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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現況 

⼀. 早期狀況
早期的牙體製作比較簡易，無需太複雜的設備及技術，場所也⼤多設置在醫 療

現場，由助理⼈員製作。民國六⼗四年，齒模製造技術員管理辦法實施後，這 些⼈
員納入管理，依其辦法從事助理鑲牙相關業務。  

在此期間牙體製作技術發展迅速，當時有為數不少的業者遠赴海外牙科技⼯ 學
校深造，並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並聘請國外技師來台教授。  

由於整體市場需求，牙體製作已演進成為⼀⾨專業技術，當時並無學校教育 培
訓，均以師徒相授，因此從業⼈員的教育程度、年齡參差不齊，年齡以 15~35 歲占
多數，與⼀般學徒制之⾏業並無多⼤差異。  

民國七⼗五年至八⼗年，這段期間是技⼯所從業⼈員最興盛時期，之所以會 有
這麼多從業⼈員不外乎市場需求所致;另外⼀⽅⾯也是尚無⼀定制度管理，只 要懷有
技藝，客廳即是⼯作室，隨時可以執業，有牙醫診所的地⽅就其業務往來。  

於民國八⼗⼆年開始從業⼈員，牙體技術所在數量有下降趨勢，近幾年來更 明
顯其主因在於:  
1. 教育普及學徒制的衰減。  
2. 環保意識提升製造場所難覓。  
3. 物料⼈⼯成本增加經營困難。  
4. 缺乏管理制度⾏業定位不明。  
5. 專業⼈員轉赴⼤陸投資  

牙體製作技術之養成，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及臨床製作經驗，才能夠勝任製作 出
更精密的假牙，⼤量專業⼈才流失，⼈⼒斷層已然浮現。 

另⼀⽅⾯亦因⼤陸政策開放後，轉移赴⼤陸從事本業⼈員陸續增加中，估計 約
有數百餘⼈分布於⼤陸沿海城市，隨著三通政策開放勢必更加複雜，極需⼀完 整制
度規劃，以利牙體技術製作業正常發展，培育專業⼈才更是當務之急。 

⼆.  牙體技術師法源起  
牙體技術從業⼈員制度發展，起源於民國六⼗八年，業界有鑑於爭取合法地 位

及發展專業技術，業界⼈⼠積極倡導籌組⼈民團體;民國七⼗年中臺醫專創辦 牙體技
術科，奠定了牙體技術從業⼈員以學、術兼備的專業尊嚴爭取醫、技分業 的⽴法⽅
向。  

三. 牙體技術從業⼈員法案制度發展  
1. 牙體技術師法案發展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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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業界⼈⼠⾸次申請中華民國牙科技⼯學會，但因為⼈民團體組織法 尚未修
訂開放，申請案遭內部擱置。  

七⼗四年業界⼈⼠創辦牙科技⼯雜誌社取代⼈民團體功能，廣設各縣市分⽀ 機構，
請草研擬相關法規。 

七⼗五年向⾏政院衛⽣署提請牙科技⼯從業⼈員制度規劃。 

七⼗六年⾏政院衛⽣署將牙科技⼯從業⼈員制度並列於醫事技術⼈員法，起 草牙科
技⼯師⼠法案草案審議。  

八⼗⼀年⾏政院衛⽣署辦理全國牙科技⼯從業⼈員在職進修班。 

八⼗六年⾏政院衛⽣署辦理全國牙科技術⼈員現況調查，牙體技術師法草 案、牙體
技術⼠管理法案研擬會議。  

八⼗六年⾏政院由衛⽣署牙醫諮詢委員會詹主任委員兆祥醫師，招集中華民 國牙體
技術學會、中臺醫護技術專科學校、中華民國齒模技技術員協會等，協商 牙體技術
師⼠法草案。  

八⼗七年⾏政院委衛⽣署牙醫諮詢委員會、通過牙體技術師法草案、牙體技 術⼠管
理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八⼗八年⾏政院勞⼯委員會衛⽣安全研究所辦理，牙體技術⼈員職業傷害並 調查案
業務。  

八⼗九年九⽉⾏政院委衛⽣署召開牙體技術師法草案會議，通過本法草案送交給⾏
政院院會審議，並於⼗⼀⽉協商考試院制定相關應考資格。 八⼗九年⼗⼆⽉⼗三
號，牙體技術師法草案及細則條款全案，業經⾏政院陳 政務委員錦煌等審竣並經過
張院長召開第⼆七⼀三院會審議通過，送交⽴法院審 查，其間歷經⽴法院三屆次⽴
法委員任期等待⽴法。 

