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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個光、改變世界的光！

第15屆亞太雷射醫學大會高舉這個主題，是為了宣示台灣在亞太雷射醫學上的努力與成

就。

感謝所有與會貢獻學術與臨床經驗的學者專家，您們的無私與奉獻開啟了雷射在牙科醫

療各個領域的新世代。感謝所有認真學習的醫師，考取專科醫師榮譽不但入寶山而且滿載而

歸。感謝2021亞太雷射醫學會大會籌備主委黃萬騰醫師、籌備副主委陳開盛醫師與台灣世

界臨床雷射醫學會第六屆的理監事們與所有工作同仁共同努力，讓我們可以在台灣參與這場

國際學術的盛宴。感謝執行長柯俊宏教授產官學界的豐沛資源與國際學者專家的多年情誼，

成功譜寫這場精采的雷射與牙醫科學協奏曲。更要感謝政府與所有優秀的國民共同遵守防疫

規定，讓我們可以安心的學習與成長。

就是這個光，照亮亞太與世界的光，原本預計今年的大會在馬來西亞舉行，讓台灣醫療

的軟實力在亞太發光，希望疫情不會澆熄我們的熱情與初衷，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實現。

今天起，讓雷射成為我們牙科治療的日常。

朱裕華  敬邀                  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 理事長

大會推薦文 Welcome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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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裕華  理事長
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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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口腔植體學會(AOIT)理事長
中華民國植牙安全學會(ASIT)前理事長
台灣牙醫植體醫學會(TAID)顧問
台灣美容植牙醫學會(ATCI)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TALD)常務理事暨會擴委員會主委
美國賓州大學植牙輔助美容重建牙醫學專科證書
國際植牙專科醫師學會(ICOI)院士
美國植牙贗復專科學會(AAIP)院士
國際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學會(IAOMS)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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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療的時代，雷射是牙科輔助醫療的最佳神兵利器。植體周圍炎與牙周的回春再生是

未來牙醫師們面對臨床上最需要解決與最火紅的議題，雷射輔助的綜合治療與再生能力更是

您臨床上的好幫手。這次大會以植牙的Total Solution為主題特別邀請陳開盛醫師以雷射合

併Ａ-PRF的法式精準回春術來解決植牙與牙周的問題。中山醫學大學的林泰誠主任師承雷射

大師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Aoki教授，以獨步全球的日式究極之奧義的Er-LCPT及Er-LBRT

進行植體周圍炎與牙周炎的處理及再生，林主任更是有開發出特別的處理方式。兩種獨步全

球的處理方式，本次大會一次給您認識與了解，內容精彩可期，超級珍貴。兩位醫師的方式

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AI時代的科技醫療運用，是臨床醫師們必修的新知，我們這次特別邀請科技部[智慧製造

結合AI科技應用開發]產學聯盟的丁振卿理事長與我們共同主辦這次的亞太年會，並請丁理事

長以智慧製造結合 AI 科技應用開發與我們分享未來牙科 AI 科技的發展與未來雷射專科醫師

的訓練與相互之間的討論與學習是專科醫師的基本功，我們還邀請台灣的醫科雷射之父高明

見教授蒞臨大會以AI 應用於與腦中風與牙科之間的關係來給各位牙醫師們帶來新知。

大會推薦文 Welcome Address

黃萬騰  醫師
2021亞太雷射醫學大會  籌備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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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院牙醫學士
台北醫學大學碩士  博士班
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學院博士
美國自然醫學博士醫師
恩主公醫院主治醫師
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理事暨編輯主委
亞太醫學聯盟理事
美麗華牙醫診所院長

