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事項

報名辦法：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民國101年行事曆
日

期

活動內容

地 點

101年
10月20日

第二次專科醫師甄審口試

新光醫院

101年
11月24-25日

第13屆第1次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福華文教館
2樓卓越堂

101年
12月7-9日

第八屆亞細亞
補綴學會(AAP)大會

印度 馬德拉斯
（清奈）

101年
12月15日

第60次專科醫師訓練機構
病例討論會

台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 報名方式： 請撕下隨附之劃撥單，逕自至各地郵局劃撥繳費即可，無須電話事先報名；收到款項後本會將於
開課前五個工作天寄出報到通知單及收據。
◎費用：優惠檔期以劃撥日期為準

科學工藝相融合 陶瓷美學再進化

第六十九次學術研討會報名費用
第二階段 優惠報名
101/11/6止

第三階段 優惠報名
101/11/7起至
101/11/25止

當“植牙是用來替代失去的牙齒，而非取代自然牙”的觀念漸漸成為共識，意謂著“維

本會及協辦單位會員

5500

8000

與牙齒結合的 "Biomimetic & Adhesive" 理論，過去多年臨床研究已經證明是一可行的治療術

住院醫師

5500

8000

式。身為牙醫師我們該問：為什麼理想的陶瓷成品一直很難獲得？為什麼患者還是嫌它

報名優惠檔期
與會身份

受訓醫師

4500

8000

非會員

6500

8000

牙技師

3500

8000

租用11/25口譯設備工本費

（需事先登記使用，現場恕不克臨時受理租用）
學生註:
1. 學分班及在職專班學生除外。
2. 以學生身份報名者須於報名前將學生正反面影
印後傳真至本會，以利驗證。
02-25469157
本會傳真號碼：
3.

護和擬真修復與生俱來的自然牙”仍是目前與未來牙醫界的一大挑戰，尤其是面對越來
越多美觀主張分明的牙科患者時。結合陶瓷與複合樹脂特性，配合酸蝕技術來調控它們

不夠漂亮？是否需要重新檢視醫師、牙技師與病患三者處於一種“平衡的”關係？

牙科陶瓷技藝與藝術的傳奇人物
Mr. Michel Magne
千呼萬喚 首度來台

Pascal Magne, Uls Belser等美學大師合作的經驗，從患者咨詢溝通、美學微笑設計，陶瓷材料

AESTHETIC WITH BONDED
RESTORATIONS - A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NATURE

8000

your passion and for all you have brought to our profession and beyond! Stay bonded, always.
前年我們一起參與了Dr. Pascal Magne來臺灣演講的盛會，嚴謹的研究，細膩的思慮，幾近
藝術般的美學呈現，給大家帶來了很美好的知識饗宴！而這背後還有一位國際知名的大
那就是他的兄弟，Michel Pascal!以上是Pascal為西雅圖讀書會所寫的推薦函， 他寄給我，

民國101年

給台灣的醫師分享，也感謝學會可以邀請他來臺灣演講，我感到非常興奮與期待！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前理事長

許榮仁 謹誌

1860年代起，陶瓷就開始運用在臨床上；1930年代也首度運用於牙齒；隨著Dr. Buonocore在

廣場上有三位畫家， 熙熙攘攘遊客們繪畫。第一位畫家宣傳著他使用大馬士革的顏

1950年代創始了acid etching的方法，創始了牙科新紀元，陶瓷與牙齒的bonding能力不再受

料、喀什米爾羊毛的畫筆，以及神祕東方的絲綢卷紙作畫；第二位畫家在節奏快速鮮明

到質疑；大師 Dr. Pascal Magne在2010年應學會邀請來台演講，在他的研究裡，陶瓷確實可

＠ 籲請尊重講員智慧著作權，出席課程時請勿私自作任何影像或聲音記錄之行為。

流，我們有必要了解陶瓷對牙醫美容的發展與應用。今年 11月的年度大會，很榮幸邀請

＠ 本次活動不克提供講員演講內容講義，敬請見諒。

Dr. Pascal Magne的胞兄Michel Magne，兩年前有參加那場盛會的牙醫界同仁一定會讚嘆，這
樣的技工是如何發揮鬼斧神工的技巧將自然美麗的牙齒重現。九月份學會舉辦的繼續教
育，也將為這場年度盛會做個暖身，安排四位醫師針對陶瓷在牙科的應用，做完整的分