 九⼗四年四⽉⼀⽇，牙體技術師法草案因⽴法院上屆任期未能審議通過，再 次更回
⾏政院並於同年⼗⽉衛⽣署召開相關團體協商草案，並送⾏政院院會審議。  

九⼗五年⼆⽉⼆⼗⼆⽇，牙體技術師⼠法草案經⾏政院院會議審通過，再次 送交⽴
法院促請盡速⽴法通過。  

九⼗七年五⽉⼆⼗⼆⽇，牙體技術師法草案經歷⽴法院會初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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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年⼀⽉九⽇，牙體技術師法經⽴法院會三讀通過。 民國九⼗八年⼀⽉⼆⼗三
⽇經總統令華⼀義 第 09800018521 號公布施⾏。 牙體技術師法相關法規。 

九⼗八年⼀⽉⼆⼗三⽇經總統令華⼀義 第 09800018521 號公布施⾏牙體 技術師法全
案共 61 條⽂。  

九⼗八年四⽉⼗⽇⾏政院衛⽣署醫 第 0980260988 號另訂定發布施⾏牙體 技術師法
施⾏細則草案全⽂擬具 13 條⽂。 

2. 牙體技術師執業內容  

近年來，台灣地區之公共衛⽣及國民⽣活⽔準不斷提升，國⼈平均壽命逐年 延
長，國內⽼年⼈⼜⼤幅增加，牙醫醫療⽤牙冠、牙橋、嵌體、矯正裝置、義齒 之製
作、修理或加⼯之牙體技術服務益形重要，⽽執業⼈員之素養乃攸關牙體技 術服務
之良窳。為將牙體技術執業⼈員納入管理，俾對其業務及責任等有所是當 規範，以
強化牙體製作技術，提升其服務品質。  

3. 牙體技術⼈員⼈⼒來源 

(1)  早期師徒相授制:⾃七⼗年代開有有專業學校培訓專業⼈⼠。  

(2)  國內培訓學校  
1. 中臺科技⼤學(前中臺醫專)⾃民國七⼗年興辦牙體技術科，⾃於民國八
⼗ 八年度開始招收四技、⼆技學院⽣，⾃民國七⼗五年開始有畢業學⽣
至今近三千 餘⼈，⾃民國八⼗八年興辦在職專班結合業界進修⼆專⼆技
亦達八百餘⼈，實際 從事相關產業⼈員約達 30%，並於九⼗八年學年度
學系改名為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2. 樹⼈醫專管理專科學校九⼗五學年度成⽴並招⽣第⼀屆五專部⼀班，九 
⼗六學年度起五專部招收⼆班，九⼗五學年度起同時招⽣⼆專在職專班
⼀班。九 ⼗八學年度為全國唯⼀招收牙技⼆專在職專班之科系。  

3.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九⼗六學年度成⽴並招⽣第⼀屆五專部招⽣ 116 
名、⼆專在職專班 50 名，九⼗七學年度五專部 100 名、⼆專在職專班 
40 名，亦 以⽤⼼執⾏導⽣師徒制師⽣情誼濃厚，培訓優良⼈才。  

4. 台北醫學⼤學九⼗六年成⽴牙體技術系是國內第⼀所由⼜腔醫學院所成 
⽴，以培育牙技專業⼈才的學系，除了訓練學⽣習得實務技能，亦培養
學⽣具有 研究發展的能⼒，研發更新的材料及技術，促進牙科技術⼯業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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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牙體技術⼈員執業⼈數、年齡結構與地理分布概況  
(1)  民國六⼗年代從業⼈員教育程度、年齡概況:  

分布於:台北、台中、⾼雄等主要居住城市居多。  

(2)  民國七⼗年初從業⼈員概況:  

分布於:台北、台中、⾼雄等主要居住城市居多。 台灣地區約有牙體技術所 1200 
家，從業⼈員 6000 ⼈。  

(3)  民國八⼗年初從業⼈員概況:  

分布於:台北、桃園、新⽵、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雄、宜 蘭等地區。 
台灣地區約有牙體技⼯所 2300-2500 家，從業⼈員約 12000-15000 ⼈。  

(4)  民國九⼗年代從業⼈員教育程度、年齡概況:  