借鏡國外的經營方式與雷射的運用，臨床與學術豐富的  Ben Ong 教授這次特別從澳洲越

洋連線與我們一起探討他的最新六星級雷射診所的雷射臨床治療與經營術，非常值得各位醫

師們借鏡學習。

全球植牙數量最多的植牙專家陳俊龍博士醫師，也加入了雷射牙醫的行列！陳博士獨步全

球的植牙專利，列入教科書的水壓鼻竇提升與鼻竇專用植體與一鑽植牙與植體等等，是我們

台灣的驕傲，本次大會，陳博士特別發表以雷射輔助一鑽植牙即拔即種為主題，開啟了另一

個植牙新世代！

雷射與全身的關係，是雷射醫師們一身懸命要學習的獨門招數。本次大會特別邀請三總生

物能門診團隊，結合了西醫與中醫與牙醫的協同門診，以LLLT 生物能臨床大解密為主題，劉

國同教授與陳廣興主任與賴俊嘉理事長將為我們揭秘雷射與全身之間的關係。

本次大會的實作課程以植體周圍炎的Total Solution為主軸進行實作，除了可以學習到處

理與再生的術式，下午的專科醫師論壇更是請老中青三代的專科醫師分享臨床經驗，是您一

定要參加的論壇。

雷射診所的行銷，是每位雷射醫師執業上的困擾，診所團隊如何使用感動行銷術便是一個

非常重的課題。這次大會雷射專業助理課程將給您的團隊醍醐灌頂增進諮詢能力創造醫病雙

贏。

專科醫師回娘家，本次大會非常歡迎您回來一起學習，專科醫師可以參加大會課程後直接

換證！在雷射牙醫的路上，APLI永遠與您相伴，是您牙醫生涯的好幫手，歡迎牙醫師們與診

所團隊一起來學習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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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實作課程 / 雷射專科醫師論壇

2021.10.16

時間 講師/講題 主持人

08:20-09:00

陳開盛 醫師     黃萬騰 醫師
Er:YAG雷射處理植體周圍炎的理論與實作

楊振樺
黃百弘
柯俊宏

Registration

09:00-09:10

10:40-12:00

13:00-13:10

13:10-13:30

陳開盛 醫師     黃萬騰 醫師
PRF輔助植體周圍炎骨再生的理論與實作

楊振樺
黃百弘
柯俊宏

黃靖中 醫師   專科醫師示範報告

13:30-13:45 陳亨龍 醫師   雷射專科醫師互動式論壇     

任杏嫦 醫師   雷射專科醫師互動式論壇     

陳瑞山 醫師   雷射專科醫師互動式論壇          

楊振樺 醫師   雷射專科醫師互動式論壇

09:10-10:20

10:20-10:40 Break Time

12:00-13:00 Lunch Time

15:00-16:30

三總 劉國同 教授    
陳廣興 主任     賴俊嘉 理事長

LLLT與生物能治療的臨床大解密

黃萬騰
賴宜珊
陳開盛

14:40-15:00 Break Time

16:30-16:40 團體討論與合照

16:40-17:40 APLI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  會員大會

18:00-21:00 大會晚宴(台北天成飯店  1F 天采廳) 賴宜珊

論壇開幕式

雷
射
專
科
醫
師
論
壇

實
作
課
程

開幕式
藍萬烘  

高明見  丁振卿
朱裕華  黃萬騰

朱裕華
黃萬騰  柯俊宏

朱裕華
李文正
藍萬烘

特
別
演
講

時間 講師/講題 主持人

08:00-08:30

陳開盛 醫師
法式PRF Er:YAG雷射再生回春術於牙周炎與植體周圍炎的運用

劉    勵
楊振樺
王立安

Registration

08:30-09:00 雷射專科 & 雷射研究員認證考試 (筆試)  地點 :  2樓感恩廳

高明見 教授
Al科技於腦中風與牙科的運用 黃萬騰

林     葳
黃彥穎

10:30-11:30

11:30-12:00

13:00-13:30

林泰誠 主任
日式究極之奧義之Er:YAG雷射於牙周炎與植體周圍炎的運用

黃萬騰
林     葳
黃彥穎

黃百弘 醫師

李文正
柯俊宏
林昱璿

09:00-10:00

10:00-10:30 Break Time

12:00-13:00 Lunch Time

15:00-15:30 Break Time

雷射專業診所秘技之雷射根管假牙一日完成

15:30-16:30 陳俊龍 醫師
全球第一Er:YAG雷射輔助一鑽植牙的臨床秘技大公開

李文正
柯俊宏
林昱璿

16:30-17:00 授證儀式與團體合照

丁振卿 理事長
數位及AI科技在牙醫領域的應用介紹

雷射專科醫師認證考試 (口試)   地點 :  3樓304 岱爾達廳12:40-13:30

星期日

億光大樓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  感恩廳牙科雷射演講課程

2021.10.17

※Subject to change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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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黃萬騰 醫師
牙醫紅海中之雷射專業診所的競爭優勢

