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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屆組織系統表

理 事 長： 傅立志

常 務 理 事： 王若松、葉聖威

常 務 監 事： 蕭裕源

理 事： 王東美、王震乾、沈裕福、林秀娜、洪純正、張志麟、張瑞忠、許明倫、
陳必綸、陳玫秀、陳健誌、陳韻之、彭玉秋、彭炯熾、潘裕華、蔡宗伯、

劉閔結、鄭鈞仁

監 事： 林子淮、林哲堂、洪朝和、洪昭民、溫俊廣、簡肇欽

秘 書 長： 徐佩韋

副 秘 書 長： 楊宗傑

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秀娜         

委 員： 王東美、王若松、洪純正、徐啟智、張志麟、許明倫、許榮仁、陳必綸、
陳玫秀、彭玉秋、楊子彰、葉聖威、潘裕華、鄭中孝、鄭鈞仁、藍鼎勛、

范姜如君

審查組組長： 張瑞忠

筆試組組長： 沈嬿文

口試組組長： 許郁彬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玫秀

委 員： 林秀娜、楊子彰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潘裕華

副 主 委： 劉閔結、鄭智文

委 員： 王東美、王若松、王震乾、何　易、沈嬿文、林秀娜、林岱民、洪純正、
馬隆祥、徐啟智、張志麟、張瑞忠、許郁彬、許綺真、陳玫秀、陳必綸、

彭玉秋、彭炯熾、葉聖威、楊子彰、蔡宗伯、鄭中孝、鄭冬慧、范姜如君

法令制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瑞忠

委 員： 王東美、沈嬿文、張志麟、董愛康、鄭智文、鄭鈞仁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東美

副 主 委： 何　易

委 員： 沈嬿文、林岱民、吳智郁、胡家源、許綺真、張志麟、張瑞忠、張閔傑、
張慶齡、潘裕華、鄭智文、鄭冬慧、韓松穎、藍鼎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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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編輯小組－召集：許明倫

榮 譽 主 編：  蕭裕源

成 員：  王宜斌、王若松、王震乾、王東美、沈嬿文、林立德、林岱民、洪純正、
姚光大、張志麟、張瑞忠、許郁彬、陳必綸、陳正毅、陳玫秀、陳雅怡、

陳韻之、董愛康、潘裕華、蔡宗伯、鄭中孝

 

一般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志麟

委 員： 王東美、沈嬿文、林岱民、林錫奎、張瑞忠、陳雅怡、劉閔結、蔡宗伯、
鄭中孝、藍鼎勛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必綸

副 主 委：  鄭鈞仁

委 員：  林秀娜、洪純正、張志麟、許明倫、陳雅怡、彭玉秋、彭炯熾

資訊委員會主任委員：彭炯熾

副 主 委： 陳逸陽

委 員： 杜京育、陳永崇、張毓靜、楊宗傑、黃秉緯、韓松穎、謝欣玫

衛福部專科醫師認證小組：洪純正

〈依照姓名筆劃順序排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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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程序表

 

時  間 進   行   項   目

17:00

大會開始：  全體肅立

 主席就位

 唱國歌

 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

 行三鞠躬禮

 恭讀國父遺囑

17:05
主席致詞

來賓暨主管機關致詞

17:10
秘書長會務報告

常務監事監察報告

17:15 107年度專科醫師頒證

17:20 討論提案

17:25 臨時動議

17:30 理監事選舉

18: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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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會務報告

一、人事：本會現有專任會務人員二人，其他人事請詳見第十五屆組織系統表。

二、文書檔案：107年1月至107年10月。發文105件，收文134件。

三、會議： (1) 理監事聯席會議六次。

 (2) 學術委員會議六次。

 (3) 出版委員會議一次。

 (4) 學術期刊小組會議三次。

 (5) 一般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議四次。

 (6) 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議六次。

 (7) 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專科醫師筆試一次、口試二次。

 (8) 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暨法令制度委員會聯席會議三次。

 (9) 資訊委員會線上會議二次。

 (10) 牙醫師繼續教育北南巡迴演講共五場。

 (11) 聯合病例討論會三次。

 (12) 大會學術研討會一次。

四、會員動態：一般會員481位、贊助會員17位。

五、107年度新入會會員：

 一般會員： 王怡惠、李欣霖、周煥珵、何國寧、葉尚育、林孟瑤、吳若苹、江柏昀、 
莊凱翔、陳若瑜、林語軒、李鴻源、謝沛伯、杜旻真、黃秉緯、李承翰、 
鄭賀夫、林彥佑、歐旭峯、謝清堯、楊小瑩、陳司瀚、劉昌彥、張庭豪、 
林政國、黃懿萱、陳見文、何偉宏。

 贊助會員：趙子厚

六、專科醫師現況：本會目前已通過201位專科醫師(請見會員名冊)。

 107年度新入會專科醫師會員：馬隆祥、林立德、楊惠雯、游傑名、陳柏靜、林俊男、 
徐雅嬪、陳永崇、徐珮芳、涂家豪、王少君。

監事會報告

一、 民國107年10月6日第十五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移送本會107年度01月至09月決算表
暨各項憑證帳冊，經本監事會稽核完竣，查無不符處。

二、 監察107年度理事會決議案執行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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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提案

