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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1 

 

口腔機能的促進與評價 
Promotion and evaluation of oral function 

 

丁羣展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快速增

加，於 1993 年已占總人口的 7%，正

式邁入世界衛生組織所謂的「高齡化

社會」，到了 1997 年底更增加到占總

人口的 9.23%。根據行政院經建會預

估，到了西元 2021 年時，老年人口將

增加到 14.4%。口腔疾病是老年人常

見的健康問題之一，口腔健康問題會

透過對身體功能、社會功能與自尊的

影響，進而影響個人的生活品質。 

  口腔機能包括維持生命必要的呼

吸機能、飲食機能、吞嚥機能與發音

機能等之外，另外也與維持及促進生

活的品質、與人之間的溝通等有很大

的關聯。口腔機能在社會生活中扮演

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在以維持與

促進飲食及吞嚥機能為目的的機能療

法中，利用口腔照護或口腔機能訓練

等，在日本已經進行了很多各式各樣

的研究。本演講將簡單介紹口腔機能

促進的方法以及各種口腔機能的評價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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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2 
 

正確的 bonding system 使用-確保良好的 

複合樹脂修復物 
Correct application of bonding system for an ideal composite 

 resin restoration 
 

陳克恭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保存科 

  

    採用複合樹脂修復術式進行窩

洞填補，不但可在短時間內恢復牙齒

形態又可以達到美觀功效，是當今牙

科臨床治療中常用術式之一。但是因

為複合樹脂本身不具備黏著效果，所

以執行此治療術式必須依賴強力且

穩定的 bonding system 方可獲得滿

意的結果。近年來為尋求方便又具有

穩定黏著強度的 bonding system，已

有多種產品被研發出，甚至已簡化到

目前最簡便的 all-in-one bonding 

system。但是也因為產品種類繁多，

常易造成牙醫師對 bonding system

的理解產生混亂，進而因為不正確的

使用而導致無法達成預期的臨床效

果之問題。本次演講從黏著劑應具有

的功能之立場，將各種黏著劑產品依

使用功能來分類，針對各種不同

bonding system 對於不同齒質的黏

著成效、透過確實的操作法達成促使

複合樹脂與齒質間產生良好黏著的

目標進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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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 

非牙齒因素口腔疼痛的診治 
 

盧心玉   高雄長庚口腔病理暨家庭牙醫學科 

 
口腔顏面疼痛是牙醫師每天診治

病人時面臨的首要問題，除牙痛以

外，口腔疼痛有很多的面貌，但疼痛

「看不到也摸不著」導致我們對它的

了解有如冰山的一角。根據國際疼痛

醫學會對「痛」的定義，疼痛是一種

伴隨著實質或潛在的組織傷害而引起

不愉快的情緒或感官經驗。依時間長

短可分為病因容易確認且病程較短的

急性疼痛以及病因不易確認且病程較

長的慢性疼痛。依發生原因可分為機

械性、發炎反應性及神經性等三種疼

痛。WHO 及國際疼痛醫學會統計每五

個成年人中就有一位為慢性疼痛所

苦，台北市研究調查更發現老人慢性

疼痛比率高達 42%。機械性疼痛並非

發炎，多是可以透過適當地力學調整

方式來改善身體組織的性質與功能，

進而解決疼痛的根源。發炎性疼痛多

在急性組織修復後即消失。而神經痛

屬於慢性疼痛的一種，起因於週邊或

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受損，其病理機

轉可能與神經傳導因子的釋放及接受

器的活化有關；通常表現出刺痛感、

燒灼感或電擊感等症狀，並且對於疼

痛的刺激易產生較劇烈的反應。引起

神經痛的常見原因包括：遺傳、感染、

營養缺乏、代謝異常、藥物毒性反應、

神經受壓迫、外傷以及術後併發症

等。神經痛在臨床上較常被提出且研

究者有：疱疹後神經痛、糖尿病引起

的神經痛、三叉神經痛和局部複雜的

疼痛症狀等；由於其致病機轉複雜，

且個體間表現出的症狀和對治療的反

應有極大差異，因此在診斷與治療上

有著相當大的困難與挑戰。對於神經

痛的治療，除了減緩疼痛的產生，降

低生、心理的傷害，同時也應積極針

對潛在病因加以治療；如維生素 B12

缺乏引發的慢性舌痛、咽喉痛與神經

痛，在給予補充 B12 後就可迅速的緩

解。臨床上診斷與評估疼痛的最大困

難在於症狀完全仰賴病人的主觀敘

述，缺少客觀與可以量化的診斷工

具。也因此，很多深受折磨的病人往

往被誤認為是「無病呻吟」。簡而言

之，急慢性疼痛不是一種病，而是一

個症狀，各式各樣的病，都可能造成

這樣的症狀。目前的醫療技術已可就

病理、生理與影像學的檢查做出一套

完整的評估，並對疼痛提供全方位的

診治與研究。 

    本次報告將探討非牙齒與非顳顎
關節因素的口腔疼痛，包括：口腔黏
膜疼痛、口腔灼熱痛、三叉神經痛、
疱疹後神經痛、心因性口腔疼痛及經
由口腔顎骨疼痛診斷出全身性疾病與
癌症。事實上，大部分止痛藥對慢性
疼痛的療效是有限的，紮實做好病史

探究與身體診察是協助病人解除疼痛
的第一步，繼而認真思考病因，針對
病因治療，疼痛才得以緩解。診治病
人不應只追求「疾病的治療」，更應
回歸到「病人的照顧」，把「緩解疼
痛及治癒疾病」視為行醫過程並行的
兩大目標。對慢性疼痛更須藉由多重
醫療團隊的介入，說服病人改變生活
態度，在安全性、耐受性與有效性之
間取得一個平衡，才能戰勝疼痛邁向
痊癒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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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4 

使用 Cone Beam CT於植牙前分析經驗談 

黃志成   高雄長庚醫院牙科一般牙科 
CBCT 可以提供清晰的立體影像

資訊，有助於術前了解植牙區的骨頭

及其鄰近的相關構造，但在電腦上模

擬的治療計劃要能夠精確地執行於病

患身上仍然有賴精準的手術定位板以

及導航裝置才能達成．因為牙冠與牙

根並非呈一直線，牙齒並非排列成與

咬合面垂直，且牙根彎曲亦是臨床上

常見的情況，再加上手術執行時後牙

區視覺死角的問題，在在使得憑感覺

植牙的結果與電腦模擬會有一些落

差．本報告提出個人發展的一套製作

手術定位板及導航裝置的方法，使用

最簡單的材料及設備而不用仰賴廠商

就可以做得到將電腦上的植牙模擬計

劃落實在病患身上。 

 
 
 
L05 
 

植體周圍炎 的好朋友及好敵人 
The Friend vs. Foe of Peri-implantitis 

 
鄧延通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庭牙醫學科/牙醫學系 
 

口腔植體技術的發展已在過去數

十年中改變了近代牙醫學的思維及傳

統風貌，但是相對於植體所帶來的口

腔周圍組織病變和相關疾病 (例如:

植體周圍炎 peri-implantitis) 也逐

漸的成為牙醫診療椅上和口腔醫學教

學機構之臨床照護中相當不熟悉但又

是新常態的一環。本次演講將討論「臨

床實證牙醫學」中關於牙科植體周圍

炎的最新證據，包括其流行病學、生

理及病理學上的發現，副作用和風險

因子之影響，一般及特殊治療方式的

通則、等等。 最後，將提出一些關於

有高困難度且不易解決臨床問題的思

考方向、原則之迷思 及挑戰新思維、

來作為結語。 

 

 

 

 

Dental implant technology has  

stimulated and revamped the traditional 

wisdom and practices of modern 

dentistry in recent decades; however, 

peri-implant disease (i.e., 

peri-implantiti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orm in such yet-unfamiliar new routine 

for most of the dental offices and 

institutions. This presentation will 

review the latest evidence-based clinical 

sciences, ranging from the epidemiology, 

pathophysiology, complications vs. 

implications, individual cases, to 

principles of common therapy & 

treatment modality, and thereby-ended 

by challenging the current dilemmas, 

dogmas and paradigms-to-be, for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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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6 

From Z to A+：淺談鼻竇增高術 

 
李坤宗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衛生學系 

 

   

    臨床上常可以遇到患者因嚴重齲

齒或外傷乃至於嚴重牙周病，導致患

齒已無法保存下來而需要拔除。患齒

若是屬於上顎後牙區，在拔除之後常

會造成上顎鼻竇下方的齒槽骨快速吸

收。此時若是患者想利用人工植牙的

方式來恢復原有的咬合功能時，會因

為齒槽骨已過度吸收，導致骨頭的高

度和厚度不足，而無法直接進行人工

植牙手術。對齒槽嵴進行骨嵴增高術

可以幫助增加齒槽嵴的寬度和高度，

待齒槽骨成熟後再進行植牙。臨床上

可以運用上顎鼻竇增高術來增加上顎

後牙缺牙區的骨量，以達到後續置入

人工牙根的初期穩定及骨整合的進

行，提高人工植牙的成功率。常用於

上顎鼻竇增高的術式，則視手術區剩

餘的齒槽骨高度多寡，分為鼻竇開窗

術和骨鑿成型術；當作齒槽嵴增高術

的材料有:自體骨、同種異體骨、動物

骨以及人工合成骨。因此，將跟各位

分享如何選擇適當的術式及材料，來

為上顎後牙缺牙的患者進行從 Zero到

Augmentation 的優質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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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以光動力合併冷凍療法治療復發口腔疣狀增生： 

病例報告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a recurrent oral verrucous hyperplasia with 

photodynam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cryotherapy-  

A case report 

 
余權航 Chuan-Hang Yu  張育超 Yu-Chao Chang 

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 

 
過去的研究顯示，以五-氨基酮戊

酸 為 導 引 之 光 動 力 治 療
（ 5-aminolevulinic acid-mediated 
photodynamic therapy）對於治療口
腔 疣 狀 增 生 （ oral verrucous 

hyperplasia）非常有效。也有研究顯
示，冷凍治療（cryotherapy）對於口
腔疣狀增生也具有療效。在本篇病例
報告中，我們利用光動力合併冷凍治
療的方式，治療一位 43 歲、於右下唇

