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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系招生一甲子感言

今
年是牙醫學系成立 6 2周年（ 1 9 5 3 -

2015），牙醫學系招生60周年（1955-

2 0 1 5），臨床牙醫學研究所成立 2 7周年

（1988-2015），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成立18

周年（1997-2015），及牙醫專業學院成立7周

年（2008-2015）的大日子，國立臺灣大學牙

醫學系歷經郭水主任、洪鈺卿主任、陳坤智

主任、關學婉主任、韓良俊主任、謝季全主

任、藍萬烘主任、林俊彬主任及系所各位師

長共同努力經營下，無論於教學、研究、服

務皆有傑出傲人之成果，可喜可賀。

國立臺灣大學的牙醫學教育創辦至今

已一甲子，60年來篳路藍縷、開花結果，對

台灣牙醫界的貢獻有目共睹。「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是我對所有師長由衷的感激。在

此期許後進學弟妹認同「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的理念，秉持「深蹲後躍」的精神，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延續臺大牙醫學系優良

的傳統紀錄。

※轉載牙醫學系六十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任母

校牙醫專業學院院長、牙科部主任）
朴芳瑀教授來參加第二屆國際口腔病理新知

研討會。（2014.10.18-19）

葉止戈教授來參加第二屆國際口腔病理新知

研討會。（2014.10.18-19）
國際牙醫學院院長John Kenneally夫婦來牙

醫學系參訪。（2015.6.3）

文／江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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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牙醫學系轉型之回顧及願景

臺
大牙醫學系於2008年轉型為牙醫專業

學院至今已7年的時間，而這幾年院

內各項硬體設施（教室及門診設備）的更新

及升級，最要感謝的就是各位同仁及校友的

大力協助，從多功能牙醫學生實驗室、牙醫

學工作實驗室、牙醫學臨床模擬實驗室及虛

擬實境教研中心的新建、牙科6W3（口腔顎

面外科）病房的整建、成立「以病人為中

心之口腔醫療照護門診」（Patient-Centered 

Comprehensive Oral Care Clinic, PC-COC）、

設立於兒童醫療大樓4樓的「特殊需求者牙科

醫療服務示範中心」，乃至於2013落成啟用

的院館4樓共同實驗室及教室空間，都是因為

大家辛苦無私的付出及配合，才使學生和病

人能享受嶄新的空間，並且更進一步獲得優

質的教學及醫療品質。

在軟體方面（課程教學及學術研究），

從96學年度就開始著手進行課程的調整，包

含的內容有：1. 學習牙科專業科目的時間提

前，2. 合理分配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降低五六

年級需修習之課程學分數，3. 增加五六年級

實習之臨床操作訓練。這些變動主要的目的

在於將修課時程提前，降低五六年級需修習

之科目，使學生能更專心於五六年級之臨床

實習。為增加其操作訓練與學習效果，除了

將課程更平均的分配外，也讓學生提早進入

實習階段，達到符合以病人為中心之整體牙

科照護及專科醫療服務為訴求之訓練，使未

來能與牙醫師執業前兩年訓練接軌更順利。

在研究方面，目前院內有數個優秀的研究團

隊，近年來已陸續有突破性的研究發表，並

獲得研究獎勵。為了促進教師有更優異的研

究質量，也已制定相關的獎勵及表揚辦法，

以期增加教師研究的動力，同時盡可能均衡

發展各研究領域，並推動跨領域研究及合

作，使牙醫學的研究結合材料科學、組織工

程、奈米技術、幹細胞研究、細胞力學、分

子生物學等，增進院內現有研究群之研究深

度及廣度。

上述的種種改變並非一蹴可幾，都是靠

時間的累積才能完成的。牙醫專業學院仍面

臨許多的改革及挑戰，例如讓學院進一步轉

型成獨立的口腔醫學院，亦或是為了使學生

達到更有效率的學習而安排的課程調整等，

除了需要學校的政策配合之外，還要凝聚院

內同仁的共識，才能夠一步一步落實這些階

文／林俊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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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目標。未來學院也將持續與學校、牙科

