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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獻辭

牙醫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一貫的信念，是社會和巿民大眾的利益，至關重要。委員會以

保障市民、維持公眾對牙醫專業的信心為己任，並以執行此項職責為豪。憑着對工作的熱誠和勇於承擔

的精神，本人與委員會全體成員相信，委員會與牙醫同儕可協德同心，羣策羣力，進一步維護公眾的利

益。

委員會與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學院”)攜手合作，全力推進首項有關本港牙科本科教育及牙醫醫術

訓練水準及架構的評審工作。委員會委聘了兩名分別來自英國及加拿大的海外顧問，組成顧問小組，就

學院所開辦的牙科本科課程，進行顧問研究。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兩名顧問在教育及

評審小組主席陪同下，到學院進行為期兩天的實地視察。與學院成員、牙科課程特選學生、兼任教師及

菲臘牙科醫院代表會面，蒐集所有必要的資料後，顧問小組制訂一套基線數據，並擬備顧問研究報告。

根據顧問研究報告，委員會轄下牙科本科教育及牙醫醫術訓練水準及架構評審工作小組(“工作小

組”)，就評審工作草擬了一套評審規定。草擬本已送交各持份者(即香港牙科醫學院、香港牙醫學會、

衞生署及學院)，以進行正式諮詢，然後才提交委員會通過。這一切的工作，為來年進行的首次評審視察

鋪路。

除評審工作外，委員會亦為其他措施努力不懈。一直以來，委員會都十分着重持續牙科教育。我們

鼓勵所有執業牙醫積極進取，終身學習，以掌握最先進的專業知識及各種創新服務。二零一一年標誌着

新一輪為期三年、自願參與的牙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開始。委員會轄下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組專責

密切監察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評審工作，並在需要時檢討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任何非本港牙科畢業而有意在港註冊為牙醫者，必須通過委員會許可試，方合資格向委員會申請

註冊。參加二零一一年度許可試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考試的考生人數，分別為46人、29人和10人。他

們當中大部分擁有中國內地頒授的基本牙科資格，其次是持有菲律賓及英國頒授的學位。委員會轄下

考試小組和考試主任小組會一如以往，合力監察考試的進行。

在規管註冊牙醫的操守和紀律方面，委員會在二零一一年接獲的申訴有118宗，當中大部分與牙醫

的不專業行為有關。申訴個案的性質，揭示了公眾極度關注牙醫專業服務的水平。委員會會堅持不懈，

致力改善和加強牙醫的專業道德意識和服務水平，以切合社會日高的需求。

委員會的工作得以推展，全賴委員會全體專業及非專業成員和秘書處人員鼎力支援，盡心協助。本

人深信，委員會今後會繼續得到牙醫同儕的支持和積極參與，使牙醫專業和服務質素不斷提升，精益求

精。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主席

左偉國牙科醫生， S B S , J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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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本年報載錄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工作。委員會希望藉此讓牙
醫業界和市民了解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和
工作小組的職能及年內的動向。

1.2	 本年報只供一般參考之用，對委員會某些
職能，只作出簡單交代及／或以提供資料
的方式表達。有意更深入了解委員會及其
轄下小組和工作小組法定職能的人士，請
參閱《牙醫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156
章）及《牙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
例》。

如欲查詢委員會的職能和工作，請聯絡：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99號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賽馬會大樓4樓

電話：(852)	2873	5862				傳真：(852)	2554	0577			

電郵地址：dchk@dh.gov.hk

如欲查詢註冊事宜，請聯絡：

中央註冊辦事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

胡忠大廈17樓

電話：(852)	2961	8655				傳真：(852)	2891	7946			

電郵地址：cro1@dh.gov.hk

委員會網址：http://www.d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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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職能

2.1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根據《牙醫註冊條
例》第4條成立，專責根據該條例及《牙
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履行下
列法定職能	–	

(a)	 為在香港執業的牙醫註冊，有關工作
包括處理註冊申請、處理註冊成為專
科醫生申請和額外資格註冊的申請，
並向註冊牙醫簽發各類牙科執業證
書；

(b)	 舉辦許可試；以及

(c)	 對在香港執業的牙醫施加紀律規管。

2.2	 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和工作小組定期舉行
會議以審議和決定各項政策，務求妥善履
行上述法定職能。委員會秘書處就這些會
議為委員會提供有關的行政和秘書支援。
年內，委員會除了召開常規的政策和小組
會議外，還在秘書處的協助下處理下列事
項	–	

