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TAASM Annual Meeting 
2021 台灣美容醫學教育學會年會 

  
 

日期：110 年 11 月 7 日 09:00-16:30 

地點：臺灣大學校友會館 台北市濟南路 2 號之 1 A3 

主辦：三軍總醫院耳鼻喉頭頸外科部、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頭頸外科 

協辦：台大醫院耳鼻喉頭頸外科部、台灣美容醫學教育學會、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療品質策進

會、形體美容外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 

台灣美容醫學教育學會 6 學分、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榮譽主席： 三軍總醫院 王智弘院長 

年會共同主持人： 高全祥院長、 徐愫儀主任 

   

講師陣容(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興良醫師(博愛萊佳形象美學診所院長) 、李冠穎醫師(美博士醫美診所)、林才民醫師(林才

民整形外科診所)、林怡岑醫師(台大醫院)、林宣君醫師(璞之妍診所)、徐愫儀醫師(國泰醫

院)、高全祥醫師(三軍總醫院、希望美醫診所)、孫萬烜醫師(三軍總醫院)、陳雍元醫師(美麗

線時尚診所)、陳美齡醫師(美麗爾醫學美容機構)、陳咸伸醫師（微美時尚診所）、張明智醫

師；許博智醫師(煥顏診所)、莊堅文醫師(都市麗人美容外科) 
  



會議議程： 
時間 題目 講師 座長 
09:00-09:20 Registration 臺灣大學校友會館 台北市濟南路 2 號之 1 

09:20-09:30 Welcome Remarks 
王興萬教授；
葉德輝教授 

Morning Session 
09:30-11:00 Minimal invasion  Facial Rejuvenation 
09:30-10:00 Filler Injection for Facial Rejuvenation  王興良醫師 

楊弘旭醫師；
李美慧醫師 

10:00-10:30 Threads Insertion with Lifting in Face  陳咸伸醫師 

10:30-11:00 
 Fat Grafting for Facial Rejuvenation-New 
Application of MAFT-Gun  

林才民醫師 

11:00-11:30 Asian Blepharoplasty  陳雍元醫師 陳美齡醫師；
林宣君醫師 11:30-12:00 Ptosis   林宣君醫師 

12:00-12:30 Group Photos and 第二次會員大會 
12:30-13:30 Lunch & 理監事會議 
Afternoon Session 
13:30-14:30 Rhinoplasty  Session 
13:30-13:50 Traumctic Twisted Nose   張哲銘醫師 

徐愫儀醫師； 

林怡岑醫師 

13:50-14:10 Difficult Septoplasty   林怡岑醫師 
14:10-14:30 Revision Rhinoplasty   許英哲醫師 

14:30-15:00 
Temple Lifting & Augmentation with 
Implant and Filler   

李冠穎醫師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5:50 

順利完成互動式站立脂雕手術的兩個重要關
鍵點  Two Important Points for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active 
Standing Liposculpture 

莊堅文醫師 
邱正宏醫師；
張哲銘醫師 

15:50-16:30 Mandibuloplasty   張明智醫師 
張明智醫師；
許博智醫師 

16:30- Adjourn 
 



報名費用：含 11/7 中午蘇杭餐廳中餐，點心 
10/15 前(會員/非會員/住院醫師) 10/16 後(會員/非會員/住院醫師) 
台美學會會員 2000 
*相關協辦學會會員 2000 
其他非會員醫師 3000 
*住院醫師優惠 1500 

台美學會會員 2500 
*相關協辦學會會員 2500 
 其他非會員醫師 3500 
*住院醫師 2000 

 
*歡迎加入本學會，入會表格可至首頁表單下載取得填妥 email to: taasm.tw@gmail.com 
繳交入會費 2000NTD及年度會費 1000NTD 
  
=報名注意事項及匯款方式 
主辦單位為求課程順利，保有修改講師及內容權利，不另行通知！ 
網路報名成功後，請完成匯款，將匯款證明拍照 email to: taasm.tw@gmail.com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松興分行 
銀行代碼：006 
銀行帳戶：台灣美容醫學教育學會 
帳號：【0899717137631】 
  
