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中華民國 復牙科專科醫師

訓練機構審核施行辦法

壹、 審核目的：審核評訂 復牙科專科醫師之訓練機構。 

貳、 負責單位：由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之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專

審會）負責。

參、 審核對象：教育部或衛生福利部核定之區域醫院以上之教學醫院或專科醫院且其 復科須經

本學會依 專科醫師甄審辦法暨其實施細則審核通過者。

肆、 審核內容：依「 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施行細則」所列項目辦理。

伍、申請辦法：

一、由各機構檢具下列資料及必要附表向本會提出申請。

 1. 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審核申請表

 2. 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審核評鑑表

二、申請截止日期為每年三月卅一日止。

陸、 審核方式：每年四月由甄審委員會審查各申請機構所提之書面資料，並於六月底之前完成實
地審 查作業。

柒、 審核結果： 

一、 審核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或不通過。 

二、 有條件通過者，甄審委員會須於下年度評鑑時，針對缺點改善或修正情形從嚴審查。 

三、 審核結果由專審會向本會報告，由本會發給合格證明文件。其資格有效期間為壹年，
每年複查一次。 

四、 每年七月卅一日公告合格之訓練機構。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 審核申請表

〔一〕申請機構：【初審□	 複審□】

訓練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二〕教學師資：〔若篇幅不足請自行列繕寫〕

姓名
訓練指導醫師

證書字號
專任 兼任 地址及電話

									〔請檢附臨床教學活動時刻表〕



〔三〕教學設備：

專屬 復牙科治療臨床治療椅 台

專屬 復牙科治療技工桌 台

固定 復體之技工設備 請列表

活動 復體之技工設備 請列表

〔四〕訂閱贋復牙科專業期刊：

期刊名稱 開 始訂閱年限

 

〔若篇幅不足請自行列繕寫〕

贋復牙科主任／負責人：																												簽章

機構負責人：																																											簽章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

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審核評鑑表
〔本表填好後於訓練機構申請認定時連同其他文件一起寄交學會，打“＊”號之項目請勿填寫〕

訓練機構名稱：

地　址： 電　話：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　　】通過
 【　　】有條件通過

 【　　】不通過

項    目 教學師資及活動

壹、教學師資

一、科主任

二、專任專科訓練醫師

〔含科主任或負責人〕

共有　　　　 人
 

三、兼任專科訓練醫師
共有　　　　 人
 

認定標準：

〔一〕需為本會所認定之 復牙科專科訓練醫師。

〔二〕最低標準為兩位專任或一位專任加兩位兼任專科訓練醫師。

〔三〕兩位兼任專科訓練醫師負擔之教學及臨床工作需符合一位專任專科訓練醫師之標準。

＊審核結果：【　　】無誤【　　】其他：



貳、教學內容 (兩年 )以下每一項目請製作總表，以便審查。
包括：１、日期；２、報告人姓名（以＊表示學員）；３、報告或討論題目。 

一、病例討論會：病例報告；治療計劃定訂
 認定標準：每月 3次，最少 60次（其中至少 20次為完成病例）

 說明：
 電子檔案的印影記錄：包括治療計劃，臨床記錄（包括治療前、治療過程和結果），討論
結果

 1、次數 1.0／次
 2、每一病例： 治療計劃 0.3
    臨床記錄 0.3
    討論結果 0.4
 共 60點，扣 18點則不通過

項目 點數

次數 1.0／次

治療計劃 0.3

臨床記錄 0.3

討論結果 0.4

＊審核結果：共扣　　　點



二、跨科臨床病例討論會　
 認定標準：每三個月 1次，最少 7次

 說明：
 電子檔案的印影記錄：包括治療計劃，臨床記錄，討論結果
 １、次數 1.0／次
 ２、每一次討論會： 治療計劃 0.3
     臨床記錄 0.3
     討論結果 0.4
 共 7點，扣 2點則不通過

項目 點數

次數 1.0／次

治療計劃 0.3

臨床記錄 0.3

討論結果 0.4

＊審核結果：共扣　　　點



三、文獻討論會　
 認定標準：每月 2次，最少 40次

 說明：
 文章摘要：包括日期，指導老師，每篇文獻報告人姓名，內容（出處、摘要）
 １、次數 1.0／次
 ２、每一次討論會： 日期，指導老師，每篇文獻報告人姓名 0.3
     每篇文獻內容 0.7