(a)	 85宗許可試報考申請；

(b)	 58宗首次註冊申請；

(c)	 6宗名列專科名冊的申請；

(d)	 1 ,998宗由名列普通科名冊的居港註
冊牙醫所提出的每年執業證明書續期
申請；

(e)	 118宗針對註冊牙醫的申訴或告發；
以及

(f)	 逾10,000宗業內人士和市民就註冊及
規管相關事宜所提出的一般查詢。



5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年報

3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3.1	 根據《牙醫註冊條例》第4條的規定，香
港牙醫管理委員會共有12位成員，由以
下人士組成	–	

(a)	 註冊主任（擔任衞生署轄下牙科服務
主管的牙科顧問醫生）；

(b)	 1名衞生署轄下牙科服務的牙科顧問
醫生；

(c)	 1名註冊牙醫，該牙醫須為香港大學
牙醫學院的全職教員；

(d)	 2名醫生；

(e)	 6名具備註冊資格的註冊牙醫，循以
下方式委任	－

(i)	 從香港牙醫學會提名不少於12
名註冊牙醫所組成的小組中委
任；或

(ii)	 如香港牙醫學會沒有提名最少
12名註冊牙醫，則由行政長官
酌情委任；以及

(f)	 1名業外委員。

以上(b)至(f)的成員悉數由行政長官委任。

3.2	 二零一一年度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委員名
單如下	–

左偉國牙科醫生，SBS,	JP（主席）

陳祖貽牙科醫生，JP（註冊主任）

邱傳淦牙科醫生，JP

西門雅慨教授

范瑩孫醫生	(至二零一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止)

麥倩屏醫生，BBS	(由二零一一年	 	
六月一日起)

梁馮令儀醫生，BBS,	JP

何志偉牙科醫生

劉熾佳牙科醫生

陳伏夷牙科醫生

孫益華牙科醫生

招天欣牙科醫生

陳肖齡小姐，BBS

委員會的法律顧問由陳左澤先生擔任，秘
書則是梁迅慈小姐（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十一日止）和蕭永豪先生（由二零一一年
九月十二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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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步調查小組及紀律處分程序

4.1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獲《牙醫註冊條例》
及《牙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
授權，規管牙醫的專業操守。	

4.2	 委員會可對犯了下列違規行為的註冊牙醫
展開紀律處分程序	－

(a)	 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犯有任何
可判處監禁的罪行；或

(b)	 犯了不專業行為；或

(c)	 藉欺詐或失實陳述獲得註冊；或

(d)	 藉欺詐或失實陳述而促致他的姓名列
入專科名冊內；或

(e)	 在註冊時未具備註冊的資格；或

(f)	 在不適宜進行牙醫執業的處所內或情
況下以牙醫身分執業。

4.3	 如任何註冊申請人	－

(a)	 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犯有任何
可判處監禁的罪行；或

(b)	 犯了不專業行為；或

(c)	 是根據已廢除的一九四零年《牙醫註
冊條例》第17(1)( i )或( i i )條而作出的
現行命令所針對的人士，

則委員會可進行研訊，以決定申請人的姓
名應否列入普通科牙醫名冊內。

4.4	 委員會備刊了《香港牙醫專業守則》，並
發佈給各註冊牙醫，以就業內應予遵守的
適當行為及通常構成不專業行為的事宜提
供一般指引。該守則既非專業道德的完整
指引，亦不可能羅列所有可導致紀律處分
的違規行為。申訴或告發所針對的個別牙
醫的行為是否構成不專業行為，最終要由
委員會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而作出決定。

4.5	 有關註冊牙醫涉及不專業行為的申訴或告
發，通常是由個別人士向委員會提出，或
經由新聞界、警方或消費者委員會等其他
機構轉介委員會辦理。根據法定程序，每
宗申訴個案一般會按以下程序處理	–

(a)	 先由委員會轄下初步調查小組的主席
進行初步考慮。除非小組主席認為該
申訴屬瑣屑無聊或毫無根據，不應着
手處理，否則便須發出指示將個案轉
交初步調查小組審議；