14:00-14:30 鄭義 醫師
水激光在植體周圍炎中的處理與應用

14:30-15:00 柯俊宏 教授
雷射醫學的Yes & No，如何趨吉避凶？

13:45-14:00

14:00-14:15

14:15-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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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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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口腔激光醫學會 遼寧分會會長  /  亞太口腔激光醫學會 東北地區培訓基地主任

中華口腔醫學會民營醫療分會委員  /  遼寧省口腔醫學會理事會理事

遼寧省口腔醫學會民營醫療分會委員  /  遼寧省錦州市口腔醫學會常務理事

遼寧省醫學會種植專業委員會委員  /  遼寧省醫學會口腔修復專業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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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開盛 醫師

Er:YAG雷射處理植體周圍炎的理論與實作

英國皇家醫學院院士(RSM)   /   美國David University自然醫學博士

德國杜易斯堡-埃森大學口外、植牙碩士   /   美國波士頓大學植牙專科研修

美國密西根大學牙周植牙專科研修   /   亞太雷射醫學會專科醫師(APLI)

中華民國臨床植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   國立台灣大學牙醫學士

樹林麗世牙醫診所 院長

時間：10/16 星期六  09:10-10:2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法式PRF雷射再生回春術於牙周炎與植體周圍炎的運用

實作課程

PRF輔助植體周圍炎骨再生的理論與實作

時間：10/16 星期六  10:40-12:0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實作課程

牙科雷射演講

時間：10/17 星期日  09:00-10:0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感恩廳

鄭義 醫師

時間：10/17 星期日  14:00-14:3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感恩廳

牙科雷射演講水激光在植體周圍炎中的處理與應用

林泰誠 主任

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齒學博士 / 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牙周病專科訓練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周病科主任 /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副教授

台灣牙周病醫學會專科醫師  / 台灣牙周補綴醫學會專科醫師

日本口腔雷射醫學會專科醫師 / 國際植牙學會院士 ITI Fellow

時間：10/17 星期日  10:30-11:3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感恩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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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萬騰 醫師

中山醫學院牙醫學士   /   台北醫學大學碩士  博士班

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學院博士   /   美國自然醫學博士醫師

恩主公醫院主治醫師   /   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理事暨編輯主委

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副理事長  /   亞太醫學聯盟理事

美麗華牙醫診所院長

Er:YAG雷射處理植體周圍炎的理論與實作

時間：10/16 星期六  09:10-10:2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實作課程

PRF輔助植體周圍炎骨再生的理論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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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實作課程

劉國同 教授

三軍總醫院 中醫部 主治醫師 /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兼任教授

衛生福利部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中醫藥臨床研究組 合聘教授/研究員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 醫學士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學研究所 理學碩士 / 中華民國教育部 部定教授

陳廣興 主任    

三軍總醫院齒顎矯正科暨兒童牙科主治醫師 / 台北醫學大學醫科所博士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碩士 /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學士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專科醫師

時間：10/16 星期六  15:00-16:3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雷射專科醫師論壇LLLT與生物能治療的臨床大解密

時間：10/16 星期六  15:00-16:3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雷射專科醫師論壇LLLT與生物能治療的臨床大解密

