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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教學訓練計畫 

一、 目的 

    主要在訓練畢業之牙醫學生經過口腔顎面外科臨床和基礎課程訓

練，及全人口腔照護訓練，即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口腔醫療照護時須同時

考量全身狀況，包括生理、心理、靈性及社會等層面問題，尊重並反應個

別病人之需求、價值，得以合乎資格參加衛生署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

考試，俾能成為國家認定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 

 

 

二、師資 

專任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人數（ 5 ）人 

姓名 學  經  歷 

高壽延 

副院長 

學歷： 

哈佛大學口腔分子生物研究所博士（1996.08）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2003.06）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學士（1984.06） 

經歷： 

中華牙醫學會秘書長、理事（2001~2003） 

醫院牙科協會秘書長（1999~2001） 

臺北榮民總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住院醫師~科主任~口腔醫學部主任

（1986~2016）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學會理事、常務理事（1997~2011）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學會理事長（2011~2013） 

亞洲口腔顎面外科學會理事長（2016~2018） 

現職： 

臺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2016~今）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助教~教授（1986~今） 

中心診所醫院醫療顧問（2002~今） 

國際牙醫學院院士（2002~今）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口外專字第 0000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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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良 

科主任 

學歷：陽明大學牙醫學士、陽明大學臨床牙醫研究所博士、陽明大學生

技醫療經營管理學程碩士 

經歷：  

口腔顎面外科病室主任(2011~2016) 

口腔顎面外科科主任(2017~今) 

臺北榮民總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主治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20~今）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口外專字第 000185號) 

美國密西根大學口腔顎面外科臨床研究員（2005~2007） 

吳政憲 

病室主任 

學歷：陽明大學牙醫學士、陽明大學臨床牙醫研究所博士 

經歷： 

口腔顎面外科病室主任(2008~2011，2016~今) 

家庭牙科科主任(2018~今) 

臺北榮民總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口外專字第 000217號) 

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2018~今） 

楊政杰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哲學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系 學士 

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2018~今） 

台北榮總口腔醫學部特約醫師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 (口外專字第 000201號) 

台北榮民總醫院牙科部住院總醫師 

成函潔 學歷：陽明大學牙醫學士、陽明大學臨床牙醫研究所博士班 

經歷：  

臺北榮民總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主治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助理教授（2019~今）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口外專字第 0003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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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資源 

（一）醫院條件： 

衛生署教學醫院評鑑等級：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優等（效期：民國 107年 1

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二）人員：（若篇幅不足，另列表打字）  

現有專任口腔顎面外科專科主治醫師人數： 5 人 （如上列表） 

現有專任口腔顎面外科住院醫師人數： 5 人  

 

何翊芸  牙字第 015512號 台北醫學大學 第五年口外住院醫師 

陳依仁  牙字第 015686號 國立陽明大學 第四年口外住院醫師 

劉子綸  牙字第 015506號 國立陽明大學 第三年口外住院醫師 

曲大毅  牙字第 015558號 台北醫學大學 第二年口外住院醫師 

周筱鈞  牙字第 017062號 中山醫學大學 第一年口外住院醫師 

 

（三）醫療業務及設備： 

1.可用病床總數： 21 床 

2. ■有   □無 專屬門診診療椅 

3. ■有   □無 口腔顎面疾病診療之設備 

4.每年住院 1097 人次 

5.每年住院全身麻醉手術數 702 例（請填表如附件一.二） 

（四）教學設備： 

一、教學場所： 

1.開刀房數： 1 間 

2.開刀房每週平均使用時數： 50 小時 

3.每天教學查房時數： 1 小時 

二、教學設備： 

1.醫師研究室： 5 間 

2.討論會議室： 1 間 

3.是否有電化教學器材及資料： 單槍投影機 X2, 教學 DVD X24片, 藏書

40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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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 

（一）訓練年限 

一般牙醫師訓練           4個月（門診及病房各兩個月） 

專科住院醫師訓練         3年 

 

（二）臨床醫學訓練課程 

（壹）、專科住院醫師臨床核心訓練項目 

 

 口腔診斷及口腔內科 

 拔牙及贗復前手術（含植牙手術） 
第一年訓練重點 

 內科、外科及急重症訓練： 

麻醉科        1個月 

整形外科      1個月 

感染科        1個月 

胸腔內科      1個月 

心臟血管內科  1個月 

急診（創傷科）1個月 

加護病房      1個月 

第二年訓練重點  

(至少7個月) 

 顎顏面外傷 

 頭頸部感染 

 口腔顎顏面區之囊腫及良性腫瘤 

 口腔惡性腫瘤 

 顳顎關節手術及關節鏡 

 口腔顎顏面區之重建手術 

 先天及後天顏顱畸形之矯正手術 

 顏面部運動及感覺神經之疾病 

 全人口腔照護 

第三年及第三年以上 

訓練重點 

 

