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第 12 屆第 49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4 年 8 月 20 日

壹、考選行政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考試應考資格納入臨床技能測驗
可行性之研究成果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以來，醫療服務的觀念皆強調以病人為中心，因
此牙醫學教育的方向除了傳統醫療知識傳授，更著重技能的訓練
與態度的培養。由於臨床治療技術的學習與操作是牙醫師專業能
力展現的重要指標，為提升我國牙醫學教育品質、專業知能與醫
療水準，各大學院校積極規劃導入臨床技能測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以下簡稱OSCE)與臨床牙醫
學教育之教學、評量整合，以增進牙醫師臨床專業技能，因此現
行的牙醫師考試除檢測應考人的專業知識外，亦應檢測其是否擁
有熟練的臨床技能，以確實反映出牙醫學系畢業生之專業核心能
力。
目前許多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均已配合
教育制度的改革，先後將OSCE納入醫學教育與訓練課程中，並列
為牙醫師證照考試的項目。為使我國牙醫師考試制度與教育改革
計畫、牙醫學臨床訓練計畫結合，本部爰協調教育部、衛生福利
部與牙醫學界共同規劃推動牙醫臨床技能測驗納入牙醫師考試
應考資格，以落實牙醫師教、考、用的密切配合，提升牙醫師核
心技能與專業態度的素質並確保國人口腔的健康，並冀達成符合
國際接軌的目標。
二、規劃委託研究過程
為推動 OSCE 納為牙醫師考試之應考資格，本部自 101 年起分
別召開 2 次「研商臨床技能測驗（OSCE）納入牙醫師考試應考資
格會議」
；成立「牙醫師考試 OSCE 專案推動小組」
，由本部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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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保城邀集前考試委員高明見、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國內大
學、獨立學院牙醫學系代表及本部相關業務單位主管組成，經第
3 次會議決議略以，有關牙醫師考試應考資格納入 OSCE 部分，以
公開招標方式，委託牙醫專業學校、團體辦理研究案並含括擬定
試辦時程。
委託研究案經本部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
定，進行評選決標予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研究期間自 103 年
6 月 20 日起至 104 年 2 月 24 日共計 8 個月。鑑於本案對於牙醫
師養成之教、考、用每一階段均有極大的助益，爰委託研究經費
係由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及本部各分攤三分之一經費，共計新臺
幣 268 萬 6 仟元。
三、委託研究實施目標及執行情形
（一）實施目標
1.參考國外作法，整合國內各牙醫學系臨床技能評量方式，擬
定施測目標、評量方式及原則、標準作業流程等；同時建立牙
醫 OSCE 題庫，以期各校之施測過程與難易度一致。
2.透過臨床技能測驗試辦之推動與執行，以實際試辦經驗印證
所規劃之牙醫師 OSCE 計畫之妥適性，並提出檢討改善報告。
3.根據試辦結果，評估牙醫師國家考試應考資格納入 OSCE 之可
行性。
（二）執行情形
1.建立題庫：由研究機關彙集過去各校執行 OSCE 之試題及相關
表單、文件，建立題庫。
2.試場設置標準、設備需求評估：設置模擬診間，進行 6 站測
驗（其中 2 站標準化病人題和 4 站操作技能題）
。診間內除診
療設備還有錄影、錄音裝置。空間與動線設置需安排應考人不
得與考官及標準化病人接觸。
3.考官之招募、訓練與認證：受訓考官須為具臨床教學經驗之
主治牙醫師或資深牙醫師，若人數不足即進行一定時數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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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認證。
4.標準化病人之招募、訓練與認證：由於國內各牙醫學院校標
準化病人之來源、訓練方式、訓練時數皆不盡相同，為建立一
致且公平之訓練，以符合臨床技能測驗之要求，制定標準化病
人推薦標準及訓練課程，由各校依該學會統一準則及制定之統
一教材進行訓練並給予認證。
5.訂定作業程序：包括評分項目、內容、施測時間、辦理方式
與及格標準，並訂定各項測驗準則。
6.試辦情形：運用醫師 OSCE 之合格考場，於 103 年 12 月 14 日
舉行「全國牙醫學院校牙醫學系聯合臨床技能測驗」，參與試
辦應考人人數為 330 人，測驗場地分別於：(1) 北部：臺北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2) 中部：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3) 南部：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試辦期間適逢本部舉辦 103 年特種考
