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場次表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師資培育要點： 

1.核定訓練機構必修課程之教師須完成必修課程及共同課程，始可取得必修完訓資格。 

2.核定訓練機構選修課程之教師須完成選修課程及共同課程，始可取得選修完訓資格。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報名對象為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訓練機構教學師資，擔任訓練計畫之教師應執

業 5 年以上，每場次以 100 人為限，每家機構報名人數上限為 5 名，敬請貴機構統

一報名參加，本會保有調整之權利。 

2. 課程報到方式採用電腦方式，與會教師務必攜帶個人身分證以進行報到。 

3. 與會教師須有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始有學分，若超過報到時間、或課程中離

開會場 1 小時以上、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4. 本課程為免費課程，恕不供餐或停車優惠，為響應環保節能，現場不提供紙本講義，

當天以 QR Code方式提供與會者下載講義電子檔，會場備桶裝茶水，請自備環保杯。 

5. 如已報名成功之教師而未出席任一場次課程，本會保有調整該機構下次報名資格，

如要取消或變更報名資料，請貴機構逕至報名系統取消或變更。 

場次 日期/時間 師培課程 地點 
網路開放 

報名時間 

中區

場次 

5 月 27 日(一) 

13:10~17:00 
必修訓練課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

醫學部地下 1 樓 D05 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5 月 7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時 

5 月 28 日(二) 

08:40~12:40 
選修訓練課程 

5 月 28 日(二) 

13:10~17:30 
共同訓練課程 

北區

場次 

6 月 4 日(二) 

08:40~12:30 
必修訓練課程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

醫療大樓 11 樓會議室（台北

市吳興街 252 號） 
6 月 4 日(二) 

13:10~17:30 
共同訓練課程 

6 月 10 日(一) 

13:10~17:10 
選修訓練課程 

亞東紀念醫院 A 棟 10 樓第

二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

南路二段 21 號 10F） 



108 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必修訓練項目議程（中區場）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舉辦時間：108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3:10 至 17:00 

舉辦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地下 1 樓 D05 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師資 

 

時間 內容 講師 

13:10~13:30 20分鐘 報到 

13:30~13:40 10分鐘 訓練計畫介紹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牙科部 

杜哲光 主任 

13:40~14:20 40分鐘 教學評估方法與回饋 

14:20~14:30 10分鐘 營造教學氣氛 

14:30~14:40 10分鐘 Break 

14:40~15:30 50分鐘 
必修訓練項目課程 

安排重點與評量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牙科部 

杜哲光 主任 15:30~16:50 80分鐘 
IRS 操作演練及分組 

評核共識討論與回饋 

16:50~17:00 10分鐘 核心試題測驗 

賦 歸 

備    註： 

1. 課程以當天議程為主。 

2. 與會教師須有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始有學分，若超過報到時間、 

或課程中離開會場 1 小時以上者、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3. 恕無供餐或停車相關優惠。 



108 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選修訓練項目議程（中區場）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舉辦時間：108 年 5 月 28 日（二）上午 08:40 至 12:40 

舉辦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地下 1 樓 D05 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師資 

 

時間 內容 講師 

08:40~09:00 20 分鐘 報到 

09:00~09:10 10 分鐘 訓練計畫介紹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贗復牙科 

沈嬿文 醫師 
09:10~09:50 40 分鐘 教學評估方法與回饋 

09:50~10:00 10 分鐘 Break 

10:00~11:00 60 分鐘 
IRS 操作演練及分組評核

共識討論與回饋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贗復牙科 

沈嬿文 醫師 
11:00~12:30 90 分鐘 

選修訓練項目課程安排 

重點與評量 

12:30~12:40 10 分鐘 核心試題測驗 

賦 歸 

備    註： 

1. 課程以當天議程為主。 

2. 與會教師須有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始有學分，若超過報到時間、 

或課程中離開會場 1 小時以上者、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3. 恕無供餐或停車相關優惠。 



108 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共同訓練課程議程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舉辦時間：108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3:10 至 17:30 

舉辦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地下 1 樓 D05 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師資 

 

時間 內容 講師 

13:10~13:30 20 分鐘 報到 

13:30~14:20 50 分鐘 實證醫學 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張育超 院長 
14:20~15:10 50 分鐘 病歷寫作 

15:10~15:20 10 分鐘 Break 

15:20~16:20 60 分鐘 感染管制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牙科部 

曾建福 主任 

16:20~17:20 60 分鐘 醫療倫理與法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腔顎面外科 

陳怡孜 醫師 

17:20~17:30 10 分鐘 核心試題測驗 

賦 歸 

備    註： 

1. 課程以當天議程為主。 

2. 與會教師須有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始有學分，若超過報到時間、 

或課程中離開會場 1 小時以上者、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3. 恕無供餐或停車相關優惠。 