黏膜有復發之疣狀增生的男性。病變

在經過五次的合併療法後痊癒。經過
18 個月的追蹤，病變無復發的跡象。 

病例報告結果顯示，以光動力合
併冷凍治療的方式，可以有效地用來
治療復發的口腔疣狀增生。其治療次

數會比單獨使用光動力治療或冷凍治
療的治療次數少。此外，此種合併療
法不會對病人造成嚴重的副作用或不
適感，因此可以提供為傳統手術之外
的另一種替代療法。 

 
P02

口腔黏膜疾病-扁平苔蘚 
Oral Mucosal Disease-Lichen Planus 

 
李律佳 Lue-Chia Lee、黃裕峰 Yu-Feng Huang、楊惠雯 Hui-Wen Yang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 

 

扁平苔蘚(Lichen planus) 是一
種常見的口腔黏膜病變，一般認為與
細胞免疫失調有關，但確切病因不
明，可能由遺傳、心理壓力、免疫機
制、藥物或感染所引發。扁平苔蘚好
發在約 45歲以上的成年女性，除了口
腔以外，也可能在皮膚、指甲、頭皮
和生殖器黏膜上發現病徵。扁平苔蘚
的臨床特徵是蕾絲狀白線圍繞的紅色

斑塊，而且是雙側性的，可以分為網
狀 (reticular type) 與 糜 爛 型

(erosive type)。網狀的扁平苔蘚沒
有臨床症狀，通常不需要特別處理，
但是糜爛型的扁平苔蘚就會造成患者
疼痛不適，需要適當的治療。因為扁
平苔蘚的病因仍不明，所以尚無法根
治，因此患者必須定期回診追蹤觀察。 

本文將報告一個 60歲的婦女，在
兩側頰黏膜有典型蕾絲狀的白線圍繞
著紅色斑塊，沒有不是的症狀，符合

扁平苔蘚的診斷，並檢討其與癌前病
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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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 

香椿葉萃取物對 DMBA 誘發倉鼠頰囊袋癌化過

程之預防效果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研究 
An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of the chemopreventive effect of Toona 

sinesis leaf extract during DMBA-induced hamster buccal pouch 

carcinogenesis 

 
Ching-Yi Chen1, Wen-Chen Wang1,2, Yuk-Kwan Chen1,2, Li-Min Lin1,2 

1Department of Oral Patholog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Oral Patholog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oona sinesis leaf  (TSL) extract has 

been shown to have anti-tumor effects 

on several cancer cells in previous 

studies. Our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chemopreventive 

effect of TSL extract during 

DMBA-induced hamster buccal pouch  

(HBP) carcinogenesis and its 

mechanism by histopathologic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examinatio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SL 

extrac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tumor incidence (from 100% to 50%), 

tumor numbers, and tumor burden of 

DMBA-induced HBP carcinomas. It 

also de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dyplastic lesions from 100% to 37.5%. 

The down-regulation in expression of 

PCNA, survivin, and XIAP proteins 

indicated that TSL extract had 

inhibitory effect against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tion effect on 

apoptosis. I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SL extract is a potential 

novel candidate for oral cancer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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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 

糖尿病患於拔牙前因停用抗凝血劑 

導致急性心肌梗塞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ttack in a diabetic patient with 

discontinuation of anticoagulants for tooth extraction-A Case Report 

 
盧心玉 Shin-Yu Lu  施元傑Yuan-Chieh Shih 林良合 Liang-Ho Lin  

高雄長庚醫院口腔病理暨家庭牙醫學科 

 

Many studies have recommended 

tooth extraction from patients on 

antithrombotic therapy to be performed 

without reducing or discontinuing 

antiplatelet or anticoagulant drugs such 

as aspirin, clopidogreal and warfarin, 

because discontinuing antithrombotic 

therapy could actually lead to severe 

thrombosis. This article reports a 

68-year-old Taiwanese female with 

hypertension, diabetes mellitus, CVA 

(acute stroke with infarcts left pons) 

history has regularly taken warfarin for 4 

months. She visited Oral Surgery 

department for extraction of 35 due to 

pain and endo-perio complex. She was 

suggested to discontinuing warfarin for 5 

days before extraction. Two days after 

tooth extraction, she visited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due to sudden 

onset of chest tightness, cold sweating, 

dizziness, and dyspnea. Hemodynamic 

blood pressure was 80/55 mmHg and the 

EKG showed 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was performed and it 

showed RCA total occlusion with much 

thrombus. No complaint about chest pain 

was found after PTCA and warfarin 

therapy. In asymptomatic diabetic 

patients, the rate of objective evidence 

of CAD and annual critical events were 

similar to those found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angina.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f the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is less than 

3.0~4.0, no marked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hemorrhage after extraction,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warfarin therapy is 

maintained. We suggest antithrombotic 

therapy in diabetic patients should be 

continued to avoid potentially dangerous 

thrombosis and atraumatic surgery 

during tooth extraction b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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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兒童蘭格罕氏細胞組織球增多症的診治：病例報告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in Children- 

A Case Report 

  
盧心玉 Shin-Yu Lu  吳郁苓 Yu-Ling Wu  黃琬婷 1Wan-Ting Huang 

高雄長庚醫院口腔病理暨家庭牙醫學科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LCH) 

is a rare disease involving clonal 

proliferation of Langerhans cells, 

abnormal cells deriving from bone 
marrow and capable of migrating from 

skin to lymph nodes. Clinically, its 

manifestations range from isolated bone 

lesions to multisystem disease. Any 

age group can be affected. In newborns 

and very young infants, it occurs in 1-2 

per million. The incidence of oral 

lesions in LCH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 high as 77%, and may be the earliest 

manifestation. This article reports an 

unusual case of a 5-month-old 

Taiwanese boy referred from a 

pediatrician to our dental clinic because 

of a deep necrotic ulcer over left upper 

gum. Physical examination showed a 

non-movable mass over right temporal 

area and diffuse skin rashes over the 

trunk have existed since he was 

2-month-old, however it was 

under-diagnosed because of no 

symptoms. Under the impression of 

LCH, a dermatologist was consulted for 

skin biopsy of abdomen and the 

diagnosis of LCH was confirmed. 

Chemotherapy was given and it led to 

complete resolution of the skin rash and 

the temporal mass within two months, 

but only partial regression of palatal 

ulcer was found. Chemotherapy was 

continued over one year and the normal 

eruption of primary teeth was observed. 

We suggest that dentists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disease to arrive at an appropriate 

diagnosis in its early stage and favorable 

prognosis. A LCH patient with 

multi-sites or organs involvement 

requires meticulous follow-up because 

many late effects may occur after 

chemotherapy.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sea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gerhans_cell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ll_(bi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ne_marrow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ne_marrow
http://en.wikipedia.org/wiki/Lymph_nod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ystemic_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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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 

即拔即種立即性暫時贋復應用於前牙美觀區： 

病例報告 
Immediate implant placement and provisionalization in the esthetic zone- 

A case report 
吳欣倩 Hsin-Chien Wu1 傅柏松 Po-Sung Fu1 吳逸民 Yi-Min Wu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家庭牙醫科 1牙周病科 2 

 

鄰近多顆牙齒缺失形成過長的缺
牙區，常無法以良好設計的傳統牙橋

復形，這時就需考慮以活動假牙或是
人工植牙來恢復美觀與咬合功能。上
顎數顆前牙缺失的美觀區，如欲以固
定植牙贗復重建則頗具挑戰性。術前
的診斷、臨時贗復物的設計到永久贗
復物的製作，需經詳細的計畫與妥善
的治療來達到美觀與功能的成果。本

文敘述一 50歲女性患者，因外傷導致
上顎門齒牙橋破損及左上側門齒牙根

斷裂。利用即拔即種植牙與立即性暫
時贗復物來恢復前牙區美觀，並同時
塑形軟組織形態。待軟硬組織穩定
後，使用客製化印模柱樁將已適當塑
形之萌出部輪廓轉印製作美觀的二氧
化鋯支柱及全瓷牙冠牙橋。 

 
 
 
 
 
P07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on Osseointegrated 

Implant and Natural Tooth : A case report 

 
  Zong-Hao Liu DDS   Li-Ching DDS,MS    

Dental Department of Chang-Gung Memorial Hospital at Chai-Yi 

 
Implants have been designed to provide 

edentulous patients with fixed 

prostheses or overdentures. Recently, 

implant-supported fixed partial 

prostheses and single crowns have 

become successful treatment 

alternatives to removable and fixed 

partial dentures. However, few 

researchers have examined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s on implants and natural 

teeth”. In this report, we present one 

patient fitted with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s on implant and natural teeth”. 

For economic consideration, one 

implant- supported attachment (Locator) 

was used to improve the retention and 

stability of old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The 79 years-old, male patient 

was satisfied with his denture in terms 

of function and aesthetics. Because 

there was only short-term follow-up 

period, further examinations are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dentures remain stable in the long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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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8 

以植牙及全瓷假牙恢復咀嚼功能及美觀： 

病例報告 
Using Implants and Full Ceramic Prostheses Restore Chewing Function 

and Esthetics-A Case Report 

 
陳立德 Chen Li-Te  順美牙醫診所 

 

本病例為一 57 歲男性患者，因

想改善長期右側咀嚼困難及治療
牙周病而來求診。患者第一次初診
時，表達長期以來因為下顎右側第
一、第二大臼齒缺牙而造成右側無法
有效率的咀嚼；並且表達出右上側門
齒缺牙，雖然目前有右上正中門齒臨
時假牙復形，可是並不美觀；而左下
第二大臼齒亦為臨時假牙，更增加了
左側咀嚼的心理負擔；因為病患當時
已經從忙碌的公職生涯退休，所以想

要好好的治療來改善長期以來牙齒所

造成的困擾。在拍攝了全口 X 光片並
且與病人充分討論後，決定將有嚴重
牙周病的右上第二大臼齒拔除，並且
做好全口牙周病的控制；而在缺牙區
就以人工植牙及全瓷假牙的方式復
形，以恢復美觀及咀嚼功能；右上正
中門齒及左下第二大臼齒以全瓷假牙
和金屬燒附瓷牙復形來恢復美觀及咀
嚼功能。 

 
 
 
P09 

上顎門齒立即植牙併過渡時期補綴物之案例分享 
Immediate Provisionlization of Implant Placed in the Upper Incisor- 

Case Report 

 
 陳哲偉 Che-Wei Chen  洪怡育 Yi-Yuh Hong  高美牙醫診所 

 