部及各位同仁進行意見交流，透過各方的集

思廣益，實現成立獨立學院、訓練優質牙醫

師以及提供學生優良之學習及實習環境的目

標。此外，不論在學術研究或是臨床醫療

上，邁向國際化、與世界接軌是走向尖端的

必經之路，閉門造車只會限制自我的發展，

努力開啟國際交流的機會，吸取各國的研究

及醫療經驗，並將其轉換為自身的能量，提

升牙醫教育及牙科醫療的品質，也會是牙醫

專業學院未來不間斷努力的方向。

最後，在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學系招生

60週年之際，除了獻上誠摯的感謝及祝福之

意，雖然臺大牙醫教育體系已經向前邁進了

第一步，但仍有所不足，也期勉院內同仁繼

續努力，朝向校內獨立學院之口腔醫學院此

一終極目標邁進。

※轉載牙醫學系六十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母

校特聘教授）

2016年景福校友返校活動公告

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時　　間：2016年4月9日（星期六）

地　　點：臺大醫學院101講堂、臺大醫學院大廳

聯 絡 人：徐苑儒 小姐

電　　話：02-23123456轉66370
（後續相關資訊將陸續刊登於景福網站 http://www.jingfu.org.tw 及景福醫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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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系的現況與展望

臺
灣大學牙醫學系的前身是1910年成立的

台北帝大附屬醫院齒科學教室，二次

大戰後，台北帝大改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牙醫學系在1953年正式成立，1955年開始

招收第一屆大學部學生，至今剛好走過一甲

子。在歷經主任郭水、洪鈺卿、陳坤智、關

學婉、韓良俊、謝季全、藍萬烘、林俊彬以

及系上各位師長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牙醫

學系與臨床牙醫學研究所及口腔生物科學研

究所獲准共同成立牙醫專業學院（School of 

Dentistry）。牙醫學系歷經六十年的歲月，

近年來不論在教學、服務及研究各方面均有

長足的進步，在2014年英國QS（Quacquarelli 

Symonds）機構所發表的年度大學排名中，第

一次對牙醫學領域進行排名時就得到第45名

的佳績。

一、牙醫學系招生現況

近年來牙醫學系每年招收30位本地學

生，3位僑生，及2-3位外加的離島生、原住

民、外交人員子女等等新生，其中配合政府

多元入學方案，自2009年起30位本地生除了

26位考試分發入學一般生外，還包括3位甄試

生以及1位繁星計畫生。在總人數不變的情

形下，甄試生數目自2014起更提升至5名，

2015年增加至8名。近五年來，臺大牙醫學系

在學系排名上已逐漸超越所有私立大學醫學

系，原因除了過去牙醫學系老師們和校友們

的努力，提升系譽外，也因為醫療糾紛日漸

增多，且醫師生活品質被認為不如牙醫師，

而在健保制度下牙科相對比例較高的自費收

入都是原因。我們一方面高興能夠因此而招

收到程度更好的學生之外，也謹慎的在教育

文／林立德

2013年1月4日位於公園路牙醫系館入口，國立

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揭牌活動。

2013年1月4日牙醫學系館入口牙醫專業學院揭

牌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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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不要只專注於自身的收入及生活品

