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外科美容教育訓練理論課程
活動簡章

上課日期：2019 年 01 月 06 日、13 日（日）
上課地點：文化大學大新館 2 樓 208 教室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7 號)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內政部台內社第 8312826 號)

美醫會官網

歡迎加入美醫會
LINE@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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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本會會員醫師之權益，並匯集正確外科醫學知識與技巧，美容醫學會
力邀最專業、最熱忱的專業教授醫師群，除整形外科醫師教授您美容外科相
關技巧外，並讓眼科醫師和您分享對眼周血管分布的理解；耳鼻喉科醫師告
訴您鼻部結構及手術技巧；以及精神科醫師的醫病諮商會談技巧經驗等。讓
本會會員醫師們透過接受課程專業訓練，以期在各自專科領域之外，精進美
學領域專業訓練，提升醫療知識與醫療品質。
 活動資訊：
日期：2019/01/06、01/13（星期日）
時間：09:00-17:30
地點：文化大學大新館2樓208教室(台北市延平南路127號)
人數：50位(座位有限，請勿攜伴）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報名方式：
(一) 超商繳款報名（2018.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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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4(一)截止）
請填妥P.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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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對象：
1.理論課程：對外科美容有興趣並具醫師執照之醫師。
2.實作課程：美容醫學醫學會之會員醫師。
 費用說明：$20,000元
 於2018/11/30(五)前報名並完成繳費者，報名費享原價9折早鳥價優惠，3人
以上(含3人)團體報名享原價85折優惠)。(包含講師車馬費、場地費、講義費、
午餐及點心..等費用）
 已通過認證者如欲複習，可獨立報名有興趣課程，意者請來電秘書處。
 證書類別：於完成課程並通過測驗者，可取得外科美容教育訓練課程研習證
明（完成理論及實作課程方可取得單項目實習證書）。
 學
分：美醫會20學分、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台灣外科醫
學會學分、台灣皮膚科醫學會學分、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學分、中
華民國眼科醫學會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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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80%報名費。
 開課後申請退費者，依未簽到天數比例退還，最高上限為60%。
 證書取得流程（完整實作課程簡章將於課後第二週發放）：

1.完成學科及術科
理論課程

2.通過考試取得
研習證明及 20 學分

3.實習課程開課日
期及項目上架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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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員完成 4 次實習課程，
可取得實習證書及 20 學分



報名資訊＆報名表(報名程序須以繳費完成為準)
※ 於 2018/11/30 前報名及完成繳費者，報名費享原價 9 折早鳥價優惠，3
人以上(含 3 人)團體報名享原價 85 折優惠。
(一)超商繳款報名截止日為 2018.11.3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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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匯款繳款報名截止日為 2018.12.24(一)
繳款資訊如下，請於繳費手續後，填妥 P.3 書面報名表，將繳款
憑證、活動報名表傳真或 e-mail 至本會，並來電確認。
↓
＊會員專屬代碼繳款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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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驟：請先輸入永豐銀行代號 807
第二步驟：請輸入帳號 113-001-0020315-8
第三步驟：請輸入繳款金額
(三)臨櫃繳款報名截止日為 2018.12.24(一)
繳款資訊如下，請至銀行或郵局臨櫃辦理無摺存款手續，並於繳
費手續後，填妥 P.4 書面報名表，將繳款憑證、活動報名表傳真
或 e-mail 至本會，並來電確認。
↓
＊會員專屬代碼繳款帳號
銀行：永豐銀行士林分行(807)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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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會員繳款帳號
銀行：永豐銀行士林分行(807)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帳號：113-001-0020315-8
-----------------------------------------------------------------------------------------------

傳真：02-2389-5728
電話：02-2389-2827、02-2389-3879
e-mail：cscsm.t1994@msa.hinet.net

3

2019 年外科美容教育訓練理論課程報名回函
{座位有限，請勿攜伴。本次上課嚴格禁止錄音/錄影，違反者取消上課權利}
＊請考量出席狀況斟酌報名，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姓
名：
□會員，會員編號：
餐 飲：□葷食 □素食
□非會員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 稱：
(醫事人員學分申請用)
是否有手術治療經驗：□有，項目簡述：
□無
是否參與實作課程：
□是
□否

欲學習項目：(請依學習意願按 1-9 排序)：
埋線拉提
拉皮手術
上眼瞼整形手術(縫式或割式)
袪眼袋手術
鼻整形手術
自體脂肪移植
體雕抽脂
上眼瞼下垂整形手術
墊下巴手術

下列相關通訊資料沒有修改
者可免填

＊＊臨櫃匯入者請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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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如需另開抬頭，請提供：

傳真
手機

※

於 2018/11/30 前報名及完成繳費者，報名費享 9 折早鳥價優惠，3 人以上(含 3
人)團體報名 85 折。
(上述金額包含講義、餐費、場地費、講師費等，不含停車費及其他個人相關費用）

