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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05月 16 日系實習委員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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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0月 06 日學生實習委員會核備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培養牙體技術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優秀之臨床牙體技術人才，藉

由臨床實習過程提昇學生實習水準，並培養學生能夠理論與技術並

重，特依據「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實習辦法」，訂定「臺北醫學大學

牙體技術學系學生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章  實習分發 

第二條  實習生資格認定 

(一)本系學生必須修習完畢第四學年度上學期(含)以前之所有必修、

選修、通識課程、體育、服務學習(含基礎及專業)，始得參與實習

分發。 



(二)各學年度修課成績若有不及格科目者，將以原始修課成績列入計算；

未曾修課則以調整科目數計算，並附上實習預分發切結書，始得參

與該年度實習預分發。 

第三條  實習分發成績核算 

(一)實習生需申請一年級上學期至三年級下學期之智育成績單，並將學

期實習分發成績結算完成後(結算成績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

於實習申請截止日前，與實習申請書(如附錄一)一併交付系辦公室。 

(二)實習分發總成績為智育成績與專業成績之總和。 

1.智育成績佔 40%：以每學期平均計算。 

2.專業實驗課程成績額外加重比率佔 60%：(專業實驗課程所有成績

總和)/(專業實驗課程科目數)。 

a.專業課程實驗包含牙科材料學實驗(2學分)、固定義齒技術學實驗

(2 學分)、活動局部義齒技術學實驗(3 學分)、牙體形態學實驗

(一)(二)(各 2 學分)、牙科矯正技術學實驗(2學分)、牙科陶瓷技術學

實驗(2學分)、活動全口義齒技術學實驗(3學分) 

第四條  實習單位分發 

(一)實習單位以合格醫療院所與牙體技術所為限，且實習時應於領有

牙醫師或牙體技術師執照且具2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之人員指導下



進行。 

(二)本系於實習分發前提出合格之實習單位名單及名額。 

(三)實習生依照實習成績進行分發排序，依序選取；領有牙技菁英獎學

金者、績優實習單位獎學金者或建教合作獎學金者將不在此限。 

(四)實習分發方式應以合約書或實習分發公函行之，內容載明「實

習系所」、「實習系級」、「實習期間」並含實習名冊送交學生實

習委員會備查。 

(五)實習分發注意事項 

1.實習分發時，無故不到或經唱名三次未到者，分發順位自動放棄，

順延至最後。 

2.實習生完成單位填選後需親筆簽名確認，否則視同無效。 

3.分發作業中，實習生一律不得請人代為關說或運用關係影響實習分

發作業，否則視同無效。 

4.實習單位經分發後，實習生不得再另行接洽或申請更改，如有不

可抗力之因素經系主任核定得重新分發或撤回實習，由系主任簽請

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辦理。 

5.實習生不得私下向實習單位要求額外之名額實習。 

第五條  獨招入學學生因應其特殊需求之可能，應先放棄學系實習預分發程

序，按照時程於每年十月中前提出特殊需求實習單位申請單，經系



實習委員會審核後始得進行實習。 

第三章  實習期間 

第六條  實習期間與方式 

(一)實習期間為第四學年度下學期。 

(二)實習生不得擅自更換實習單位。 

(三)實習修課期間，除外語認證檢定、游泳檢定，學生不得以任

何理由回校重補修其他學分科目。 

(四)實習第一日需攜帶實習報到單(如附錄二)至實習單位完成報

到手續，並於一週內將實習報到單寄回學系辦公室核備。 

(五)實習項目與時程安排： 

實習項目 實習時數 實習內容 

固定贋復技術 160小時 牙冠牙橋、瓷牙等 

活動贋復技術 80小時 全口活動、局部活動等 

矯正贋復技術 80小時 平行模、維持器、擴大裝置等 

第七條  學生分配到各實習單位實習時，應確實遵守下列規定： 

(一)遵從實習單位之規範，並在其指導下虛心學習。 

(二)未經許可不得洩漏實習單位之機密資料。 

(三)實習期間因事或因病必需請假時，應依規定向實習單位辦理請假

手續，若請假時數超過實習規定時數三分之一時，視為學習不完

整，則需重修。 



(四)服裝儀容、行為舉止應符合其專業形象。 

(五)交通、膳宿、工作服及器材補償費等均由實習學生自理，若實習

單位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六)學生在各實習單位實習期間之工作或生活表現情形特殊者，依本校

