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牙科助理基礎認證課程班   

目  的：優秀而熟練的牙科助理在講求品質的牙科醫療中是不可或缺的，本課程經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審查認證通過。完成此課程後，可依規定向各縣市牙醫師公會申

請牙醫助理認證。 

主辦單位：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對   象：(1)需為現任牙醫助理（不必服務滿 1年皆可參加，唯申請合格證書需服務滿一年才可提出） 

         (2)學歷需高中、職(含)以上，本國籍原住民採國中畢業（含）以上。 

            ※已取得牙助合格證書者，不須再參加基礎認證課程班。 

上課期限：108年 10/26、11/2、11/9、11/16、11/23，每週六 8:10~16:50，共 5日課程(計 40小時)。 

收費標準：報名費用(含講義、學分證書、午餐)，共計 4,000元整。 

          ※早鳥優惠價：9/30 日前報名者，學雜費及報名費 3500元，10月１日起恢復原價 4000元。 

     ※單場課程費用：800元(含講義、學分證書、午餐)。 

          ※已繳費不出席者，恕不退還既收款項。 

上課地點：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9樓視廳講堂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號) 

          ※參加學員當日停車費以全日最高 50元計費(上課報到時發給停車優惠証明)。 

報名方式：請郵寄或傳真至公會報名   電話：(04)526-0714 傳真：(04)2528-6702 

          聯絡人：王小組      會址: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03號 7樓之 3   

繳費方式：請將費用劃撥至本會帳戶，戶名『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朝輝雄』，帳號『20283784』。 

     ※注意：匯款人請填寫報名學員姓名，劃撥完後請將劃撥單據連同報名表傳真至公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即止。 

其它事項：本班為非學分班，無實習(或實驗)課程，修讀時數為 40小時，學員修讀期滿發給推廣教

育結訓證書，不授予學位證書。 

學員可於最後一堂課程備妥證件與行政費用 500 元整，於當天課後交於報到處，本會將

統一辦理認證。【牙醫助理合格證書需同時符合以下三項始可申請：(1)現為牙醫醫療院

所服務之牙醫助理。(2)須接受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認可之牙醫助理訓練課程

-基礎認證學分班，並達 40積分(含)以上。(3)最近 3年內曾於合格之牙醫醫療院所擔任

牙醫助理，累計時間達 1 年以上。】 

課程內容：必修課程 1：「醫事法津及醫學倫理」4績分。 

必修課程 2：「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急救施行與預防」4積分。 

必修課程 3：「牙醫助理應對禮儀（含電話禮儀）」2積分。 

選修課程 4：「行政助理課程」及「醫療助理課程」共計 30積分。 
 

報   名   表 

姓    名  診所名稱  

電    話  手    機`  

診所地址  便    當    □葷食     □素食 

參加場次   □五場課程 單場   □10/26   □11/02     □11/09    □11/16   □11/23 

繳    費   □已劃撥     金額:______________ 

郵政劃撥帳號：20283784  戶名: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朝輝雄  

電話：04-25260714 傳真：04-25286702 

☆匯款人請填寫報名學員姓名，劃撥完後請將劃撥單據連同報名表傳真至公會 



【課程介紹】 

 第一場  108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六) 

時段 時間 講師 課   程   內   容 

08:10-09: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醫師法與醫療法-牙醫助理相關法規 

09:10-10: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醫師法與醫療法-牙醫助理相關法規 

10:10-11: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現段牙醫助理認證辦法與工作範圍 

11:10-12: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現段牙醫助理認證辦法與工作範圍 

13:00-13:5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病患抱怨及客訴處理、與病患進行有效溝通、接待 

14:00-14:5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牙醫助理應對禮儀(含電話禮儀) 

15:00-15:5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牙醫助理應對禮儀(含電話禮儀)  

16:00-16:5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健保 IC 卡作業流程、電子病歷介紹、病歷書寫、管理與病患約診及追蹤                                    

 第二場  108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 
時段 時間 講師 課   程   內   容 

08:10-09:00 50 分鐘 張家芬 醫師  儀器介紹 

09:10-10:00 50 分鐘 張家芬 醫師  牙科器械介紹 

10:10-11: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牙科器械的滅菌與消毒 

11:10-12: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認識四手跟診：器械傳遞，SUCTION 及燈光調整 

13:00-13:5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基礎口腔解剖學、牙體型態學、一般口腔病變 

14:00-14:50 50 分鐘 朝輝雄 醫師  口腔衛教 

15:00-15:50 50 分鐘 朝輝雄 醫師  預防牙醫學與牙科營養學 

16:00-16:5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心肺復甦術(CPR)施行要領：基本 CPR、異物吸入、中毒 

 第三場  108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 

時段 時間 講師 課   程   內   容 

08:10-09:00 50 分鐘 史忠泉 醫師  牙體復形學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09:10-10:00 50 分鐘 史忠泉 醫師  固定假牙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0:10-11:00 50 分鐘 史忠泉 醫師  活動假牙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1:10-12:00 50 分鐘 史忠泉 醫師  認識印膜材料與調拌技巧 

13:00-13:50 50 分鐘 賴昀辰 醫師  數位牙科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4:00-14:50 50 分鐘 賴昀辰 醫師  雷射牙科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5:00-15:50 50 分鐘 連 襄  醫師  人工植牙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6:00-16:50 50 分鐘 連 襄  醫師  人工植牙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第四場  10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時段 時間 講師 課   程   內   容 

