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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函 

機關地址：104台北市松江路 42號 11樓-10 
                                                聯絡方式：陳映安秘書 

電    話：(02)2543-1839 
             電子郵件：adtrocjmlin@gmail.com  

 
受文者：詳如正本收文者牙科部及各口腔牙科院系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 7月 6日 
發文字號：TADT(2020)字第 1090706001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海報論文競賽辦法 
 

主旨：通知「海報論文競賽活動」延期至 11 月 21、22 日舉辦，敬請轉知相

關部門或公告周知。 

說明： 

一、 續本會 TADT(2020)字第 1090305001 號函，本會舉辦之活動將更名

並延期至 11 月 21、22 日舉辦，並與海報論文競賽活動同步進行，

詳細活動內容如下：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2020 數位技術展視野、醫
技美學創新局之 IFAA 國
際學術研討會暨牙技器材
博覽會 

11月 21日至 
11月 22日 

9:00~17:00 
大會：中臺科技大學
天機大樓 B2~1F(臺中
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晚宴：東山棧甕缸雞
餐廳(臺中市北屯區東
山路一段 380號) 

牙技器材博覽會 
海報論文競賽活動 詳見附件一說明 
大會晚宴 11月 21日 18:00 
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
會 11月 22日 16:00~17:00 

 

二、 活動相關辦法詳如附件一，惠請 貴單位將活動訊息轉知相關部門或

公告周知。 

三、 電子檔公函請於本會官網「學會新聞」下載。(http://www.tadt.org.tw) 
 
 
正本：臺大醫院、國泰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三軍總醫院、馬偕紀念醫院、新光醫療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
庚紀念醫院、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
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新北市聯合醫院、行天宮醫療志
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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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台北榮總新竹分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衛生
福利部南投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天主教
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天主教中華聖
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奇
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長
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
東基督教醫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佛教慈濟醫
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衛生
福利部基隆醫院、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台中總醫院、台
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濟醫院、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台南市立醫院、臺大醫院竹東分院、東元綜合醫院、長庚醫
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怡仁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
院、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亞東紀念醫院、高雄市立岡山醫
院、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國軍花蓮總醫院、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
院、西園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
醫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
團法人、敏盛綜合醫院、樂安醫院、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義
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壢新醫院、新竹
馬偕紀念醫院、建佑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佛教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台南新樓醫院、衛生福利部花
蓮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安泰醫
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大千綜合醫院、楊梅天成醫院、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
東博愛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高雄市立鳳山
醫院、員生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汐
止國泰綜合醫院、台東馬偕紀念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學系、國立臺灣
大學臨床牙醫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
學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牙醫學系、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國立陽明大學口腔生
物研究所、長庚大學顱顏口腔醫學研究所、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中山醫學大
學牙醫學系、中山醫學大學口腔科學研究所、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系、中臺科技大
學牙體技術暨材料系、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口腔衛生照護系、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口腔衛生學科、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牙體技術科、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口腔
衛生學科、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牙體技術科、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口腔衛生學科 

 
副本：本會秘書處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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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海報論文競賽辦法 

一、主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為鼓勵牙體技術相關實務工作與基礎學科之交流，特

於今 (2020)年度學術研討會中舉辦貼式海報論文競賽 (類別包含：臨床實務組及基礎

理論組)，希冀藉此活動提升牙體技術之技能及學術發展。 

 

二、說明  

本次 2020年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學術研討會所舉辦之海報論文競賽包括： 

(1) 臨床實務組 (論文內容為牙技相關之臨床實務)  

(2) 基礎理論組 (論文內容為牙技相關之基礎研究) 

主辦單位將邀請國內學者專家組成論文評審委員會進行海報論文競賽評分，委員會將

擇優取出若干獎項，頒發獎狀與獎金以玆鼓勵。 

 

1. 參加資格：從事牙體技術相關實務工作與學術研究之人員或團體。  

 