(b)	 小組在研究所接獲申訴／告發的內
容，以及被告牙醫的解釋後，決定表
面證據是否足以支持進行正式研訊；

(c)	 委員會在最少有4名委員列席的情況
下進行研訊，聽取提出申訴的理據，
以及被告牙醫的申述。



7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年報

4.6	 初步調查小組由3名成員組成，成員組合
如下	–

(a)	 小組主席，由委員會選出其中1名委
員出任；

(b)	 2名非委員會成員，經由委員會主席
循下列方式委任的註冊牙醫	–	

(i)	 從香港牙醫學會提名不少於12
名符合上述資格的註冊牙醫所組
成的小組中委任；或

(ii)	 如香港牙醫學會未能提名最少
1 2名符合上述資格的註冊牙
醫，則由主席酌情委任。

4.7	 二零一一年度小組成員如下	–

招天欣牙科醫生（主席）

歐陽儉鴻牙科醫生

曾偉傑牙科醫生

4.8	 在二零一一年，經委員會處理的紀律個
案共有118宗，較二零一零年的數字下降
8%。表1列出按申訴性質劃分的個案數
目，並載有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一零年的比
較數字。在所接獲的申訴中，83%涉及牙
醫未能對病人負起專業責任。

4.9	 表2列出二零一一年經上文第4 . 5段所述
包括3個階段的程序所處理的申訴個案數
目。有104宗被初步調查小組主席撤銷。
初步調查小組在年內召開6次會議，共審
議了14宗個案，其中5宗（36%）轉呈委
員會進行研訊。

4.10	表3列出初步調查小組於二零一一年的工
作詳情。小組共審議了14宗個案。在5宗
轉呈委員會進行研訊的個案中，有4宗已
於二零一一年完成研訊，其餘1宗個案，
亦將會於二零一二年安排召開研訊。

4.11	大部份申訴尚未達到須進行研訊階段便已
被初步調查小組主席撤銷或按該小組舉行
會議後決定撤銷，原因是有些申訴屬瑣屑
無聊或所涉指控不足以構成不專業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部份申訴實際上涉及追究
非屬犯上不專業行為的疏忽事宜或追討賠
償的民事申索，委員會認為透過民事訴訟
程序處理該類申索較為恰當。

4.12	在研訊中，被告牙醫通常由律師代表答
辯。委員會秘書一般由律政司的政府律師
代表，負責提出證據支持有關的紀律指
控，包括傳召證人及提呈獨立專家的意見
等。因此，申訴人通常無需自行聘請律師
代表出席紀律研訊。

4.13	委員會的法律顧問須出席整個研訊過程，
以協助委員會處理紀律研訊中所提出的各
項法律事宜。須強調的是，在決定被告牙
醫是否犯有相關控罪之前，委員會必須信
納所獲提呈的證供，而每宗個案的舉證標
準亦須與控罪的嚴重性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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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倘若委員會在研訊後信納某牙醫確曾犯有
違紀行為，則該牙醫可能遭受下列任何一
項紀律制裁	–	

(a)	 從普通科名冊內和/或專科名冊(如適
用)除去其姓名；或

(b)	 在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期間內從普通科
名冊內和/或專科名冊(如適用)除去		
其姓名；或

(c)	 遭受譴責；或

(d)	 按照委員會所作出其認為適當的命令
被懲處，但該等命令不得比(a)至(c)
項更為嚴厲。

委員會有權在訂明的一段或多於一段合計
不超過2年的期間內，暫緩執行根據(a)、
(b)或(c)項所頒布的命令。除非有關牙醫
在命令暫緩執行期間再犯違紀行為或違反
暫緩執行命令的附加條件，否則該等命令
不會生效。

4.15	表 4顯示二零一一年委員會召開研訊的
次數。該年委員會共舉行並完成了8次研
訊。在這8宗研訊中，1名牙醫不獲准將
姓名重新列入註冊牙醫名冊。其餘7宗已
完成的研訊個案中，委員會均裁定涉案的
牙醫犯有不專業行為，分別予以譴責或命
令將其姓名從普通科名冊除去3個月、1
年、3個月並暫緩執行2年、及1個月並暫
緩執行12個月不等。

4.16	任何牙醫如對委員會所作出的命令感到受
屈，均可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
提出上訴。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可維持、
推翻或更改有關命令。表5顯示二零零九
至二零一一年就委員會的命令提出上訴的
數字。二零一一年接獲1宗上訴個案，另
有2宗分別在二零零八及二零一零年接獲
的上訴個案，法庭已在年內撤銷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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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
舉辦的許可試