學歷 國⼩ 國中 ⾼中 專科 

30% 40% 25% 5%

年齡 15-25 歲 25-35 歲 35-45歲 45-55 歲 

60% 30% 8% 2%

學歷 國⼩ 國中 ⾼中 專科

20% 50% 36% 1%

年齡 15-25 歲 25-35歲 35-45歲 45-55歲

50% 36% 13% 1%

學歷 國⼩ 國中 ⾼中 專科

20% 30% 35% 15%

年齡 15-25歲 25-35歲 35-45歲 45-55歲

50% 36% 13% 1%

學歷 國⼩ 國中 ⾼中 專科

15% 30% 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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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於:台北、桃園、新⽵、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雄、宜 蘭、花蓮、
台東等地區。 
分布於全國縣市合計 2031 家 從業⼈員 8227 ⼈。  

(5) 九⼗六年從業⼈員教育程度、年齡概況  

八⼗八年專科在職專班設⽴:進修⼈員約 800 ⼈。  

5. 九⼗九年至⼀百零五年考選部舉辦牙體技術師（⽣）⾼等考試與特種考試（特種
考試102年已全部辦理完畢），取得牙技師⽣證書慨況 

牙體技術師（⽣）截至105年，取得合格證照⼈數為4679⼈。 

年齡 15-25歲 25-35歲 35-45歲 45-55歲

14% 45% 36% 6%

學歷 國⼩ 國中 ⾼中 專科

9% 21% 54% 16%

年齡 15-25 25-35 35-45 45-55

19% 39% 26% 16%

年份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牙技師⾼等考試及
格⼈數

367 170 189 266 270 382 307

牙技⼈員特種考試 675 366 493 1194

總計 1042 536 682 1460 270 382 307

!5



貳. 國際趨勢 

長久以來，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在⼜腔醫療照護的實際運作中，牙體 技術
師都是⼜腔醫療保健專業⼈⼒(professional workforce)中不可或缺的⼀員， 特別是在
⼜腔贗復體(活動假牙、固定假牙、乃至近年來快速興起的植牙)與 齒列矯正所使⽤

的矯正裝置的製作中，提供了非常專業⽽關鍵的貢獻 
13,14
。然 ⽽，過去在臺灣地

區，由於社會與歷史發展的種種因素，牙體技術師卻始終未 能獲得正名，⽽隨之受
損的也包括牙體技術師應享有的物質報酬與在社會上專 業地位。但是以上的問題即

將隨著「牙體技術師法」於98年 1 ⽉的⽴法 通過並隨後即由總統公佈實施 
11
，⽽快

速地改觀。  

牙體技術師⼈⼒必須事先規劃，⽽不能任令其⾃然發展。因為牙體技術師 也和
牙醫師⼀樣，是提供民眾⼜腔健康照護團隊的主要成員，⼈⼒的培養需要 四年以上
的時間，無法事先儲存，當⼈⼒缺乏時，不易由國外輸入，亦不能由 其他(除牙醫師
與鑲牙⽣之外)的醫事⼈⼒於短時間內轉任;當執業環境相對 不理想時，本⼟培育的
牙體技術師⼈⼒卻很容易流失 15。牙體技術師⼈⼒不能倚 賴市場機制來決定數量與
品質，⽽必須由政府主管機關主動加以規劃。初期規 劃後，應該要持續地監測相關
因素的變化並且做相對的調整與因應。因為牙體 技術師的⼈⼒規劃，不僅只是
「質」與「量」的問題，還牽涉到「城鄉分佈」、 「分⼯與整合」、⽣產⼒的變動
因素、我國等議題。 

根據國外相關⽂獻顯⽰，影響⼜腔醫療服務之利⽤及相關⼈⼒(包括牙體 技術
師)供需的因素及⾯臨的挑戰包括 9,10.16-24:民眾的⼜腔照護需要與需求(年 齡、收
入及教育結構(未來更具挑戰性⽽且多樣化的醫療需求)、公共衛⽣預防 策略、主觀
需求、消費者意識、全身醫學之發展)、整體社會經濟發展(城鄉差 異、貧富差距
等)、牙醫師及牙體技術師的教考⽤與專業分⼯、其他輔助⼈⼒ (allied dental 
professionals, 包括:牙科護⼠、⼜腔衛⽣師、以及經過認證的牙 科助理等)之教考⽤、
(WTO 架構下)國外(及中國⼤陸)牙體技術師⼈⼒之 流入、國內牙體技術師⼈⼒之流
出(預期退休年齡、轉業、性別比等)、⼜腔照 護網之建置、⼜腔照護系統(dental care 
delivery system, 如:全民健保及其給付 項⽬)之效率、社會福利制度(退休給付、⽼⼈
年⾦、居家照護等)研發⼈⼒、 以及新的⼜腔疾病的治療⽅法(儀器、材料等)之引入
等。  