＊取消報名退款說明: 
1 110 年 10 月 15 日前因故取消，報名費全額退費。 
2 110 年 10 月 31 日前因故取消，退回報名費 80%。 
3 110 年 10 月 31 日取消報名，恕不退費。 
  
  

mailto:taasm.tw@gmail.com
mailto:taasm.tw@gmail.com


CV 
 

王興良醫師 現任: 博愛萊佳形象美學診所 院長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士 
經歷:  
台灣頭頸外科 專科醫師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 專科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頭頸顏面外科 主治醫師 
台灣美容教育學會醫師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會醫師 
UltraFormer 海芙音波_原廠教學講師 
Scizer 速立塑燃脂_原廠教學講師 
Sunmax 雙美膠原蛋白_原廠教學講師 
Stratafix 藍鑽魚骨線 _原廠教學講師 
Galderma 高德美舒顏萃/動態玻尿酸_原廠教學講師 

陳咸伸醫師 任職診所：微美時尚診所 
學經歷：台灣微美時尚診所執行代表｜台灣東區時尚美學診所執行代表｜台
灣朝仁耳鼻喉科診所院長｜中華海峽兩岸美容醫學交流協會監事｜中國整形
美容協會海峽兩岸分會委員｜台灣美容醫學醫學會會員代表｜台灣顏面整形
重建外科醫學會會員｜双美膠原蛋白大中華區域注射講師｜LG 伊婉玻尿酸
大中華區域注射講師｜年輕化美麗密碼提升技術講師｜Allergan 喬雅登玻尿
酸注射講師｜MERZ 晶亮瓷台灣區注射講師｜Ellanse 洢蓮絲台灣區注射講
師 

林才民醫師 林才民整形外科診所院長 
學經歷 
1990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士 
2007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博士 
醫師訓練 
1989-1990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實習醫師 
1990-199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外科部 住院醫師 
1993-1994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外科部 總住院醫師 
1994-1996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外科部 整形外科 總住院醫師 
執照與認證 
1991 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1994 中華民國外科醫師證書 
1996 中華民國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2004 中華民國美容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2005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專科醫師證書 
專利與發明 
脂源性間葉幹細胞培養專利 
自體脂肪精確移植微量注射器發明專利 



教育部證書 
2000 部定講師(講字第 63103 號) 
2005 部定助理教授(助理字第 016880 號) 

陳雍元醫師 美麗線時尚診所 
經歷 
• 國泰綜合醫院頭頸外科專科醫師 
• 輔仁大學醫學系 兼任講師 
• 台北宏恩綜合醫院兼任醫師 
•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暨教育學術委員) 
• 泛亞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會員 
• 形體美容外科醫學會會員 
• 第九屆顏面整形世界大會(IFFPSS)鼻整形講師 
•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 國泰綜合醫院 104 學年度 教學最佳住院醫師 
• 韓國首爾大學 鼻內視鏡手術研習 
• 美國佛州聖彼得堡鼻內視鏡手術課程進修 
• 韓國峨山醫學中心 鼻整形手術研究員 
• 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中心 顏面整型重建外科訪問學者 
• 馬尼拉鼻整形大師課程進修(RhinoMaMa) 
• 新加坡顏面整型課程進修(11 Days of Facial Plastic Surgery) 
• 秀傳微創中心鼻內視鏡進階課程進修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頭頸部超音波進修 
• 國立陽明大學-台北榮民總醫院 鼻內視鏡顱底手術操作研習 
• 台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甲狀腺暨副甲狀腺手術教育訓練課程進修 
• 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 斐濟行動醫療團專科醫師成員 