質，也應該重視醫療倫理與品質，提高國內

口腔健康照顧的水準，以及口腔醫學研究。

此外，如何提高臺灣在國際牙醫學界的知名

度，則仍需各位教師、校友與後續學生們的

努力。

二、牙醫學系學制及相關牙醫師養成

教育現況

臺灣醫學系的學制在102學年度起已開

始實施6+2的學制，也就是醫學系的學生將先

在學校就讀六年，取得學位及醫師執照後，

才開始正式在醫院進行兩年的實習，目的在

讓一些不適合當醫師的學生仍能取得學位，

從事和醫學領域有關的研究或行業，也讓在

醫院負責照顧病人的實習醫師都是有醫師執

照，而非只是實習醫學生。牙醫學系將來的

學制何去何從，學界仍在討論中，但目前仍

維持原有的六年之學制。但是如果法令未改

而牙醫師的實習被要求和醫師一樣需要在大

學畢業取得執照以後，則究竟是統合一些課

程和醫學系一樣減少一年的大學教育，或者

是充實六年的大學教育而和醫學系有著同樣

的修業年限，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因此臺

灣的牙醫學教育正面臨著重大變革，然而臺

大牙醫學系因為有臺大牙醫專業學院以及臺

大醫院牙科部的全力支持，臺大牙醫學系未

來應比其他牙醫學系更能應付將來可能的變

革。事實上，臺大醫院為了將來牙醫學系的

實習重點可能會在畢業後的PGY訓練，也同

意牙科部逐年增加PGY（目前為牙科部第一

年及第二年住院醫師）的訓練名額，從過去

每年招收十位到102年起每年新招收二十位

PGY1（R1）訓練醫師，希望未來考上臺大牙

醫學系的學生仍能盡可能的留在臺大醫院完

成牙醫師養成教育。

三、牙醫學系近十年臨床前訓練及牙

醫師養成訓練的現況

臺大牙醫學系一直以追求卓越之牙醫科

學及臨床教學為目標，過去十年年也一直致

立於牙醫學系軟硬體的更新。八年前，牙醫

學系開始了臨床前學生實驗室的全面整建與

設備更新。在空間方面，將原有牙醫研究大

樓二樓西側的兩間學生實驗室及一間教室，

規劃整建為兩間牙醫學生實驗室和一間牙醫

臨床技能訓練中心，以及一間牙科導航及顯

微治療虛擬實境教研中心。在設備方面也向

學校及教育部爭取到臨床模擬系統及實驗系

統的全面更新，臨床顯微設備的購置，並且

更進一部的配合五十週年校友捐贈的一台

磨牙即時導航系統（DentSim），新購了三

台DentSim以及兩台植牙手術即時導航系統

（IGI）。在師生一致的努力下，本系學生

參與中華牙醫學會七校臨床模擬競賽，已經2009年4月17日師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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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年拿到總冠軍以及許多個人項目的優秀成

績，顯示牙醫學系在臨床技巧的指導上，仍

然十分重視。除了比賽項目補綴科與牙體復

形科的老師們，其他臨床科的老師也都花費

許多心力於學生實驗課的指導，目的就是希

望在進入臨床前能夠讓所有學生都有足夠的

技能可以治療病人，以保障病人安全。事實

上，臺大牙醫系也在五年級全年加開一門每

星期一個半天的臨床前模擬課程，複習二年

級到四年級所教過的臨床課程，讓學生進入

實習時，能更從容的面對病人。也開了國內

牙醫學系在五年級升六年級臨床實習前，對

學生進行全面臨床技能測試的先端。

有鑑於過去傳統實習醫師及一般住院醫

師接受各專科輪流訓練時，常忽略了病人的

整體照顧，也欠缺整體治療計畫的思維，在

藍萬烘主任的時代，我們就開始在一般住院

醫師的訓練，引進了全人照顧的制度，也就

是他們所照顧的病人，每位病人均有一位住

院醫師負責一般的治療項目，並負責為他整

合一般及較困難的專科治療項目。幾年前，

我們藉著臺大醫院牙科部整建的機會，在

六西一樓成立了COC（Comprehensive Oral 

Care）的門診區，作為一般住院醫師及六年

級實習牙醫學生主要的訓練場所，也就是改

變了六年級實習牙醫學生的訓練方式，以全

人照顧結合分科輪流訓練的制度取代了過去

完全是分科輪流訓練的方式。雖然國外大部

分的學校均採用這樣的訓練方式，但是在國

實習醫師臨床病例報告討論會

大學部課程以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的小組討論

課，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與自主學習能力。

設備齊全的牙醫學生實驗室，提供良好的牙

科實驗課學習環境。

虛擬實境教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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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教學醫院的牙科訓練，也是創舉。一年前

（2014），由於臺大牙醫學系及牙科部決定

將牙醫師養成的訓練著重在PGY的訓練而

PGY人數達到40人，因此COC門診無法承受

intern及PGY共八十多人的訓練，所以減少

intern的COC訓練而回歸到過去分科輪流的訓

練，將全人照顧訓練的重點放在PGY身上。

四、牙醫學系未來的發展

多年前，由於本系多位資深老師相繼

退休，再加上教師薪資偏低而執業環境提

昇，國立大學受限於政府相關法令規章束縳

過多，制度僵化影響行政效率等多重因素所

影響下，教員聘留任相當困難。近年來，在

2010年9月21日泰國6所牙醫學院院長、副院

長及醫師共39名蒞院參訪，王東美醫師介紹

學生實驗室臨床模擬系統DentSim的操作。

臨床前實習課程，章浩宏醫師指導學生進行

插管實做。

在模擬人頭上進行根管治療的臨床前模擬實

驗課程，訓練學生臨床牙科治療操作的技

能。

PC-COC門診的治療工作

臨床病例討論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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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專業學院的領導及默默耕耘下，牙醫學