⼀. 我國牙體技術師（⽣）於各縣市執業⼈數概況 

各縣市執業⼈數 牙技師 牙技⽣

新北市 135 262

!6



截至105年，依照各縣市登記執業⼈數，總計牙技師為872⼈，牙技⽣為889⼈。 
全國總執業⼈數為1761⼈。 

⼆. 2005年至2009年我國牙醫師⼈數與全國⼈⼜比較  

台北市 164 123

桃園市 63 93

台中市 192 82

台南市 46 64

⾼雄市 122 101

宜蘭縣 11 24

新⽵縣 4 11

苗栗縣 4 5

彰化縣 61 33

南投縣 13 3

雲林縣 3 11

嘉義縣 2 16

屏東縣 7 4

台東縣 1 6

花蓮縣 6 15

澎湖縣 1

基隆市 1 3

新⽵市 9 11

嘉義市 27 22

⾦⾨縣

連江縣

!7



資料來源:1. ⼾籍⼈⼜歷年統計表。內政部⼾政司,2010。 URL:http://www.ris.gov.tw/
version96/stpeqr_01_04.html  
2. 歷年醫事⼈員執業⼈數統計。衛⽣署統計處, 2010。 URL:http://www.doh.gov.tw/
CHT2006/DM/DM2_2.aspx?now_fod_list_no=11167  

三. 各地區牙醫⼈數分布表（2009年） 

年份 全國⼈數 牙醫⼈數 牙醫/⼗萬⼈ ⼈⼜/牙醫

2005 22,770,383 10,140 44.53 2,246

2006 22,876,527 10,412 45.51 2,197

2007 22,958,360 10,740 46.78 2,138

2008 23,037,031 11,093 48.15 2,077

2009 23,119,772 11,351 49.10 2,037

地區 牙醫⼈數

台北市 2518

⾼雄市 1018

台北縣 1883

宜蘭縣 126

桃園縣 820

新⽵縣 148

苗栗縣 146

台中縣 597

彰化縣 475

南投縣 157

雲林縣 155

嘉義縣 95

台南縣 318

⾼雄縣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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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醫事⼈員數─按縣市別分。衛⽣署統計處,2010 
URL: www.doh.gov.tw/CHT2006/DisplayStatisticFile.aspx?d=68596  

四. 牙體技術⼈才培育管道 

台北醫學⼤學，中台科技⼤學，敏惠醫專，樹⼈醫專，以上四所為⽬前培育牙
體技術⼈才的學校。每年培育⼈才，台北醫學⼤學約35⼈，中台科技⼤學約130⼈，
敏惠醫專約130⼈，樹⼈醫專約130⼈。其中，中台科技⼤學有四年制技職學系與⼆
季共3班。樹⼈醫專有五專部2班及在職專班1班。每年，培育牙體技術⼈員約425
⼈。但實際取得牙技師證書⽽進入職場⼈數約為30%。 

五. 先進國家以及與我國發展情形相近的國家牙體技術師⼈⼒ 及相關資訊  

屏東縣 194

台東縣 62

花蓮縣 125

澎湖縣 31

基隆市 135

新⽵市 234

台中市 975

嘉義市 178

台南市 505

⾦⾨縣 24

連江縣 7

總計 11,351

國家 美國 ⽇本 韓國 英國 德國 加拿⼤ 澳洲

牙體技
術師⼈
數

46000 35337 13323 7094 58123 2000 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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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政院衛⽣署 99 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計畫編號:DOH099-TD-M-113-
099014） 

臺灣地區牙體技術師⼈⼒供給與需求推估結論中之建議：  
1. 歐美⽇等七個先進國家以及發展程度與我國接近的國家的經驗，以「牙 醫師及牙
技師比例」⽽⾔，其範圍從德國的 1.14 到加拿⼤的 5.76，平均值為 3.36， 中數為 
3.24。專家會議中亦認為 3.0 為適當之比例，並以接近我國現況(2.45) 的 2.5，以
及接近平均值的 3.5 為上限及下限進⾏⾼、中、低三種推估。再參考 2015 至 2020 
年之間，臺灣地區的牙醫師平均⼈數約為 12,625 ⼈，則 2015 至 2020 年之間，臺
灣地區牙體技術師的需求量約在 3607(低推估)~4208(中推估)~5050 (⾼推估)之間。