5.1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委任考試小組及考試
主任小組，以協助籌辦許可試的事宜。考
試小組是委員會轄下負責決策的工作小
組，就考試的政策、形式和規則事宜向委
員會提交建議，而考試主任小組則負責舉
辦許可試。

5.2	 考試小組成員包括	–

(a)	 2 名委員會委員（其中1人出任主
席）；

(b)	 2名由香港大學提名的註冊牙醫；

(c)	 2名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牙科醫
學院提名的註冊牙醫；

(d)	 2名由香港牙醫學會提名的註冊牙
醫；以及

(e)	 2名由衞生署提名並為公職人員的註
冊牙醫。

5.3	 二零一一年度考試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劉熾佳牙科醫生（主席）（香港牙醫管理
委員會）（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止）

	 孫益華牙科醫生（主席）（香港牙醫管理
委員會）（由二零一一年三月六日起）

	 何志偉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止）

	 西門雅慨教授（香港大學）

	 高弼文教授（香港大學）

	 賀爾彬教授（香港牙科醫學院）

	 謝紹光牙科醫生（香港牙科醫學院）	
（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三日止）

	 梁超敏牙科醫生（香港牙科醫學院）	
（由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起）

	 廖偉明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李健民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陳祖貽牙科醫生，JP（衞生署）	

邱傳淦牙科醫生，JP（衞生署）	

5.4	 考試主任小組由下列成員組成–

(a)	 5名由香港大學提名的註冊牙醫；

(b)	 1名由香港牙科醫學院提名的註冊牙
醫；

(c)	 1名由香港牙醫學會提名的註冊牙
醫；以及

(d)	 1名由衞生署提名並為公職人員的註
冊牙醫。

5.5	 二零一一年度考試主任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

	 金禮祖教授（主席）（香港大學）

	 邵華倫教授（香港大學）

	 張順彬牙科醫生（香港大學）

	 梁惠強教授（香港大學）

	 鮑浩能牙科醫生（香港大學）

	 彭偉焴牙科醫生（香港牙科醫學院）

	 歐陽儉鴻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林德昭牙科醫生，JP（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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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就委任考試小組及考試主任小組的成員而
言，「註冊牙醫」包括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的全職教員。

5.7	 許可試由考試主任小組舉辦，專為非在本
港受訓而有意在香港註冊為牙醫的人士而
設。考試及格的人士有資格向委員會申請
正式註冊。為了監察及保持許可試的水平
達至國際標準，考試小組會委任一名海外
考試主任，負責就選擇題試卷給予意見，
並於實務及臨牀考試環節考核部分考生。
海外考試主任也會就許可試的考試內容及
舉辦方式向考試主任小組提供意見。

5.8	 考試主任小組每年舉行一次考試。該考試
目前分為以下三個部份–

(a)	 第 I部分	 ─	 以中文或英文作答的選
擇題筆試，目的是測驗考生在專業科
目的知識，包括：應用基本科學；與
牙科有關的內科和外科醫學；牙科藥
理學；治療學及與牙科有關的緊急病
況；口腔外科、內科及病理學；兒童
齒科及矯齒科；保存齒科；牙周病
學；預防齒科及牙科公共衞生學；以
及義齒修復科。

(b)	 第II部分	─	實務考試，目的是測驗考
生手作的靈巧程度及專業能力。考試
範圍包括：兒童齒科及矯齒科；義齒
修復科；保存齒科；牙周病學及牙科
公共衞生學；以及口腔及頜面外科。

(c)	 第III部分	─	臨牀考試，目的是測驗
考生在臨牀情況下應用專業知識的能
力。主要範圍包括：牙齒復修的診
斷、療程策劃和治療；牙周病患的診
斷及治療；提供義齒修復治療所涉及
的事宜；病人的手術處理；以及嬰
兒、兒童和青少年的牙科診斷、療程
策劃及護理。

5.9	 自一九九七年以來所舉辦許可試的考試結
果，詳列於表6。

5.10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設立了許可試的上訴
機制。如申請人╱考生對考試小組╱考試
主任小組就其考試申請要求及╱或考試成
績所作決定感到受屈，可提出上訴申請。
一個由獨立於委員會的成員所組成的覆核
小組已於二零一零年成立，以處理在上訴
機制下作出的申請。

