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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次春季美容醫學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近年來光電治療技術在皮膚美容領域中大放異彩，成為美容醫學趨勢及潮流。 

您是否想了解不同部位的施打技法，如何產生更好的治療效果？ 
臨床應用上如何提高醫療品質與安全？ 

此次大會很榮幸與台灣皮膚暨美容外科醫學會及台灣急診醫學會聯合舉辦， 
歡迎美容醫學相關從業人員共同參與交流、共襄盛舉！ 

 活動資訊 
日期：2017年 04月 09日 (日) 
時間：08：30-17：00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F、11F(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號) 
主辦單位：中華台灣美容醫學醫學會(內政部台內社第 8312826號) 
協辦單位：台灣皮膚暨美容外科醫學會、台灣急診醫學會 

 報名方式與費用說明（請攜帶身份證或健保卡辦理報到） 
(一) 超商繳費報名(2017.03.24(五)截止) 

美醫會官網活動專區登入報名後，列印繳款單至超商繳費即可完成報名手續。 

(二) 匯款繳費報名(2017.03.31(五)截止) 
請填妥 P.7書面報名表，完成繳費手續後，回傳報名表及繳款憑證至本會。 

 

 

 

 

 

 

 

 

 

 

 

 
 學    分 

 醫師學分：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40分、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台          
    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學分、台灣急診醫學會學分乙類 6學分、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7學分、台  
    灣外科醫學會、美容醫學教育訓練聯合教育積分申請中，非本會會員者請出具醫師執照方   
    可申請。 
 中國醫師學分：中華醫學會醫學美學與美容學分會學分申請中，申請學分者請出具相關證明   
    文件方可申請。 
 護理人員學分: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法規 0.6分/專業 4.2分/品質 2.4 分，請出具護理師

/士執照影本於報名表中方可申請。 

 交    通 
 本會為台灣高鐵企業會員，相關資訊請詳 P.8大會交通圖。 

 退費辦法 
因故不克參加要求退費者，請來信索取退費申請表，退費規則如下。 
大會前 21日(3月 18日截止)，申請退費者，退 90%報名費 
大會前 11-20日(3月 30日截止)，申請退費者，退 80%報名費 
大會前 4-10日(4月 5日截止)，申請退費者，退 70%報名費 
大會前 3日內及大會後恕不退費。  

     ＊如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取消會議，將由主辦單位辦理全額退費。 

   費用 報到時段 午餐 資料袋 

會

員 

早鳥報名 2,000 元 

08:30-08:50 

(整天) 

V V 

榮譽會員(年滿 80歲者免付報名費) 1,500 元 V V 

現場報名 3,000 元 V V 

非

會

員 

協辦單位會員 2,000 元 V V 

護理人員 

(含護理科系在學生及本會護理美容師課程學員) 
800元 V V 

會員攜伴(限非會員一名) 1,000 元 V V 

早鳥報名 2,500 元 12:30-13:00 

(僅下午) 

X V 

現場報名(不可攜伴) 3,000 元 X V 

※ 以上金額包含點心費/場地費/講師費等，不含停車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 會場各教室配有門禁人員，出入會場請一律配掛識別證確認身分始得進入。 

※ 會場各教室進行授課時，請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嚴禁錄音、錄影、攝影。 

※ 會場各教室將全程錄影/攝影，報名參加者視同同意授權個人在課堂中的肖像權（肖像之取得不

涉及學員私人領域），做為本會相關宣傳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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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議程表 

2017 年 04 月 09日 1101 會議室 議程表(308人) 
(因可能有各種不可抗拒因素產生，故主辦單位保留各項活動、講題及講師異動權利，請見諒！)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Time 

08:30-08:50 現場報到 Registration 

08:50-09:0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於 09:00前完成報到者提供早餐及摸彩券) 10min 

※行政法令宣導 

09:00-09:15 衛福部長官法令宣導  (主管機關邀約中) 

 曾漢棋 理事長 

15min 

09:15-09:40 全聯會對醫師執業權不限縮之立場 
 張孟源 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5min 

※兩岸新知 

09:40-10:10 面部年輕化的外科治療策略 

吳毅平 醫師 

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

院同濟醫院  (座長邀約中) 

