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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牙醫師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計畫牙醫師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計畫牙醫師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計畫牙醫師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計畫）））） 

壹、 計畫目的 

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建立系統性的牙醫師畢業後綜合臨床醫

學訓練制度，銜接學校教育與臨床服務，加強一般牙科全人治療之能力，進

而提升全國牙醫師畢業後之訓練品質及成果，培育優秀牙醫人才，增進醫療

品質，故推動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 訓練機構申請資格 

牙醫醫院、牙醫診所及設有牙醫部門之醫院。 

參、 計畫內容 

一、 受訓人員： 

（一） 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牙醫學系畢業生。 

（二） 國外牙醫學系畢業生，領有中華民國牙醫師證書者。 

備註：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牙醫學系應屆畢業

生，於領有牙醫師證書前，得先接受一般醫學訓練，但於畢業年度

之 12月 31日前未通過牙醫師考試或分試考試第二試時，應即中止

接受訓練，其訓練資歷至多採計 6個月。 

二、 訓練項目： 

（一） 訓練項目內容：本計畫之訓練項目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為「68

小時基本訓練項目」，第二部分為「18個月必修訓練項目」，含一

般牙科全人治療訓練、社區牙醫訓練、口腔顎面外科及牙科急症處

理訓練，第三部分為「6個月選修訓練項目」，提供各項精進訓練，

包含口腔顎面外科訓練、牙髓病訓練、牙周病訓練、補綴訓練/贋

復牙科訓練、兒童牙科訓練、齒顎矯正訓練、牙體復形訓練、口腔

病理訓練及一般牙科精進訓練/家庭牙醫訓練等(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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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訓練項目安排： 

1. 各項訓練項目，可分開或連續進行，次序由訓練機構依訓練目的

安排；惟「必修訓練項目」須至少訓練 12個月後，始能安排「選

修訓練項目」。 

2.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應選修 1至 3門選修訓練項目，每項目訓

練時間至少 2個月，選修訓練項目訓練時間共計 6個月。 

3. 「必修訓練項目」及「選修訓練項目」皆以各項訓練項目為核算

單位，須完成各項訓練項目要求之所有單元內容，並經評核通過，

方能採計。 

4.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若轉換至其他訓練計畫，其已完成且評核通

過之訓練項目，以訓練項目為單位予以採計。 

5. 受訓期間平均每週看診診次不得低於 9診次或高於 12診次，每診

次時間以 3至 4小時為原則；有值班訓練之科別，值班訓練平均

不超過 3天 1班。 

三、 訓練計畫申請與辦理方式： 

（一） 由單一訓練辦理或以聯合訓練群組辦理；如以聯合訓練群組辦理，

應由主要訓練機構提出申請。 

（二） 計畫組成與要求： 

1. 單一訓練： 

(1) 訓練機構應具有符合年資 5年以上之專任牙醫師 3名以上(註 1)，

同時申請並取得基本訓練項目、一般牙科全人治療訓練、社區

牙醫訓練、口腔顎面外科及牙科急症處理訓練與及選修項目至

少一門之訓練資格。 

(2) 受訓人員由訓練機構負責督導及監測學員學習進度、學習狀

況、追蹤完訓情形並列印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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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合訓練群組：應由 2個以上之訓練機構，其中包含不同屬性(註 2)