2. 在「現有⼈⼒」的部分，臺灣地區現有的牙體技術⼈員在五年內能夠獲得牙體技
術師(⽣)資格，並繼續從事相關⼯作的⼈數約為 4750 ⼈。 ⽽每年因死亡、移民、
轉⾏等因素流失的⼈⼒，以 5%估算，即每年流失⼈⼒約 238 ⼈。如果未來執法
不夠嚴謹，則有可能產⽣「隱形⼈⼒」的問題。臺灣地區 四所設有牙體技術相關
科系的⼤專院校至 2015 年之後，每年共將培育出 450 名 的畢業⽣。如果考慮投
入牙體製作市場的比率、以及考照的及格率(均以八成 估算)，則每年將可增加 
288 名的牙體技術⼈⼒投入市場。如果考量牙體製作過 程與成品的特性，⽬前已
經存在的將訂製指⽰書及模型送至國外，再將成品或 半成品送回國內的外購模
式，未來可能繼續擴⼤⽽形成「虛擬⼈⼒」的問題。  

六. ⼩結 

由上述的統計數字，可以發現幾個存在牙體技術產業間的問題： 
在民國80年初，從業⼈員⾼達12000~15000⼈，隨著時間的進展與學校教育的興起，
傳統學徒制從業⼈員因死亡，⽼化，歇業，退出市場，⼈數急速萎縮至民國90年的
8227⼈。 

每位牙
技師服
務⼈⼜
數

6639 3622 1791 9996 1803 16451 7975

牙醫師
與牙技
師⼈⼜
比率

2.97 2.81 1.64 4.00 1.14 5.76 3.51

!10



民國98年牙體技術師法公告施⾏，依照本法，考試院於民國99年開始辦理牙體
技術師⾼等考試及牙體技術⼈員特種考試，取得牙體技術師與牙體技術⽣證照的⼈
數為4679⼈。 

若依照上述研究計劃的推估，在2015~2020年⼈員需求的估計⼈數應為約在 
3607(低推估)~4208(中推估)~5050 (⾼推估)之間。 
若照考取證照⼈數與上述研究計畫所推估⼈數，以專家會議建議牙醫師與牙技

師（⽣）⼈數之比率，最佳比為3.0，也就是⽬前應已達到市場飽和狀態。但，再以
另⼀個數據來看，⽬前牙技師（⽣）在各縣市登記執業的⼈數，僅有1761⼈。 

綜上所述，牙體技術職業類別，是否存在隱形⼈⼒問題︖90年從業⼈數8227
⼈，取得合格牙體技術師（⽣）4679⼈，⽽登記執業⼈數卻僅有1761⼈。其中所隱
藏之問題，建請主管機關委託學術單位進⾏相關研究！再者，若以牙醫師在各縣市
分佈狀況，北部地區（新⽵以北），應佔全國執業牙醫師數之⼀半，但⽬前牙技師
登記執業數，新⽵以北，若照上述專家建議比率3.0，北部牙技師的⼈⼒應嚴重不
⾜。 

現今，牙體技術⼈才培育，已無師徒相傳，由臺北醫學⼤學，中台科技⼤學，
敏惠醫專，樹⼈醫專擔任培育重責，但，北部僅台北醫學⼤學，且為培育⾼階牙體
技術⼈才之重要學校，每年畢業⽣約有35⼈。對照上述業界⼈才需求的比率，北部
⼈才培育學校似乎有增加的空間。是故，建請主管機關研議是否在北部地區增設牙
體技術相關科系，培育新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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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前問題檢討 

牙體技術職類雖在民國98年牙體技術師法公告施⾏後，正式納入醫事⼈員職
類。但此⾏業存在已久，故，牙體技術師⽣在職場上也⾯臨許多問題： 

⼀. 資訊不對稱 
依照牙體技術師法第12條之規範，依照牙醫師之指⽰，從事⼜腔外之牙體技術

相關業務。並無接觸第⼀線患者的機會。 

早期，業界普遍存在代⼯與加⼯之⼼態，⽽以⼩型加⼯廠存在於業界亦時有所
聞。⾃民國98年起，牙體技術職類已納入醫事⼈員管理，然在⼀般民眾⼼中，無從
得知任何假牙製作之訊息，僅能由牙醫師單⽅⾯的推介來選擇製作假牙的種類。 