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請審核本會107年度01月至09月決算案。

 說　明：經本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會員大會通過。

 決　議：

二、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請審核本會106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案。

 說　明：經本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會員大會通過。

 決　議：

三、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請審核本會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案。

 說　明：經本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會員大會通過。

 決　議：

四、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請審核本會108年度工作計劃案。

 說　明：經本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會員大會通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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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  章程

 84.08.26 四屆五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84.11.28 四屆二次會員大會通過
 85.06.01 四屆十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85.11.02  五屆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87.11.29  六屆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94.11.19  九屆二次會員大會通過
 95.11.18  十屆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97.11.01  十一屆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99.11.21  十二屆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102.11.30 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名稱為� e Academy 
of Prosthetic Dentistr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英文簡稱  APD-ROC, TAIWAN。

第二條： 本會之宗旨為聯合 復牙科學之專家學者，共同以進步之現代牙醫學為基礎，

推展 復牙科學之研究，提昇教學及醫療水準。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二章 任務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為：                                                 

(一 ) 推展 復牙科學之研究。

(二 ) 建立 復牙科工作規範以提昇教學及醫療水準。

(三 ) 調查及提供 復牙科學有關資料。

(四 ) 召開 復牙科學術會議及出版刊物。

(五 ) 辦理甄審 復牙科專科醫師。

(六 ) 推展國內外各專科學會間之學術交流。

(七 ) 執行本會章程所規定之其他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分為：(一 )一般會員、(二 )贊助會員、(三 )學生會員、(四 )名譽會員

(一 ) 一般會員：
1. 在本學會認可之 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完成該專科訓練課程後，

經本 學會審查通過者。
2. 具有經本學會認可國外該科專科資格者 (Board Certi� ed Prosthodontist)。
3. 從事牙科臨床工作六年以上，並於最近三年在學術雜誌發表有關論文
一篇，經本學會審查通過者。

4. 從事牙科臨床工作六年以上，並能提出資料完整之治療案例，經本學
會審查通過者。

(二 ) 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牙醫師，但尚未符合一般會員資格，經本
會議決通過者。

(三 ) 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國內、外牙醫學系及牙醫相關研究所之在
學學生，經本會議決通過者。

(四 ) 名譽會員：凡對 復牙科學或本會有特殊貢獻，經本會理事會議決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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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團體。

第六條： 凡有違反法令或本會章程，或損害本會名譽者，由理、監事會決議依其情結輕
重予以警告、停權或在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處分，並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七條： 本會各種會員分別享有下列之權利：

(一 )一般會員：
1.本會之選舉、被選舉、發言、表決及罷免權。
2.參加本會之年會及其他集會之權利。
3.獲得本會各種贈閱刊物之權利。
4.其他一切依法應享有之權利。

(二 )贊助會員、學生會員、名譽會員：
1.參加本會之年會及其他集會之權利。
2.獲得本會各種贈閱刊物之權利。

第八條： (一 )本會一般會員應履行下列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本會決議案。
2.繳納會費。
3.擔任本會所指派之任務。
4.出席本會各種活動。

 (二 )本會贊助會員及學生會員應履行下列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本會決議案。
2.繳納會費。

第四章 組織會議及職權

第九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利機構，在會員大會閉幕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第十條： 本會置理事廿一人、候補理事五人、監事七人、候補監事二人，均由會員大會
選舉之，必要時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可採通訊方式辦理，理監事均為義務職。 

第十一條： 本會理事組成理事會，互選三人為常務理事，並由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票選一
人為理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負責本會一切業務，並為召開各項會議

之當然主席，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任務時，由其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第十二條： 本會監事組成監事會，由監事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十三條： 本會理、監事之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常務監事之任期為兩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十四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秘書一人，幹事一至三人，協助理事長辦理會務，並由理
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解）任之，秘書長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 本會理、監事出缺時，由候補理、監事依次遞補之。

第十六條： 本會得視會務需要設各種委員會，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訂定，並呈報主管機關
核備。

第十七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由理事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均報主管
機關核備後舉行之。

第十八條： 本會理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舉行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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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或聯席會議，理、監事不得委託出席。

第十九條： 本會得聘請顧問，由該任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敦聘為該屆顧問。

第二十條： 本會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 )通過及修改章程。

(二 )選舉理、監事。

(三 )通過年度工作計劃。

(四 )通過年度經費預算及決算。

(五 )通過會務工作報告。

(六 )通過重要議案。

(七 )通過財務處分。

第廿一條： 本會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 )選舉常務理事及理事長。

(二 )擬訂年度工作計劃。

(三 )擬訂年度經費預算與決算。

(四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五 )審定會員資格。

(六 )辦理有關會務事項。

第廿二條： 本會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 ) 選舉常務監事。

(二 ) 監督會員大會決議之執行。

(三 ) 監督會務之推展。

(四 ) 監督財務之執行。

(五 ) 其他應辦理之事項。

第廿三條： 本會理、監事如有下列各項之一者應予解任：

(一 ) 喪失本會一般會員資格者。

(二 ) 職務上有違反法令或其他重大不當行為，經會員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三 ) 無故不出席視同缺席，連續請假兩次者，視同缺席一次，缺席兩次者應
予解任。