系已漸漸走出教師不足的窘境，然而即使幾

乎已沒有職缺，系上老師因為需兼顧研究、

教學及臨床，因此仍然負擔沉重。如何利用

增加醫院臨床教師及學校教學助教以減輕現

有老師的負擔，成為未來的課題之一。近年

來由於入學管道的多元化及牙醫學系的逐漸

受到重視，學生人數也略微增多，實驗室偶

而出現座位不足的情形，學生增加也導致實

驗耗材之使用增加，這些也都是近年來需要

克服的課題。此外，如同前面所言，學制、

學士後訓練（或實習）、以及臨床技能測試

（OSCE）的檢討，都是牙醫系近程所要面臨

的課題。牙醫學系其他中長期的規畫，還包

括：將學生在學課程與導入客觀性結構式臨

床技能測驗（OSCE）結合，除了傳統上課

方式外，利用各種臨床情境加強臨床診斷與

技能，增進學生以病人為中心之口腔醫療照

護能力；整合本系社會學、心理學以及法律

層面之課程，提供社會參與的概念，增進學

生對履行公民義務

與權利的責任感，

以使學生體認並實

行牙醫師的社會責

任，進而培育具備

社會關懷的牙醫

師。

牙 醫 專 業 學

院的成立，在過去

幾年的確為牙醫學

系軟、硬體的建設

帶來了許多好處，

雖然校務會議建議牙醫專業學院應朝有獨自

的預算、教評會的方向進行，但是目前我們

仍面臨許多阻力，這些仍是目前我們積極努

力的目標，最終仍希望逐漸成為真正的獨立

學院。此外，呼應臺灣大學進入全球百大之

列，致力提升本系之國際化以及能見度，希

冀能與世界一流牙醫學院並列前茅。

牙醫學系要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學系，除

了在現有的臨床及研究需要仰賴所有老師及

校友繼續努力增進本系在國內、外口腔醫療

及醫學的貢獻外，教育仍然是最重要的。我

們需要創造環境，讓我們的老師能教育、啟

發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在未來的一甲子，

繼續將臺大牙醫學系發揚光大。相信在學校

師生及畢業校友的大力支持下，這些目標在

可預見的未來都能逐一達成。

※轉載牙醫學系六十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

校牙醫學系主任、牙科部副主任）

牙醫學院雙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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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臺大牙醫校友會現況與發展

各
位校友，平安！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臺灣大學牙醫學

系成立六十年了，真的，已經六十年了。而

國立臺灣大學牙醫校友會也已經成立了三十

個年頭。本屆向華有幸受各位校友的付託接

下會長一職，這兩年的會務推動，秉持著擴

大參與及向下紮根的兩大理念，規劃及執行

如下：

1. 擴大參與：從2008年牙醫專業學院獲准成

立，臺大牙醫教育體系正式邁入新的里程

碑，從過往系所層級改制為學院層級，校

友會組織架構也應擴大，成員應涵蓋學院

內各系所。因此本屆特邀請口生所張正琪

老師加入團隊，主司口生所校友之聯繫。

2. 教育學術：臺大學術專業的優良傳統一向

為人所敬重，由林昱任、陳信銘醫師領

軍，除了持續開辦醫用游離輻射講習班

外，也新增臺大楓城學術課程―臺大植體

全攻略課程，也將與母院牙醫醫事人員訓

練中心重新規劃相關的繼續教育課程。

3. 就業輔導：由顏國濱、吳廸醫師主導，與

牙醫學系系學會合作，為在學之學弟妹提

供未來進修深造及開、執業服務之管道，

並適時提供各方面之協助及相關資源之連

結，同時也可讓學弟妹提早瞭解各項事

務，培養及儲備幹部人才。

4. 健全財務：分為兩大主軸―由葉忠武副理

事長、馬瑞宏醫師負責開源部份，而王振

穎、陳嘉俊醫師則負責節流部份。在開源

節流的雙重有效管理下，讓學會財務更為

健全，也讓學會財務更加公開透明，讓校

友會更能永續發展。

5. 刊物出版：「臺大牙友」是校友會最重要

與校友溝通分享而又歷史悠久的刊物，由

張添皓、林奕廷醫師領銜編輯、出版及發

行之重責大任，也朝電子刊物之發展作好

準備，更期待為校友會的重要文化資產注

入新思維及新方向。

6. 聯誼福利：顧名思義，校友會是聯繫同窗

情誼的一個重要橋樑。除了建立與國、內

外母院校友的連繫管道外，在景福基金

會、臺大醫學校區，乃至於臺灣大學及對

外校際聯誼等也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這部

文／賴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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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則由馬志澄、林欣宜醫師主理。