5.11	覆核小組由下列成員組成–

(a)	 1名由衞生署提名的註冊牙醫；

(b)	 1名由香港大學牙醫學院提名的註冊
牙醫；

(c)	 1名由香港牙科醫學院提名的註冊牙
醫；

(d)	 1名由香港牙醫學會提名的註冊牙
醫；以及

(e)	 1名業外委員。

5.12	二零一一年度覆核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鄭子豐牙科醫生（主席）（衞生署）

	 岑立標教授（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吳邦彥牙科醫生（香港牙科醫學院）

	 姚本基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蔡學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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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註冊及重新將姓名列入 �
普通科名冊

6.1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名列普
通科名冊的牙醫共有2,215人，包括居於
香港或居於香港以外地方的註冊牙醫。	
表 7 ( A ) 顯示註冊牙醫的人數按年稍有
增加，由二零零九年的2 , 1 2 6人及二零
一零年的2 , 1 7 9人，增至二零一一年的	
2,215人。

6.2	 委員會秘書處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確保註
冊牙醫名冊備存準確和最新的資料，以供
市民查閱。為此而處理的工作項目每月數
以百計，包括更改及／或加入執業地址、
加入新的資格、除名或重新將姓名列入註
冊牙醫名冊、將姓名轉往本地名單或海外
名單，以及發出專業操守證明書、註冊證
明書複本、註冊證明書核證副本（牙醫開
設新執業處所時必須領取）和註冊核實證
明書等。此外，委員會秘書處亦提供公眾
服務，每年平均處理超過5,000宗來自業
內人士及市民就註冊或註冊相關的查詢。

6.3	 表7(B)詳列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二
零一一年有關註冊及重新將姓名列入註冊
牙醫名冊的個案數目。

6.4	 在二零一一年，除獲正式註冊的牙醫外，
另有1 5名人士屬「當作為註冊」的牙
醫。在《牙醫註冊條例》第30(3 )條中訂
明有關「當作為註冊」的條文，目的是讓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所有全職教員可以執行
教學職務，或在該大學牙醫學院內擔任院
務工作。

6.5	 任何註冊牙醫如具備委員會批准的資格、
經驗及其他特質，可向委員會申請將其姓
名列入專科名冊內某一專科之下。保存專
科名冊的目的，是承認有關牙醫的專科知
識，以便在有需要時將病人轉介給專科牙
醫尋求意見及／或接受診治。

6.6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有
209名註冊牙醫的姓名被列入專科名冊內
其中某一專科以下。專科名冊內八類專科
包括：牙齒矯正科、口腔頜面外科、牙周
治療科、牙髓治療科、兒童齒科、修復齒
科、家庭牙醫科及社會牙醫科。

6.7	 委員會秘書處另一項主要工作，是每年為
所有名列於居港普通科名冊上的牙醫辦理
執業證明書續期手續。於二零一一年向居
港牙醫發出的周年執業證明書共有1,998
份，而二零一零年則發出了1,981份。

6.8	 所有名列於居港的註冊牙醫，會於每年年
底接到執業證明書續期通知。牙醫如果沒
有如期申請新的執業證明書，委員會可能
考慮將其姓名從註冊牙醫名冊中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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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及評審小組

7.1	 教育及評審小組是根據《牙醫註冊條例》
第5C條而成立，具有以下職能	—	

(a)	 向委員會建議各類專科，而註冊牙醫
的姓名在列入專科名冊內時是可列於
該等專科之下的；

(b)	 向委員會建議要求姓名被列入專科名
冊內由該小組根據(a)段建議的某一專	
科之下的註冊牙醫須具備的資格、經
驗及其他特質；

(c)	 向委員會建議要求將任何註冊牙醫的
姓名列入專科名冊的申請的程序及文
檔事宜；

(d)	 向委員會作出建議，以令委員會可決
定應否將某註冊牙醫的姓名列入專科
名冊內或從該名冊除去；

(e)	 覆核任何人成為註冊牙醫按規定須接
受的牙科本科教育及牙醫醫術訓練的
水準及架構，並向委員會建議上述水
準及架構；及

(f)	 根據《牙醫註冊條例》施加予該小組
的其他職能。

7.2	 另外，教育及評審小組亦負責審核有關附
加資格註冊的申請，並向委員會提出相關
建議。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制訂了
一套新的“將附加資格加入普通科名冊的
指引”，以及一份“可供註冊╱引用的附
加資格清單”。註冊牙醫如持有已記入清
單內的資格，可把該項資格引用為向公眾
發佈服務的資料，而有關牙醫亦可申請將
該項資格記入普通科名冊內。