30min 

10:10-10:40 (講題規劃中) 
楊森 教授 

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30min 

10:40-11:00 Tea Time 20min 

11:00-11:30 
半仙，我臉上這顆痣能不能點？一

組良惡性色素損害的鑒別診斷 

吳侃 醫師 

珠海喜光綜合門診部 

 宋奉宜 常務理事 

30min 

11:30-12:00 人皮膚衰老的防治策略 

曾凡欽 醫師 

廣州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

院皮膚科 

30min 

12:00-12:30 會員大會 30min 

12:30-13:00 Lunch Break 30min 

※美容醫學會與台灣皮膚暨美容外科醫學會聯合學術會議 

13:00-13:30 
我的皮膚外科路----一段皮膚腫瘤

外科至美容外科的成長歷程 

許修誠 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王存福 副教育召委 

30min 

13:30-14:00 

以肉毒桿菌素輔助之蟹足腫複合式

治療 (Combined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keloid assisted 

with botulinum toxin A) 

 王修含 醫師 

 王修含皮膚專科診所 
30min 

14:00-14:30 
填充劑栓塞預防實戰經驗--課本沒

教的事 

曾繁聞 醫師 

米蘭時尚診所  石博宇 秘書長 

 台灣皮膚暨美容外  

 科醫學會 

30min 

14:30-15:00 

有實證的禿髮輔助治療 

(Evidence-based adjuvant 

treatments for alopecia) 

鄭煜彬 醫師 

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 
30min 

15:00-15:30 Tea Time 30min 

15:30-16:00 雞尾酒拉提法 
謝佳憲 醫師 

晶鑽時尚診所  林長熙 醫師 

 杏美皮膚科診所 

30min 

16:00-16:30 
眼周淚溝與鼻部玻尿酸注射及經驗

分享 

莊德揚 醫師 

立悅皮膚科診所 
30min 

16:30-17:00 狐臭治療經驗及瓶頸問題 
何文藻 醫師 

何文藻皮膚科診所 
 王正忠 監事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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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4 月 09日 1110A 會議室 議程表(120人) 
(因可能有各種不可抗拒因素產生，故主辦單位保留各項活動、講題及講師異動權利，請見諒！)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Time 

08:30-08:50 現場報到 Registration 

08:50-09:0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1101會議室，其餘會議室不開放) 10min 

※針劑注射 

09:30-09:45 針劑注射新知分享 
孫孝先 醫師 

維昕診所 
 李林深 理事 15min 

09:45-10:00 
注射玻尿酸導致眼部栓塞的原因及

緊急處理方法 

李林深 醫師 

漾麗診所 
 莊德揚 醫師 

 立悅皮膚科診所 

15min 

10:00-10:15 

Retro or PeriBulbar Injection of 

Hyaluronidase to Reverse Visual 

Loss After Filler Injections 

陳美齡 醫師 

美麗爾診所 
15min 

10:15-10:30 尖針與鈍針注射玻尿酸的經驗分享 
莊堅文 醫師 

都市麗人美醫診所 
 李林深 理事 15min 

10:30-11:00 Tea Time 30min 

※基本救命術(BLS，Basic Life Support）教育訓練課程(全程參與者，日後可獲參加證明) 

11:00-12:00 
基本救命術(BLS，Basic Life 

Support）教育訓練課程 

陳穎信 醫師 

國防醫學院戰傷暨災難急救

訓練中心 

 李林深 理事 60min 

12:00-12:30 會員大會(1101 會議室) 30min 

12:30-13:00 Lunch Break 30min 

※減重體雕外科 

13:00-13:30 
巨量抽脂手術-如何掌握安全與效

果的平衡點 

詹富盛 醫師 

葳美時尚美學診所 
 鄧守成 副教育召委 

30min 

13:30-14:00 減重及代謝性手術的經驗分享 
蘇彥豪 醫師 

雙和醫院代謝及體重管理中心 
30min 

※外科美容 

14:00-14:30 
Rhinoplasty-my approach and 

philosophy 

邱昱勳 醫師 

振興醫院 
 高全祥 副教育召委 

30min 

14:30-15:00 
Techniques to improve your 

liposuction result 

曾偉琦 醫師 

高雄米蘭診所 
30min 

15:00~15:30 Tea Time 30min 

15:30-16:00 

Lower blepharoplasty with 

subperiosteal fat  

repositioning to correct eyelid 

bags, tear trough and dark eye 

circles 

陳俊伯 醫師 

波士頓診所 
王修含 理事 30min 

16:00-16:30 鼻整形手術 
高全祥 醫師 

希望美醫診所 
 莊堅文 候補理事 

30min 

16:30-17:00 線雕 
陳信愷 醫師 

順風美醫診所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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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4 月 09日 1110B 會議室 議程表(120人) 
(因可能有各種不可抗拒因素產生，故主辦單位保留各項活動、講題及講師異動權利，請見諒！)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Time 

08:30-09:00 現場報到 Registration 

08:50-09:0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1101會議室，其餘教室不開放) 10min 