2. 投稿方式： 

l 即日起至9月30日止，將擬投稿海報論文之摘要(1張A4紙為限) E-mail 至學會

(scwu@ctust.edu.tw)  

l 論文摘要內容包含：論文類別 (臨床實務組或基礎理論組)、論文題目、作者、作

者單位、聯絡電話/e-mail及300字以內摘要本文，摘要格式範本請自學會網站

(http://www.tadt.org.tw)下載。 

l 通過審查之論文摘要將於10月15日前以e-mail通知，並於11月21、22日大會中張貼

海報論文及參加競賽。 

l 為求競賽之公平，經論文評審委員會討論決議後，主辦單位有權依論文性質變更

論文之競賽類別。 

3. 海報張貼說明：  

l 海報展示板尺寸為寬 90 cm/高 120 cm (直式)。海報論文內容的編排方式不限，

以容易閱讀且清楚展示為原則，海報最上端需註明「論文題目」、「作者」與「作

者單位」，並請附上聯絡e-mail。  

l 海報張貼地點：研討會貼式海報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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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海報張貼時間：11月21日 9:00 前 (依照分配號碼至海報發表處張貼) 

l 海報評審時間：11月21日 14:00 開始(參加競賽者需於海報評審時間內於海報張

貼位置前面展示說明)  

l 如您欲保留海報，敬請於11月22日 15:00~17:00間自行撤除完畢。逾時未拆者，將

由本單位代為處理之。  

4. 海報評分方式：報告者 (需為論文作者之一) 請於2020年11月21日 14:00 在現場進

行答詢以確保該論文之評選權益。評選項目及評分內容由評審委員會決定。 

 

5. 獎勵方式：將擇優評選並於大會晚宴中頒發獎狀與獎金以玆鼓勵。 

 

(1) 頒獎時間：2020年 11月 21日 18:00開始進行頒獎 

   (2) 獎項如下：                  

獎 項 名 稱 獎    勵 

 臨床實務組 基礎理論組 

第一名 新台幣 5000元整 新台幣 5000元整 

第二名 新台幣 3000元整 新台幣 3000元整 

第三名 新台幣 2000元整 新台幣 2000元整 

佳  作 (6名) 獎狀乙紙 獎狀乙紙 
 

註 1：得獎之論文經作者同意，優先提供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所發行之雜誌

《牙技界》刊登。 

註 2：有關海報論文競賽或投稿方式之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聯絡論文評審委員會 吳世

經教授 (電話：+886 422391647#6980；e-mail: scwu@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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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範本＞ 
 
論文類別：□臨床實務組 □基礎理論組  
論文題目：○○○○○○○○○○ (標楷體，中文14字型)  
          ○○○○○○○○○○(Times New Roman，英文14字型) 
作者：王○○1，李○○2* (標楷體，12字型)  
作者單位：1. ○○○○○○牙技所  

2. ○○○○○○學校○○○○○○系所 (標楷體，12字型)  
*聯絡電話/e-mail：○○○○○○○○/ abc@hotmail.com (標楷體，12字型)  
 
 
 

中文摘要(標楷體，12字型) 
○○○○○○○○○○○○○○○○○○○○○○○○○○○○○○○○○○○○○○○○○○○○○○○○○○○○○○○○○○○。 
 
 

Abstract(Times New Roman，英文12字型) 
○○○○○○○○○○○○○○○○○○○○○○○○○○○○○○○○○○○○○○○○○○○○○○○○○○○○○○○○○○○ 
 
 
 
 
 

 

 

 

 

 

 
 

 
 
 
 

註： 

1. 海報論文報告者請在其名字下方畫底線，*表論文之聯絡作者。12字型、單行間距、中

文字型 (標楷體)、英文字型 (Times New Roman)，內容請勿超過300字。將擬投稿海

報論文之摘要(1張A4紙為限)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scwu@ctust.edu.tw  
2. 通過審查之論文摘要將於10月15日前以E-mail通知，並於11月21、22日大會中張貼海

報論文及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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