(四 ) 因故經理、監事會議，決議准其辭職者。

第五章 經費及財務

第廿四條： 本會經費以下列各項為來源：

(一 ) 會費：一般會員入會費新台幣參仟元，常年會費新台幣貳仟元。
  贊助會員入會費新台幣貳仟元，常年會費新台幣貳仟元。

  學生會員入會費新台幣伍佰元，常年會費得暫免收費。

(二 ) 補助費。

(三 ) 自由捐助。

(四 ) 基金之孳息。

(五 )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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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條： 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自每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廿六條： 本會如解散或撤銷時其所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法歸屬個人或私
人企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六章 停會及退會 

第廿七條： 會員因故辦理停會者，得停止一切權利及義務，但保留其復會權利。 

第廿八條： 本會會員連續兩年不繳納會費，經掛號信函通知仍無反應者，視同自動退會。

 第廿九條： 會員停會或退會時，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第三十條： 會員未向本會辦理停會或退會者，其所積欠之會費均需繳清後始得重新申請復
（入）會。

第七章 附則 

第卅一條： 本會辦事細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卅二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處理之。 

第卅三條：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請內政部備案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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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會員資格審查細則

 85.02.03 四屆八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85.06.01  四屆十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85.10.19  四屆十二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87.11.28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
  90.06.06  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93.08.21  第八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94.10.22  第九屆第七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95.09.23  第九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8.09.05  第十一屆第六次理監事會通過
 104.08.29  第十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107.08.18 第十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修正通過

一、申請資格：

 （一） 第一類： 在本學會認可之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完成專科訓練課程後。

 （二） 第二類： 具有經本學會認可國外 復牙科專家資格者如（B o a r d  c e r t i f i e d 
prosthodontist）

 （三） 第三類： 從事牙科臨床工作六年以上，並於最近五年在學術雜誌發表有關論文
一篇，經本學會審查通過者。

 △有關論文：

  1. 本人應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一篇論文只能一人用作申請。

  2. 內容應為 復牙科學範疇，但文獻回顧類文章不予受理。

        3. 應曾刊登於國內之期刊：如中華牙醫雜誌、中華醫誌、台灣醫誌、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期刊、長庚醫誌、高雄醫學科學雜誌、國科會生醫科學雜誌、

BioMedicine等期刊。國外學術性期刊：應為SCI 或 SCI expended 之期刊。

  4. 送審文章應使用中、英文，如為其他文字者，申請者需附公證後之中文全文翻
譯。

 △臨床工作六年之認定：

  1. 服役期間，如取得牙科醫療之服務證明，得認定其臨床年資。

  2. 臨床工作期間若曾中斷而進行研究進修，該中斷時間不予計算為臨床工作。

 （四） 第四類： 從事牙科臨床工作六年以上，並能提出資料完整之治療案例，經本學
會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1. 申請者可從下列五種 復工作中任選兩種提出申請：（支柱牙可以為人工牙根或

自然牙）

   （1） 單顎或雙顎全口活動義齒（含覆蓋式義齒）

   （2） 雙側遠心端游離局部活動義齒

   （3） 連續六個單位或以上之固定義齒（陶瓷類黏著型部分牙冠不可超過兩顆）

   （4） 固定加活動合併 復

   （5） 單顎或雙顎全口咬合面重建

  2. 申請者提出案例之資料應包括：

   （1）詳細病史。

   （2）治療計劃並說明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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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治療前口內及模型影像圖檔。

   （4）全口義齒需附治療前環口X光片，局部活動義齒及固定義齒須附治療前之全
口牙根尖X光片，及治療後相關X 光片。

   （5）治療期間每一步驟之口內及模型影像圖檔及說明。

   （6）X光片皆可用影像圖檔送審。

  3. 審查委員會審查方式：所有資料由審查委員會審查後，申請者須到會報告所提案
例，接受口試。

  4. 申請送審之資料，一經查出為利用他人之病例者，永久取消申請資格，如已審查
通過者，同前處理。

  5. 申請通過者，須將送審資料留學會存檔。

 △臨床工作六年之認定同第三類。

二、審查時間：

 每年二、六、八、十月進行審查，申請者之所有送審資料應於審查一個月前送達本學

會。

三、入會時間：

 審查通過後，須於三個月內完成入會手續，否則取消資格。

四、審查費用：

 每件審查費用為新台幣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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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
專科醫師甄審辦法 

 86.08.16  五屆六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86.11.18 五屆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87.08.15 五屆十一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88.10.23 六屆七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中華民國 復牙科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依醫師法「第七條」之一及衛生福

利部專科醫師甄審辦法，制定 復牙科專科醫師甄審辦法。

第二章 復牙科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權

第二條： 復牙科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為本學會之獨立作業委員會，受中央主管機關委

