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學年度牙醫臨床技能訓練課程考試(DOSCE)
考試需知及時間表
類別

考試日期

考試說明會
(全班參加)

108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12：30

術科模擬考試
(自由報名參加)

正式考試
(全班報名參加)

考試需知
■考試地點：第二棟 W21 教室
■午餐請自備

107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五)8：00-12：00

■免繳報名費
■自備物品：高速手機、鑽針、牙齒模型及完整樹脂
牙齒(贋復牙位 11x13、OD 牙位 36 各 1 顆)
■考試地點：綜合實驗大樓 403 實驗室

107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四)12：10-13：00
(電腦考試)

■免繳報名費
■自備物品：2B 鉛筆、橡皮擦
■考試地點：國研大樓 3 樓 IR334、IR335 電腦教室
■午餐請自備，請勿於電腦教室飲食

108 年 1 月 16 日
(星期三)8：00-12：00
(術科考試)

■免繳報名費
■自備物品：高速手機、鑽針、牙齒模型及完整樹脂
牙齒(牙位 21,14,35,37)、rubber dam kit (forcep, clamp,
frame, punch)
■學系提供：樹脂牙齒及 rubber dam
■考試地點：綜合實驗大樓 403 實驗室
■需參加說明會：108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12：30(地點：第二棟 W21 教室，午餐請自備)

108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四)8：00-12：00
補考
(學系另行通知)

(術科考試)
108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四)13：10-14：00
(電腦考試)

■需繳牙齒耗材費
■自備物品：高速手機、鑽針、牙齒模型及完整樹脂
牙齒(牙位 21,14,35,37)、rubber dam kit (forcep, clamp,
frame, punch)
■考試地點：綜合實驗大樓 403 實驗室
■自備物品：2B 鉛筆、橡皮擦
■考試地點：國研大樓 3 樓 IR335 電腦教室

★ 線上報名
1.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vUv7rlBh-HJ9ngNQA194PY3GHm13rw-RYftPZaFzlc1Il2Q/viewform
2.報名截止日期：10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
★ 注意事項：
一、正式考試合格者(含電腦考試及術科考試)，由中華牙醫學會以及教育部醫教會牙醫教育組共同
簽署發給證書。
二、模擬考試項目：(1) 贋復：右上 1x3 之支台齒修磨 (80 分鐘)
(2) 復形：左下 6 之 MOD 窩洞製備 (40 分鐘)
三、正式考試項目(含電腦考試及術科考試)：
※電腦考試
(1) 牙周器械及處置情境考題 (10%，15 分鐘)
(2) 口外器械及處置情境考題 (10%，15 分鐘)
考試地點：國研大樓 3 樓 IR334、IR335 電腦教室
※術科考試

(1) 贋復：右上 1x3 之支台齒修磨 (30%，80 分鐘)
(2) 復形：左下 6 之 MOD 窩洞製備 (20%，40 分鐘)
(3) 牙髓病：橡皮障及左上 4 之開腔 (30%，40 分鐘)
考試地點：綜合實驗大樓 403 實驗室
四、補考需知：正式考試總分未及格者，需參加 108/1/17 補考。補考名單預計於 108/1/16 下午
18 點公告。
★ 考試時間表：
107/12/27(星期四) DOSCE 正式考試(電腦考試)時間表
時間
分鐘
事項
場地
報到與準備
國研大樓 3 樓 IR334、IR335
12:10~12:30
20
電腦教室
電腦考試(牙周口外)
12:30~13:00
30
107/12/28(星期五) DOSCE 術科模擬考試時間表
時間
分鐘 事項
1.報到與準備
8:00~8:40
40
2.考試說明
贋復
8:40~10:00
80
休息
10:00~10:10
10
復形
10:10~10:50
40
108/1/4(星期五) DOSCE 考試說明會
時間
分鐘
12:30~13:00
30

場地
綜合實驗大樓 403 實驗室

事項
DOSCE 考試說明會

場地
第二棟 W21 教室

108/1/16(星期三) DOSCE 正式考試(術科考試)時間表
分 事項
場地
時間
鐘
綜合實驗大樓 403 實驗室
8:00~8:40
40 報到與準備
8:40~10:00
80 贗復
10:00~10:10
10 休息
10:10~10:50
40 復形
10:50~11:10
20 休息
11:10~11:50
40 牙髓病
11:50~12:00
10 填寫問卷
108/1/17(星期四) DOSCE 補考時間表
分 事項
時間
鐘
8:00~8:40
40 報到與準備
8:40~10:00
80 贗復
10:00~10:10
10 休息
10:10~10:50
40 復形
10:50~11:10
20 休息
11:10~11:50
40 牙髓病
12:00~13:10
70 中午
13:10~13:30
30 報到與準備
13:30~14:00
30 電腦考試(牙周口外)

場地
綜合實驗大樓 403 實驗室

國研大樓 3 樓 IR335 電腦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