7.3	 在二零一一年，委員會首次展開評審工作
以覆核牙科本科教育及牙醫醫術訓練的水
準及架構事宜。委員會成立了一個由兩名
海外專家組成的顧問小組，以協助委員會
及香港大學牙醫學院預備評審工作。顧問
小組與教育及評審小組主席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到牙醫學院進行評審前探訪，並編寫
報告。委員會根據該報告的內容，委制訂
了一份「牙科本科教育的評審要求」。委
員會正就該文件諮詢業界意見，再送交委
員會通過。預計正式評審工作會於二零
一二年進行。

7.4	 教育及評審小組成員是由牙醫管理委員會
委任，代表包括	–

(a)	 3 名委員會委員（其中1人出任主
席）；

(b)	 1名由香港大學提名的註冊牙醫；

(c)	 1名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提名的註冊
牙醫；

(d)	 1名由衞生署提名的註冊牙醫；及

(e)	 1名由香港牙醫學會提名的註冊牙
醫。



13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年報

7.5	 二零一一年度教育及評審小組的成員如下	
–

	 劉熾佳牙科醫生（主席）（香港牙醫管理
委員會）

	 孫益華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何志偉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止）

	 張念光教授（香港大學）

	 容清華牙科醫生（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曾志清牙科醫生（衞生署）

	 梁世民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7.6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
209名牙醫獲委員會批准列入專科名冊：

專科名銜
專科牙醫 
的數目

牙齒矯正科專科醫生 60

口腔頜面外科專科醫生 51

牙周治療科專科醫生 20

牙髓治療科專科醫生 13

兒童齒科專科醫生 30

修復齒科專科醫生 19

家庭牙醫科專科醫生 12

社會牙醫科專科醫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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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現一輪為期三年的執業牙醫持續專業發展
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仍屬
自願參與性質，並繼續採用「學分制」。
參與委員會所認可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即可獲取學分。參與者亦須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最少累積四十五學分以
完成今輪為期三年的計劃。

8.2	 一如以往，所有註冊牙醫，包括屬「當作
為註冊」但不包括列於海外名單上的牙
醫，均可報名參與持續專業發展計劃。香
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如符合該學院的延續
醫學教育／持續專業發展要求，將獲視為
已達到委員會的持續專業發展要求。

8.3	 委員會成立了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組，負
責監察並檢討上述計劃的推行，其職權範
圍如下	-

(a)	 監察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評審程序；

(b)	 向委員會推薦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課
程籌辦機構、評審機構及管理機構，
以供委員會批核；

(c)	 提出由委員會向符合要求者頒發持續
專業發展證書的建議；以及

(d)	 檢討執業牙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8.4	 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組由下列代表組成–

(a)	 3 名委員會代表（其中1人出任主
席）；

(b)	 1名香港牙科醫學院代表；

(c)	 1名香港牙醫學會代表；及

(d)	 1名香港大學牙醫學院代表。

8.5	 二零一一年度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組成員
如下–

	 陳伏夷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止為小組的主
席）（由二零一一年三月六日起為小組的
成員）

	 何志偉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止為小組的成
員）（由二零一一年三月六日起為小組的
主席）

	 招天欣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賀爾彬教授（香港大學）（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止）

	 張念光教授（香港大學）（由二零一一年
七月四日起）

	 許國權牙科醫生（香港牙科醫學院）

	 梁訓成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8 .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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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在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組的推薦下，委員
會委任下列機構為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評
審機構、管理機構及課程籌辦機構	-	

	 持續專業發展計劃評審機構

	 香港牙科醫學院

	 香港牙醫學會

	

	 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管理機構

	 香港牙科醫學院

	 香港牙醫學會

	 衞生署	(只適用於現職衞生署的註冊牙醫)

	 持續專業發展計劃課程籌辦機構

	 香港牙科醫學院

	 香港牙醫學會

	 衞生署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香港口腔頜面外科學會

	 香港矯齒學會

	 香港牙髓病學會

	 香港牙周病學會

	 香港兒童齒科學會

	 香港矯形牙科學會

	 香港家庭牙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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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與業內人士及巿民的溝通