託，於本會理、監事會組成後，由理事長召集選舉會選出聘任之。

第三條： 甄審委員會之組成：

(一 ) 甄審委員十五∼二一人，由專科醫師選舉後經本學會聘定，任期二年，
連選得連任。

(二 ) 主任委員於甄審委員中推選一人任之，任期二年，任滿不得連任。

(三 ) 甄審委員會設資格審查組、筆試組、口試組，各組設組長一名，由主委
提名，經委員過半數同意任命之；組員若干名由甄審委員推選。

第四條： 甄審委員會及各組之職責與組織：

(一 ) 甄審委員會之職責：
1. 復牙科專科醫師甄審細則之訂定及修正。

2. 復牙科專科醫師之甄審。

3. 復牙科專科醫師資格之再審。

4. 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之評鑑。

(二 ) 甄審委員會各組之職責與組織：
1. 資格審查組：含組員五至七人，負責規劃專科醫師資格之審核，訓練

機構資格之審查及處理相關事務。

2. 筆試組：含組員五至七人，負責筆試考題題庫之籌設，評分及處理相

關試務。

3. 口試組：含組員五至七人，負責口試考題之籌設與評分。

第三章 甄審委員之產生及任免辦法 

第五 條： 甄審委員之資格：

 甄審委員必須為本學會之專科醫師三年以上。

第六條： 甄審委員選定辦法：

 由本學會專科醫師互選產生之。

第七條： 甄審委員如不能履行或違反其職權時，經甄審委員一人提議五人附議後，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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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理監事及專科醫師一半以上出席，經出席人數三分之二投票同意，得解除

其職權。

第四章 復牙科專科醫師之訓練

第八條： 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及師資之評鑑標準和訓練內容由甄審委員會訂定

之，經理監事會通過後執行。

第五章 復牙科專科醫師之甄審及再審

第九條： 復牙科專科醫師之甄審及再審由甄審委員會訂定施行細則，經理監事會通過

後執行。

第六章 復牙科專科醫師證書之核發

第十條： 通過甄審及再審後由甄審委員會向理監事報備，核發專科醫師證書，並列冊呈
報中央主管衛生機關。

第十一條： 未通過再審查者，其專科醫師資格自動消失，如欲恢復專科醫師資格須重新申
請甄審。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學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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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牙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86.06.14 五屆五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86.08.16 五屆六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87.08.15 五屆十一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88.10.23 六屆七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0.02.24 七屆三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1.02.03 七屆九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3.08.21 八屆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4.10.22 九屆七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6.12.01 十屆七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7.02.16 十屆八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7.10.04 十屆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9.10.30 十一屆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103.07.05 十三屆十一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105.08.20 十四屆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107.08.18 十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項目 標準 備註

壹、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辦理贋復牙科專科醫師甄審（以下
簡稱專科醫師甄審），特訂定本原則。

貳、 專科醫師申請資格

一： 成為本會一般會員後即可申請參加甄審筆試。

二： 加入本會一般會員滿一年後，通過甄審筆試且以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完成本會學術期刊投稿者即可申請參加甄審口試。

註1. 以學術論文取
得本會一般會
員第三類入會
資格者，不得
以同一篇論文
取得專科醫師
口試資格。

註2. 本條修正條文
自105年度首次
筆試通過者起
實施。

參、 專科醫師申請辦法及步驟
三： 繳交甄審申請書及有關證件，以通信或親自報名方式為之。

四： 繳交審查及考試費用考試：每年筆試一次、口試兩次，時間、

地點另訂。共分成兩部份：

（一）筆試：

範圍包括固定、活動、顏面及植體贋復，顱顎關節及相關之材

料、生理及解剖學科。

1. 選擇50分、問答50分。

2. 筆試題目，由每屆甄審委員建立題庫，考試前以抽籤方式決
定考題。

3. 筆試成績以70分為及格。其筆試成績自具有口試資格起保留
四年有效。

4. 筆試舉行時間原則上為每年九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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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科醫師甄審考試成績得申請複查，但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
起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本

人申請及複查一次為限。前項複查，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

供參考答案、閱覽或影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人員之

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專科醫師甄審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初

審工作時，前項複查之申請，向專科醫學會為之。

（二）病例報告及口試：

1. 申請者筆試通過後，才可參加口試。口試成績結果部份通過
者其筆試有效期限可展延一年。

2. 申請者應提出符合下列三種狀況之病例（支柱牙可以為人工
牙根或自然牙）：

 (1) 上顎全口義齒及下顎雙側遠心端缺牙之贋復（若下顎雙

側遠心端缺牙非以可撤式局部義齒贋復，則需另提一下

顎甘迺迪第一類可撤式局部義齒之病例）。

 (2) 上顎前牙最少六個單位牙冠牙橋（陶瓷類黏著型部份牙
冠不可超過兩顆）。

 (3) 左或右同側上下顎對咬後牙缺牙之牙冠牙橋（上下顎至
少一側為三單位或以上含自然支柱牙支撐之牙橋）。

3. 病例資料包括：

 (1) 治療前全口牙根尖X光片（全口義齒病患則交Panoramic 
Film）或影像圖檔。

 (2) 固位後之治療前模型。

 (3) 治療前口內幻燈片：上、下顎咬合面、中心咬合及下顎
前突位置之正面觀及左右兩側之側面觀等。如病患有活

動義齒時，需要包括配戴活動義齒及沒有配戴時之幻燈

片或影像圖檔。

 (4) 診斷性刻蠟模型。

 (5) 固定贋復之主模型。

 (6) 活動局部義齒之設計模型。

 (7) 臨床操作之主要步驟幻燈片或影像圖檔。

 (8) 完成後口內幻燈片或影像圖檔。

 (9) 固定後之治療完成模型。

 (10) 治療後相關之牙根尖X光片或影像圖檔。

 (11) 按幻燈片或影像圖檔及X光片之次序，以書面說明臨床
發現、診斷、治療方法及原理，及患者教育與追蹤檢查

之結果。通過筆試者，先把X光片、幻燈片或影像圖檔
及書面報告交與甄審會，作初步審查，待通過後，另訂

時間口試。

4. 口試時，申請者親自報告三病例的病史，治療計畫及原因、
方法及預後，並回答相關問題，經半數以上口試委員同意後

通過。

5. 收費：專科醫師甄審通過者，繳交專科醫師證書費10,000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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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之方法及程序