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感謝李委員選、高前委員明見分赴
中部及南部試辦牙醫師 OSCE 地點蒞臨指導。
四、研究計畫成果及具體建議
（一）研究計畫成果
1.執行之效益
（1）了解本國的牙醫學教育成果
經由國內各牙醫學院校合作執行聯合臨床技能測驗，
持續累積經驗以供未來施行國家牙醫師分階段考試應考
資格納入 OSCE 之推動。其另一目的可評估牙醫學系畢業
生在專業知識、臨床技能、態度、倫理與價值觀、病人互
動的應對能力及專業素養的表現等不同領域；不但能夠與
紙筆式之電腦化測驗相輔相成，更能引起牙醫學系學生學
習的動機、辨認牙醫學系學生學習不足的部分，以即時回
饋的方式提供牙醫學系學生進行補救或再次學習之機
會。另可檢視牙醫學系畢業生是否已符合牙醫師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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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提供客觀公正的考試成績作為決定其可否取得牙醫
師資格的參考依據。
（2）累積全國性牙醫師 OSCE 之辦理經驗
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在試務上累積牙醫師 OSCE 之成績
樣本數，以利提供未來設定及格標準之參考依據；另一方
面，累積足夠之具有鑑別度及信效度之 OSCE 題庫和具有
演出信度效度之標準化病人人力庫，同時也可一併整合國
內軟硬體資源，如師資人力規劃、行政人力規劃、OSCE 設
計規劃、OSCE 空間規劃、OSCE 試題設計與研發，也同時
建立 OSCE 執行等標準化流程以及回饋機制。
（3）可供作 OSCE 納入專技牙醫師考試應考資格參據
103 年 12 月 14 日於全國各牙醫學院校與學會提報之
OSCE 考場依循統一測驗時程、採用相同試題、運用一致性
訓練下之標準化病人和評分考官及使用一致性之標準空
間硬體規格來進行測驗，測驗結束後採用統一及格標準。
應考人到考率為 98.55 %、及格率為 98.97 %。本試辦計
畫透過國內各牙醫學院校合作執行，持續累積的各方面經
驗，將就所得之各項成果，整理成 OSCE 執行時之各項標
準化流程以及各項反應機制，提供各牙醫學院校以及各教
學醫院 OSCE 考場持續辦理 OSCE 之依據，達成牙醫師素質
把關、提升考試品質、提升醫學教育品質三大目標。並可
提供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牙醫師分階段考試導
入 OSCE 做為應考資格時的參考依據。
2.執行之困難
執行牙醫師 OSCE 的困難面，在於所有 OSCE 都需耗費相
當程度的資源（包括:金錢、時間、人力、空間、設備及耗材
一致性等）
。有形的成本如訓練標準化病人的費用、考官的培
訓費用、撰寫試題、考官評分費、考場軟硬體之設置…等；
無形的成本如診間和儀器、模具的使用和折舊更新、持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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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關測驗以加強試務人員經驗累積…等，OSCE 施行的前置
準備與執行過程都相當繁瑣，需要大批考官、標準化病人與
現場協助之工作人員的參與，各牙醫學院校（考場）皆投注
大量資源。
（二）具體建議
1.牙醫師 OSCE 時程規劃：為具體落實 OSCE 之效益，建議在學
程實習前先進行 OSCE 評量，由於實習係直接與病人接觸，因
此牙醫師除了醫病溝通外，尚須具有臨床操作技能，所以建議
牙醫學系五年級下學期進行 OSCE 評量，若未通過者，則不得
參加牙醫學系六年級實習。
2.法制作業修正：
（1）目前牙醫教育制度
a、牙醫學系四年級修畢牙醫基礎學科參加專技人員牙醫
師第一階段考試。
b、牙醫學系六年級實習完畢，畢業後參加專技人員牙醫
師第二階段考試。
（2）若由牙醫學系五年級學生考 OSCE，則分成三階段：
a、牙醫學系四年級修畢牙醫基礎學科參加專技人員牙醫
師第一階段考試。
b、牙醫學系五年級下學期結束前考 OSCE，作為報考專技
人員牙醫師第二階段應考資格(新增)。
c、牙醫學系六年級實習完畢，畢業後參加專技人員牙醫
師第二階段考試。
（3）參考醫師 OSCE 為例，查醫師法施行細則第一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前項考評應包括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教學醫院所辦理之臨床技能測驗：
a、在國內醫學系或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以後始能畢業。
b、持外國學歷畢業生經選配分發，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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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後始能完成臨床實作訓練。