通常植體植入骨中後，約需等待
4~12週左右再接出支台齒、印模製作
牙冠，但若缺牙處是在前牙區的話，
基於美觀因素，鮮有患者願意如此長
時間等待或以活動式假牙來取代咬合
及美觀功能。，因此前牙區植入植體
後先行製作一臨時牙套以維持美觀便
是較常見的作法，以下為兩個案例分
享：案例一：一名 63 歲的女姓患者，
其右上正中門牙做過根管治療以及大
範圍樹脂復形，後因咬裂至牙根處前

來求診，討論後決定將該顆牙拔除並

同次植入植體以及製作一臨時牙套以
維持美觀，且因患部有骨缺損故需實
行引導骨再生手術(GBR)，目前術後定
期回診觀察待印模中。案例二：一名
67 歲的女性患者，其左上側門牙牙冠
鬆脫前來求診，討論後其治療計劃與
案例一雷同。文末並討論立即拔牙，
立即植牙合併過渡時期補綴物來探討
是否此方式可以達到患區骨最少吸收
量，或僅能提前達到齒槽骨及牙齦之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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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上顎美觀區創傷造成缺牙合併牙齒擁擠及深咬問

題,先植牙後矯正.贋復之臨床病例報告 
Missing tooth result from maxilla trauma with crowding and deep-bite 

malocclusion , implant placement before orthodontic and prosthetic tx : 

Case report 

 
 郭祖仁 Kuo Tsu Jen  張欣如 Hsin-Ju Chang  吳昭南 Chao-Nan Wu 

高雄榮民總醫院 

 

上顎前牙區創傷後的植牙贋復工
作非常困難且具挑戰性。上顎美觀區
合併植牙及矯正的重建工作，在植牙
之前，就會先用矯正把缺牙近遠心空
間及鄰牙走向甚至牙根尖角度做理想
的排整，才能開始進行植牙手術。因
為已經植入植體的角度無法改變，所
以如果植牙後才接受矯正將會使治療
變得非常艱難。目前文獻中並沒有在
上顎美觀區先植牙後矯正的相關報

告。本次的 case :一位前牙深咬合併
牙齒擁擠的男性患者，右上顎正中門
齒的位置因為車禍創傷被拔除，在擬

定治療計畫的時候告知各種可能的治
療計畫，但是當時患者不想接受矯正
治療，決定直接在缺牙區進行植牙手
術，預計之後直接作上贋復物。但是
當植入植體後，即將開始製作上面的
贗復物時，患者突然改變了想法，表
達想要進行矯正的評估。經過矯正醫
師評估及治療，利用拔除一顆下顎門
齒及部分牙齒外型調整，配合齒顎矯
正達到適當的齒列排整，最後在右上

顎正中門齒缺牙處作上兼具美觀及功
能的復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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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Effect of platform switching on peri-implant 

bone levels：a comparison of three types of 

implant system 

 
Yen-Wen Shen

1
; Ming-I Lin

2
; Heng-Li Huang

3
;Jui-Ting Hsu

3
;Lih-Jyh Fuh 

1,3 
1. Department of Prosthodontics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 Taichung, Taiwan. 

 2. Ming –Kang Dental Clinic, Taichung, Taiwan. 

3. School of Dentistr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近年來由於植體的設計、表面處理

技術和骨嵴保存和增高術式的進步，大

大的提高了人工植體在臨床牙科治療

的應用。一個成功的人工植牙治療須包

含術後整體的美觀和功能，而維繫美觀

和功能最重要的因素是植體周圍骨嵴

高度。 

本實驗藉由臨床回朔性研究探討平
台轉移 (Platform switching) 對於
植體周圍骨嵴保存的影響。實驗的樣本
來自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贗復牙
科的 63名患者 ，三種系統的人工植體
103 支，包括 33 支沒有平台轉移的外
六 角 植 體 Brånemark (Brånemark 

System 
TM
MK IV TiUnite

®
, Nobel 

Biocare, Sweden)和 70 支有平台轉移
的植體，其中 33支內八角 Cowellmedi 

(Sub.Atlas Cowellmedi Co., 
Busan,Korea) 和 37 支 Ankylos 
(Ankylos® plus Implant , Friadent, 
Mannhein, Germany)。實驗研究用的 X
光片分別於術後當日、術後 3～5 個
月、術後 6～8 個月（Loading phase 
I）、術後 9～11 個月（Loading phase 

II）拍攝，全部的 X光片皆經 X光影像
數據分析軟體 Image J (NIH, Bethesda, 
MD, USA)進行量測植體周圍骨嵴高度
的變化。量測的結果再以廣義估計方程
式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做統計分析。結果顯
示三種不同的植體不管有無平台轉移
的設計其植體周圍骨質的流失量並沒
有顯著的差異，真正影響植體周圍骨質
流失的因素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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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根縱裂與微創植牙-病例報告 
Vertical root fracture and flapless implant-a case report 

 
蔡詠斌 ▲Tsai YP  傅柏松 Fu PS  李坤宗 Li KT 

Department of Family Dentistr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家庭牙醫科 

 

臨床上要如何診斷牙齒是否有裂
齒症候群有幾種方法：(1)詢問病史  

(2)壓觸法 (3)牙周探測 (4) 咬合測
試 (5)光照法 (6)染色法 (7)手術暴
露等，此外裂齒症候群可能出現以下幾
種症狀：(1)受到咬合壓力時出現持續
性的疼痛 (2)牙齒咬著時會痛但是放
開後更痛 (3)咀嚼時突然感到尖銳的
疼痛 (4)持續性的鈍痛 (5)一個或多
個瘻管 (6)有深且窄的牙周囊袋(7)牙
周韌帶整體變寬 (8)牙根周圍出現橢
圓形的放射線透射區。微創植牙其優點
為減少手術時間且術後較不會腫脹與

流血，並且讓患者可以在術後容易維持
口腔清潔，但是因為無法看到齒槽骨的

結構因此在術前我們必須確實做好評
估，以免使植體的角度與位置有太大的

偏差而造成失敗。本病例為一 57 歲女
性，患者沒有任何系統性疾病，但懷疑
患者有磨牙或咀嚼堅硬實物的習慣，其
主訴為左下第一大臼齒根管治療超過
10 年但近來有咀嚼疼痛的情形。經重
新根管治療後症狀仍未改善，經手術暴
露檢查並發現有牙根縱裂的情形，因此
建議患者拔除牙齒後以植牙重建咬
合。等待 4個半月復原後，該部位齒槽
嵴寬度與高度條件良好且角化牙齦寬
度超過 10 mm，因此採用微創植牙的方

式。目前假牙製作完成經 3年半追蹤情
況良好，患者很滿意目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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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下齒槽神經及骨重覆蓋手術處理下顎齒源

性角化囊腫：病例報告 
Preserved the inferior alveolar nerve and recovered the bony cap in a jaw 

cyst-a case report 

 
吳契璁 

 Division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The conventional technique to remove 

cysts of the jaw was using dental 

dissector or curette. Unfortunately, 

inferior alveolar nerve injury could be 

happened following oral surgical 

procedures in the mandible and wa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s in 

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ies. This case 

revealed a large bone cyst over right 

mandibular area. We used a modified 

technique to avoid damage the inferior 

alveolar nerve. The patient had no 

symptom of numbness over right lower 

chin area as we followed the condition 

about 2 years. This report also suggest 

the bony cap should be re-covered the 

surgical defect like alveolar ridge 

augmentation by autogenous bone graf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wound 

dehi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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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顎齒源性牙瘤  
Odontoma at Jaw Bone-A Case Report 

 
呂怡瑱 Yi- Tian Lu   嘉義長庚醫院牙科部 

    

    牙瘤(odontoma)是很常見的齒源
性腫瘤。牙瘤的發現包括了阻礙正常
牙齒的萌出、顎骨產生骨膨脹或明顯
的面部腫脹，而最常就是在例行性的
牙科放射線檢查時被發現。雖然牙瘤
被視為是組織發育異常的牙齒而非真
實的腫瘤，但如果其存在會造成負面
的影響，如顎骨膨脹、感染、阻礙牙
齒萌發、其他病變、或甚至容易造成
顎骨骨折時，則考慮手術移除。 

本文將提出一病例，患者為右下顎
第三大臼齒阻生併牙瘤。埋伏齒之根
尖不但深及下頷骨下緣，且與上方之
病灶佔據該區之骨髓腔，以致整體結
構容易因外力撞擊而發生骨折，最後
於全身麻醉下手術移除。 
 
關鍵詞：牙瘤(odontoma)、第三大臼
齒(third m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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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綴治療為目的之下頷隆起移除術 
Removal of Mandibular Tori for Prosthetic Purpose 

 
沈發智 Fa-Chih SHEN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牙科 

 

Tori generally do not require any 

treatment only when the torus trouble 

denture fabricating. This case report 

shows a huge mandibular torus not only 

complicate denture fabricating but also 

disturb tongu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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顳顎關節脫位復位術：病例報告  
Case Report of Management of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islocation 

 
陳怡 Yi Chen  陳錦松 Chin-Sung Chen  張明智 Ming-Chih Chang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A 57 year-old man was referred to the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at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for 

investigation of difficulty in mouth 

closure after experiencing stroke 10 

months ago. Upon physical examination, 

he was diagnosed as unilateral 

dislocation of the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TMJ) and was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reduction via coronoid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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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血小板血纖維蛋白之臨床應用：病例報告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RF (Platelet-Rich Fibrin) 

 
陳裕豐 Chen YF 藍鼎勛 Lan TH 王文岑 Wang WC 胡愷芳 Hu KF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牙科,  
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牙科部, 

3
高雄醫學大學 

 

One of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clinical 

research has been the development of 

bioactive surgical additives, which can 

increase the speed of healing process.  

Platelet Rich Fibrin(PRF) was first 

developed in France by Choukroun et al . 

PRF can be considered an autogenous 

healing biomaterial, wide range of key 

healing growth factors like: PDGF, 

TGF-B、VEGF、EGF、IGF…etc. They 

can enhance soft and hard tissue healed.  