108 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必修訓練項目議程（北區場）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舉辦時間：108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08:40 至 12:30 

舉辦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療大樓 11 樓會議室 

         （台北市吳興街 252 號）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師資 

 

時間 內容 講師 

08:40~09:00 20 分鐘 報到 

09:00~09:10 10 分鐘 訓練計畫介紹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 

齒顎矯正科 

賴向華主任 

09:10~09:50 40 分鐘 教學評估方法與回饋 

09:50~10:00 10 分鐘 營造教學氣氛 

10:00~10:10 10 分鐘 Break 

10:10~11:00 50 分鐘 
必修訓練項目課程安排 

重點與評量 

國立台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 

齒顎矯正科 

賴向華主任 
11:00~12:20 80 分鐘 

IRS 操作演練及分組評核

共識討論與回饋 

12:20~12:30 10 分鐘 核心試題測驗 

賦 歸 

備    註： 

1. 課程以當天議程為主。 

2. 與會教師須有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始有學分，若超過報到時間、 

或課程中離開會場 1 小時以上者、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3. 恕無供餐或停車相關優惠。 

 



108 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共同訓練課程議程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舉辦時間：108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13:10 至 17:30 

舉辦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療大樓 11 樓會議室 

         （台北市吳興街 252 號）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師資 

 

時間 內容 講師 

13:10~13:30 20 分鐘 報到 

13:30~14:30 60 分鐘 醫療倫理與法律 
揚信牙醫診所 

鄧政雄 醫師 

14:30~15:20 50 分鐘 病歷寫作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腔顎面外科 

吳家佑 醫師 

15:20~15:30 10 分鐘 Break 

15:30~16:30 60 分鐘 感染管制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牙科部 

曾建福 主任 

16:30~17:20 50 分鐘 實證醫學 
三軍總醫院家庭牙科 

邱國洲 主任 

17:20~17:30 10 分鐘 核心試題測驗 

賦 歸 

備    註： 

1. 課程以當天議程為主。 

2. 與會教師須有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始有學分，若超過報到時間、

或課程中離開會場 1 小時以上者、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3. 恕無供餐或停車相關優惠。 



108 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選修訓練課程議程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協辦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醫院 

舉辦時間：108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3:10 至 17:10 

舉辦地點：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醫院 A 棟 

          10 樓第二教室（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師資 

 

時間 內容 講師 

13:10~13:30 20 分鐘 報到 

13:30~13:40 10 分鐘 訓練計畫介紹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林秀娜 副部主任 13:40~14:20 40 分鐘 教學評估方法與回饋 

14:20~14:30 10 分鐘 Break 

14:30~15:30 60 分鐘 
IRS 操作演練及分組 

評核共識討論與回饋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林秀娜 副部主任 15:30~17:00 90 分鐘 
選修訓練項目課程安排 

重點與評量 

17:00~17:10 10 分鐘 核心試題測驗 

賦 歸 

備    註： 

1. 課程以當天議程為主。 

2. 與會教師須有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始有學分，若超過報到時間、 

或課程中離開會場 1 小時以上者、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3. 恕無供餐或停車相關優惠。 



師資培育課程位置圖-中區場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地下 1 樓 D05 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恕無提供免費停車或優惠，口腔大樓旁之停車場為牙科病人專

用，開車者建議自費使用「細二收費停車場」。 

 

【交通資訊】 

開車 

國道 1 號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南路後右

轉-直行文心南路。 

台鐵 

 大慶車站下(僅通勤電車停靠)-出站後右轉步行約 5~8 分鐘。 

 台中車站下-搭計程車(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 分鐘)。 

 台中車站下-轉乘電車-大慶車站下-出站右轉步行約 5~8 分。 



師資培育課程位置圖-北區場（6 月 4 日）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療大樓 11 樓會議室 

     （台北市吳興街 252 號） 

※恕無提供免費停車或相關優惠 

 

 

 

 

 

 

 

 

 

 

 

【交通資訊】 

捷運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站 2 號出口處，每 10 分鐘一班專車接駁(19:30 後每

30 分鐘一班)。 

 文湖線-六張犁站唯一出口往基隆路方向的公車站牌處候車，尖峰時間

每 15 分鐘一班，離峰時間每 30 分鐘一班車接駁。 

 淡水信義線-象山 3 號出口上樓後往前直行第一個避車彎候車，約每 40

分鐘一班接駁。 



師資培育課程位置圖-北區場（6 月 10 日） 

 

地點：亞東紀念醫院 A 棟 10 樓第二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恕無提供免費停車或相關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