9.1	 為了加強與業內人士的溝通，香港牙醫管
理委員會除印製年報外，還不時向在香港
執業的牙醫發出通函；這些通函一般會闡
述委員會認為值得業內人士關注的事宜。

9.2	 委員會歡迎業內人士就委員會可進一步探
討和檢討的事宜表達意見，以令業界掌握
牙科服務範疇內各種知識和技術的最新發
展，從而惠及市民。

9.3	 委員會設有網頁（網址：http://www.dchk.
org.hk）提供下列資料–

(a)	 委員會及其附屬小組及工作小組的委
員／成員名單；

(b)	 有關委員會下次研訊日期的消息；

(c)	 《香港牙醫專業守則》全文；

(d)	 有關對註冊牙醫作出申訴的資料小冊
子及表格；

(e)	 註冊牙醫名單；

(f)	 申請成為專科牙醫的指引及申請表
格；

(g)	 委員會年報的文本；

(h)	 執業牙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簡介；

(i)	 符合委員會所訂延續醫學教育要求的
牙醫名單；

(j)	 申請註冊附加資格的指引；

(k)	 可供註冊的附加資格的清單；

(l)	 申請報考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許可
試的資料；	

(m)	 牙齒衞生員可擔任的牙科工作範圍;；

(n)	 香港牙醫須具備的專業技能；以及

(o)	 委員會的裁決。

9.4	 為方便公眾獲得執業牙醫的業務資料，委
員會已准許牙醫在核准機構所製備的電子
牙醫名錄內發佈有關訊息。由二零零三年
起，香港牙醫學會已獲准許製備電子牙醫
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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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前瞻

10.1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致力帶領業界邁向更
高的牙科專業水平。隨着公眾的護齒意識
逐漸提高，加上市民對牙科服務的需求不
斷改變和日益殷切，委員會必須與時並
進，緊貼牙科技術和服務的最新發展，務
求切合社會的期望。

10.2	委員會認為，在日新月異並以知識為本的
社會裏，牙醫有責任汲取業內各個領域的
最新知識和技術，以維持優質的專業服
務。為此，委員會自二零零二年起已推行
自願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供所有執業牙醫
參與，以鼓勵他們保持並提高專業能力。
委員會將繼續鼓勵牙醫積極參與，亦會密
切監察該計劃的進展。

10.3	委員會不時檢討處理註冊牙醫紀律處分個
案的程序和過程中可作改善之處，從而進
一步提高效率和透明度。除在非常特殊的
情況外，委員會的紀律研訊一般都會公開
進行，日後也會沿用這個做法。委會員亦
在網頁內公佈有關下次研訊日期和地點的
資料，以供市民及相關各方參考。

10.4	委員會秘書處將繼續致力進一步提高向業
內人士和市民提供服務的效率。為此，委
員會秘書處已作出相關安排，定期更新委
員會網頁內的資料，以期就牙醫在香港執
業的各方面事宜提供最新的資料。

10.5	委員會須向市民負責，其法定職能包括確
保所有人在根據《牙醫註冊條例》註冊為
執業牙醫時達至所需的專業水平。為此，
委員會開展了對香港大學牙醫學士課程的
評審工作。這是委員會首次進行的評審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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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接獲的申訴

性質
2009

個案數目

2010 2011

1. 犯有可判處監禁的罪行 1 1 1

2. 未能對病人負起專業上的責任 101 100 98

3. 酗酒或濫用藥物 - - -

4. 濫用危險藥物或《危險藥物條例》附表所列的藥物 - - -

4A. 違反須為所有配處藥物附加標籤的規定 - - -

5. 濫用專業地位與他人建立不正當關係或通姦 - - -

6. 濫用從專業上取得的機密資料 - - -

7. 詆毀其他牙醫 - - -

8. 兜攬生意 32 12 5

9. 作出內容誤導及未經許可的描述及啟事 8 4 3

10. 不正當的金錢交易 - - -

11. 使用內容失實或誤導的證明書及其他專業文件 - - -

12. 掩護非法牙醫執業 - - 1

13. 不正當地將牙醫職責授權於他人 1 - -

14. 合夥人和董事的責任 - - -

15. 其他 8 11 10

總計： 151 12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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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轄下初步 
調查小組在二零一一年的工作

性質 個案數目

接獲的個案 118

被初步調查小組主席撤銷的個案（包括接續處理往年所接獲的個案） 104

初步調查小組已經考慮的個案（包括接續處理往年所接獲的個案） 14

初步調查小組轉呈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進行紀律研訊的個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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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轄下初步調查
小組在二零一一年的工作統計數字