We reporte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PRF in various surgical cases: repair of 

the perforation of sinus membrane 

during sinus lifting surgery, filling the 

debridement defect of osteomylitis or 

osteoradionecrosi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PRF are broad, outcomes 

of our cases were good, however, more 

long-term studies evaluating the 

knowledge are war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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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傷脫落牙之處置與預後 
The Management of Avulsed Teeth and Prognosis 

 
劉家旗 Liu Chia-Chi  余滋照 Yu Tzu-Chao 

國中台中總醫院 

 
 在急診常見的外傷中，口腔部位

的外傷約占 5%。而學齡前的小朋友
裡，相關的外傷更高達 18%。而所有
臉部的外傷中，牙齒的外傷更是最為
常見的，其中牙齒因撞傷而脫落的比
例更有 16%之多。牙齒因外傷而脫
落，其癒後的好壞通常取決於發生事
故後的處理方式和時效。牙齒脫出，
若是乳齒則不建議植回。而脫落之恆

齒就型態可分為根尖閉合與根尖未閉
合兩種處理方式。就牙科治療中，因

外傷脫落的牙齒在植回原處是首要的
選擇，但通常卻無法在意外發生以後
立即實施，就事故發生後之時間長短
處置又可分為(1)已於事故現場植回
(2)將脫落齒帶至急診處理之時間未
超過一小時，且脫落齒保持於濕潤之
牛奶、唾液、生理食鹽水等。(3)口外
乾燥時間超過一小時。在此提供有關
外傷脫落牙處置之文獻回顧，有助於

各位家庭牙醫師對此類病人緊急處理
及後續追蹤治療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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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整體治療：病例報告 
Comprehensive Periodontal Therapy-A Case Report 

 

李昆懋 Lee, Kun-Mao  高雄榮民總醫院牙科部牙周病科 

 
本報告提出一位廣泛性中、重度

慢性牙周炎患者之完整治療病例報
告，牙周整體治療包括初期牙周治
療，以及左上後牙區及右下後牙區牙

周 翻瓣手術，並於左上後牙區施以自
體骨填充術，右下後牙區施以自體骨
填充術以及引導組織再生手術。 
    其中#26 為預後無望牙齒於手術
中拔除，拔牙後四個月進行進行植牙

手術，術前評估齒槽骨嵴高度不足，
於是利用骨鑿法上頷竇增高術進行補
骨手術，同時植入 ITI Ø4.1mm, RN, 
10mm, standard implant，待 3 個月

骨整合後進行固定贋復物製作。 
本病患於術後 8 個月進行全口 X

光片檢查，結果顯示未有持續性之骨
破壞發生，且臨床之牙周狀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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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牙周炎病患治療配合牙周再生手術處理及

植牙治療：病例報告 
Chronic periodontitis patient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GTR and Implant 

treatment 
胡剛碩 Kang Shuo Hu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病患為 48 歲的陳先生，主訴為多

處牙齦腫脹不舒服，特別是右下及左
下第二大臼齒。病患沒有系統性疾
病，牙科病史方面:有做過蛀牙填補，
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第三大臼齒拔
除。口內可以發現多處牙齦紅腫，左
下右下第二大臼齒伴隨很深的牙周囊
袋。X 光片的判讀上可以發現:右下及
左下第二大臼齒有很深的角狀骨缺
損，另外右下第二大臼齒有蛀牙的問
題。經診斷後病患有廣泛型中度局部
型重度慢性牙周炎。 

安排牙周病第一階段治療，加強
口腔衛生，全口超音波洗牙，全口深

部牙結石刮除，牙根整平及牙面磨

光。牙周再評估時，病患仍有以下牙
周問題:左下及右下第二大臼齒有嚴
重牙周破壞及骨缺損，右下第二大臼
齒合併有牙齦下填補物，右上第二大
臼齒遠心處有較深的牙周囊袋合併牙
齦紅腫發炎。治療考量上:右下第二大
臼齒因為填補物侵犯 biological 
width 合併牙周嚴重破壞，經討論後拔
除以植牙處理此處缺牙。左下第二大
臼齒以牙周再生手術處理。右上第二
大臼齒以”Distal wedge”方式降低

牙齦厚度合併骨修整。經追蹤後，病
患呈現穩定的牙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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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骨缺損之異體骨移植病例報告 
A Case Report of Allogenic Bone Graft in the Periodontal Bony Defect 

 
蔡宛庭▲1

Tsai WT  王文岑 1,2,3
Wang WC   陳裕豐 1 2

Chen YF  胡愷芳 12
Hu KF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營)牙科 2高醫附院牙科部 3高醫大牙醫系 
 

此病例報告主要因為不良補綴物
和不良的口腔衛生造成的慢性牙周
病，在進行非手術性的牙周病治療，

包括全口洗牙、移除不良的補綴物、
牙齦下刮除術和牙周整平術及改善病
人口腔衛生習慣後，大部份 5mm 左右
的牙周囊袋皆有降低的現象，而此病

人在左下第二大臼齒因有較深的齒槽
骨破壞，進而進行異體骨移植手術，
在此病例報告中將呈現自牙周非手術

性治療開始至骨移植手術後三個月，
共歷經半年的治療療程及 12個月的回
診追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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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部嚴重牙根裸露情形下以冠向移動翻瓣術

合併上皮下結締組織移植來進行牙根覆蓋: 

病例報告 
Root Coverage by Coronally Advanced Flap with Subepthelial 

Connective Tissue Graft on Localized Severely Denuded root- 

A Case Report 

 
徐政忠 Cheng-Chung Hsu

12 李澤民 Tzer-Min Lee
 1, 袁國 Kuo Yuan

 12  

1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口腔醫學研究所  

2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牙周病科 

     

Gingival recession refers to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soft tissue margin 

apical to the cemento-enamel junction. 

Currently, numerous surgical techniques 

are proposed for root coverage. Among 

these, the efficacy of using connective 

tissue graft is well sup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Careful analyses of patient- 

and defect-related factors and selecting 

an appropriate surgical technique are 

key points for the root coverage 

procedure. 

This case report presents a severe 

gingival recession (Miller’s class III 

classification) treated with coronally 

advanced flap and subepithelial 

connective tissue graft. After following 

6 months,  a satisfying clinical outcome 

wa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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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病患口腔機能恢復之臼齒牙根切除術 
Oral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of periodontal patient by molar root 

resection 

 
許竣傑 Hsu Chen-Chieh 劉弘凱 Lin Hung-Kai 余滋照 Yu Tzu-Chao 

國軍台中總醫院牙科部 

 

重度牙周病病患的牙齒，X光檢查

可見嚴重的水平或垂直性骨缺損，可

能開始會動搖、鬆動、移位等，口腔

的機能大大受到影響。而在牙周病的

治療當中，後牙的治療是較具有難度

的，主要原因就是多根牙的型態，在

牙根分叉的解剖構造增加了治療上的

困難。在根叉處受到細菌侵犯會造成

牙菌斑及牙結石容易堆積，不易完全

的清除，影響到牙周炎治療及預後，

本次將探討臼齒牙根切除術對於口腔

機能恢復的影響。 

根叉侵犯(furcation invasion) 

為牙根分叉處，骨質的病理性吸收的

現象。牙根切除術(root resection)

包括 amputation、 hemisection 及

bicuspidization，這是利用手術方法

將牙周狀況較差的牙根切除，而臼齒

的牙根切除術在適當的評估之下，對

於根叉侵犯的牙齒是一個有效的治療

方式。牙根切除的優點是徹底解決根

叉侵犯的解剖問題，缺點則包括需要

根管治療、牙周手術及補綴治療。從

文獻上(1972-2009)長期的追蹤報告

(1-22 年)來看，牙根切除術失敗率為

3~44％，而失敗的原因則包括：牙根

斷裂、根管治療失敗、牙周炎再發及

牙根齲齒等。在 2009 年韓國學者所做

的統計指出，因牙周問題所做的牙根

切除術，大約有 28.3％的失敗率，相

較於因根管問題切除牙根的失敗率

37.9％，和因牙根斷裂而執行牙根切

除的失敗率 35.6%，都有較高的成功

率。整體而言此療法在牙周病上的治

療是可以接受的，提供病人以自體牙

達成口腔機能重建的目的，技術上須

注意不要殘留有欲切除牙根的任何部

分，以便日後方便牙菌斑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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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風溼性關節炎與牙周病之間的相關性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periodontal disease 

 
顏永昇▲

Yung-Sheng Yen  楊岳炤 Yueh-Chao Yang  陳玄祐 Shyuan-Yow Chen 

國泰綜合醫院牙周病科 

 

背景:類風溼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本文旨
在探討類風溼性關節炎和牙周病嚴重

程度的相關性。 
文獻回顧：類風溼性關節炎是一種好
發於女性的自體免疫疾病，其盛行率
約為 0.5%到 1.0%。目前已有許多文
獻探討類風溼性關節炎和牙周病之間
的相關性。本文將針對類風濕性關節

炎與牙周病的關係、對牙周病嚴重程
度的影響，以及牙周病治療是否可改
善類風溼性關節炎的嚴重程度作一完
整的探討。 

結論: 依據 Pischon 等人(2008)以及
Dissick 等人(2010)的研究，類風溼性
關節炎患者會有較嚴重的牙周病；依

據 Ribeiro 等人(2005)及 Ortiz 等人
(2009)的研究發現，全口洗牙和牙根整
平(scaling and root planning)後，牙周
炎的嚴重程度會有顯著的減少，且
ESR 和 DAS28 scores，比起只接受
口 腔 清 潔 指 導 (oral hygiene 

instruction)的患者也有顯著的減少。故
牙周病的預防和治療可以改善類風溼
性關節炎的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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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TA來治療根尖未成熟合併有牙中牙 

變異的牙齒：病例報告 

Treatment with MTA in open-apex and immature teeth affected by 

dens invaginatus-Case Report 

 
王俊欽 Wang CC ▲1 2 劉振聲 Liu CS

 1 李欲禎 Lee YC
 1 陳正慧 Chen CH

2  

呂佩真 Lu PC
2  莊富雄 Chuang FH

2                                                                                                                                              

1 屏東基督教醫院牙科  2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保存科 

 

根尖未成熟牙齒的根管治療，在
臨床上來說是比較複雜的情況，如果
再加上牙中牙 (dens invaginatus; 
dens in dente)的變異，更是困難的
挑戰。根據文獻的回顧，牙中牙發生
率為 0.04%到 10%之間，最常發生在上
顎的側門齒。本病例報告 12歲的病患
右上側門齒因為牙中牙(Ohlers type 
II)的變異並合併根尖孔未成熟及根
尖病灶(9X9 mm2)，經非手術性根管治