五： 贋復牙科專科醫師證書（以下簡稱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為

六年，期滿每次展延期限為六年。

六： 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之展延條件：

（一） 完成國內外贋復牙科學繼續教育180小時，其中至少80
小時為本會所舉辦之課程；擔任本會舉辦之學術活動講

員者，其時數依其演講時數以1：3計算。

（二） 非本會舉辦之課程其認定標準如下：

1. 國內各醫學院、醫學院牙科校友會、醫學中心所舉辦之課
程，經認可每小時以一學分計算。

2. 中華牙醫學會年會以大會所發學分的三分之一認定之。

3. 國際性贋復牙科學術活動，經認可每小時以一學分計算。

4. 國內其他專科學會所舉辦與贋復牙科學有關之課程，經認可

每小時以一學分計算。

5. 除本會所舉辦課程80學分外，其餘100學分可以下列方式折
算：

 (1) 於牙醫學系教授與贋復學有關之課程，時數以1：1計算
（以課表為依據）。

 (2) 本會認可之公開場合（國內外年會，繼續教育課程學）
演講以邀請函或文宣為依據，時數以1：3計算。

 (3) 研究論文發表以1：20（非SCI）或1：30（SCI）計算
（以本會認可之雜誌為準，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

 (4) 發表學術文章於本學會之學術期刊（ J o u r n a l  o f 
Prosthodontics and Implantology）以1：30計算（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

 (5) 提供本學會學術性文章，發表在本會會訊或其他雜誌之
本會篇幅，並可以1：15計算時數。

6. 於澎湖、金門、馬祖、綠島及蘭嶼等離島地區執業者，參加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之學術研討會及聯合病例討論會之學

分得加倍計算（須檢具當年度服務證明文件）。

七： 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應繳交下列表件：

（一） 學分統計書。

（二） 原專科醫師證書正本。

（三） 最近一年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乙張。

（四） 證書展延費用及證書費。

（五） 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得斟酌實
際費用需要收取甄審費或查核費。前項規定，於委託專

科醫學會辦理初審工作或先行查核者準用之，其收取之

費額，專科醫學會應報衛生福利部備查。

註1. 甄審費應屬規
費，其收取應
有收費標準作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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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結果，由衛生福利

部通知之，經專科醫師甄審合格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准予

展延者，得向衛生福利部申請發給專科醫師證書或展延專科醫

師證書有效期限。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

延，於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工作或先行查核者，經衛生福

利部複審或核定後，前項通知，由專科醫學會為之；其申請專

科醫師證書或展延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者，由專科醫學會統

一向衛生福利部申請。

九： 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之有關試卷、論著

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除留供研究者外，保存二年。但保留

筆試及格成績補行口試者，應保存五年。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

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工作，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先行查

核工作時，有關試卷、論著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由專科醫

學會依前項規定期限保存。

十： 本原則生效前已領有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所發贋復牙科專科

醫師證書者，且其證書仍在有效期限內者，得於本原則公告頒

行之日起一年內申請專科醫師甄審，得免筆試、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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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認定基準

 86.06.14 五屆五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86.08.16 五屆六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87.08.15 五屆十一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88.10.23 六屆七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0.02.24 七屆三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1.02.03 七屆九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3.08.21 八屆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4.10.22 九屆七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6.12.01 十屆七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7.02.16 十屆八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7.10.04 十屆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99.10.30 十一屆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103.07.05 十三屆十一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105.08.20 十四屆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107.08.18 十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項目 標準 備註

壹、訓練機構
條件

衛生福利部核定之區域醫院以上之教學醫院、專科醫院

或診所，且其贋復科須經本學會依專科醫師訓練機構認

定基準審核通過者。

一、醫療業務 每年至少應治療 100 個以上，涵蓋各種不同類型贋復治

療之病例。

二、醫療設施 設有專屬贋復牙科治療區，及必備之贋復牙科設備

1. 贋復牙科治療區

 (1) 具專屬贋復牙科診療使用時段之區域。

 (2) 候診區與治療區應有明顯區隔。

2. 贋復治療台：贋復牙科治療時段，設專屬治療椅至

少 4台。

3. Ｘ光設備：牙根尖（p e r i a p i c a l）全口Ｘ光攝影
（panography），側顱（cephalometric ）至少各 1台，
符合游離幅射防護法相關規定之Ｘ光室。