3、 貼示報告摘要稿紙，請以中文400-500字楷書清晰繕寫或打字；相關表
格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prosthod.org.tw/)下載利用。

contaminate whoever hears him with his craving for developing a natural balance. Thank you my brother for

福華文教會館2樓卓越堂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

100%替代琺瑯質而針對牙齒重建。近年來醫美盛行，這股風氣也吹到了牙科界，面對潮

2、 有意參加者，請於 11 月 6 日前將題目、報告者姓名、摘要及學經歷、
指導者姓名等資料以電子郵件(prosthor@ms48.hinet.net)傳至本會秘書處
收。

know what) that will define each patients' individual charm. But above all, Michel can also teach his passion and

舉辦時間暨地點：

11月24-25日（星期六、日）

王震乾 謹誌

＠ 不需認證登錄者報名時得免填身分證字號。

1、 貼示報告時間：民國101年11月24、25日兩天，解說時間為11月24日自
下午1點至1點30分止。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for almost 20 years. During those years, we have travelled the world, we have shared

師，在對牙科的夢想，前瞻和創新中不斷引起話題與讚嘆，並啟發著Dr. Pascal的腳步，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 附註：

公告研究生貼示報告事宜

inspiring me to start a very special spiritual journey,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n my life! Michel and I

rather perfectly imperfect teeth. As he says, he knows how to add this little "je ne sais quoi" translation: I don't

化。

＠ 以上報名均含繼續教育積分點數認證費用，並依實際簽到紀錄予以認證登錄點數，會後恕不接
受補簽到及補申請認證登錄等情事之辦理。

just hi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dental technology but was also instrumental, during the mid-1990s when

學會大會有幸邀請到世界級牙技師 Michel Magne, 闡述其技師端的美學觀點，分享多年與

真，滿足臨床患者功能與美觀的期望。竭誠地歡迎各位醫師，鼓勵並與您一起合作的技

需繼續教育積分點數證明書者加收100元。
會期間敬備茶點，恕不供應午餐，敬請見諒。
以上課程費用經繳費後，未能到場時歉難退費或換場次，敬請見諒，如無法接受有請暫勿報名。
請以劃撥方式報名，並請詳註需繼續教育積分點數證明書與否等…。
本會郵局劃撥帳號13195250戶名：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

Not only is Michel my brother in blood, but also a spiritual brother. Michel enlightened me with more than

but he is really good at it! Michel's unique ability resides in balancing the smile, not making perfect teeth but

師朋友結伴報名，讓科學知識與牙技工藝相融合，願台灣牙醫團隊的陶瓷美學水準再進

2500

Hi Jack, I wrote something for the Seattle study club Journal

the highs and lows of our lives. Today, I can say that Michel's passion for "making teeth" is intact! Not only that,

選擇，到如何以獨特的工藝技法，完成栩栩如生的黏著式陶瓷作品，讓牙醫師的想法成

500

特別推薦

通常我們有較多的機會聆聽知名牙醫師的演講，以牙技師為主的則相對較少。今年 復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1.
2.
3.
4.
5.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第十三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六十九次學術研討會

外賓演講 (101/11/25 星期日上午 9:00-5:00)
外賓演講講員： Michel Magne

現場同步翻譯設備，歡迎預先洽借
凡報名大會者贈送牙材券500元，限於2012/11/24-25間使用

析與介紹。

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跳躍，描繪著遊人的風采。沒有高貴的材料、也沒有突破的科技，但是，慢慢地，圍
繞在第三位畫家的人群越來越多，只因 他筆下的作品，較第二位畫家更有韻味，比第
一位畫家更有風采。

Mr. Michel Magne，Dr. Pascal Magne 的兄長，“Bonded Porcelain Restoration”的共同作者，是
於 Feldspathic Porcelain，但是成品卻更近自然、運用範圍與使用年限更勝於後起的二矽酸
鋰、二氧化鋯...等等。近年來他演講的足跡遍及全球，所辦的操作課程亦以 "秒殺" 的行