療，配合次氯酸鈉沖洗與氫氧化鈣置
放，並在顯微鏡輔助下使用 MTA 進行
根尖封填，在一年半後的追蹤，臨床
無不適症狀，根尖病灶復原情況良

好。徹底的清創是根管治療的成功因
素，但是牙中牙根管內部複雜的結構
使得機械式的清創受限許多，充分的
根管開口修形，配合大量的化學沖洗
及氫氧化鈣輔助，可加強根管清創的
效果；使用氫氧化鈣在根尖鈣化術
(apexification)上需要較長時間的等
待，而 MTA 除了可以縮短治療時間，
應用在未成熟的牙齒上也已有許多文
獻的佐證，在本病例的應用上也有理

想的結果。如能掌握非手術性治療清
創及修形的原則，即使是複雜的根管
形態與深度感染，也能達到相當良好
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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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應用在鈣化根管的治療：病例報告 
Endodontic treatment of calcified canals under Microscope-Case report 

 
     王俊欽 Wang CC ▲1 2 劉振聲 Liu CS

 1 李欲禎 Lee YC
 1 陳正慧 Chen CH

2 

許栢仁 Hsu PJ
2  呂佩真 Lu PC

2  莊富雄 Chuang FH
2                                                                                                                                                  

1 屏東基督教醫院牙科  2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保存科 

 

    根管治療的目標在於完全移除根

管系統內的組織，並做好充分的擴大

清潔，以利根管緻密的充填，但有時

候因為鈣化的因素，使臨床醫師無法

正確的找到根管的路徑，更常在年紀

較大的患者中，因根管擴散性鈣化而

找不到根管，導致根管治療的失敗。

近年來藉由顯微鏡的輔助，使臨床醫

師能更準確快速的定位正確的根管路

徑，減少治療的時間及穿孔的風險。

本報告藉由兩例臨床病例，探討顯微

鏡輔助鈣化根管治療的應用，並回顧

文獻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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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牙周炎與牙髓炎之雙磷酸鹽患者之治療： 

病例報告 
Treatment of combined Periodontitis and Pulpitis in a  

Bisphosphonate User-a case report 

  
李麗莞 1▲Lee LW  陳立愷 3

Cheng LK  藍萬烘 2
Lan WH  王國陽 1

Wang GY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牙科部仁愛院區
1
國立台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

2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牙科
3333  

 
  雙磷酸鹽類廣大運用於骨質疏

鬆及骨腫瘤轉移疾病，然而引發
osteoclast 正常凋亡循環失調，干擾
骨 骼 正 常 修 復 及 阻 斷 癒 合
(Compromized normal healing and 

remodeling processes),導至顎骨腐
壞死(osteonecrosis)的副作用。本病
例為一位十三年前罹患乳癌轉移至腸
骨嵴及肝臟女性患者 58 歲，其注射
Zometa( 屬 於 BP 五 個 分 類 之 一

Zolendronic acid)後，產生上顎骨壞
死症狀，到 2010年三月被發現下顎左
第二大臼齒因齲齒導至牙髓炎。2011
年 左第一大臼齒又罹患牙周炎.本院
使用 0.1% chlorhexidine(CHX)沖洗並

清創腐骨，再加上抗生素治療。俟化
膿之上顎腐骨發炎症狀消除後，再去
除部份已移動的腐骨(sequestrum)。
而牙髓炎之患牙，經修形擴大(退展套
疊法 step back telescope)清創完

全，四次療程；予馬來膠和 Sealapex
側向充填之。再予牙周骨膜翻開術治
療並予假牙膺復之。由本病例可知擬
拔除之患牙，可採用根管治療及牙周
骨膜翻開術治療來代替拔牙手術，以

避免 BP使用後拔牙引發骨壞死的後遺
症並在腐骨清創術(sequestrectomy)
傷口癒合完全後裝置假牙。目前已追
蹤半年，無任何不適症狀產生，癒後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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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再植合併根尖切除術：病例報告 
Intentional replantation with apicoectomy-A case report 

 
林正屏 1▲Lin CP  1.2郭振隆 Guo CL  1.3莊欣龍 Chuang SL 

1屏東東港安泰醫院牙科部   2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牙科部  
3亞田牙醫聯盟名鼎牙醫診所 

        

手術治療約占根管治療比例的 3%
至 10%，但當患齒為大臼齒、手術區域

受限於病患張口度或有解剖構造條件
限制時，傳統根尖手術執行難度高，
此時蓄意再植合併根尖切除術為另一
種可行的治療方式。本病例為 35歲女
性，牙齒 37於診所進行根管治療後依
然有自發性疼痛來求診，經檢查發現
有明顯根尖病灶，根管重新治療後一
個月症狀仍未解除並在舌側出現竇
管。與病人討論後，施行蓄意再植合

併根尖切除術式，並使用三氧礦化合
物  (MTA ，  Mineral trioxide 

aggregate ，Dentsply) 進行根尖逆充填。
術後追蹤 6 個月，病人放射影像上病
灶明顯縮小，且無自發性疼痛與竇管
出現，最終製作補綴物以恢復其咬合
功能；經由本病例報告結果得知，當
大臼齒患齒需施行傳統根尖手術時，
蓄意再植合併根尖切除術為可選擇的
替代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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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矯正治療的牙根尖外吸收之根管 

治療考量：病例報告 
Endodontic treatment consideration when facing external apical root 

resorption during orthodontic treatment-A case report 
 

林伯彥 Lin, Po-Yen  國立陽明大牙醫學系 

 

牙根尖外吸收是矯正治療後常見

的後遺症之一，根據文獻指出，其發

生率在臨床上約為 70%，而在組織學

上可高達 90%以上，平均吸收量為

0.5-3 mm。在矯正治療期間若需要做

根管治療，需要考量工作長度的決定

位置、根管封填的時機、根管封填的

材料、以及矯正的力量是否會影響根

尖病灶的癒合等。病患為一 25 歲之女

性，其右上側門牙於 2004 年接受過根

管治療，當時並無症狀且無根尖病

灶，該病患於 2005 年至 2007 年接受

矯正治療，完成後發現有牙齒約有 2-3 

mm 之牙根尖外吸收的情形，且患牙開

始有壓痛，X 光顯示充填材料已突出於

牙根尖外，並有 3x4 mm2左右之根尖

病灶。於是決定進行根管重新治療，

於根管用顯微鏡之輔助下將充填材料

移除，在症狀消失後進行根管之充

填，並在三年追蹤後發現癒合良好。

伴隨矯正治療的牙根尖外吸收之根管

治療考量仍有很多不確定因素，醫師

間必須有充分的溝通，才能給予病患

最完善的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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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顎雙側第一小臼齒區域局部復發之 

嚴重牙周病灶:病例報告 
 Localized Recurrent Periodontal Lesion with Severe Destruction at 

Bilateral Upper First Premolar Region-A Case Report 

  
林恆毅 Lin H.Y.

1,2  江正陽 Chiang C.Y.
2  黎達明 Lai T.M.

1   

天主教耕莘醫院牙科部 1  三軍總醫院牙科部牙周病科 2 

 

39歲女性病患於民國92年因牙齦
萎縮，到院求診，經診斷為牙周炎，
接受全口牙周病治療，包括牙周初期
治療及#13~#17、#12~#24 牙周翻瓣清
創手術。 牙周炎治療期間，也進行
#15、#14、#12~#22 之重新根管治療。
治療完成後，約持續至本院回診追蹤
兩年，之後於住家附近診所固定半年
定期洗牙。而到了 98 年，病患因主訴
上顎雙側第一小臼齒牙齦腫脹化膿，
合併左上後牙區咀嚼時疼痛，再度到

院求診，臨床檢查發現上顎雙側第一
小臼齒皆有超過 9mm 的牙周囊袋伴隨
嚴重的附連組織喪失及齒槽骨吸收，
經過牙周初期治療後，病人接受上顎
雙側後牙區牙周翻瓣清創手術合倂引
導組織再生，術後復原良好，並持續
追蹤治療。本例中，病患於治療六年
後，於原本輕微破壞的區域對稱產生
嚴重的復發病灶，而病患口腔清潔維
持良好，故進一步探討可能產生之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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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牙科電腦斷層攝影確認齒源性角化囊性瘤

在齒槽骨內的範圍 
Using the Dental Computed Tomography to Identify the Border of 

Odontogenic Keratocystic Tumor-A Case Report 
林語軒 Lin Y.H. 黃智嘉 Huang C.C. 張雅琪 Chang Y.C.  

莊孟哲 Chuang M.C. 黎達明 Lai T.M. 

天主教耕莘醫院牙科部牙髓病科 

   

齒源性角化囊性瘤(Odontogenic 
keratocystic Tumor)可能發生在各個
年齡層,其中 60%發生在 10 到 40 歲,
並 以 男 性 居 多 , 大 部 分 發 生 在
mandible 的 posterior body 和 
ascending ramus,臨床上不一定會有
症狀,本病例報告為五十歲女性患者,
來院主訴為診所轉介尋求左上第二小
臼齒之根管治療,診治期間,意外發現

於左上犬齒及第一小臼齒間牙齦,有
一腫起,患者並無明顯不適,經牙科電

腦斷層攝影確認該囊腫並無與犬齒及
小臼齒牙根尖有任何連接，再確定囊
腫與範圍後以手術方式取出,病理檢
驗 結 果 為 一 齒 源 性 角 化 囊 性 瘤
(Odontogenickeratocystic Tumor)。
手術後因齒源性角化囊性囊腫有較高
再發率，故病患於門診持續追蹤。本
病例報告顯示：牙科電腦斷層攝影可
以幫助確認齒源性角化囊性瘤的病灶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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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蓄意再植術保留因牙冠牙根斷裂的 

上顎正中門齒：病例報告 
Using the intentional replantation technique to preserve the upper central 

incisor with crown root fracture-a case report 
邱雲葛 Chiu Yun-ke  大千綜合醫院牙科部 

 

    複雜性牙齒牙冠牙根斷裂通常是
難以治療，主要是齒質斷裂部分常延

伸到牙根，而斷裂齒質若是又有齲
齒，在未來的牙冠復形時，剩餘齒質
有必須經過強逼萌出術與牙冠加長術
之後，才可能再進行復形。本病例報
告為一位 66歲男性因為意外撞擊導致
牙冠斷裂，臨床檢查發現正中門齒牙
冠斷裂延伸到牙根 2mm，造成頰側齒頸
部齒質不足，若進行局部矯正與牙冠