牙醫紅海中之雷射專業診所的競爭優勢 牙科雷射演講

時間：10/17 星期日  13:30-14:0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感恩廳



2021 Congress of the APLI

Speaker

11 122021 Congress of the APLI

 Speaker

黃萬騰 醫師

中山醫學院牙醫學士   /   台北醫學大學碩士  博士班

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學院博士   /   美國自然醫學博士醫師

恩主公醫院主治醫師   /   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理事暨編輯主委

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副理事長  /   亞太醫學聯盟理事

美麗華牙醫診所院長

Er:YAG雷射處理植體周圍炎的理論與實作

時間：10/16 星期六  09:10-10:2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實作課程

PRF輔助植體周圍炎骨再生的理論與實作

時間：10/16 星期六  10:40-12:0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實作課程

劉國同 教授

三軍總醫院 中醫部 主治醫師 /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兼任教授

衛生福利部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中醫藥臨床研究組 合聘教授/研究員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 醫學士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學研究所 理學碩士 / 中華民國教育部 部定教授

陳廣興 主任    

三軍總醫院齒顎矯正科暨兒童牙科主治醫師 / 台北醫學大學醫科所博士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碩士 /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學士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專科醫師

時間：10/16 星期六  15:00-16:3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雷射專科醫師論壇LLLT與生物能治療的臨床大解密

時間：10/16 星期六  15:00-16:3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雷射專科醫師論壇LLLT與生物能治療的臨床大解密

牙醫紅海中之雷射專業診所的競爭優勢 牙科雷射演講

時間：10/17 星期日  13:30-14:0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感恩廳



2021 Congress of the APLI

Speaker

13

高明見 教授

142021 Congress of the APLI

 Speaker

雷射醫學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國際雷射醫學會榮譽理事長

時間：10/17 星期日  11: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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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振卿 理事長

科技部 [智慧製造結合 AI 科技應用開發] 產學聯盟 主持人

中德技術合作研究會 (Carl Duisberg Association / Taiwan, CDAT) 理事長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教授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系主任(2016-2019)

陳俊龍 醫師

美國哈佛大學牙科醫學博士全額獎學金榜首畢業

美國西北大學獎學金牙周病植牙專科及碩士畢業

美國哈佛大學牙醫學院董事 / 美國JIACD總編輯

美國Las Vegas Dll 植牙醫學中心院長

台北里昂哈佛仁愛診所駐診

時間：10/16 星期六  15:00-16:3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 (亨龍太力廳)

雷射專科醫師論壇LLLT與生物能治療的臨床大解密

賴俊嘉 理事長

亞太醫學科學聯盟執行長 / 中華長生美學醫學會執行長

台灣生物能口腔醫學會執行長 / 廣州中醫藥大學台灣區校友會副秘書長

中華身心靈整體保健協會創會理事長 / 美國生物能自然醫學博士醫師

國防醫學院牙研所數位牙醫能量生理研究室顧問

國防醫學院牙研所碩士 /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全球第一雷射輔助一鑽植牙的臨床秘技大公開 牙科雷射演講

時間：10/17 星期日  15:30-16:3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感恩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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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 學士 碩士  /  TIAMID台灣微創植牙醫學會 專科醫師與理事
APLI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 專科醫師與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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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VHF原廠Col講師  /  巴西DSD數位微笑設計Coachman課程 認證醫師
根管治療劑自費顯微美學中心主任  /  新竹明皓牙醫診所 副院長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全方位美學與植牙課程 認證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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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雷射演講雷射醫學的Yes & No，如何趨吉避凶？

柯俊宏 教授

亞太雷射醫學會 執行長  /  世界雷射醫學大會2019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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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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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亨龍太力廳)    由“ 忠孝東路校門口”進入

捷運：

開車：(需自行找停車位)

【國道一號】於建國北路/松江路交流道下(靠左走建國北路高架橋) 於忠孝東路出口下

                         (循右線右轉忠孝東路)續行約100公尺即達本校。

【國道三號】於新店交流道接木柵交流道下辛亥路轉建國南路直走至忠孝東路口即達本校。

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 感恩廳)    由“ 新生南路校門口”進入

2021.10/17(日) 牙科雷射演講課程

台北天成大飯店  1F 天采廳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3號

2021.10/16(六) 大會晚宴

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3樓304 岱爾達廳)