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桃園縣牙體技術師公會、中華民國顎咬合學會

潘裕華 謹誌

影像；而第三位畫家，只是靜靜的用銳利的眼觀察、拿著畫筆在各種顏色的色盤與畫布

牙科陶瓷技藝與藝術的傳奇人物。不使用先進的科技、排除了各種後起的材料，獨鍾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協辦單位：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台灣牙周補綴醫學會、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的音樂中，示範著利用高精密量測拍攝與一體輸出科技的方式，迅速確實的捕捉遊客的

情爆滿。學會這回能在他滿檔的行程中邀請他前來示範與演講，可說是集大家的福氣才
有這般的結果！

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

10541 台北市復興北路465號2樓
網址：www.prosthod.org.tw
Facebook：www.facebook.com/APDROC
電子信箱：prosthor@ms48.hinet.net
電話：02-2546-8834
傳真：02-2546-9157

如果您已經厭煩成 患者前的牙科材料推銷員、迷惘於各種新式材料與技術的徬徨者，
請來加入我們的行列，回歸

復補綴的本質：如何以最適切的材料、最可靠的方式與最

少破壞的處理，回復上天所給予禮物。畢竟，牙醫師是以知識與技術提供服務，而非推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837號
台 北 第 1 3 支 局
雜 誌 許 可 證
北台字3844號

銷材料的推銷員，以及龐大新式科技作業體系下的代工者。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彭炯熾 謹誌

11
25 第六十九次學術研討會 外賓演講

演講程序表：
11/24(星期六)

11/25(星期日)

專題演講
蘇建賓醫師(0900-0940)
陳柏均醫師(0950-1030)

09:00-12:00

外賓演講：Michel Magne

鄭智文醫師(1050-1130)
許月閔醫師(1140-1220)

註：本課程僅由指導老師操作示範！
牙醫師

國人安格式三類異常咬合（Angle Class III）之一般發生率約高達 4%，矯正

日期(09:00-17:00)

2012/11/23(五)一天

門診之發生率則更可高達 10% ~ 20%，是一般牙科門診及矯正門診中不可忽

地點

台大牙醫系學生實驗室

視之發生率。然而早期有關 Class III 之診斷、治療理念，大半源自西方矯正

費用

會 員：NT15,000∕非會員：NT20,000
名額限定30名
註：英文發表無翻譯

世界，西方矯正界之 Class III 之發生率卻遠低於國人，向缺少臨床實際經

名額限定

方式來處理。本次病例報告是利用CAD-CAM的方式來製作下顎多顆植牙相連的補綴物，和大家作經驗的分享交

齒；而氧化鋯因為其優越的物理特性而被廣泛應用於後牙的贋復物，然而臨床研究卻顯示，氧化鋯固定式義

流。

齒有相當高的機率會發生外層陶瓷崩裂，其發生率介於 15.2%與25%之間，若應用於後牙植牙贋復物其陶瓷斷
裂的機會會更高。Monolithic的義齒設計據信能讓二矽酸鋰義齒強度增加，令其應用更為廣泛；應用於氧化鋯

陳柏均 醫師
◆
◆
◆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牙醫學研究所
台北榮總口腔醫學部贋復牙科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專科醫師

義齒，亦能有效增加其抗斷裂強度，避免陶瓷崩裂的發生。本報告將以病例分享為主，來介紹二矽酸鋰與氧
化鋯的monolithic

復物的臨床應用。

許月閔 醫師
◆

2012 年 11 月 24 日 ( 六 ) 0950-1030

玻璃纖維根柱(glass fiber post)的臨床考量
近年來，牙科材料之進步與發展迅速，許多牙科材料的使用除了考量實用性外，更強調美觀的重要性。以往以
『鑄造式金屬冠心根柱』復形根管治療後的牙齒，往往在治療後發現牙齦軟組織透出灰暗的金屬色澤，影響美
觀，尤其在前牙區美觀要求嚴謹，更困擾許多牙醫師與患者。於是，牙科纖維根柱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極

◆
◆

長庚大學顱顏口腔醫學研究所畢業
台北長庚醫院義齒補綴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專科醫師