※美容醫學綜合議題 

09:30-09:45 
遇見對的人：了解美容醫學求診者

的人格特質 

張立人 醫師 

欣漾自然醫學診所 
 張坤權 副秘書長 15min 

09:45-10:00 Smile design 
 張淑君 醫師 

 Dr.Wells 國維牙醫診所 

 黃尊欽 醫師 

 雅世牙醫診所 
15min 

10:00-10:15 台灣美容醫學行銷策略 
許育晴 總監 

于賓診所  吳銘娟 行銷與管理教   

 育顧問 

15min 

10:15-10:30 
掌握對的行銷工具，全面提升工作

效率 

楊博喻 行銷經理 

五號數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min 

10:30-11:00 Tea Time 30min 

11:00-11:15 
Computer-Assisted Technology in 

Facial Aesthetic Surgery 

 謝明吉 醫師 

風華聯合診所 

 黃尊欽 醫師 

 雅世牙醫診所 
15min 

11:15-11:30 
 醫療廣告擴大限制！到底該如何應  

 對？ 

 劉韋廷 律師 

 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 
 (座長邀約中) 15min 

11:30-11:45 壓力荷爾蒙管理-從臨床到實證 
張適恆 醫師 

健泉抗衰老預防醫學研究中心 
 (座長邀約中) 

15min 

11:45-12:00 
淺談 SPF(無特異病原體)豬胎盤素

的保養品在皮膚抗衰老方面的應用 

 索南多杰 醫師 

 儀美時尚診所 
15min 

12:00-12:30 會員大會(1101 會議室) 30min 

12:30-13:00 Lunch Break 30min 

※科技新知 

13:00-13:30 
Sublime 光電波嫩白拉提新市場應

用：私密處舒適無痛除皺電波 

劉知樂 醫師 

金安心醫院 

(欣美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何文藻 醫師 

 何文藻皮膚科診所 

 (欣美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30min 

13:30-14:00 
CO2雷射於女性私密手術的應用與

經驗分享 

曾郁文 醫師 

鍾婦產科診所 

(妮傲絲翠股份有限公司) 

 張藍華 候補監事 30min 

14:00-14:30 
Body contouring by Vaser：my 

personal experience 

賴釗毅 醫師 

台北亞緻診所 

(集醫股份有限公司) 

 周爾康 醫師 

 周爾康整形外科診所 

 (集醫股份有限公司) 

30min 

14:30-15:00 
PRP 濃縮血小板生長因子於醫學美

容及再生醫學之運用總論 

 李伯寧 醫師 

 維格醫美集團 

 (讚賀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郝治華 常務理事 30min 

15:00-15:30 Tea Time 30min 

※公益衛教講座（開放對象：一般民眾，需另外報名） 

15:30-16:00 雷射美容醫學療程比一比 

 (講師邀約中)  (座長邀約中) 

30min 

16:00-16:30 常見雷射美容醫學迷思大解析 30min 

16:30-17:00 部落客雷射治療經驗分享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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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4 月 09日 1001 會議室 議程表(228人) 
(因可能有各種不可抗拒因素產生，故主辦單位保留各項活動、講題及講師異動權利，請見諒！)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Time 

08:30-08:50 現場報到 Registration 

08:50-09:0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1101會議室，其餘會議室不開放) 10min 

※科技新知 

09:00-09:30 
Botox: The Drug That's Treating 

Everything 

黃耀立 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分院皮膚科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邱益立 醫師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  

  份有限公司) 