4. 洗片設備。

5. 消毒滅菌設備：高溫高壓滅菌鍋、浸泡式消毒設備
至少各一台。

6. 技工設備：石膏模型研磨機（model trimmer）、壓模
成型機、石膏攪拌震盪器至少各一台。

7. 贋復器械：

 (1) 訂有診間器械使用流程與分配說明。

 (2) 應每週定期清點及維修器械，並有紀錄。

三、人員 1. 訓練機構須有兩位專任之贋復牙科專科訓練醫師。

2. 一位專任專科訓練醫師每年可招一位受訓醫師，最
多可同時訓練兩位受訓醫師。若該訓練機構有研究

所者，可改為訓練一名住院醫師及兩位具有研究生

身份之受訓醫師，或可同時訓練三位具有研究生身

份之受訓醫師。



The Academy of Prosthetic Dentistr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35

大會手冊
3. 訓練機構之訓練場所以原始報備與審查者為準。學
員之訓練應於報準之場所舉行，若訓練機構因特殊

原因必須作移地訓練，必須向學會先行報準。

4. 有專任護士。

四、 品質管制及
指定項目品

質評估

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              

1. 向病人說明病情及治療方式：治療前需詳細向病人
及家屬說明病情及治療方式、需備有告知同意書，

說明後讓病人及相關人員簽名記錄、說明內容須包

括：贋復治療目的、過程、風險、限制、繳費方

式、治療後維護問題等。

2. 依病人請求，提供病歷影本或摘要等資料：明訂提
供病人病歷影本或摘要之步驟、依規定提供病人病

歷影本或摘要（包括贋復牙科檢查之相關資料）。

3. 訂定贋復業務安全作業規範與執行方針：（1）明定
確保贋復牙科病患安全之負責人的任務、責任及權

限（2）訂定贋復牙科標準作業程序及安全工作規範

（3）訂定醫療錯誤及安全危害事件發生時之通報系
統及應變檢討機制。

4. 病歷記載品質：（1）基本病歷記錄：包括病人主
訴、全身及牙科病史，一般牙齒檢查（2）贋復牙科

病歷，含問題導向診斷、病因、治療目標、計畫、

固位計畫、各項口內外照片及影像。 

5. 完善感染控制措施：制定感染控制手冊並定期修
訂、充足之洗手設備與數量、與血液（體液）接觸

時，工作人員須依程度穿戴面罩／手套／口罩／防

護袍等防護措施、醫療廢棄物依規定處置、利器刺

傷預防及處置流程。                  

6. 放射線作業品質：（1）放射線機械設置、防護與操
作符合相關法規（2）定期維護保養、安全檢查手冊
與紀錄（3）放射線影像判別之資料紀錄與完善儲存
管理（4） 放射線照射人員之教育訓練且有紀錄。

7. 危機管理應變：訂定贋復牙科門診對可能發生診間

危機事件（如火災、地震、病人突發病變與意外）

之應變計劃與作業手冊、訂定逃生疏散圖、每年至

少一次參加醫院之相關演習與訓練，並有紀錄記載
贋復牙科全員參與討論及分析診間可能之風險危機

與管理。

貳、教學師資
之基本要
求

（一） 擔任訓練機構之專科訓練醫師必須為本會所認
定之贋復牙科專科醫師，且須同時具備下列資

歷之一：

1. 教育部審核合格講師級以上者。

2. 在本會認可之訓練機構擔任專任或兼任主治醫師一
年以上者。



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The Academy of Prosthetic Dentistr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36

大會手冊
3. 本會專科醫師三年以上資歷，且專科醫師三年內曾
以第一作者身份，於本會認定之雜誌或場合發表有

關贋復學文章、演講、桌面示範，共三次以上者。

（二） 專科訓練醫師因故喪失本會專科醫師資格，則
取消其專科訓練醫師之資格。 

參、教學設備 1. 石膏室之基本要求：

 (1) 真空石膏混合器

 (2) 水份比例測量用設備 

 (3) 石膏修磨器

 (4) 超音波洗淨機

2. 磨光室之基本要求：

 (1) 噴砂裝置

 (2) 樹脂打磨裝置 

 (3) 金屬打磨裝置

3. 烤瓷設備之基本要求：

 (1) 瓷爐或上釉瓷爐

4. 雕腊設備之基本要求：

 (1) 本生燈或酒精 

 (2) 酒精噴燈（Alcohol Torch）

5. 臨床設備之基本要求：

 (1) 析量器（Surveyor）

 (2) 半調節性咬合器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二、教學活動

（每兩年）

須符合贋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之規定。

1. 文獻回顧／每月 2 次，最少 40 次。

 2. 專業及相關知識講授／每月  1  次，兩年內最少  16 
次，其中贋復專科最少 8 次。

3. 贋復臨床病例討論會／每月 3 次，最少 60 次。

4. 跨科臨床病例討論會／每三個月 1 次，最少 7 次。

5. 專題報告／每月 1 次，最少 20 次，不包括廠商產品
介紹。

6. 臨床及教學指導技工製作常規。

伍、訓練機構
之審查

（一）專科訓練機構之審查分為初審及複審

1.  初審：由專科醫師甄審會主委，各分組組長及甄審
委員共五至七名（成員應避免審查自已所屬訓練機

構）執行審查業務，並將結果送甄審委員會討論投

票，以 1/2 以上出席，2/3 同意為合格，並授合格証
書。

2.  複審：

 (1)  專科醫師訓練機構應每年提出書面申請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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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甄審委員會應組成審查小組，成員包括主委及各