（貳）、臨床技能核心訓練項目基本要求 

 

項目 主刀或第一助手 項目 主刀或第一助手 

一般拔牙 300 正顎手術 2 

阻生牙 30 重建手術 2 

贗復前手術 15 顎唇裂 0-1 

感染 10 惡性腫瘤 2 

外傷 5 顳顎關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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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腫瘤 3 顯微手術 0-1 

囊腫手術 10 自體齒移植 2 

植牙 2 大唾液腺手術 1 

（三）專業訓練內容與活動 

      

    凡是參加口腔顎面外科住院醫師專業訓練皆必須參加下列之教育內容: 

 

1. 每年度均參加本部及院內舉辦之各項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

醫病溝通、醫學倫理(含性別議題)、醫事法規、感染控制、實症醫學及

病歷寫作之課程。 

2. 口腔顎顏面區之研究: 臨床或基礎研究。完成專科住院醫師時必須有一

至一篇論文發表。 

3. 門診教學: 住院醫師應於團隊主治醫師門診時段跟診，每週至少一次診

斷門診及追蹤治療門診。 

4. 住診教學: 每週 1次，由每個教學團隊之指導醫師選定適合住診教學病

例，指導團隊之住院醫師及實習牙醫學生分析病情及示範診查，並且引

導學員診斷疾病與討論治療方法與照護注意事項，再由學員繳交住診教

學記錄等相關資料，執行方式詳見『口腔醫學部住診教學實施作業要點』。 

5. 團隊教學訓練: 專科住院醫師應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帶領實習牙醫學生

及新進牙醫師參與並學習團隊照護，此外，實習牙醫學生及新進牙醫師

須完成口腔外科之病房照護的基礎核心訓練項目包括感染管制、無菌操

作觀念、傷口照護縫合技術、醫學影像判讀及系統性疾病病患牙科處置。 

6. 口腔顎面外科晨間報告: 6月至 12月期間，每週五舉行，由住院醫師報

告，口腔外科主治醫師指導，對象為實習牙醫學生及新進牙醫師。 

7. 死亡及併發症病例討論會: 依案例需要，不定期舉行。 

8. 跨專科與跨領域團隊訓練: 學習以病人為中心的跨領域團隊醫療訓練，

增進學生跨領域的知識與人文素養之核心能力，以落實全人照護的醫療

品質。聯合不同醫事人員與科別舉辦聯合病例討論會。 

 口腔顎面外科及矯正牙科聯合討論會: 依案例需要，不定期舉行。 

 口腔顎面外科及病理部聯合病例討論會(與會人員包括病理科醫師): 

每兩月 1小時。 

 頭頸癌病聯合病例討論會(與會人員包括放射腫瘤科、化學藥物治療

科、放射線部、核醫部、病理科、耳鼻喉科及整形外科醫師、頭頸

癌個管師、): 每週 1小時。 

 安寧緩和病情討論會(與會人員包括團隊醫師、護理師、安寧個管師、

社工師、病患本人及家屬): 依案例需要，不定期舉行。 

9. 顯微手術訓練。（向陽明大學醫學院實驗動物外科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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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內容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07:30~08:00) 

查房 

(07:30-08:30) 

頭頸癌病聯合病例討論會 

晨間報告(6~12月) (08:00~10:00) 

病歷/病例討論會 

 

(08:00~17:00) 

開刀房手術教學- 思源樓 B06手術室 

 

(08:00~17:00) 

開刀房手術教學 

 

 

(16:00~17:00) 

口外及矯正科.

聯合討論會 

 （14:00~16:30）門診 

口外住院病患回診追蹤 

 （14:30~18:00） 

口腔顎面外科及病理部聯
合病例討論 

 

註： 

1. 週一 16:30-18:00 口腔顎面外科及矯正牙科聯合討論會，不定期舉行 

2. 週四 07:30-08:30 頭頸癌病聯合病例討論會，不定期舉行 

3. 每週五  08:00-08:30 口腔顎面外科晨間報告 

4. 每兩個月一次，週四16:30-18:00 口腔顎面外科及病理部聯合病例討論 

5. 口腔診斷訓練  週一至週五8:30-12:00口腔顎面外科門診跟診 

 

 

五、考評機制 

凡參加口腔顎面外科住院醫師專科訓練者，於報到後必須參加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

科之相關會員，並於訓練期滿二年改為一般會員，完成專科訓練三年半期滿，檢具

學會規定之報名資料，向學會報考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執照考試，經衛生署指定

之甄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參加考試，及格後由衛生署頒發專科醫師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