加長術，可能曠日廢時；由於側門齒
的牙根形狀為長橢圓形，而且舌側齒

質較多而且完整，故進行蓄意再植
術，將牙齒拔除後旋轉 180 度，再植
回原齒槽窩，後續固定後進行牙冠增
長，最再進行牙冠贗復。本病例報告
顯示：使用蓄意再植術可以為因為外
傷害導致上顎正中門齒發生複雜性冠
根斷裂的病患進行後續治療，完成牙
冠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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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根管上顎第二大臼齒之根管治療：病例報告 
Root canal treatment of maxillary second molar with C-shaped 

root canal system–A case report 
 

柯昭賢 1
Ko CH  1,2郭振隆 Guo CL 1,3莊欣龍 Chuang SL  

1屏東東港安泰醫院牙科部   2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牙科部  
3亞田牙醫聯盟名鼎牙醫診所  

 

    上顎第二大臼齒最常出現的根管

型態為近心頰側、遠心頰側以及顎側

互相獨立的三根管型態。根據文獻指

出，臨床上亦可發現其他根管型態變

異的情形。Yang 等學者於 1988 年的

研究發現 C 型根管出現在華人上顎第

二大臼齒的機會為 4.9%，此變異情形

在根管治療的過程中容易造成根管擴

大清潔與充填上的困難，進而影響根

管治療的成功率。本篇病例報告為一

例 C 型根管上顎第二大臼齒近心頰

側、遠心頰側與顎側根管開口相連的 C

型根管治療，過程中使用超音波器械

沖洗與氫氧化鈣放置幫助根管清創，

並利用側方充填法進行充填。本報告

也針對上顎大臼齒的 C 型根管變異型

態做探討，希望藉由此病例可做為臨

床治療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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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沖洗系統對於不同彎曲度的根管 

清潔的效果 
Efficacy of different irrigation systems on root canals with 

 different curvatures 
洪琳雅 Hung Lin Ya   台北榮民總醫院 

 

 根管沖洗的目的在於清潔根管，
目前主要利用針筒與針頭作為沖洗的

工具。在彎曲根管以及一些較為複雜
的根管系統，卻無法達到完全清潔，
特別是在根尖三分之一的區域。因此
目前為達到更良好的清潔效果，已陸
續發展出不同的沖洗系統，例如：手
動方式的 brush、 manual-dynamic 
irrigation，機械帶動方式的音波
(sonic)、超音波(ultrasound)、壓力
轉 變 裝 置 (pressure alternation 
device)等。目前文獻回顧以後兩者可
達到較良好的清潔能力。本實驗目的

為探討不同彎曲度的根管在根尖三分
之一不規則區域，比較不同的沖洗方
式(壓力轉變裝置方式與傳統沖洗方
式)的移除殘屑能力。實驗中選用的壓
力轉變裝置設計是 EndoVac 系統。 

  
  

 實驗組別共有六組:共 12 個壓克
力模型角度， 在距離根尖 2-4毫米刻

製寬度 0.2毫米，深度 0.5毫米， 放
置殘屑，沖洗時間均為 1分鐘， 流速
為 6cc/1 分鐘，組一 0 度根管以 27G
針頭沖洗 , 組二 15 度根管以 27G 針
頭沖洗 , 組三 30 度根管以 27G 針頭
沖洗，組四 0度根管以 EndoVac 沖洗， 
組五 15度根管以 EndoVac沖洗, 組六
30 度根管以 EndoVac沖洗。 
    實驗結果:組一移除殘屑的比例
為 36% ± 0.16， 組二 84% ±0.14 ， 組
三 20% ± 0.08，組四 54.68%±0.16，

組五 19%±0.0 8 ，組六 14%± 0.07 ，
由實驗結果發現,在 0 度及 15 度的根
管中 EndoVac 移除殘屑的能力較傳統
的沖洗方式佳，而在彎曲角度較大的
根管中較彎曲角度較小的根管移除殘
屑的能力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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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兩根管之上顎犬齒根管治療：病例報告 
Endodontic treatment of a maxillary canine with two canals 

張映紅 Chang YH 林曉薇 Lin HW 黃瑞彰 Huang JC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上顎犬齒之解剖型態多為單一牙

根、單一根管及根尖孔，鮮少有多根
管的病例。根據 Caliskan 等學者對土
耳其人的研究，上顎犬齒出現 typeⅤ
canal的機率為 2.17%，typeⅢ canal
的機率為 4.15%。 

 本病例為 43歲女性因左上犬齒急
性牙周膿腫伴隨牙髓壞死至本院就
診，拆完牙套實施根管治療時發現此

犬齒有頰側及顎側兩根管開口，至根
尖三分之一才合而為一，屬 typeⅡ 
canal。經過充分清創修形後病症消失
並封填根管。 

 根管系統存有許多複雜性及變異
性，臨床醫師在治療時針對任何牙齒

都不能忽略有額外根管的可能，才不
會因遺漏根管而造成根管治療的失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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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覆髓治療中 MTA 與氫氧化鈣之比較 
Comparison of direct pulp capping with MTA or calcium hydroxide 

 
張益誠 Yi-Cheng,

 
Zhang  詹明峻 Ming-Chun, Chan， 

劉宥孛 You-Bo, Liu，黃耀民 Yiao-Mien, Huang
 

國軍桃園總醫院牙科部 

 

    當牙齒因為齲齒，或是受到外

傷，而導致牙髓組織曝露於口內環境

時，臨床上經常採用直接覆髓治療

(direct pulp capping)，來保存牙髓組

織的活性，而過去進行直接覆髓治療

時，最常採用的材料為氫氧化鈣

(Ca(OH)2)。近年來，由於牙科材料的

大幅進步，三氧礦聚合物 (mineral 

trioxide aggregate, MTA)亦被應用在

直接覆髓治療中。因此，本文將討論

MTA 之材料特性，以及 MTA 和氫氧化

鈣運用於直接覆髓治療中的比較。 

 

 

 

 

 

 

P37 

左上顎側門齒牙骨質剝離合併慢性根尖炎 

病例報告 
Chronic Apical Periodontitis Combine with Cementum Tear 

 for the Upper Left Lateral Incisor-A Case Report 

 
張嫣蘭 Chang Y.L. 黃智嘉 Huang C.C. 張雅琪 Chang Y.C. 莊孟哲 Chuang M.C. 

黎達明 Lai T.M. 

  天主教耕莘醫院牙科部 

 

    臨床上鮮少發生因為牙骨質剝離
造成急慢性牙周病變，依據文獻顯示
它的臨床症狀有突然發生的深且窄的
牙周囊袋，有些甚至合併發生慢性根
尖病變。,好發在高齡男性患者的上下
顎前牙牙根中段鄰接面區域。若在臨
床上沒有透過根尖 X 光片檢查發現，
若合併特定部位牙周囊袋急速發生，

常會誤診為因為急慢性根尖病變所造
成的牙周疾病。本病例是一名 60歲男
性，因左上側門齒慢性根尖炎需進行

根管治療，在治療後一個月追蹤期
間，突然發生牙齒動搖及牙周腫脹，
同時出現牙周囊袋合併。 在 X光檢查
下發現遠心端牙根表面有疑似剝離齒
質的影像。再經由牙齦下牙周刮除
術，移除剝離齒質後；半年追蹤後，
牙齒動搖度消失同時牙周囊袋消失。
本病歷報告顯示，透過不同角度的 X

光照射或許可以正確診斷牙骨質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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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8 

齒外齒臨床併發症與治療考量 
Clinical complication and treatment consideration of dens evaginatus 

 
曹博竣 Po-chun Tsao  劉閔結 Min-chieh Liu 

新光醫院牙科部 

 

 齒外齒是一種發育性異常，早在
1925 年的文獻中就已有記載,臨床上
的特徵為咬合面上有一結節狀突起，

外圍有牙釉質包覆著牙本質與一牙髓
相連的延伸. 這樣的變異常出現在亞
洲人，其發生率為 0.5~4.3%不等,在
特定人種的發生率更可高達 15%.這
類似咬頭的突起容易因為磨耗或意外

斷裂而導致牙髓的暴露，進一步導致
臨床併發症的出現.而這類的併發症
發生的時機往往牙根尚未完全形成，

使得在治療上與一般的根管治療有不
同的考量.本文探討這類發育性異常
所導致的併發症與治療考量，並附臨
床案例討論。

 

 

 

 

 

 

 

 

P39 

Periradicular surgery of premolar area- 

A case report  
 

許逸忠 Hsu I Chung  陳人豪 Chen Jen Hao  陳谷銘 Chen Ku Ming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根尖手術常用於移除部分無法用
傳統根管治療清潔的根尖，或是執行
根管逆充填於無法達到緻密封填的根
尖處。面對根管治療失敗，非手術性
根管重新治療通常為第一選擇，但某
些狀況下執行非手術性治療可能無法
提供病人更好的結果就會考慮根尖手

術。根尖手術有許多考量，不同條件
下成功率亦不相同。術前衡量病人狀
況以提供預後較好的治療是我們給予
治療計畫時需多加考量的。本臨床案
例報告將討論影響根尖手術成功率之
諸因素，並說明制定根尖手術治療計
畫之相關診斷及治療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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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 

使用碎形維度數值法比較根管治療前後慢性 

根尖炎齒槽骨 X光片數位影像的不同 
Using the Fractal Dimension Metho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ndodontic Treatment of Teeth with Chronic Apical Periodontitis 

 
黃智嘉 Huang C.C. 張雅琪 Chang Y.C. 莊孟哲 Chuang M.C. 黎達明 Lai T.M. 