組組長和甄審委員五至七名，每兩年實地複查各

訓練機構之作業及訓練狀況，向甄審委員會提出

報告。

 (3)  審查結果以計分法評定之，計分方法：每一項目
（扣分）去除評定之最高及最低分後，取平均分

數作依據。審查內容任一或兩項不通過者，為有

條件通過；達三項或以上數目不通過者，則訓練

機構資格審查不通過。

3. 初審及複審有條件通過之訓練機構須於一年內修正
或改善其缺點，經次年實地審查過去一年內完成之

紀錄（分數減半計算），仍未達甄審委員會之要求

時，取消其訓練機構之資格。

（二）訓練機構審查時應準備之病例記錄：

1.  以過去兩年內受訓醫師之病例為主。

2. 病例以完整治療結束之病例為主。

3. 每位受訓醫師提出過去兩年完成之病例，最少  1 
例，最多 5 例。全贋復科至少 10 例，不足者由專科
醫師訓練機構之專科訓練醫師提供。固定、活動約

各半，並檢附病歷之病人姓名、病歷號碼及病歷類

型。

4. 病例書面資料須記錄於贋復科專用，有別於一般病

歷形式。內容包含：病人主訴、過去病史及牙科病

史、牙周狀況記錄、診斷、治療計劃及治療過程，

及最後包含對此病例之總結心得討論。

5. 完整之治療前、後幻燈片（包含口內、外）記錄或
影像圖檔。

6. 完整之治療所需 X 光片或影像圖檔。

7. 治療前、後及診斷所需之石膏模型（專科訓練醫師
所提供之病例可以影像圖檔取代）。

8.  所有資料必須個別裝訂成冊，連同模型受檢。

（三） 專科醫師機構受訓醫師面談之基本要求：

1.  對訓練內容的了解。

2.  治療計劃訂定的過程。

3.  病例處置過程中檢查制度及問題發生時之處理。

4.  其他教學活動的情況。

（四） 各專科醫師訓練機構若因特殊原因，必須中斷
專科醫師有關訓練作業，應盡速知會甄審委員

會。

陸、訓練計劃 （一） 目的：訂定贋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對所屬
贋復牙科專科醫師受訓醫師所須具備之條件及

其訓練計劃內容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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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訓練對象及期限：

1.  訓練對象：

 (1)  具有國內牙醫師執照且已完成畢業後兩年一般醫
學訓練者。（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

已自國、內外大學牙醫學系畢業，得不受前述應

先完成一般醫學訓練規定之限制。）

 (2)  研究所贋復牙科學組研究生且已完成畢業後兩年

一般醫學訓練者。

2.  訓練期限分三類：

 (1)  全職住院醫師兩年，無任何其他兼職行為。
 (2)  代訓住院醫師兼職三年，受訓牙醫師所屬醫院  

（ 診所）應依程序報衛生主管機關核備同意支援
訓練機構醫療業務，申請支援每星期固定時間七

個診次，三年內需完成兩年全職專科醫師訓練之

所有要求內容。

 (3)  研究所贋復牙科學組研究生三年，牙醫師執業執

照需登錄在訓練機構，三年內需完成兩年全職專

科醫師訓練之所有要求內容，無任何兼職行為。

3. 若訓練機構因特殊原因中斷其專科醫師訓練資格，
該機構之受訓醫師其中斷前之受訓資歷可保留。

（三） 訓練內容：

贋復專科醫師訓練涵蓋的內容包括：

1.  全口或局部性的固定義齒。

2.  可撤式局部義齒。

3.  可撤式全口義齒。

4.  顎面贋復體。

5.  顱顎障礙治療。

6.  牙科種植體贋復。

7.  相關之贋復牙科基礎醫學。

註1. 訓練機構於
每年度審查

時應檢附代

訓醫師之主

管機關核備

同意支援證

明表。

柒、訓練開始
與完成之
有關規定

（一） 訓練機構每年度應將開訓之受訓醫師名單及開
訓日期送交本會核備。

（二） 訓練機構每年度核發訓練完成證書，並將人員
名單送本會備案。

（三） 訓練機構應將已申報完成訓練受訓學員之有關
資料，在年度審查時備查，若提供之資料不符

基本要求之數量或資料搜集不完備者，則此未

能落實訓練之訓練機構，於往後連續兩年須接

受實地複查（施行辦法與有條件通過之訓練機

構之複審相同，詳見「伍、訓練機構之審查」

之複審相關規定）。連續兩年無誤者，則恢復

原複審制度。其間所有完成訓練之學員其資格

須經實地複查後才予承認。



The Academy of Prosthetic Dentistr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華民國贋復牙科學會 39

大會手冊
復牙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107.08.18 十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報備通過