季度

總計
一月至�
三月

四月至�
六月

七月至�
九月

十月至�
十二月

初步調查小組會議數目 2 2 - 2 6

新個案數目 5 5 - 4 14

被撤銷的個案數目(%)
2

(40%)
4

(80%)
- 3

(75%)
9

(64.3%)

轉 呈進行研訊的個案數目
(%)

3
(60%)

1
(20%)

- 1
(25%)

5
(35.7%)

正在調查中的個案數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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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在 
二零一一年進行的研訊

研訊
數目

性質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判決

5 未能對病人負起專業上的責任 •�1牙醫從普通科名冊上除名3個月並暫緩執
行2年（已刊憲）
•�1牙醫從普通科名冊上除名1年（已刊憲）
•�1牙醫從普通科名冊上除名3個月（已刊
憲）
•�1牙醫從普通科名冊上除名1個月並暫緩執
行12個月（未刊憲）
•�1牙醫被譴責（該牙醫就委員會的裁決申
請上訴，故仍未刊憲）

1 申請人要求將姓名重新列入註
冊牙醫名冊

•�1宗申請不獲批准

1 犯有可判處監禁的罪行 •�1牙醫被譴責（已刊憲）

1 兜攬生意 •�1牙醫被譴責（已刊憲）

總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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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上訴個案數目

個案數目

2009 2010 2011

上訴申請數目 - 2 1

接續處理往年所接獲的上訴個案數目 2 1 2

年內正在處理中的上訴個案數目 2 3 3

年內上訴個案的結果

(a)� 雙方同意撤銷 - - -

(b)� 上訴法庭撤銷 1 1 2

(c)� 上訴得直 - - -

(d)� 上訴得直並發出替代命令 - - -

年內審結的上訴個案總數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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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自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牙醫 

管理委員會許可試的成績

第I部分 第II部分 第II I部分

年份
考生
人數

及格
人數

及格
百分比

考生
人數

及格
人數

及格
百分比

考生
人數

及格
人數

及格
百分比

1997 35 15 43% 37 17 46% 19 12 63%

1998 30 18 60% 28 14 50% 23 14 61%

1999 27 13 48% 26 10 38% 20 8 40%

2000 38 21 55% 30 11 37% 21 12 57%

2001 28 10 36% 21 11 52% 19 13 68%

2002 24 8 33% 13 5 38% 9 7 78%

2003 26 7 27% 12 5 42% 7 7 100%

2004 23 10 43% 16 6 38% 6 5 83%

2005 30 10 33% 20 5 25% 6 4 67%

2006 29 18 62% 30 14 47% 12 6 50%

2007 27 10 37% 25 10 40% 16 9 56%

2008 41 18 44% 33 12 36% 16 12 75%

2009 49 20 41% 33 10 30% 16 10 63%

2010 48 21 44% 36 8 22% 14 6 42%

2011 46 8 17% 29 2 7% 10 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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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註冊牙醫人數

(A)	名列香港註冊牙醫名冊的牙醫總數（截至2011年12月31日)

2009 2010 2011

居住於香港的註冊牙醫 1,934 1,978 2,015

居住於香港以外地方的註冊牙醫 192 201 200

總計 2,126 2,179 2,215

(B)	首次註冊及重新將姓名列入註冊牙醫名冊的個案的分項數字

2009 2010 2011

首次註冊 66 61 58

重新將姓名列入註冊牙醫名冊 2 7 1

總計 68 68 59

 -

 -

 -

 -

 -

 -

 -

 -

數
人
醫
牙
冊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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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0

2160

2140

2120

2100

2080
2009 2010 2011 

年份 -


	主席獻辭
	目錄
	1 . 引言
	2 .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職能
	3 .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4 . 初步調查小組及紀律處分程序
	5 .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舉辦的許可試
	6 . 註冊及重新將姓名列入普通科名冊
	7 . 教育及評審小組
	8 . 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組
	9 . 與業內人士及巿民的溝通
	10. 前瞻
	表1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接獲的申訴
	表2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轄下初步調查小組在二零一一年的工作
	表3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轄下初步調查小組在二零一一年的工作統計數字
	表4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在二零一一年進行的研訊
	表5  上訴個案數目
	表6  自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許可試的成績
	表7  註冊牙醫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