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

109 年度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獎勵計畫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牙醫師、照護人員培訓課程

特殊需求者指的是患有身心障礙、發展遲緩兒童、高齡長者等。這些患者

因為治療上的困難或因行動不便而無法至門診就醫，使得其口腔衛生與照護容

易被忽略，而導致罹患多種口腔疾病。隨著長期照顧服務法的推行，特殊需求

者的口腔健康照顧越來越受到重視。本院為衛生福利部指定之「特殊需求者牙

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負責培訓牙醫師及照護人員，以提供特殊需求者更完

善的牙科醫療照護。今年度規劃一系列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與照護課程，涵蓋

學理知識與臨床見習，歡迎對此課程有興趣之牙醫師、照護人員共同參與。

※ 防疫期間，參與者於活動進行中需全程配戴口罩，感謝配合！

（本院無提供口罩，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一起為防疫加油！）

※ 參與對象：牙醫師、護理人員、牙科助理、照服員等。

※ 費用：免費。（中午提供午膳）

※ 課程學分：牙醫師、護理人員。

（上述學分申請中。因部分學分尚在審核中，故實際學分

以各學會核定為主。）

※ 地址：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文心院區

口腔醫學部 B1樓層 D05教室

（中山附醫急診室對面）

※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

※ 交通資訊：（本院口腔醫學部停車場不提供上課學員停車。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 線上報名：

（請掃描下方 QR code）

口腔醫學部



課程表

講師介紹/現職

蔡政道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神經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負責醫師

余權航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主任

簡志成 大有牙醫診所院長、第二十九屆醫療奉獻獎－個人醫療奉獻獎

此課程欲申請牙醫師、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專業、品質。因學分審核中，故實際以各學會核定為主

講師介紹/現職

余權航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主任

黃大森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特殊需求者牙科主任

此課程欲申請牙醫師、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專業、品質。因學分審核中，故實際以各學會核定為主

講師介紹/現職

陳亮宇 臺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兼任講師

余權航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主任

此課程欲申請牙醫師、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專業、品質。因學分審核中，故實際以各學會核定為主

場次 時間 課程 講師
牙醫師身障

課程屬性

第一場

07/11
(六)

09：00~10：00 特殊需求者的生理病理特徵
蔡政道

基礎

10：00~11：00 特殊需求兒童心理發展與健康照護 進階

11：00~12：00 身心障礙者口腔狀況 余權航 基礎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認識身心障礙者

簡志成

基礎

14：00~15：00 身心障礙者口腔治療 基礎

15：00~16：00 如何申報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基礎

場次 時間 課程 講師
牙醫師身障

課程屬性

第二場

07/25
(六)

09：00~12：00 到宅牙醫醫療服務 余權航 進階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失能者口腔醫療照護
黃大森

進階

14：30~16：00 失能者口腔治療注意事項 進階

場次 時間 課程 講師
牙醫師身障

課程屬性

第三場

08/22
(六)

09：00~11：00 失智症患者的生理病理特質
陳亮宇

進階

11：00~12：00 失能長者衰弱與肌少症 進階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攝食咀嚼與吞嚥障礙
余權航

進階

14：30~16：00 口腔機能低下症 進階



講師介紹/現職

洪維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麻醉部部長

李育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病理暨診斷科主任

楊博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牙科主任

此課程欲申請牙醫師、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專業、品質。因學分審核中，故實際以各學會核定為主

講師介紹/現職

莊曜聰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吳肇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醫療副院長

此課程欲申請牙醫師、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專業、倫理。因學分審核中，故實際以各學會核定為主

場次 時間 課程 講師
牙醫師身障

課程屬性

第四場

09/05
(六)

09：00~10：00 插管相關牙齒傷害之風險管理
洪維德

進階

10：00~12：00 鎮靜、全身麻醉之風險與併發症 進階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特殊需求者口腔常見之疾病與治療 李育賢 進階

14：30~16：00 特殊需求者牙科臨床醫療技巧 楊博喻 進階

場次 時間 課程 講師
牙醫師身障

課程屬性

第五場

09/19
(六)

09：00~11：00 特殊需求者常見之心血管與內科生理疾病
莊曜聰 基礎

11：00~12：00 特殊需求者常見之系統性疾病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急救、轉診、倫理與相關法令

吳肇鑫 基礎14：00~15：00 緊急處理

15：00~16：00 急救及後送



課程表（牙醫師實習課程）

場次 時間 課程 時數 地點

第一場

09/09
(三)

08：30~
09：30

特殊需求者之口腔疾病與口腔功能

檢查技巧實習
1小時

中山口腔醫學部

3樓進階治療室09：30~
11：30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技巧實習 2小時

指導醫師

余權航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主任

實習方式

介紹牙醫到宅與吞嚥相關之器械設備及臨床操作技巧、特殊案例治療討論

場次 時間 課程 時數 地點

第二場

09/15
(二)

09：00~
12：00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技巧實習 3小時
南投草屯

創世基金會

指導老師

李育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病理暨診斷科主任

地址

南投草屯創世基金會：南投縣草屯鎮登輝路 335號

課程表（照護人員課程）

講師介紹/現職

蘇麗英 社團法人台灣口腔照護協會名譽理事

此場課程欲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專業。因學分審核中，故實際以各學會核定為主

場次 時間 課程 講師

第六場

09/10
(四)

09：00~11：00 口腔預防保健基本常識
蘇麗英

11：00~12：00 牙線操作及潔牙工具介紹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貝氏刷牙法
蘇麗英

14：00~16：00 特殊需求者潔牙行為引導與潔牙技巧



報名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必填）

是否已取得身心障礙相關學分：□無任何學分 □已有基礎學分

（牙醫師必填）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午餐 □ 葷食 □ 素食 （未勾選者視為葷食） *請自備環保杯

報名場次

牙醫師與照護人員共同課程：

□ 第一場：07/11（六） □ 第二場：07/25（六）

□ 第三場：08/22（六） □ 第四場：09/05（六）

□ 第五場：09/19（六）

牙醫師實習課程：

□ 第一場：09/09（三）- 地點：中山口腔醫學部 3樓進階治療室

□ 第二場：09/15（二）- 地點：南投草屯創世基金會 → □ 需要搭車

集合時間：第二場請於早上 8點 20分在口腔醫學部門口集合(派車接送)，逾時不候。

僅限照護人員參與場次：

□ 第六場：09/10（四）

全程參與課程之學員，將給予特殊需求者牙科繼續教育

結業證明書。

※ 承辦人：劉小姐 (04) 2471-8668分機 55336。
※ 報名方式：傳真報名：(04) 2475-6374（請報名者務必來電確認是否收到您的報名表）

→中午 12：30~13：30請勿傳真。

電子郵件：cshn626@csh.org.tw
網路報名：

※ 報名截止日：109年 07月 06日。以上資料僅提供報名，不作其他之用途。

mailto:mail：cshe356@csh.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