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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地口腔医学教育概况  



全国开设口腔医学专业本科院校 

全国开设口腔医学专业本科院校112所 



中国前28口腔医学院（排名不分先后） 

1 10001   北京大学  
2 10610 四川大学  
3 90032 第四军医大学  
4 10248 上海交通大学  
5 10312 南京医科大学  
6 10486 武汉大学  
7 10558 中山大学  
8 10025 首都医科大学  
9 10159 中国医科大学  
10 10335 浙江大学  
11 10422 山东大学  
12 10062 天津医科大学  
13 10183 吉林大学  
14 10226 哈尔滨医科大学  

15 10247 同济大学  
16 10161 大连医科大学  
17 10598 广西医科大学  
18 10631 重庆医科大学  
19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20 10366 安徽医科大学  
21 10487 华中科技大学  
22 10533 中南大学  
23 10678 昆明医科大学  
24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25 10089 河北医科大学  
26 10343 温州医科大学  
27 10730 兰州大学  
28 10055 南开大学  

序号 高校名称 序号 高校名称 



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口腔医学（Stomatology ）   

专业门类：口腔医学类（1003）        

专业代码：100301K 

基本学制：5年                      

授予学位：口腔医学学士 

  



口腔学科概况 

      口腔医学是现代医学及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用生物学、

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生物力学等理论及技术

来研究和预防口腔及颌面部疾病的专门医学科学，是现代医学中的一

个重要分支。 



STOMATOLOGY 口腔医学----一级学科 

  牙体牙髓病学        Endodontics                                

   牙周病学               Periodontics                                  

  口腔黏膜病学        Oral medicine              

  口腔颌面外科学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老年口腔医学        Gerostomatology                          

  口腔修复学            Prosthodontics    

  口腔正畸学           Orthodontics   

  儿童口腔医学       Pedodontics    

  口腔种植学          Oral implantologry   

 

主要的专业课程 



培养方案（五年制本科） 

第1~2年 

第3~4年 

第 5 年 

人文素质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医学基础课程，课程分为理论

课和实验课，实验课基本上是按照实验指导完成。 

口腔专业课程，包括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口腔颌面外

科病学、口腔修复学等。 

临床实习，口腔各专科科室（牙体牙髓、牙周、修复、颌面

外科、儿童牙科、种植等）轮转。 



 采用引导式、启发式、互动式等的课堂教学形式 

 充分运用问题讨论、案例分析、情景模拟、模拟技能训练、临床模拟诊断

等教学新方法 

 引导学生开展多种学术观点的研讨，追踪本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 

 提高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实现因材施教、发挥学生个人特点和专长   

 PBL教学、混合教学、案例教学、SP教学、临床实习等多种教学模式 

 

本科专业教学方法 



1.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修复和预防工作 

2. 继续攻读本学科或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 

3. 医学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口腔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等 

  本科就业方向 



二 澳门学生在内地培养情况  



 

 

 思維活躍，接受新鮮事物能力較

強，善於創新 

 學生的總體素質較高 

 許多澳門學生與內地學生相比有

一定的“文化差異” 