7. 會務發展：校友分佈甚廣，從各分會，到

聯合四院校聯盟機制，亦與其他三校在不

同地區有著不同跨校際合作模式，再加上

各式公會及學會。如何統合發展爭取權

益，協助校友成為幹部與領導人尤為重

要，這部份由黃秉權副理事長、謝東映醫

師掌舵。

8. 健保法規：資源分配從古到今都是兵家必

爭之地，但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之中，實難

以兼顧。因此提供遍佈全國各地校友之執

業服務的有效管道與途徑，參與並瞭解公

共政策與健保業務，至關重要。這部份由

連新傑副理事長、吳敬忠醫師掛帥。

9. 資訊管理：在科技蓬勃的年代裡，如何利

用各種資訊系統來提昇行動力與即時性，

本屆希望借由校友會的官網、電子郵件、

社群網站及傳訊程式等，建立及整合溝通

平台，提高校友會的競爭力，這部份交由

陳嘉俊醫師引領大家。

秉承本校之校訓，「敦品勵學、愛國

愛人」為立教之根本，修身之準則。量少質

優是臺大牙醫校友的特性，在這二十多年來

校友會服務的經驗中學習到很多，也接觸到

不少的公共事務，走訪各分會校友的大會，

欣見校友的專業與公共事務傑出表現。向華

一直深信開大門走大路才能在紛擾中立足，

也才能獲得敬重。雖然身經校友會的理事、

監事、秘書長、副會長的歷練，但擔這重責

大任，內心還是不免惶恐。為不負眾望，必

全力以赴，也盼望各位校友及母院全體教、

職、員、生們能鼎力相助，一起努力。

於此臺大牙醫學系60週年系慶專刊編輯

之際，謹以此文感謝所有幫助及支持過臺大

牙醫校友會的朋友及同仁，更感謝願意投身

校友會義務職的幹部與各區分會長的戮力投

入。

※轉載牙醫學系六十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92年畢業，現任母

校牙醫校友會第十六屆會長、臺灣楓城牙醫

學會第五屆會長）

『2016年臺大醫學院院慶週暨北美校友會第36屆年會』

舉辦日期：105年4月8、9日
舉辦地點：臺大醫學院 大廳、101講堂

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詳情請洽景福基金會　黃秀麗02-23123456#67353
　　　　　　　　　　徐苑儒02-23123456#66370
　　　　　　　　　　呂雨珊 02-23123456#88925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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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相  片

照片提供／牙醫學系

牙醫學系創系系館，位於現已拆除之醫學院三

號館。

牙醫學系舊系館三號館大門

1993年牙科門診搬遷至現址

PC-COC診區大門入口

1970年牙醫學系系館擴充至醫學院二號館 1985年牙醫學系館遷至附設醫院研究大樓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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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兒童醫院二樓的兒童牙科門診 1960年代的牙科診間，

採用「坐式」治療椅。

（牙醫學系編註）

草創期的牙科門診 1980年代大治療室，引進水平式治療椅。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檢驗醫學科誠徵教師壹名
一、應徵資格：

1. 需具有教育部認定之大學醫學士資格。
2. 需具有國內外臨床病理專科醫師資格；以具備細胞病理學專長者為優先。
3. 具獨立研究能力與教學服務熱忱。

二、檢具資料：
1. 履歷表、相關學位證明及相關專科醫師證書。
2. 五年內著作目錄並附重要著作抽印本。
3. 未來教學、服務及研究計畫概要。
4. 學術相關人士推薦函兩封。
5. 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三、截止日期：105年01月15日以前（以郵戳為憑）
四、聯絡地址：10002臺北巿中山南路七號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李麗娜主任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394 傳真：(02)2322-4263 E-mail：ntulab62150@ntu.edu.tw
六、預定起聘日期：105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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