繳款憑證黏貼處

4



議程表

2019 年外科美容教育訓練理論課程
(因可能有各種不可抗拒因素產生，故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講題及講師異動權利，請見諒！)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2019 年 01 月 06 日(日)

課

綱

時 間

 共同學科
09:00-10:00 美容外科學

王先震 醫師
萬芳醫院

10:00-11:00

從美容醫學看老化 鄧守成 醫師
的面部結構之改變 南陽診所

11:00-11:30

無菌技術操作

吳怡慧 醫師
屏東基督教醫院

11:30-12:30

自體脂肪移植

鄧守成 醫師
南陽診所

12:30-13:00
13:00-14:00 麻醉安全知多少

Lunch Time
陳俊澔 醫師
禾馨婦幼診所

遇見對的人：美容 張立人 醫師
14:00-15:30 醫學求診者分析與
晶漾診所
醫病諮商
15:30-16:00

16:00-17:00 體雕抽脂

1.美容外科基礎知識
2.疤痕的類型與產生原因
3.傷疤的治療與修整
4.治療後照護與注意事項
1.解析臉部解剖學
2.應用面相結構科學形塑美感
3.結合面部結構科學的美容醫
學衰老治療
1.器械消毒
2.刷手技術
3.感染控管
1.相關解剖介紹
2.脂肪抽取的方法
3.離心備置處理方法
4.脂肪注射回填注意事項
5.自體脂肪移植術後照護及經
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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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in

30min

60min

30min
1.麻醉藥理學
2.麻醉風險評估與臨床經驗
3.麻醉術後恢復注意事項

60min

1.病案選擇
2.諮詢會談技巧
3.良好醫病關係建立
4.身體臆形症(BDD)的鑑別與
診斷

90min

Tea Time
曾偉琦 醫師
萊波亞美醫診所

60min

30min
1.男女性身體脂肪分布狀態
2.抽脂工具與器材介紹
3.抽脂技巧分析
4.抽脂適應症及技巧分析

60min

2019 年外科美容教育訓練理論課程
(因可能有各種不可抗拒因素產生，故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講題及講師異動權利，請見諒！)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2019 年 01 月 13 日(日)

課

綱

時 間

 術科理論
上眼瞼整形手術
張子倩 醫師
09:00-10:30 ( 縫 式 或 割 式 )+ 上 晶華美醫診所
眼瞼下垂整形手術

10:30-11:30 袪眼袋手術

11:30-12:30

陳美齡 醫師
美麗爾診所

美容醫學法令陷阱 許朝程 副局長
停看聽
新北市衛生局

12:30-13:00

1.上眼部基礎解剖與術前評估
2.釘書針雙眼皮手術適應症與
技巧
3.切縫式雙眼皮手術適應症與
技巧
4.老化性上眼皮修補術
5.案例分享
1.眼袋基礎解剖與術前評估
2.內開式眼袋手術
3.外開式眼袋手術及脂肪轉位
手術
4.眼袋手術術後護理
1.何謂醫學倫理
2.醫學倫理的原則與實際狀況
之判斷運用
3.法律問題及案例解析

Lunch Time

Evolution of
Technique in
Facelift and
13:00-14:00
Simultaneous

90min

60min

60min
30min

蕭正偉 醫師
諾美整形外科診所

1.臉部相關解剖介紹
2.拉皮手術技法介紹
3.術後清潔與照護

60min

高全祥 醫師
希望美醫診所

1.鼻部基礎解剖(含鼻尖軟骨)
與術前評估
2.如何雕塑出完美比例的鼻型
3.開放式隆鼻手術適應症與併
發症
4.閉鎖式隆鼻手術適應症與併
發症
5.術後照護

60min

facelift and facial
bone reduction

14:00-15:00 鼻整形手術

15:00-15:30

Tea Time

15:30-17:00 埋線拉提

李冠穎 醫師
美博仕診所

17:00-18:00 課程測驗

美容醫學會

30min
1.臉部基礎解剖
2.埋線拉提介紹與技巧分享
3.案例分享

90min

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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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搭乘捷運：
 松山捷運線→西門站（2 號出口國軍文藝中心、3 號出口遠百寶慶店）
 小南門捷運線→小南門站（1 號出口）
 搭乘公車：
 路線 A：235、270、652、663、大溪→台北、三峽→台北號公車至東
吳大學城中校區站下。
 路線 B：207、38、656、657、245 號公車至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站下。
 路線 C：245、263、265、651、656、657 號公車至小南門（和平院區）
站下車。
 路線 D：12、212、223、249、202、205、242、250、253、307、310、
604、812、624、 246、260 號公車至至小南門（和平院區）站下車。
 路線 E：38、206、270、252、660、243、304 承德線、304 重慶線、
706 號公車至小南門站下車。
 自行開車：


GPS 座標請定位：N25.03871 E121.50898



停車資訊：嘟嘟房停車場西門中華站-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172 巷 2 號
旁(臨停：平日:$60/H；假日：$8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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