2020.10/17(日) 雷射專業助理之診所感動行銷術

2021.10/16(六) 實作課程/雷射專科醫師論壇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10/16 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忠孝新生捷運站】4號出口

10/17 億光大樓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忠孝復興捷運站】1號出口，直走約8分鐘抵達

A     Associate Fellow雷射副研究員醫師證書

         ‧凡是參與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年會課程，即可申請取得學習證書。

B     Fellow Certificate 雷射研究員醫師證書  (中英文全名需與護照相同)

        ‧需修習滿30學分牙科雷射相關課程，並提供上課證明，且其中20學分需為本會主辦課程之學分。

        ‧需為本會一年以上之會員資格，並完成繳交年費。

        ‧須通過筆試，考試題型為50題單選題，70分以上視為及格，考試時間以60分鐘計。

        ‧須見習臨床實務訓練(Hands-on Practice)。

        ‧須參加二次以上年會。

C     Diplomate Certificate 雷射專科醫師證書  (中英文全名需與護照相同; 1 吋大頭照一張)

    ‧需修習滿60學分牙科雷射相關課程，並提供上課證明，且其中40學分需為本會主辦課程之學分。

    ‧需為本會二年以上之會員資格，並完成繳交年費。

    ‧須取得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雷射研究員醫師認證(Fellow Certificate)或相當之認證。

    ‧取得上述認證後擁有雷射儀器並實務操作滿一年以上。

    ‧須通過筆試，考試題型為50題單選題，80分以上視為及格，考試時間以60分鐘計。

    ‧須在年會上報告，準備3個案例，報告其中一個最佳案例，並繳交案例光碟一份，
            通過口試與Hands-on Examination，考試時間以10~20分鐘計。

    ‧須參加年會的海報發表(海報輸出規格:寬90cmX長150cm)。

    ‧須參加三次以上年會。

D    Educator Certificate 雷射教育家證書

    ‧須修習滿100學分牙科雷射相關課程，並提供上課證明，且其中60學分需為本會主辦課程之學分。

    ‧需為本會三年以上之會員資格，並完成繳交年費。

    ‧須先取得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雷射專科醫師認證(Diplomate Certificate)。

    ‧取得上述認證後擁有雷射儀器並實務操作滿二年以上。

    ‧參與過三次本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與一次以上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雷射相關演講。

    ‧須通過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繳交講授課程光碟一份做為審查依據。

復

興

南

路

一

段

建

國

南

路

一

段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捷運忠孝新生站

光
華
商
場

三
創
園
區

捷運忠孝復興站

市 民 大 道

正門 入口處

億光大樓
地下停車場

50元/時
P

億光大樓

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
科館

忠孝東路三段

4號出口 1號出口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忠孝東路三段



2021 APLI 大會交通資訊2021 APLI 雷射專科認證辦法

2021 Congress of the APLI 16 2021 Congress of the APLI 17

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樓115教室-亨龍太力廳)    由“ 忠孝東路校門口”進入

捷運：

開車：(需自行找停車位)

【國道一號】於建國北路/松江路交流道下(靠左走建國北路高架橋) 於忠孝東路出口下

                         (循右線右轉忠孝東路)續行約100公尺即達本校。

【國道三號】於新店交流道接木柵交流道下辛亥路轉建國南路直走至忠孝東路口即達本校。

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 感恩廳)    由“ 新生南路校門口”進入

2021.10/17(日) 牙科雷射演講課程

台北天成大飯店  1F 天采廳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3號

2021.10/16(六) 大會晚宴

台北科技大學 億光大樓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3樓304 岱爾達廳)

2020.10/17(日) 雷射專業助理之診所感動行銷術

2021.10/16(六) 實作課程/雷射專科醫師論壇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10/16 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忠孝新生捷運站】4號出口

10/17 億光大樓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忠孝復興捷運站】1號出口，直走約8分鐘抵達

A     Associate Fellow雷射副研究員醫師證書

         ‧凡是參與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年會課程，即可申請取得學習證書。

B     Fellow Certificate 雷射研究員醫師證書  (中英文全名需與護照相同)