牙科假牙製作，過程繁複且種類眾多。尤其製作所使⽤之材料，不但與患者之
健康又直接相關，更與製作假牙費⽤直接連動。⽽患者卻無法得知假牙的製作者抑
或是假牙的材質。為維護⼀般消費者（患者）的權益，實施假牙製作履歷，是否為
可⾏的⽅向，建請主管機關研議︖ 

⼆. 技術⾨檻⾼，⽽且⼯時過長 
牙技科系學⽣，在五專或科技⼤學，醫學⼤學修業期間，雖然有數年之久，但

在學期間除學習牙體製作之專業課程及時數，亦必須修習其他通識課程，導致學⽣
畢業後進入職場，還需要經過⼀段與業界接軌的時間。此階段，耗時且因還未能與
實際業務銜接，多數畢業⽣在此階段就選擇離開此⾏業。 

且因為牙體技術業務，包括植牙假牙製作，⼀般瓷牙，活動局部假牙，全⼜假
牙製作及各項假牙之修理加⼯。製作耗時，所以牙技師普遍⾯臨⼯時過長的問題。
⾼⼯時與薪資所得未能成正比，也是業界常⾯臨之問題。 

三. 如何提⾼醫療平權 
牙體技術師法第12條第1項~牙體技術師執⾏業務應依照牙醫師或鑲牙⽣之書⾯

指⽰為之！牙技師法第26條~牙體技術所應就其業務製作記錄，連同牙醫師或鑲牙⽣
開具之書⾯⽂件，妥為保管。前項記錄及書⾯⽂件，至少應保存7年。牙技師所接獲
的書⾯指⽰與醫療法第67條之病歷定義是否相同?這是應該釐清的問題。 

再者，醫療法第68條第1項與第2項，明定醫事⼈員親⾃記載病歷或製作記錄，
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年⽉⽇。牙技師執⾏業務，應否要在業務執⾏記錄及牙醫
師之書⾯指⽰書簽章，且載明執⾏業務者之姓名及證書字號，是可以討論的議題。 

四. 從業⼈員健康問題 
牙體技術⼈員在假牙製作過程中，使⽤多種器材與⼯具。在過程中，粉塵，噪

⾳，機械危害，有機溶劑的危害，造成牙體技術⼈員在執業⽣涯中，產⽣職業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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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民國八⼗八年⾏政院勞⼯委員會衛⽣安全研究所辦理，牙體技術⼈員職業傷
害並調查從業⼈員現況案。距今已過18年。 
建請主管機關委託相關學術團體進⾏牙體技術⼈員職業傷害的研究，並擬定相

關保護措施，讓相關從業⼈員獲得更加保障。 

五. 執⾏業務之權益遭受侵害 
牙體技術師法施⾏，假牙製作應屬牙體技術師的權益，但近來，隨著科技進步，

牙齒製作及⼜腔印膜技術的數位化。產⽣了幾種現象： 

1. 境外假牙的入侵：⼜內掃描技術的數位化，間接造成牙醫師將⼜內掃描之數位檔
案傳送至境外，⽽由國外⼯廠製作成品或半成品，⽤醫療器材之名義輸入台灣。
嚴重侵害牙體技術師之權益。 

2. 非牙體技術所⽽執⾏牙體技術業務：近來有3D⼯具機廠商及部分醫療器材業者，
藉由電腦軟體製作植牙導引板及牙科隱形矯正裝置。因牽涉專業醫療⾏為，建請
主管機關詳加了解，並予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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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策略與建議 

依照衛福部99 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計畫編號:DOH099-TD-M-113-099014）
臺灣地區牙體技術師⼈⼒供給與需求推估，合理牙醫師與牙技師配置比率最佳為
3.0，但⽬前各縣市登記執業之牙體技術⼈員總數僅有1761⼈。⽽全國牙醫師總執業
⼈數將近12000⼈。比率落差⾼達9倍。 

研究推估在2015~2020年，牙體技術職類之⼈員應達到飽和狀態。但⽬前辦理執
業登記之牙體技術⼈員及考取牙體技術師證照總⼈數，存在明顯落差。建議主管機
關針對此問題，進⾏了解，在制定相關政策能有確實依據。此外針對醫療平權與從
業⼈員職業病調查，建請主管機關予以重視，並委託相關單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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