學生獎懲規定，予以適切之獎懲。 

第八條  實習評分標準： 

(一)實習成績以實習單位(80%)與學系教師(20%)共同評定，繳交實

習作品者將由學系教師另予加分，總成績優異者按學校核定名額頒

予實習優良獎。 

(二)實習生成績低於七十分或高於九十分，評分者需提出一百字以

上的具體說明並附上相關舉證文件。 

(三)實習成績評分標準尺規： 

編

號 
項目 

極差 

(0分) 

差 

(1-4分) 

普通 

(5分) 

優 

(6-9分) 

極優 

(10分) 

1. 工作態度  

2. 工作表現  

3. 學習態度  

4. 學習表現  

5. 專業知識  

6. 平常表現  

7. 作業成果  

8. 工作達成率  

9. 工作滿意度  



10. 出席狀況  

總評分 (1+2+3+4……+10) 

第九條  實習生必須在實習期限之內完成學系規定清單內的任三項作品作為

實習最低標準。若實習生完成任五項者則學系教師成績佔比加5分。

以下作品經實習單位指導並繳交回系辦，必須含有石膏模型或 3D

列印模型。 

類型 編號 項目 

固定義齒 

1. □ ㄧ單位金屬牙冠(Crown) 

2. □ ㄧ單位陶瓷牙冠(Crown) 

3. □ 多單位金屬牙冠/牙橋(Crown/Bridge) 

4. □ 多單位陶瓷牙冠/牙橋(Crown/Bridge) 

5. □ ㄧ單位全陶瓷嵌體(Inlay) 

6. □ ㄧ單位全陶瓷冠蓋體(Onlay) 

7. □ 植體支持式義齒(含牙冠與植體) (Implant denture) 

8. □ 楔和楔槽附連體(Key and keyway attachment) 

活動義齒 

9. □ ㄧ副全口義齒(上下顎) (complete denture) 

10. 
□ 一側彈性床義齒(上顎或下顎)  

(complete denture/elastic base) 

11. 
□ 一側局部活動義齒(上顎或下顎)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12. □ 一側覆蓋式活動義齒(上顎或下顎) (Overdenture) 

矯正裝置 

13. □ 一側固位裝置(上顎或下顎) (Retainers) 

14. □ 一側定位裝置(上顎或下顎) (Positioners) 

15. □ ㄧ副滑式抑鼾器 (I.S.T )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學生實習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附錄一】 

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實習申請表(104級後適用) 

1.實習生姓名：_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學年度________學期 

3.申請日期：_____年 ______月______日 

4.實習分發成績核算 

科目 各學期成績 成績平均 加權成績 

智育 

(40 %)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各學期成績總和/6 

(請寫出計算分數) 

A:平均成績*0.4 

(請寫出計算分數) 

專業 

(60 %) 

牙體形態學實驗(一)： 

牙體形態學實驗(二)： 

牙科材料學實驗： 

固定義齒技術學實驗： 

牙科陶瓷技術學實驗： 

活動局部義齒技術學實驗： 

牙科矯正技術學實驗： 

活動全口義齒技術學實驗： 

各學期成績總和/8 

(請寫出計算分數) 

B:平均成績*0.6 

(請寫出計算分數) 

總和 -- -- (請寫出計算分數)A+B 

註： 

1. 請確認畢業學分(四上以前之必修、選修、通識課程、外語認證、體育、服務學習(含基礎

和專業))是否均已修畢，當學年度可畢業者才符合申請資格。 

2. 附上歷年成績單。 

3. 由左至右依序簽核完後擲回系辦公室。 

申請人簽章 導師簽章 行政老師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附錄二】 

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實習報到單 

實習單位  

姓名 
 

報到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實習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 民國      年     月   日止 

上下班時間為:                                             

證明單位： 

負責人 

單位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日 

 

備註:依照實習辦法第三章第六條第四項之規定，請實習學生報到後回傳本實習報到單傳真至(02)27362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