學生現狀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 金額 備註 

國家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法規 

8000人民幣/年 
每年指定時間向在
讀院校申請 

港澳及 
華僑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法規 

一等獎：5,000人民幣/年； 
二等獎：4,000人民幣/年； 
三等獎：3,000人民幣/年； 

每年指定時間向在
讀院校申請 
 

學年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法規 

不同學校標準不一 
每年指定時間向在
讀院校申請 

社會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法規 

不同學校標準不一 
每年指定時間向在
讀院校申請 

學習-獎學金 



学校食堂及餐厅，提供不

同口味，价格低廉 

内地高铁发展迅速，广东

与港澳来往便利 

港澳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范围，实现其和内

地学生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同

等待遇 

校园内的八达通，可用于学

生证、图书证、校园消费等 

饮  食 校园一卡通 

医疗保障 交 通 

学生生活 



 各高校標準不同：一般是4人一

寢室 

 部分高校提供单人间、双人间 

 收費：與內地生一樣，一般為

1500人民幣/年 

学生住宿 



• 通過內地牙科醫師資格

考試，即可在內地找工

作 

• 也可在內地繼續升讀碩

士或博士，港澳臺學生

也有相應優惠政策 

• 內地學歷及專業資格獲

澳門政府認可，可投考

公務員、教師、醫師等 

• 就業機會很多 

• 可在香港、澳門的大學

升讀碩士或博士課程 

1.回澳門工作或升學 

• 外國商業及醫療機構

需要大量熟悉中國國

情的員工協助開拓中

國市場 

• 可報讀國外研究生課

程，繼續深造     

2.內地工作或升學 3.外國工作或升學 



內地高校學習澳生獲得職業證照的銜接 



三 口腔医学专业办学举例  



历史沿革  

1983年 
招收首届研究生 
挂靠第四军医大学 

2011年 
牙体牙髓病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1998年 
口腔临床医学硕士 
二级学位授权点 

 

2005年 
口腔医学本科招生 

2010年 
口腔医学硕士一级学位授权点 
牙周病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2019年 
口腔医学博士 

一级学位授权点 
 

2017年 
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 

广东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专业历史沿革 



口腔医学院 —— 南方医院口腔医院 

   发育再生口腔实验室 

   11所直属附属医院口腔科 

口腔医院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深圳口腔医院（罗湖） 

   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三个口腔分院（番禺、海珠、顺德） 

口腔研究院 —— 广东省获批 
总牙椅数：580张 

 

大南医口腔发展战略 



      培养掌握口腔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能够胜任口腔临床工作，具

备学习、创新、实践、交流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口腔医学专

门人才，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建设为一流口腔专业。  

 

专业定位 

专业定位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为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 

 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广东省一流本科建设点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GCP）机构资格认定机构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个国家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牙体牙髓病学和牙周病学） 

 国家级口腔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国家执业医师（口腔专业）资格操作技能考试基地 

 显微牙科培训基地、口腔种植培训基地 

 广东省牙病防治指导中心、学校儿童牙病防治示范基地 

 广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口腔医学数字化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专业优势 



海外经历：32人 

女性教师：71人 

博士学位：96人 

师资队伍 

正高  
17人 副高  

7人 

中级  
3人 

初级  
5人 

海外经历人员 

正高  
28人 

副高  
36人 

中级  
24人 

初级  
8人 

博士学位人员 



  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效果满意 

博士 硕士 

平均就业率 100% 95.2% 

三甲医院平均就业率 85.7% 94.7% 

  平均就业率高 

94.29% 96.67% 95.24% 94.29% 93.33% 87.62% 90.48% 94.2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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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60.00%

80.00%

100.00%

专业知识和技能 职业道德 敬业精神 人际交往与沟通 团队合作 创新能力 心理承受与应变能力 学习能力 

就业发展情况 



名称 面积（平方米）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仿真头牙合模拟训练室 200 360.3 

临床模拟诊断室 68 35.8 

技工训练室 72 20 

模型制作室 72 9.083 

数码互动实验室 40 32 

牙髓生物学实验室 81 38 

菌斑性疾病实验室 90 21 

虚拟仿真模拟口腔训练系统 40 80 

口腔医学实验中心 



头牙合模拟训练室 技工模拟训练室 

口腔医学实验中心 



多媒体互动教室 

口腔医学实验中心 



先进的教学模型 

口腔医学实验中心 



虚拟仿真口腔模拟训练系统 

口腔医学实验中心 



 留学平台建设： 

      《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出国（境）项目管理暂行规定》 

      与美国、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0余所高校和

科研机构建立联合培养合作关系 

学术交流与合作 



 国际化交流成果： 

   9人赴海外进行联合培养 

  12人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院校及其他途径资助10人 

  接收3名留学生 
 

学术交流与合作 

国家公派12人 

联合培养9人 
其他10人 



口腔医学本科生赴日短期交流活动 



日本大学生来访短期交流活动 



国际间学术交流培训 

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 

——跨学科综合治疗 

美国加州大学 

——微创美学即刻修复技术 



国际间学术交流培训 

美国哈佛大学——登腾种植培训 美国——种植体表面处理进展 



欢迎广大澳门同学到

内地升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