2012 年 11 月 24 日 ( 六 ) 1140-1220

唇顎裂患者之 復治療

佳的光透性，與牙本質相近之物裡性質，加上方便臨床操作之優點，配合樹脂基底黏著劑之使用，為根管治療

唇顎裂為常見的先天性發育缺陷之一，其發生率約為1/700-1/1000。長庚醫院顱顏矯正中心及羅慧夫顱顏基

後之牙齒復形，提供另一項極佳的選擇。

金會長期照護唇顎裂的患者，藉由term work合作，已發展出成熟完善的treatment protocol。

玻璃纖維根柱於臨床上的使用，是否如同金屬根柱一般，亦或有其他需要瞭解的旁枝末節？本次報告將著眼於

對於唇顎裂衍生的常見問題如：congenital missing teeth，ridge deficiency，oro-nasal communication，arch discrepancy，

玻璃纖維根柱的特性與臨床操作時需注意的小細節，期待能為各位醫師在使用玻璃纖維根柱上提供一系統性的

inadequate lip support，都需要後續的贋復治療，本報告中將簡介prostheses的種類及其製作上的考量要點，以回

整理與建議。

復病患咀嚼，發音及美觀功能。

13195250

地被使用。其中二矽酸鋰雖然擁有良好的美觀效果，但強度仍略嫌不足，一般來說，後牙贋復僅侷限於小臼

：

由於民眾對於美觀的要求，金價及其他高貴金屬的價格攀升，以及牙科數位化的進步，使得全瓷贋復物廣泛

在改善，小至單顆的Inlay,veneer,crown，大至全口的補綴物、手術模板、植牙支台齒等，全都可以用CAD-CAM的

參加者身分證字號

牙醫界CAD-CAM的發展近年來越來越蓬勃，不論是掃描技術或是研磨的精細度甚至連材料的強度都一直不斷的

(請填寫以便登錄學分)

Monolithic二矽酸鋰與氧化鋯 復物的臨床應用

第三階段 優惠報名
101/11/7起至
101/11/25止

5500NT即可購得本書，限量30本！！！

2012 年 11 月 24 日 ( 六 ) 1050-1130

第二階段 優惠報名

2012 年 11 月 24 日 ( 六 ) 0900-0940

報名優惠檔期

書籍公司購書優惠；原價8000NT下殺特價

◆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柳營奇美醫院贋復牙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專科醫師

□ 8000元

◆

◆

101/11/6止

◆

◆

□ 5500元

◆

鄭智文 醫師

台大臨床牙醫研究所
京華牙醫負責醫師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口腔植體學會專科醫師

與會身份

◆

本會、協辦友會會員

蘇建賓 醫師

□ 8000元

星期六

□ 5500元

( 上午 09:00-12:20)

本會專科醫師訓練機構
之住院醫師

11月6日前報名者，於會場可享有日毅牙科

並提供目前國人可在 Class III 治療上居於領先地位的 Damon 自鎖矯正器及

mini-screw 之最新臨床應用。

□ 8000元

此，本會更推出2012年大賀禮，凡於2012年

告中，筆者將以 35年之矯正臨床經驗，詳細剖析西方 Class III 文獻之問題，

□ 4500元

給各位完整版的前牙美學聖經大解密。為

發之 mini-screw, 目前在此一領域之發展已在世界上居於領先之地位。本報

本會專科醫師訓練機構
之受訓醫師

禮聘共同作者Mr. Michel Magne親臨台灣，

◆

美國馬楷大學齒顎矯正碩士
林錦榮齒列矯正中心負責人
台北醫學大學 臨床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 專任主治醫師

牙技師

Pascal Magne來台演講後，2012年再度重金

◆

易就需配合手術治療之做法顯得落伍。國內最常用之 TADs 為國人自行研

e-mail

前牙美學聖經，本會繼2010年邀請作者Dr.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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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ry Anchorage Devices）之發展已大大顛覆傳統矯正觀念，使得早期輕

林錦榮 醫師

非本會會員

“Bonded Porcelain Restorations”堪稱

The most exciting developments in dentistry has emerged within the past decade. Oral implant
dentistry, guided tissue regeneration, improvement of CAD/CAM technologies, and adhesive
restorative dentistry are growth areas. However, bonded porcelain restorations offer a restorative
solution that balances the functional and esthetic needs of the anterior dentition. Porcelain's
optimal stiffness, its ideal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bio- mechanical strength achieved
through high-performance bonding, enable the crown of the tooth as a whole to support incisal
or masticatory function. By the same token, the optical effects inherent in the tooth and the lifelike
features of the porcelain makes this restorative approach ultimate in aesthetics. New idea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studies have extended the use of composite through direct and indirect
fabrication techniques in the posterior region. It offers a conservative, biological and esthetic
solution.
The lecture will explain my philosophy of work from the first patient consulting, treatment
planning, material choice until final restoration fabrication techniques to achieve lifelike esthetics.

