫學博士

陽明大學牙醫系臨床助理教授

台灣顱顎障礙症學會理事暨專科醫師

蘇黎世牙醫診所負責醫師

蘇明圳矯正專科診所主治醫師

陳柏堅 醫師
高雄牙醫大學牙醫學士

美國 Tufts 大學牙周病科專科訓練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前理事長 
台灣牙周病醫學會前理事長 
台北榮總牙周病科兼主治醫師 
柏堅牙醫診所主治醫師

羅金才 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學士

國際顎咬合學會顎咬合學碩士

日本顎咬合學會指導醫師

日本審美齒科協會會員

行政院衛生署認定齒顎矯正專科醫師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何鳳娟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陽明大學牙研所牙周病科碩士

台灣牙周病醫學會專科醫師

日本顎咬合學會會員

日本審美齒科協會會員

廖峰聘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院暨研究所兼任講師

中華牙體復形學會第五屆理事長

專科醫師現任甄審主委

中華牙醫學會材料委員

蒔美牙醫診所負責人

鄭文彥 醫師
中國醫藥學院牙醫系畢業

台灣牙周病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日本審美齒科協會會員

講 師 介 紹

講師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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