之訓練機構組成聯合訓練群組，群組內所有訓練機構各提出一份

之訓練計畫書，由申請機構整合提出申請，並共同簽訂合作契約(註
3)。聯合訓練群組內各訓練機構之任務分工如下： 

(1) 主要訓練機構應具有符合年資 5年以上之專任牙醫師 3名以上

(註 1)，同時申請並取得基本訓練項目、一般牙科全人治療訓練、

社區牙醫訓練、口腔顎面外科及牙科急症處理訓練與及選修項

目至少一門之訓練資格；合作訓練機構須具有符合年資 5年以

上之專任牙醫師 1名以上，方可取得一般牙科全人治療訓練、

及口腔顎面外科及牙科急症處理訓練之訓練項目資格。 

(2) 各訓練機構至多可參與三個計畫，惟僅可申請為其中一個計畫

之主要訓練機構。 

(3) 主要訓練機構須負責計畫之執行，包含受訓人員訓練安排與執

行、學習進度、學習狀況的督導、教學資源規劃、網路教學資

源提供、計畫訓練成效評估及品質提升等，訓練期間內須安排

合計至少 2個月至計畫內不同屬性之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註 4)，以

確保訓練與病人照護之連貫性。 

(4) 主要訓練機構須辦理或安排受訓人員參加基本訓練項目相關訓

練。 

(5) 主要訓練機構須有專任行政人員負責計畫執行相關事宜，並定

期召開教學討論會議(每季至少一次)，由主要訓練機構與合作機

構共同討論，持續檢討改善執行成效。 

(6) 受訓人員由主要訓練機構負責督導及監測學員學習進度、學習

狀況、追蹤完訓情形並列印結訓證書。 

(7) 合作機構須配合主要訓練機構，參與訓練計畫之擬定並配合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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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8) 合作機構須回饋受訓人員訓練狀況予主要訓練機構。 

備註： 

註 1：訓練機構如核定為「須具有符合年資 5年以上之專任牙醫師 3名

以上」之機構，若有不符合之情事，限期 3個月內改善，逾期未

改善者，由本署函知訓練機構之當月月底，為其訓練機構合格效

期截止日。 

註 2：「不同屬性」之訓練機構指醫院與診所兩種類型。 

註 3：合作契約書宜包含明確訂定訓練機構之訓練範圍及權責與義務。 

註 4：「訓練期間內須安排合計至少 2個月至計畫內不同屬性之訓練機

構接受訓練」係指如安排 3個月至計畫內不同屬性之訓練機構接

受訓練，至多可於 6個月內完成，以此類推。 

四、 評量考核： 

（一）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應依各訓練項目之特性，選擇合適評核方

式、頻率及標準等進行評核，並有回饋及輔導機制。 

（二） 受訓人員於各訓練項目訓練結束後，應由訓練機構安排具該訓練項

目師資培育完訓資格之教學師資，依本計畫之評核方式及評核標準

(如附件二)予以評核認定，並於本署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

訓練計畫登入網頁(網址: https://pec.doh.gov.tw/Security/Login_dpgy.aspx) 

(以下簡稱線上系統)註記完訓，且評核結果應留存於各訓練機構以

供本署查核。 

（三） 受訓人員完成本計畫訓練後，即可由主要(單一)訓練機構於線上系

統列印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結訓證明。 

肆、 計畫執行相關人員 

一、 計畫主持人：凡參與本計畫之主要(單一)訓練機構，應指定機構內專任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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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名，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負責協調及安排本計畫相關師資，並統

籌訓練計畫之規劃、執行及成果評估。 

二、 教學負責人：凡參與本計畫之合作訓練機構，應指定負責機構內執行計

畫之醫師一名，擔任教學負責人，負責機構內訓練計畫之規劃、執行及

成果評估。 

三、 聯絡人：凡參與本計畫之訓練機構，應指定負責機構內行政事務之聯絡

人一名，執行計畫相關庶務及機構內外部聯繫工作。 

四、 教學師資： 

（一） 教學師資資格：擔任訓練計畫之教師應具備下列資格： 

1. 必修訓練項目之教師：領有牙醫師證書且執業 5年以上經訓練機

構確認無重大違規紀錄；並依據本計畫師資培育要點，具備必修

訓練項目之師資培育完訓資格。 

2. 選修訓練項目教師： 

(1) 口腔顎面外科訓練、齒顎矯正訓練及口腔病理訓練之師資：須為

本署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認定之專科醫師，並依據本計畫

師資培育要點，具備該選修訓練項目之師資培育完訓資格。 

(2) 牙髓病訓練、牙周病訓練、兒童牙科訓練、牙體復形訓練、補綴

訓練/贋復牙科訓練及一般牙科精進訓練/家庭牙醫訓練之師資：

領有牙醫師證書且執業 5年以上，並依據本計畫師資培育要點，

具備該選修訓練項目之師資培育完訓資格。 

（二） 教師應為專任牙醫師，並負責規劃及評核該受訓人員之訓練項目、

活動與成果，教師與受訓人員之比例不得低於一比一，惟受訓人員

執行臨床訓練或活動時，並不限制其師生比，以及只由該位教師負

責訓練之規範。 

（三） 訓練機構之專任教師在 2名(含)以下者，該機構訓練項目數以 3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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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限。 