由於矯正新科技之日新月異，像自鎖矯正器 Damon, TADs （臨時錨定裝置

行動
電話

優惠

方之矯正理論及治療方式均得加以修正才能應用於國人身上。近十年來，

□ 8000元
□ 8000元
□ 8000元

敬請注意：以上課程費用經繳費後，未能到場時歉難退費或換場次，敬請見諒，如無法接
受有請暫勿報名。

筆者有幸早年於美國學矯正，將所學應用於 Class III 盛行之國內，發覺西

□ 3500元
□ 6500元
□ 2500元

與會說明

驗之西方矯正界學習 Class III 之診斷與治療，有些本末倒置、緣木求魚。

行：會場單位無法提供停車優惠，有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與
會，活動地點相關交通資訊，敬請上網參考http://intl-house.
howard-hotels.com.tw/

學生

1. 已繳費報名本會年會活動(11/24-25)者具優先資格。
2. 報名前請先至本會官網www.prosthod.org.tw查詢是否還有名額，再行來電預約名額。
3. 首批預約滿額後將以行動電話簡訊通知各預約者，於三日內繳清費用並將繳費收據傳真
至本會。
4. 首批預約者三日內未繳清費用者本會得將名額移轉給候補名單，依此類推同第3點說明。
5. 本會得保留接受報名與否及場地變更權限。

下顎全口CAD-CAM植牙補綴病例報告

AESTHETIC WITH BONDED RESTORATIONS A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NATURE

住：遠道而來的您，有請預先訂妥住宿，福華文教會館訂房專線請
撥 02-8369-1155。

課程適合對象

□ 500元

地點：仁愛路福華大飯店3樓江南春(台北市
仁愛路三段160號)

衣：福華文教會館2樓卓越堂，由於室內空間寬敞空調均溫不克符
合個人所需，有請多備件外套必要時可以禦寒哦！

□ 500元

晚宴時間：11月24日(星期六)晚上六點卅分

類別

揭開治療三類異常咬合之神秘面紗

租用11/25口譯設備工本費
( 需事先登記使用，現場恕不
克臨時受理租用)

18:30

Vaneer provisional demonstration class

Hands-On Workshop

大會聚餐 (限本會會員)

授課語言：英語

Vaneer Provisional
demonstration class
11/23

外賓演講： Michel Magne

Michel Magne

食：年會係一年一度各方會員好友難得聚首之日，午膳有請自行
邀約同仁外出用餐，好好餐敘一番呦！

日期

13:30-17:00

指導老師：Mr.

星期六

✽101年會與會特別小叮嚀－

□ 15000元
□ 20000元

會員大會暨選舉

星期五

( 下午 13:30-15:30)

資格

特別演講：林錦榮醫師

11
24 第六十九次學術研討會 特別演講

本會、協辦友會會員

15:50-17:30

午休

Michel Magne was born in la Chaux-de-Fonds (Switzerland ) in 1958.
He grew up and followed his primary education in Neuchâtel, where
he certified as Dental Technician in 1979. He developed his technical
education in fixed prosthodontics (ceramics) and esthetics until today.
Between 1985 and 1991, he was consecutively directing two dental
laboratories as Master Ceramist and he specialized in implant-supported
work, complex oral rehabilitation and bonded porcelain restorations.
In 1992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4th member of the Oral Design
Group. From 1992 to 2004, he has been the owner and director
of Oral Design Center, Dental Laborator y in Montreux
(Switzerland). In January 2005, he becam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linical Dentistry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Dental
Tech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
Los Angeles). Since January 2009 he is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901 Michel Magne, Dental Laborator y and Dental
Education in Los Angeles, (USA).
He is visiting Faculty on several Universities and leading teaching Academies worldwide as well as
he is in charge of numbers of esthetic courses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e is author and coauthor of articles on esthetic dentistry and is worldwide frequently invited to lecture and teach on
these topics.

11
23 Hands-On Workshop

非本會會員

午休暨貼示口頭報告

13:30-15:30

星期日

講員簡介：

研究生貼示報告展示

09:00-12:30

(0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