  天主教耕莘醫院牙科部牙髓病科 

 

透過牙醫師的視覺來評估患有根
尖病變的牙齒牙根尖的 X光片是否癒
合，雖然廣泛地應用於臨床試驗及流
行病學研究，但是牙科醫生的個人主
觀意識也會影響結果。本實驗主要是
以數位影像方法中的碎形維度法來評

估患有根尖病變的牙齒牙根尖的 X光
片，藉此評估根管治療後的 X光影像
變化與碎形維度數值法的數值變化是
否相同。材料與方法：挑選兩個病例
都是根管治療後追蹤一年以上，透過

視覺與臨床症狀評估分別判定是根管
治療成功與失敗的根管治療案例各一
例。以碎形維度數值法分別比較患齒
牙齒根尖的齒槽骨 X 光片變化的數
值，實驗結果：根管治療成功案例牙
齒根尖齒槽骨 X光片數值會增加，但

是失敗案例顯示 X光片數值會減少。
結論：透過兩個病例顯示使用碎形維
度數值法或許可以幫助診斷根管治療
的成功或失敗，後續需要共多的案例
來進一步實驗證明。 

 

 

 

P41 

下顎第三大臼齒根管治療致下齒槽 

神經感覺異常：病例報告 
Inferior Alveolar Nerve Paresthesia Caused by Endodontic Treatment of 

Mandibular Third Molar–A Case Report 

 
劉宥孛 You-Bo Liu

1  張益誠 Yi-Cheng Zhang
 1 鄧德儀 Terry TY Teng

2 

國軍桃園總醫院牙科部 

 

    下齒槽神經傷害是牙科治療少見
但易引起醫療糾紛的併發症，除了大
型齒顎手術外，第三大臼齒拔除、植
牙手術、局部麻藥注射與根管治療皆
是易造成下顎齒槽神經傷害的牙科治
療。 

    本報告即是描述一根管治療後疑
因沖洗液從第三大臼齒根尖滲入下顎
管所致神經感覺異常之病例，並透過
文獻回顧探討根管治療過程中可能引
發醫誤性下顎齒槽神經損傷的材料與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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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 

大型根尖囊腫跨領域處置：病例報告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of large apical cyst-Case report 

 
蔡佳峰 Chia-Feng Tsai 張玉麒 Yu-chi Chang 黎永康 Wing-Hong Lai 

台南市立醫院牙科部 

 

 病患為 30歲男性，由診所發現根
尖病灶後轉診，臨床檢查發現，右下
顎第二小臼齒曾接受髓腔開擴，根尖

處有大小約 3*1 cm2 的病灶，且牙根
僅形成 1/2，於本院接受根管內氫氧
化鈣放置，三個月後病灶並無改善徵
兆，以 MTA施行根尖形成術後，利用
馬來膠針將根管封填，兩週後進行根
尖手術挖除根尖病灶，病理切片報告

為根尖囊腫。手術後經過 3 個月回診
追蹤後進行人工牙冠製作，觀察期間
病人無任合臨床症狀，且骨頭開始癒

合。手術後 1年，原根尖囊腫部位骨
頭癒合良好，但右下顎第二小臼齒出
現頰側瘺管，診斷為牙根斷裂並予以
拔除，拔牙後 5 個月進行 GBR。GBR
後 5個月進行人工牙根種植重建缺牙
區的功能。

 

 

P43 

根尖成形術治療經由齒外齒引起發育中 

小臼齒的牙髓壞死：病例報告 
Apexification for Necrotic Immature Permanent Premolar Induced   

by Dens Evaginatus-case report 

 
賴威勻▲Lai WY  黃翠賢 Hung TH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科部牙髓病科 

 

 齒外齒(Dens Evaginatus)為一
種常見的牙齒型態發育異常，易在牙
齒萌發時因咬合力或外力而折斷引起
牙髓壞死。目的：本報告為齒外齒造
成發育中恆牙牙髓壞死的臨床治療方
式。病例內容：13歲男性，臨床檢查
為左下第二小臼齒因齒外齒咬斷造成
牙髓壞死合併急性根尖膿腫。治療計
劃 為 以 血 管 再 生 術
(revascularization)搭配三氧礦化
聚合物(MTA)進行治療，再以複合樹脂

填補。但因無法以挫針有效造成根管
內血塊，後續改以根尖成形術完成治

療，六個月後追蹤顯示根尖周圍組織
癒合完整並且臨床無症狀。討論：未
發育完成的恆牙牙根較短且根管壁厚
度不足，在未來較容易發生牙根斷裂
的情形，建議做血管再生術治療讓牙
根能夠發育完成，以期改善牙齒的冠
根比及牙根強度。結論：牙髓壞死且
牙根未發育完成恆牙的案例，應先嘗
試以血管再生術治療讓牙根繼續生長
完成，有效增加牙根的長度及寬度並
降低斷裂的可能，若臨床上再血流化

治療無法取得成功時，可改採傳統的
根尖成形術來完成根管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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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4 

手術萌出牙齦下齲齒之下顎小臼齒：病例報告 
Surgical extrusion of mandibular premolar with subginigival decay- 

A case report 

 
    謝旻芸 Min-Yun Hsieh 蔡佳峰 Chia-Feng Tsai 黃致翔 Chih Hsiang Huang  

黎永康 Wing-Hong Lai  

台南市立醫院 

 

臨床上牙齒因為齲齒或是外傷斷

裂至牙齦以下，導致侵犯到生物性寬
度(biological width)，或牙齦上齒
質不足以達到適當的圍箍效應
(ferrule effect)，解決問題的方式
有許多種，例如利用矯正方式拉出牙

齒，或是實施牙冠增長手術降低覆蓋
的齒槽骨和牙齦。矯正治療力量較為
溫和，對牙齒造成的傷害較低，但較
為耗時，牙冠增長手術則須修磨掉本
身甚至鄰牙齒槽骨，以上兩種方式皆

有本身的困難和限制。本病例要討論

的是以手術方式把牙齒拔出，把齲齒
位置放置在牙齦以上，以縫線作固
定，追蹤兩個月後牙根尖處的空間已
有齒槽骨生成，並予以根管重新治療
及製作假牙。經七年追蹤，X 光片影

像上牙根尖有些微吸收的情況，但無
黏連(ankylosis)，牙周囊袋探測正常
且功能正常。 
 

 

 

 

 

 

P45 

根尖牙結石是否會導致根管治療失敗? 
Will apical calculus result in root canal treatment failure ? 

謝松翰 Sung-Han Hsieh、洪啟智 Chi-Jr Hung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科部 

 

根管治療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根管

內仍有細菌存在，有些原因是根管外

的細菌導致根管治療後 apical 

periodontitis 不會痊癒。近年來，

許多文章使用電子顯微鏡發現牙髓壞

死且有根尖病灶的牙齒，在牙根根尖

表面上存在有 bacteria biofilms，

並造成了牙根 cementum 吸收，而

bacteria biofilms 已被證實與根尖

外的破壞有關，且 Bacteria biofilms

會隨著時間逐漸鈣化成 calculus。因

此在經過適當的根管治療之後還未能

痊癒的根尖病灶，牙齒根尖表面上可

能存在有根尖牙結石，導致 apical 

periodontitis 無法癒合。本篇病例

報告是右側下顎第二小臼齒，經根管

再治療後，持續有根尖廔管，牙齒動

搖度二級，與患者討論治療計畫後，

採用蓄意再植術，手術過程中，意外

發現牙根表面上附著有牙結石，根尖

切除 3 mm，以 MTA逆充填，再將牙結

石刮除，牙齒再植回拔牙窩並固定，

經追蹤根 2年尖病變已完全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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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全口贋復-顏色考量之病例報告 
孟令城 2Mong Ling Cheng 呂宜蓉 2Lu Yi-Jung 宋承岳 2Sung Cheng-Yueh  

林光勳 3Lin Kuang-Hsun  黃瓊芳 12Haung Chiung-Fang 

台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體技術學系 1
 

台北醫學大學-北醫附設醫院-牙科部-家庭牙醫科暨牙體復形科 2
 

台北醫學大學-萬芳醫院-牙科部-家庭牙醫科暨牙體復形科 3 

 

美觀及功能是牙科治療期待的結
果，本文探討兩例臨床上於顏色上較

難達到完美效果之病例：一為長期吸
菸及口腔衛生不良導致之牙本質、牙
釉質嚴重變色病例；一為前牙美觀區
固定假牙及全口美白之病例。第一個
病例因吸菸導致牙釉質失去光澤、牙
本質顏色改變，需要使用較深色之樹

脂補綴，本病例中以牙本質色、無牙
釉質光澤之樹脂補綴以求得較佳美

觀。第二病例因美觀區同時有美白及
製作固定假牙的需求，我們在顏色選
擇上必須考量到治療順序與美白顏色
回復之問題，由上述兩個病例顯示；
在臨床上顏色的考量需依病人不同狀
況做不同之考慮，務求達到自然和諧。 

 

P47 

牙科特殊需求者門診服務分析-以高雄市某區域

醫院為例 
Special Dental Care in a Regional Hospital 

王文岑▲1,2,3
Wang WC  陳裕豐 1 2

Chen YF 胡愷芳 12
Hu KF 蔡宛庭 1

Tsai YT  

蕭思郁 2
Shio SY 

1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營)牙科 2高醫附院牙科部 3高醫大牙醫系 
 

背景：身障者（特殊需求者）牙科服

務於技術及設備有別於一般病患，且
因障別不同，需求差異更大。為提供
單位改進及發展與人員專業進修時之

參考，擬就本院門診服務成果加以分
析。 
目的：瞭解區域醫院特殊需求者牙科
門診就診患者之特性及來源與服務需
求。 
方法：以高雄市立大同醫院牙科自 99
年 3月至 101年 12月間所服務之 370
位特殊需求者（男 208,女 102）為對
象，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結果：就診者平均年齡為 55.5歲（20
歲以下 8.9%，20-39 歲 9.5%，40-65

歲 44.3%，65歲以上 37.3%）。障別則
以平均 61歲之肢障者為最多（32%），
先天性、發育型障礙約僅 9%；合併肢

障、多重障、精障及聽障已達

71.35%。發育型病患比 例因承辦口腔
醫療團後方有變化。治療方式上，本
院尚無全麻之個案。 

結論：本院之特牙門診主要服務對象
以中老年佔大多數，且多為後天疾病
(如中風)所致之障別，此可能與本院
位居老年人口密度較高之都會行政區
有關，故而與醫學中心以兒童牙科專
長所建構之特牙門診就醫型態及治療
方式有極大差異。衛生署對身障者牙
醫之奬勵規劃亦著重於發展型障礙，
區域以下之醫院雖提供身障服務，但
符合申請奬勵之患者比例卻偏低。本
研究結果建議區域醫院之特牙醫療人

員應加強系統性疾病及失智等老人相
關疾病之專業知能，並提供主管機關
規劃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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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性牙周炎整體治療病例報告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A Case Report 

 
吳詩韻▲Wu SY 賴玉玲 Lai YL 吳姿瑩 Wu TY 李士元 Lee SY   

台北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 

 

 本文提出一位患有侵犯性牙周炎
的病例，患者因前牙牙齦嚴重萎縮，
前來本院就診，接受牙周病整體治

療。牙周檢查顯示牙齦有廣泛性的
輕、重度發炎紅腫以及退縮。經過牙
周初期治療後，在下顎前牙牙齦嚴重
萎縮區，進行兩次牙根覆蓋手術。另

因 35長期缺牙，導致 34往 36方向偏
移，34左右兩側皆出現空隙，且牙嵴
寬度不足的現象。在牙周治療完成

後，利用矯正治療調整 34的位置，將
其移往 35缺牙區，並在原 34位置種
植植體。術後多年追蹤，病患的牙周、
34 之植體及整體預後為良好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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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 Dental Consultation between NTUH & 

Hsinchu Branch Using Mobile Technology 
楊智仁 林佳詠 張訓誠 

Dept. of Dentistry, NTUH-Hsinchu Branch 

 

 

Aim: With the unceasing improvement 

of  cloud services, 

mobile-telehealth-care system has been 

used for supervision on DM and HTN. 