 共 40點，扣 10點則不通過

項目 點數

次數 1.0／次

日期，指導老師，每篇文獻報
告人姓名 0.3

每篇文獻內容 0.7

＊審核結果：共扣　　　點



四、專題報告　
 認定標準：每月１次，最少２０次，一年最少 10次，其中受訓醫師共報告次數應佔“７”
次或“每位受訓醫師應報告２次”；不包括廠商產品介紹

 說明：
 電子檔案的影印記錄：包括日期，報告人姓名（可為其他專家或老師）／指導老師，內容
 １、次數 1.0／次
 ２、每一次討論會： 日期，報告人姓名／指導老師 0.3
     內容 0.7
共 20點，扣 5點則不通過

項目 點數

次數 1.0／次

日期，指導老師， 0.3

內容 0.7

討論結果 0.4

＊審核結果：共扣　　　點



五、專業及相關知識講授
 認定標準：每月 1次，兩年最少 16次，其中 復專科最少 8次。
 電子檔案的影印記錄：包括日期，講授者姓名，講授題目及內容摘要
  1、次數 1.0／次
      2、每一次討論會： 日期，講授者姓名 0.5
     講授題目及內容摘要 0.5
共 16點，扣 4點則不通過

項目 點數

次數 1.0／次

日期，講授者姓名 0.5

講授題目及內容摘要 0.5

＊審核結果：共扣　　　點



參、病例記錄 (兩年 )以下每一項目請製作總表，以便審查。

認定標準：近２年內完成之病例，最少１０例。受訓學員每人最少１例，最多每人５例，不

足者由單位訓練醫師提供 (模型由單位訓練醫師提供者可以影像圖檔取代 )

說明：

１、病例數目 1.5／病例（近２年內完成之病例）

２、每一病例：

 Ａ .  治療計劃、進度。0.3
 Ｂ .  治療記錄：
  ａ .  治療前臨床影像記錄 0.2
  ｂ .  治療前模型 0.1
  ｃ .  診斷築蜡／析量與設計 0.1
  ｄ .  治療前Ｘ光片 0.1
  ｅ .  治療步驟影像記錄 0.2
  ｆ .  主模、臨時義齒模型 0.1
  ｇ .  治療後影像記錄 0.2
  ｈ .  治療後模型 0.1
  ｉ .  治療後Ｘ光片 0.1

共 15點，扣 3點則不通過

項目 點數

病例數目 1.5／病例

治療計劃、進度  0.3

治療前臨床影像記錄 0.2

治療前模型 0.1

診斷築蜡／析量與設計 0.1

治療前Ｘ光片 0.1

治療步驟影像記錄 0.2

主模、臨時義齒模型 0.1

治療後影像記錄 0.2

治療後模型 0.1

治療後Ｘ光片 0.1

＊審核結果：共扣　　　點



肆、受訓完成醫師資料審查

認定標準：過去兩年申報受訓完成醫師之資料。

說明： 受訓完成醫師之病例資料搜集應包括：

 1. 詳細病史及治療計劃並說明理論根據。

 2. 完成之病例，需附詳細之檢查表格（checking list），與檢查表格相關日的
X光片及治療過程之幻燈片紀錄或影像圖檔。

 3. 所附之檢查表格由訓練機構負責人按步檢查通過簽章存檔，並在訓練基本

要求總表上簽章。

所展示資料審查項目 學員姓名

ａ，詳細病史及治療計劃。

ｂ，檢查表格相關日期的Ｘ光片

ｃ，治療前後及過程之影像記錄

ｄ，完成病例之檢查表格，指導老師按步檢查通過簽章

ｅ，訓練機構負責人完成簽章之訓練基本要求總表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伍、與該機構受訓醫師面談：

一、對醫院設施之滿意度：

二、對師資之滿意度：

三、對訓練課程之滿意度：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甄審委員評鑑結果建議表

結果： 【　　】通過
 【　　】有條件通過

 【　　】不通過

綜合意見（請甄審委員會就該機構通過，有條件或不通過之情形及理由詳列說明）：

甄審委員：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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