（四） 受訓人員二年訓練期間，不得皆由同一位教師指導。 

備註： 

註 1：專任牙醫師係指執業登記於該機構，且每週診次(含教學診)4診

以上。 

註 2：上開(三)所定訓練項目數之計算，「必修訓練項目」中一般牙科全

人治療訓練及社區牙醫訓練計算為 1門，口腔顎面外科及牙科急

症處理訓練計算為 1門，「選修訓練項目」共有 9個項目，計算

為 9門。 

伍、 計畫核定程序 

一、 計畫申請：申請機構（群組）應於 102年 7月 1日 8時 30分至 102年 8

月 30日 17時 30分，至線上系統填寫「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

練計畫申請書」(如附件三、四)(以下簡稱申請書)，並以醫事機構憑證 IC

卡線上送出，申請書一經確認線上送出後，不得再行更改。 

二、 計畫審查： 

（一） 由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醫策會)就計畫內

容於線上系統進行行政審查，並另請專家學者進行專業審查，必要

時得進行實地查證。 

（二） 行政審查與專業審查均通過者，始具備執行本計畫資格。 

三、 計畫核定：由本署公告指定辦理本計畫之醫療機構名單及訓練項目；計

畫審查結果及審查意見，請申請之醫療機構於公告日後逕至線上系統查

閱。 

備註：訓練機構如為教學醫院，且已參加 100年版教學醫院評鑑，但未

評定為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之合格教學醫院者，如欲新增牙醫師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職類，得於經核定並公告為本計畫訓練機構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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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職類評鑑，評鑑結果達到其參加評鑑年

度之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基準者，可評定為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之

合格教學醫院，始得訓練受訓人員。 

陸、 計畫執行配合事項 

一、 計畫經本署核定後，訓練機構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教學訓練相關活動。 

二、 各訓練機構須於每月 1日至該月 10日至線上系統確認教師相關資料；每

月 17日至該月月底由主要(單一)訓練機構至線上系統確認受訓人員相關

資料。 

三、 經本署公告為本計畫指定之私立醫療機構如因故歇業，由另位負責醫師

於原址重新申請開業者(俗稱變更負責醫師)，依醫療法規定即屬新設立醫

療機構，應於變更負責醫師後一個月內，重新提出計畫申請。通過審查

者，得延續原訓練機構之合格效期；未通過者，則以本署通知訓練機構

未通過之當月月底，為其原合格效期截止日。如發生其他異動(如遷移地

址或變更名稱…等），但未變更醫療機構代碼者，或教學醫院評鑑效期得

以延續者，得免重新提出計畫申請。 

柒、 計畫評值 

一、 評值方式： 

（一） 訓練機構如為教學醫院，於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效期屆滿，應申請教

學醫院評鑑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與住院醫師訓練相關評核

項目；至於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仍在效期內之醫院，本署得依需要辦

理追蹤輔導。 

（二） 非教學醫院之訓練機構，於訓練計畫執行期間，本署得依需要辦理

實地訪查或追蹤輔導。 

（三） 合作訓練機構符合年資 5年以上之專任牙醫師未達 3名且取得一般

牙科全人治療訓練、及口腔顎面外科及牙科急症處理訓練之訓練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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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資格，並有收訓受訓人員者，須接受教學訓練品質之監測。 

二、 評值結果： 

（一） 於本訓練計畫資格效期內，教學醫院經教學醫院評鑑不合格或教學

醫院評鑑中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與住院醫師訓練相關評核

項目不合格之醫院，不得再收訓新的受訓人員，已收訓人員得按原

計畫完成訓練或由該醫院安排受訓人員轉至其他合格訓練機構繼

續接受訓練。 

（二） 於本訓練計畫資格效期內，教學醫院如未申請教學醫院評鑑牙醫師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與住院醫師訓練相關評核項目，其訓練計畫資

格併同原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效期屆滿失效，且不得再收訓新的受訓

人員，已收訓人員得按原計畫完成訓練或由該機構安排受訓人員轉

至其他合格訓練機構繼續接受訓練。 

（三） 於本訓練計畫資格效期內，非教學醫院之訓練機構，凡經實地訪查

不合格者，由本署函知訓練機構之當月月底，為其原訓練機構合格

效期截止日，且不得再收訓新的受訓人員，已收訓人員得按原計畫

完成訓練或由該機構安排受訓人員轉至其他合格訓練機構繼續接

受訓練。若採聯合訓練群組辦理之計畫，其主要訓練機構經實地訪

查不合格者，該群組內所有合作訓練機構將同時失去訓練資格；或

因合作機構不合格，致使該訓練群組無法完整安排 2年期之訓練課

程時，該群組內所有訓練機構將同時失去訓練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