08:10-09: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牙周病科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09:10-10: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牙周病科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0:10-11:00 50 分鐘 賴政穎 醫師  口腔外科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1:10-12:00 50 分鐘 賴政穎 醫師  口腔外科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3:00-13:50 50 分鐘 張文信 醫師  根管治療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4:00-14:50 50 分鐘 裘雲揚 醫師  兒童牙科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5:00-15:50 50 分鐘 陳教文 醫師  齒顎矯正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16:00-16:50 50 分鐘 陳教文 醫師  齒顎矯正概論器材介紹及助理跟診技巧 



 第五場  10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 

時段 時間 講師 課   程   內   容 

08:10-09:00 50 分鐘 李春生 醫師 健保申報與避免失誤 

09:10-10:00 50 分鐘 李春生 醫師 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 

10:10-11: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牙醫助理跟診技巧： 

牙醫 X-RAY 攝影之清潔及準備與沖洗：跟尖片、咬翼片、咬合片與口外片 

11:10-12:00 50 分鐘 黃良吉 醫師 
牙醫助理跟診技巧： 

牙科影像處理~傳統相機、數位相機與口內攝影機操作技巧                                                                  

13:00-13:50 50 分鐘 張天俊 醫師 針扎處理流程與洗手方式 

14:00-14:50 50 分鐘 張天俊 醫師 病人安全、5S 運用 

15:00-15:50 50 分鐘 陳教文 醫師 傳染性疾病病患牙科就診之注意事項 

16:00-16:50 50 分鐘 陳教文 醫師 全身性疾病病患牙科就診之注意事項 

 【講師簡介】 

朝輝雄 醫師 

現  職 
 興達牙醫診所 院長 

 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理事長 

學  歷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福爾摩沙牙醫學會 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專科醫師 

李春生 醫師 

現  職 祥恩牙醫診所 院長 

學  歷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專科醫師 

台灣福爾摩沙植牙醫學會 專科醫師 

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中區審查分會 醫審組組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醫療專業調解委員 

史忠泉 醫師 

現  職  忠信牙醫診所院長 

學  歷  國防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國軍台中總醫院赝復科 主任 

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秘書長/專科醫師 

黃良吉 醫師 

現  職  臺中榮總牙周病科主治醫師 

學  歷  國防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東海大學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 碩士 

國軍臺中總醫院 主治醫師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 專科醫師 

美國 Tufts 大學植牙中心 研究員 

張家芬 醫師 

現  職 永康牙醫診所 醫師 

學  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彰化基督教醫院 醫師 

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專科醫師 

陳教文 醫師 

現  職 普全牙醫診所 院長 

學  歷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理事、出版委員會 主委 

中臺灣牙醫植體醫學會 副理事長 

台灣牙醫植體醫學會 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 專科醫師 



 【講師簡介】 

賴昀辰 醫師 

現  職  展悅牙醫診所 院長 

學  歷  國防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三軍總醫院牙髓病科 臨床助教 

台中榮民總醫院牙髓病科 受訓醫師 

國軍台中總醫院牙科部總醫師、主治醫師 

衛生署牙醫師兩年期訓練 計畫教師 

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專科醫師 

連  襄 醫師 

現  職  臺中榮總牙周病科專任住院醫師 

學  歷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住院醫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行政總醫師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 專科醫師 

中臺灣牙醫植體學會理事 

賴政穎 醫師 
現  職  台安醫院牙科部主任 

學  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學會 專科醫師 

張文信 醫師 

現  職 張文信牙醫診所 院長 

學  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台大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華民國牙髓病學會 專科醫師 

台大牙科部 臨床指導醫師 兼任主治醫師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主治醫師 總院牙科主任 

裘雲揚 醫師 

現  職 國軍臺中總醫院牙科部主治醫師 

學  歷 國防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牙科 專科訓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牙科醫學會 專科醫師 

張天俊 醫師 

現  職  天誼牙醫診所 

學  歷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士 

經  歷 中區審查分會 審查醫藥專家 

前台中縣牙醫師公會常務理事、理事、監事 

中國醫藥大學 校友總會理事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校友會中區 會長 

台灣福爾摩沙植牙學會 專科醫師/出版主委、理事 

【注意事項】 

1.參加學員須簽到（上午）與簽退（下午），任一項未簽名者，該場次學分不予列計。 

2.不得早退，下課時間依講師宣布為準。 

3.五場報名人數未達 40 人時或遇颱風天災（依照台中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上課之命令）本課程將

擇期舉辦，所收取之課程費用會全額退還。下次開課時間將以書面另行告知。 

【申請牙科助理認證合格證書須準備之物項如下】 

1.助理認證課程學分證書：40 積分【正本、影本(由本會代為處理）各一份】。 

2.國民身份證正反面【正本、影本各一份】。 

3.填寫申請書、二吋彩色相片 2 張【於申請書黏貼 1 張；繳交 1 張，請於背面書寫姓名】。 

4.在職證明書：證明為現職牙科助理【正本一份】。 

5.年資証明 ：該申請年度前三年內工作經歷達一年以上【正本一份】。 

6.學員可於最後一堂課程備妥上述證件與行政費用 500 元整，於當天課後交於報到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