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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新南向國家簽署醫衛相關合作備忘錄
辦理方式與目前進度

議題二:口腔專業加值服務預計辦理方式與目
前進度

議題三:國際論壇辦理方式與目前進度

議題四:臨時動議

會議議題



3

議題㇐:新南向國家簽署醫衛相關合
作備忘錄辦理方式與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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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摘要

 活動不舉行公開儀式，簽署文件則透過郵寄方式來完成

換文過程。

 越南合作備忘錄-三方(金屬中心、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

會與越南胡志明醫藥大學)已完成合約內容審查(期程3年

，經三方同意得再延期)

 緬甸合作備忘錄-尚待緬甸牙科協會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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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簽署進度

越南胡志明醫藥大學簽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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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簽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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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牙科協會
 金屬中心
 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

簽約單位:

簽約國家:

緬甸

合作內容概述:

合約時間:

 備忘錄五（5）年內有效 ，除
非任何㇐方提前終止，終止
以書面方式提出通知，通知
需 於 予 另 ㇐ 方 不 少 於 三 十
(30) 天的作業時間。

 備忘錄經雙方書面同意，可
進㇐步延⾧。

 牙科領域產品的應用；
 生物技術在醫療/牙科行業的

交流；
 牙科臨床技術分享。

 緬甸牙科協會審視合約中
合作內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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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口腔專業加值服務預計辦理
方式與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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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口腔專業加值服務執行規劃與國產品對應說明。

 回覆107~109年計畫協助於新南向取證之牙材廠商之目

前產值與執行狀況。

前次會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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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專業加值服務規劃
醫師團隊

蔡政峰 醫師
文心牙醫診所院⾧
社團法人台灣牙醫植體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
美國賓州大學人工植牙專業訓練

預計辦理日期
110年9月30日(星期四) 上午10:00~11:40(暫定)

辦理方式
採線上直播方式，考量國外疫情嚴峻，並將錄製之影片郵寄至國外合作方。

議程
時間Time 議題Topic 講者Speakers

10:00~10:10 數位植牙展視野 台灣科技新風範

Digital Implantology in Taiwan

蔡政峰醫師

Dr. Cheng-Feng, Tsai

10:10~11:40 Soft tissue management around dental implant

(暫定)

張維仁醫師

Dr.Wei Jen ,Chang

張維仁 醫師
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理事⾧
台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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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專業加值服務規劃

流程 產品
▲病患進入診所
▲病患於櫃台掛號，掃 QRCode
▲櫃台人員確認手機實聯制畫面
▲由護理師引導病患進入診間
▲護理師協助病患，上診療椅做植牙手術準備
▲牙科診療椅 診療椅
▲全口 X 光片拍攝 錐狀束電腦斷層(CBCT)
▲術前評估-口腔治療諮詢、診療建議計劃
▲植牙手術 植牙導引版

植牙手機
手術導引系統
人工牙根&支台體

▲假牙安裝 生醫陶瓷
▲病患離開診所

數位植牙展視野 台灣科技新風範(Digital Implantology in Taiwan)
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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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國際論壇辦理方式與目前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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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10.10.30 (六) 9:30-16:30 /四樓雅軒

 會議場地:外貿協會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採實體與線上會議並行(㇐切遵照疫情指揮中心辦理)

 主視覺與紀念品定案

 議題內容建議以中、英文呈現

前次會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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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與辦理方式-議程
9:10-9:30 報到 Registration

9:30-10:30 致詞歡迎 Opening Introduction /大合照 Group Photo
議題 Topic 講者 Speakers 主持人 Moderator

10:30-12:00 疫情時代泰國牙醫的實驗室與臨床訓練
及未來趨勢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Training in 
Pandemic Age in Thailand and Future 

Trends

朱拉隆功大學前牙科醫院院⾧
Dr. Suchit Poolthong

成大口腔醫學研究所
莊淑芬 醫師

Prof. Chuang,Shu Fen

12:00-13:40 Lunch  午餐時間
13:40-14:30 人工植牙的咬合考量

Occlusal Considerations for Implant 
Rehabilitation

馬來西亞國際醫療大學
Prof. Lin,Seow Liang

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
張維仁 理事⾧

Prof. Chang,Wei Jen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
許明倫 院⾧

Prof. Hsu,Ming Lun

14:30-15:20 什麼是咬合-生物力學的再發現
What's occlusion? Reconsideration Based 

on Biomechanics, physiology 

日本東北大學牙科大學院
Prof. Sasaki Keiichi

15:20-16:10 顳顎關節骨性關節炎：使用錐狀射束電腦
斷層掃描診斷，其臨床特徵及保守性治療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Osteoarthritis: 
Diagnosed with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linical Features, and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新光醫院牙醫部
張志麟 醫師

Dr. Chang,Chih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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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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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間距1.5M/最多80人

動線:

單㇐出入口，派員於論壇出入

口量體溫、噴酒精。

防疫用品:

準備足夠之個人清潔及防護用

品 (如口罩、隨餐附酒精濕紙

巾等)

環境防護

會前環境清消(如麥克風、桌

椅…等)

防疫說明

4樓雅軒-論壇會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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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恭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