        ‧需修習滿30學分牙科雷射相關課程，並提供上課證明，且其中20學分需為本會主辦課程之學分。

        ‧需為本會一年以上之會員資格，並完成繳交年費。

        ‧須通過筆試，考試題型為50題單選題，70分以上視為及格，考試時間以60分鐘計。

        ‧須見習臨床實務訓練(Hands-on Practice)。

        ‧須參加二次以上年會。

C     Diplomate Certificate 雷射專科醫師證書  (中英文全名需與護照相同; 1 吋大頭照一張)

    ‧需修習滿60學分牙科雷射相關課程，並提供上課證明，且其中40學分需為本會主辦課程之學分。

    ‧需為本會二年以上之會員資格，並完成繳交年費。

    ‧須取得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雷射研究員醫師認證(Fellow Certificate)或相當之認證。

    ‧取得上述認證後擁有雷射儀器並實務操作滿一年以上。

    ‧須通過筆試，考試題型為50題單選題，80分以上視為及格，考試時間以60分鐘計。

    ‧須在年會上報告，準備3個案例，報告其中一個最佳案例，並繳交案例光碟一份，
            通過口試與Hands-on Examination，考試時間以10~20分鐘計。

    ‧須參加年會的海報發表(海報輸出規格:寬90cmX長150cm)。

    ‧須參加三次以上年會。

D    Educator Certificate 雷射教育家證書

    ‧須修習滿100學分牙科雷射相關課程，並提供上課證明，且其中60學分需為本會主辦課程之學分。

    ‧需為本會三年以上之會員資格，並完成繳交年費。

    ‧須先取得台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雷射專科醫師認證(Diplomate Certificate)。

    ‧取得上述認證後擁有雷射儀器並實務操作滿二年以上。

    ‧參與過三次本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與一次以上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雷射相關演講。

    ‧須通過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繳交講授課程光碟一份做為審查依據。

復

興

南

路

一

段

建

國

南

路

一

段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捷運忠孝新生站

光
華
商
場

三
創
園
區

捷運忠孝復興站

市 民 大 道

正門 入口處

億光大樓
地下停車場

50元/時
P

億光大樓

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
科館

忠孝東路三段

4號出口 1號出口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忠孝東路三段

















登康有限公司
Dental Biz Consul�ng Corpora�on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30號6F
電話:02-2591-9268  傳真:02-2591-9286

規格: 100mg產品編號:30583.4

產品說明:90%天然無機牛骨顆粒+10%膠原纖維

規格: 250mg產品編號:30584.2

產品編號:30753.1

產品編號:30755.2

產品編號:30641.2

產品編號:30643.3

產品編號:30645.4

規格: 0.25-1mm 0.25g

產品說明:天然無機牛骨顆粒

規格: 0.25-1mm 0.5g

規格: 0.25-1mm 2g

規格: 1-2mm 0.5g

規格: 1-2mm 2g

規格:13*25mm產品編號:30801.3

產品說明:天然雙層可吸收膠原蛋白膜片

規格:25*25mm產品編號:30802.6

產品編號:30803.4 規格:30*40mm

規格:16*22mm,含牙周專用裁剪模板產品編號:30902.3

規格: 15x20x6mm產品編號:500239

產品說明:結締組織再生膠原基質

規格: 20x40x6mm產品編號:500234

Geistlich Product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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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說明:天然無機牛骨顆粒

規格: 0.25-1mm 0.5g

規格: 0.25-1mm 2g

規格: 1-2mm 0.5g

規格: 1-2mm 2g

規格:13*25mm產品編號:30801.3

產品說明:天然雙層可吸收膠原蛋白膜片

規格:25*25mm產品編號:30802.6

產品編號:30803.4 規格:30*40mm

規格:16*22mm,含牙周專用裁剪模板產品編號:30902.3

規格: 15x20x6mm產品編號:500239

產品說明:結締組織再生膠原基質

規格: 20x40x6mm產品編號:5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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