30min 

09:30-10:00 

The Way to Ever-Victorious is to 

Know Yourself and Who You are 

Dealing with 

劉淳熙 醫師 

愛惟美診所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30min 

10:00-10:30 
MD Codes: The Language That 

Makes Everyone’s Life Easier 

黃靜雯 醫師 

雅丰美膚診所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30min 

10:30-11:00 
Mathematical vs. Emotional 

Beauty 

黃政傑 醫師 

聖緹雅醫美診所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30min 

11:00-11:30 Safety is the Only Way Home 

張耀元 醫師 

京硯聯合診所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30min 

11:30-12:00 
Prerequisites to the Perfection 

of A Masterpiece 

林政賢 醫師 

林政賢皮膚科診所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30min 

12:00-12:30 會員大會 30min 

12:30-13:00 雷射治療青春痘的禁忌 
傅玉良 醫師 

傅林診所 
陳美齡 理事  30min 

13:00-13:30 
Efficacy & Immunogenicity of 

Botulinum toxin: Xeomin 

Dr.Bongcheol Kim 

Lamar Clinic 

(新加坡商莫氏亞太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孫孝先 理事 

30min 

13:30-14:00 
新一代德國肉毒桿菌-台灣臨床經驗分

享 

林亮辰 醫師 

林亮辰皮膚專科診所 

(新加坡商莫氏亞太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30min 

14:00-14:30 
Application of Ulthera image for 

facial contouring & lifting 

Dr.Bongcheol Kim 

Lamar Clinic 

(曜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min 

14:30-15:00 
應用皮秒雷射之蜂巢式聚焦陣列透鏡

改善多種皮膚問題之經驗分享 

柯適中 醫師 

柯適中皮膚科診所 

(博而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傅玉良 醫師 

 傅林診所 
30min 

15:00-15:30 
非侵入溶脂的新星-SculpSure 的優勢

特色和其他儀器比較 

 黃菁馨 醫師 

彭賢禮皮膚科診所 

(博而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座長邀約中) 30min 

15:30-16:00 
Complimentary Treatment of 

Restylane & Sculptra 

 梁仲斌 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皮膚外科 

 (法國高德美大藥廠) 

 張立言 醫師 

 張立言整形外科診 所 

 (法國高德美大藥廠) 

30min 

16:00-16:30  肌膚監測課程預習 
 宋奉宜 醫師 

 極緻皮膚科診所  鍾金源 理事 
30min 

16:30-17:00  美容醫學教育訓練聯合教育積分考試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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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表 

＊超商繳款報名截止日為 2017.03.24(五) 

＊匯款報名截止日為 2017.03.31(五) 

＊護理人員早鳥優惠價 800元截止日為 2017.03.24(五) (限額 100名)，無相關證  

  明者不適用，限本人參加不可攜伴。 

 

填妥下頁表格 

          ↓ 

繳款方式： 

會員專屬代碼繳款帳號(轉帳/匯款) 

第一步驟請先輸入永豐銀行代號 807 

第二步驟請輸入下列設定之帳號共 14碼 999116-8888-會員編號(共四碼不足者前

補 0，ex.會員編號 7者，請輸入 0007) 

第三步驟請輸入繳款金額 

 

非會員繳款帳號 

銀行代號(807)永豐銀行士林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帳號：113-001-0020315-8 

         ↓ 

將繳款憑證、活動報名表傳真或 E-mail至本會 

FAX：02-2389-5728、 E-mail：cscsm.t1994@msa.hinet.net 

       ↓ 

來電確認  TEL：02-2389-2827、02-2389-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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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9 春季美容醫學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報名回函 

姓    名： 會員編號： 午餐：□葷 □素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  稱： 
出生： 年  月  日 

本會會員，下列相關通訊資料沒

有修改者可免填 

**非會員編號匯入者請務必填寫** 

ATM匯入請填， 銀行名稱：              

日期：      ，帳號末五碼：               

E-Mail：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O）                  傳真                   

  

（H）                  手機                   

＊如需另開抬頭，請提供：                                                  

＊超商繳款報名截止日為 2017.03.24(五)＊匯款報名截止日為 2017.03.31(五) 

報名類別：請勾選 

□ 會
員 

A.早鳥報名 $2,000 元 

□ B.榮譽會員 $1,500 元(年滿 80 歲免付報名費) 

□ 

非
會
員 

C.協辦單位會員 $2,000元 

□ 
D.護理人員 $800 元(早鳥優惠僅至 3/24(五)，限額 100 名。含護理人員在學     

   生及本會護理美容師課程學員) 

□ E.會員攜伴 $1,000 元(限攜伴一名非會員），攜伴者姓名                 

□ F.早鳥報名 $2,500 元(不含午餐) 

年費繳交 □104年費 2,500 元、□105 年費 2,500 元、□106年費 2,500 元 

應繳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NT$:         ) 

銀行匯款或 ATM 繳款憑證黏貼處 

 

＊以護理身分別報名，請協助勾選下列表格

並檢附下方資料。 

□輔助會員編號：                         

□護理美容師課程學員證號:修/結         

□護理人員(含在學生) 

□其他：               (請先來電確認) 
                 

1. 護理師/士 執照影本，正反面影本。 

2. 護理科系在學生，學生證影本正反面影本。 
(因學分申請需要無提供者視同放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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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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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交通資訊&動線圖 

 

 本會為台灣高鐵公司的企業會員，請本會會員使用本會統一編號”01033009”

至高鐵，即可享有專屬視窗與企業會員專線，歡迎各位會員多加利用(詳情請

上學會網站查詢)。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位於路網綿密、交通便利的中山南路上，正對凱達

格蘭大道，緊鄰台大醫院及自由廣場 (中正紀念堂)，距離台大醫院捷運站步

行約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