訓練年
訓練項目

（課程）
訓練時間 訓練之基本要求

評核標準

（方法）
備註

第1年 贋復科專科醫師之牙

醫學課程應包括：

固定義齒

1. 口腔檢查與治療
計畫

2. 牙齒修磨的基本
原則

3. 軟組織的處理

4. 印模的基本原則

5. 牙冠調整及黏著
劑

局部活動義齒

1. 局部活動義齒的
分類與臨床檢查

2. 局部活動義齒的
設計原則

3. 支台齒的修整

4. 印模材料與方法

5. 金屬床的設計與
製作

全口義齒

1. 全口無牙患者的
分類與臨床檢查

2. 全口義齒的印模

3. 全口義齒的基底
與蠟堤製作

4. 人工牙齒的選擇
及排列

5. 全口義齒的裝戴
與調整

12個月 贋復科專科醫師之

臨床牙醫學課程應

包括：

固定義齒

1. 前牙牙橋 ≥ 3單
位： 6 個病例
（其中須包含

涵蓋上顎犬齒

或下顎犬齒病

例一例）

2. 後牙牙橋3單位
以上： 6個病例

3. 後牙牙橋 4單位
以上：1個病例
（含犬齒或不

含犬齒）

可撤式局部義齒

1. 甘迺迪分類 1
級鑄造局部義

齒：4個病例 

2. 甘迺迪分類 2
級鑄造局部義

齒：2個病例 

3. 甘迺迪分類 4
級鑄造局部義

齒：2個病例 
（可以有前牙缺

損之修改區域病

例代替）

依據各

機構之

評核標

準實施

1. 贋復牙科訓練機

構須經本學會依

專科醫師訓練機

構認定基準核通

過者。

2. 教學內容每兩年
應包括：

 文獻回顧（每月

2次最少40次）

 專業及相關知識

講授（每月1次
最16次）

 贋復臨床病例討

論會（每月3次
最少60次）

 跨科臨床病例討

論會（每三個月

1次最少7次）

 專題報告（每月

1次最少20次）

 臨床及教學指導

及臨床技工常規

3. 訓練課程之排序
順序，必要時第

一年及第二年各

訓練機構可微

調。

本課程訓練完成所需時間為至少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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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學

1. 咀嚼系統的解剖
與功能運動

2. 咬合生理學

3. 咀嚼系統的功能
障礙

4. 咬合器的發展與
臨床運用

5. 咬合重建

口腔植體學

1. 口腔植體的發展

2. 植體與組織界面
生物學

3. 植體的生物力學

4. 評估、診斷與治
療計畫

5. 手術導引板的製作

可撤式全口義齒

1. 上下顎全口臨
時義齒：1個病
例

2. 上下顎全口正
式義齒：2個病
例

3. 單 顎 全 口 義
齒：2個病例

4. 覆蓋式義齒：1
個病例

技工製作

上下顎全口義齒：

1個病例

人工植牙贋復

固定或可撤式義

齒：人工植體數

目：6個

4. 資料搜 集：

 受訓醫師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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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 s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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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年 贋復科專科醫師之醫

學課程應包括：

固定義齒

1. 根管治療後的牙
齒贋復考量

2. 固定義齒咬合調
整原則

3. 比色

12個月 顎面贋復體

全口重建

複合性局部義齒

（配合精密裝置）

顱顎障礙治療

以上最少任選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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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固定義齒橋體的
設計

5. 全瓷牙冠

局部活動義齒

1. 局部活動義齒的
咬合調整

2. 遠伸性局部活動
義齒的考量

3. 局部活動義齒的
裝戴與調整

4. 局部活動義齒修
復與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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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口義齒

1. 咬合器在全口義
齒的角色

2. 自然牙齒支持的
覆蓋式義齒

3. 單顎的全口義齒
的考量

4. 立即性全口義齒

5. 義齒的修復、襯
墊與墊底

咬合學

1. 咬合板的製作與
調整

2. 顳顎關節障礙的
治療

3. 咀嚼系統功能障
礙的治療

4. 咬合對於顳顎關
節障礙的意義

5. 全口重建的咬合
調整

口腔植體學

1. 植體印模技術

2. 植體支台齒的選
擇

3. 植體軟組織的處
理

4. 植體咬合調整

5. 植體的併發症和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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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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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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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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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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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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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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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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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進度報告或完成病例）

 說明：
 電子檔案的影印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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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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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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檔案的影印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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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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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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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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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結果：共扣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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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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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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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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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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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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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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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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牙的衛生情況因個人的行為與清潔習慣而有所不同

保麗淨假牙清潔錠的4合1潔淨配方

假牙衛生不良
可能會危害口腔健康1-3

1000倍放大

對照組
未經處理

配合每天刷洗使用，保麗淨假牙清潔錠可明顯去除較多細菌5†

推薦保麗淨假牙清潔錠以協助患者
維持假牙衛生情況

產生有效抗菌作用 — 清除99.9%細菌* 

減少刮痕產生6 並減少細菌孳生7

深入穿透牙菌斑生物膜，即使難以觸及的假牙表面
細微孔洞的微生物，也能有效清除8,9‡

*實驗室測試結果。†在體外試驗中，與每天刷洗搭配每週一次假牙清潔錠處理進行比較。‡體外試驗單一菌種細菌生物膜。
參考文獻：  1. Takamiya A et al. Gerodontology 2011; 28: 91–96. 2. Zlatarić D et al. J Periodontol 2002; 73: 13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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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協助維持假牙的衛生情況

四種活性成分可共同發揮功效，
產生深層潔淨效果4

過硫酸鉀

過碳酸鈉

四乙醯乙二胺(TAED)

界面活性劑(SLS)

配合每天刷洗
每週使用一次保麗淨假牙清潔錠

配合每天刷洗
每天使用一次保麗淨假牙清潔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