林宣君醫師 蘆竹大學眼科診所 
【學經歷】 
臺大醫院眼科兼任主治醫師 
恩主公醫院眼科專任任主治醫師 
臺大醫院眼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臺大醫院眼科眼整形科研究員 
臺大醫院眼科視網膜科研究員 
臺灣眼整形美容重建手術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視網膜醫學會會員 
韓國 JW Plastic Surgery 整形診所臨床研究員 
韓國 BIO Plastic Surgery 整形診所臨床研究員 

張哲銘醫師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專科執照：  
顏面整形重建外科專科醫師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學經歷：  



美國芝加哥鼻整形醫學研究 美國賓州大學鼻竇炎醫學研究 台灣顏面整形重
建外科醫學會前理事長及常務理事 國軍花蓮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耳鼻喉科
專科醫師 三軍總醫院耳鼻喉部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臨
床講師 

林怡岑醫師 現職：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經歷：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 

許英哲醫師 萊佳形象美學執行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高雄醫學大學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高醫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碩士 
美國芝加哥鼻整形研究醫師 
顏面重建整型外科醫學會醫師 
台灣形體美容整合醫學會理事 

李冠穎醫師  任職診所：美博仕整形美容專科診所 
學經歷： 
美博仕整形外科診所院長｜中國廣州美博士醫療美容診所院長｜整形外科專
科醫師｜臺灣顏面重建整形外科專科醫師｜晶亮瓷資深顧問講師級醫生｜
Restylane 瑞絲朗玻尿酸專業認證醫師｜韓國首爾面雕鼻整形中心研究員｜
韓國首爾乳房整形中心研究員 

莊堅文醫師 台灣都市麗人美醫診所總院長 
台灣都市美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灣都市美美醫聯盟醫療總監兼執行長 
中國安徽省合肥台美麗格整形美容醫院院長 
中國陝西省西安伊本番茄醫療美容診所院長 
中國法思麗(Facille)玻尿酸中國醫師培訓講師 
台灣芭比提塑(BodyFx)體形雕塑儀培訓講師 
台灣 V 塑輪廓線(Vsorb)臉部線雕培訓講師 
中華台灣美容醫學會理事兼微整形及美容外科講師 
台灣亞太美容外科醫學會美容外科講師 
台灣生髮抗老化醫學會常務理事兼生髮植髮講師 
亞高雄市美醫養生保健管理學會常務理事兼美容醫學講師 
亞太抗衰老健康管理協會秘書長兼美容醫學講師 
中國整形美容協會海峽兩岸分會常務委員 
學歷： 



中國廣州南方醫科大學整形外科研究所博士班 
中國安徽醫科大學皮膚科研究所碩士 
台灣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EMBA)碩士 
台灣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士 
經歷： 
台灣衛福部認証醫師 - 大量抽脂, 義乳隆乳, 鼻整形 
國際美容外科醫學會認証美容外科專業醫師 
台灣亞太美容外科醫學會認証美容外科專業醫師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認証顏面整形外科專業醫師 
中華台灣美容醫學會認証美容醫學專業醫師 
台灣生髮抗老化醫學會認証生植髮專業醫師 
亞洲抗老化美容醫學會認証抗老化專業醫師 
前台灣亞太美容外科醫學會理事 
前亞洲抗老化美容醫學會理事 
台灣自體脂肪移植醫學會會員 
美國抗老化醫學會會員 

張明智醫師 現職:煥顏聯合診所 
學術專長 
植牙手術 
正顎手術 
削骨手術 
困難阻生牙拔除 
顎骨骨折復位手術 
口腔癌手術 
一般口腔外科手術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外科研究所碩士 
資歷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顎面外科總住院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臨床見習指導老師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牙科主任 
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Foreign scholar 
韓國首爾大學 visiting doctor for fellowship 
CLINICAL LECTURER OF POZN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CENTER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NGLISH 
韓國 IL WOONG FOUNDATION 於越南 BINH DUONG CENERAL 
HOSPITAL 唇顎裂義診手術團隊醫師 
THE KOREAN SOCIETY OF MAXILLOFA CIAL AESTHETIC SURGERY 
INSTRU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