因此，若將牙醫師 OSCE 時程安排於實習前，則需協調衛
生福利部修正醫師法施行細則第一條之一，方能實施。
3.考場設備經費需求
（1）未來將持續進行試辦牙醫師OSCE，一考場花費約需120萬
元，每位應考人進行正式考試所需花費之費用為13,390
元。
（2）考場設置以目前辦理醫師 OSCE 之考場進行修正改良，每
考場放置可容納「牙科治療台」及「兩張椅子」為主。
（3）空間設施將以未來須考幾站，始符應 OSCE 之需求做準備。
（4）建立「牙醫 OSCE 教具儲備室」
，進行 OSCE 教育模式、模
擬考及測驗當日抽題等 OSCE 標準程序。現行牙醫 OSCE 試
行測驗中，並無當日抽題之措施，原因為題庫不全以及教
具準備不易。而醫師 OSCE 已經建立教具儲備室，是牙醫
師 OSCE 未來努力的目標。
五、結語
鑑於醫療品質的良窳攸關國民健康，專業能力的教育與評量
極為重要，為強化醫學生的臨床實務能力，我國醫師證照考試於
102 年 7 月起將 OSCE 列為醫師考試第二階段考試之應考資格。考
量本次委託研究試辦結果，尚有需再研議之處，如每站測驗時間
僅有 10 分鐘是否足夠，以及是否要加考比較耗時之操作測驗等。
因此已規劃第二次委託研究案，並進行第二次試辦，案經本部依
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續與中華牙醫學會簽訂「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考試應考資格納入臨床技能測驗可行性之
研究」合約，期間為 104 年 7 月 20 日至 105 年 7 月 19 日止，為
期 1 年。期本次對於教案內容、測驗方式、題庫建置、醫病關係、
醫學倫理及如何整合現行牙醫學系臨床技術競賽評估及經費等，
再詳加研究，作為未來牙醫師考試應考資格是否納入臨床技能測
驗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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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49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續)
民國 104 年 8 月 20 日

壹、考選行政
104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
考試因應颱風來襲相關措施
一、前言
104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
利師考試定於 8 月 22 日（星期六）至 24 日（星期一）分別在臺北、
臺中及高雄等 3 考區同時舉行，應考人數 9,154 人，計設 4 試區，其
中臺北考區設國家考場、石牌國中等 2 試區，臺中考區設弘光科技大
學 1 試區，高雄考區設大榮中學 1 試區。
依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顯示，由於中度颱風「天鵝」正逐步接近
臺灣，其未來移動路徑雖然有北轉之趨勢，惟考量該颱風仍可能對本
考試造成影響，本部除密切注意颱風動態外，並啟動因應颱風來襲專
案小組，研擬相關因應措施，除向本考試周典試委員長志龍隨時報告
外，特向院會提出報告。
二、相關因應措施
本部業於 104 年 8 月 19 日上午 10 時，由謝政務次長召集本考試
試務處各組及相關人員研擬因應措施，並擬具新聞稿簽奉周典試委員
長核可，於同日刊載本部全球資訊網，提醒應考人預為準備。謹將所
擬相關因應措施說明如次：
（一）本部將密切觀察颱風動態，請應考人依原定考試日程準備考試，
預先規劃交通住宿事宜，並請注意本部發布之最新考試訊息。
（二）本考試是否如期於 8 月 22 日（星期六）至 24 日（星期一）舉
行，依各考區所在臺北市、臺中市、高雄市政府是否宣布停止
上班上課而定。如果各市政府並未宣布該期間任一日停止上班
上課，本考試仍如期舉行。
（三）本部已請各考區先協助洽借延期考試 1 天或 2 天所需要的試場
教室及預備之監場人力。
（四）本部將密切注意中央氣象局預測颱風影響之天數及地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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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區所在之臺北市、臺中市、高雄市政府是否宣布停止上班
上課，依國家考試偶發事件處理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會同
本考試典試委員長決定是否延期舉行考試，並視颱風實際影
響，發布考試延期公告等訊息。
（五）請本考試試務處各組及部派工作人員與相關對口單位及人員保
持連繫，俾有最新決定或措施時，得以及時因應處理。
三、結語
本考試面臨颱風來襲之不可預期現象，本部除已協調各考區及試
務處各組預為因應準備外，後續將視颱風動向，依國家考試偶發事件
處理辦法規定，在典試委員長領導下，妥善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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