To reduce inconvenient and 

time-consuming referral or consultation, 

dental radiographs taken in one place 

should be transferred immediately 

between different hospitals/clinics. We 

try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by using a 

mobile device, iPAD and an exist cloud 

services system, Citrix. Material & 

Method: Total five patients received 

general dental care in NTUH-HC and 

their panoramic radiographs were taken. 

To illustrate complete treatment plans 

for these patients, a dentist (Dr. Yang) 

in NTUH-HC transferred patients’ 

radiographs to a dentist (Dr. Lin) in 

NTUH immediately by iPAD with 

Citrix network.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instantly by NTUH adjunct 

visiting staffs in dental department and 

patients could have a discussion with 

dentists in two different hospital at the 

same time. Meanwhil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also completed by 

these two dentists in NTUH and 

NTUH-HC to identify transferring 



 

41 

 

efficiency and image accuracy. Result: 

For dental images processing and 

transferring, this system  enables 

dentists in one place to see radiographs 

taken in the other branch immediately 

via computers or even mobile devices 

(iPAD).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are 

also satisfying.  

Conclusion:  We may be the first 

group to come up with this concept in 

Taiwan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This pilot study suggest that 

the integrated system could be of much 

help not only in treatment plan 

discussion but other concerning dental 

treatment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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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患者之上顎門牙病理性移動治療之 

病例報告 
Treatment for pathologic tooth migration of maxillary incisors in patients 

with periodontal disease-Case report 

 
柯怡君 Ko Yi-Chun   沈嬿文 Shen Yen-Wen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牙醫部贋復牙科 

                                                                                                                                                            

    高達 30 %~55.8 % 發生率的牙齒
病 理 性 移 動 (Pathologic tooth 

migration-PTM)是中度及重度牙周病患
者常見的困擾，不佳的美觀是患者尋
求牙科治療的主要動機。藉由牙根整
平術和加強口腔清潔來控制牙周組織
發炎狀況之後，改善美觀的處置主要
有製作固定式假牙或齒顎矯正治療。
然而，每位患者的狀況不盡相同，所
需要的治療流程也有所差異，影響治
療計畫的擬訂、治療預後和患者滿意

度的因素包括牙齒病理性移動的致病
因、牙齒移動程度、牙冠與牙根比例、
齒槽骨喪失量和齒顎矯正治療介入時
機等等因素。本報告將針對因為牙周
病造成牙齒病理性移動的患者在擬定
治療計畫之前必須注意的評估要項進
行探討。唯有正確的資料蒐集與謹慎
的術前評估才能導向成功治療之路，
讓患者的主訴獲得改善，展現自信和
美麗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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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8％精氨酸及碳酸鈣的抗敏感性牙膏對於 

改善敏感性牙齒之研究 
Clinical efficacy of a toothpaste containing 8% arginine and calcium 

carbonate for teeth hypersensitivity 
徐慧絜▲

Hui-Chieh Hsu 林書佑 Shu-Yu Lin 張育超 Yu-Chao Chang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國內有越來越多民眾出現牙齒敏

感問題，本系先前研究發現其發生率
高達 38% (J Dent Sci 2009; 4: 
173-7)，牙齒敏感源自於牙本質外
露，當牙齒受到外來刺激，引發牙本
質小管內的液體流動，導致牙齒產生
的短暫性尖銳疼痛。精胺酸(Arginine)
是一種在唾液中存在的天然氨基酸，
會與唾液中的鈣及磷酸鹽進入牙本質
小管形成醣蛋白封閉小管，本研究使
用含 8％精氨酸及碳酸鈣抗敏感牙膏
(Pro-ArginTM, Colgate)進行八週臨

床研究。研究於中山醫大附設醫院口
腔醫學部進行，共有 45位受試者經檢
查認定具有敏感性牙齒問題，將疼痛
反應分為 0, 1, 2, 3 等四個等級，以

air blast 方法來驗證此抗敏牙膏對

緩解牙齒敏感之效果。受試者經正確
的口腔衛教後，給予含 8％精氨酸及
碳酸鈣之抗敏感牙膏早晚使用，經過
4 週及 8 週後回診檢測。測試結果發
現，使用牙膏 4週後，敏感性牙齒的
疼痛等級由區間 2-3(中位數 3)降到
區間 0-2(中位數 1)，8 週後再降到區
間 0-2(中位數 0)，經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分析顯示其改善成
效 明 顯 且 具 有 統 計 學 意 義 
(p<0.001)。本研究結果顯示敏感性牙

齒病患經過正確的口腔衛教並配合含
8％精氨酸及碳酸鈣的抗敏感性牙膏
的使用，臨床上可以有效改善敏感性
牙齒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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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震傷造成之根管內吸收：病例報告 
Internal root resorption after tooth concussion- a case report 

陳瑋玲 Chen Wei-Ling  黃瓊芳 Haung Chiung-Fang  林光勳 Lin Kuang-Hsun 

宋承岳 Sung Cheng-Yueh  呂宜蓉 Lu Yi-Jung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科部 

 

牙 齒 常 見 的 外 傷 包 含 斷 裂
(fracture)、脫位(luxation)以及脫
落(avulsion)。針對各式各樣的牙齒
外傷，依其受損嚴重程度，會有不同
的後續治療或追蹤計畫。對於牙齒震
傷(concussion)來說，臨床可見其牙

齒結構完整且無明顯移位或動搖，只
是對敲診會敏感，在確認無牙根斷裂

情形及適當咬合調整後，一般多建議
追蹤。本病例為一 24 歲年輕女性，因
撞擊造成下顎右側正中門齒受傷，經
牙科急診診斷為牙齒震傷，持續追蹤
三個月後，發現仍有輕微症狀並產生
根 管 內 吸 收 (internal root 

resorption)的現象，後續經髓腔開擴
清潔後症狀趨緩，爾後完成根管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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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牙髓合併病灶：病例報告 
 Perio-endo combined lesion-Case Report 

蔡宜珊 Tsai I San   台南市立醫院 

 

牙周-牙髓合併病灶是常見的臨

床病例,牙周-牙髓合併病灶其病因可

能是由較深的牙周破壞引起牙髓發炎

或壞死,也可能是單純由牙髓壞死,導

致齒槽骨遭受破壞或是合併牙髓壞死

及牙周病而導致齒槽骨破壞。由於牙

周組織與牙髓的關係密切,兩者間可

能由側根管,根尖孔,牙本質小管,顎

側牙齦溝等構造相通,相互影響,因此

造成了診斷上的不易。 

牙周-牙髓合併病灶的病因雖然

不同,但是其臨床表現相似,因此臨床

診斷上容易被誤導而使得治療沒有成

效,本篇報告提出兩個臨床病例,藉由

不同的臨床表現及檢查,診斷出不同

的病灶來源,包括單純牙髓壞死,造成

齒槽骨破壞及較深的牙周囊袋,或是

由牙周病合併牙髓壞死而造成齒槽骨

嚴重破壞,並針對其病因做出治療,皆

獲得良好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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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牙牛狀齒兒童全口牙科治療：病例報告 
Dental treatment of a child with taurodontism in primary dentition 

 

鄧伊婷 Yi-Ting Deng 王姻麟 Yin-Lin Wang 郭彥彬 Yen-Ping Kuo 

Dental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牛狀齒(taurodontism)是指比正
常牙齒有較大牙髓腔，齒頸部收縮不
明顯，從牙根分岔處到牙骨質-牙釉質
交界距離大於咬合面到齒頸部距離。
盛行率在乳牙十分罕見。牛狀齒特殊
複雜的根管形態，大大影響根管成功
率使得根管治療變成一種挑戰。 

 本病例是一位四歲男童經臨床及
放射線檢查後發現男童口腔衛生十分
不佳、乳齒列有多顆齲齒需進行根管
治療、其乳臼齒形態診斷為牛狀齒。

治療計畫包括: 對家長進行口腔衛
教，包含改變飲食習慣、潔牙方式改

善、輔助氟化物使用建議。病童治療
則先以簡單 tell-show-do 使其熟悉牙
科治療，配合行為改變技術。經多次
療程完成了全口牙科治療(包含牛狀
乳臼齒 pulpectomy 並用不銹鋼牙冠
復形)及預防性塗氟，並定期三個月回
診。術後六個月回診接受牙髓治療的
乳臼齒在臨床跟放射線檢查沒有病理
上變化。透過與家長合作溝通，建立
良好的衛生知識，態度積極參與改善
病童的口腔衛生，配合定期回診，預

防勝於治療的成效使得整體口腔健康
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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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硬體設施與病人安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tal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Patient Safety 

 

謝佩妤 Hsieh PY 李惠娥 Lee HE 藍鼎勛 Lan TH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牙科部 

 

    進行牙科治療的過程中，牙科硬
體設施的設計與操作方便性，會直接
影響治療的效率及安全性，而近年來

民眾意識抬頭，病人安全更是一個逐
漸被重視的議題。在這次的報告中，
我們找出了在治療過程中與病人安全
有直接相關連的項目，並以實際拍攝
的方式呈現，分析進行牙科治療中與
病人安全有直接相關連的項目。 

    依據以上分析，在治療椅的擺設
與空間配置，以及管線走向上需多加

考量。硬體設施(如：X 光機)保養維
護亦須注意。高壓消毒設施使用方法
及安全措施須徹底執行。在牙科診間

推動病人安全措施有其必要性，在這
次的報告中先以照片呈現的方式來說
明需要注意的地方，往後再以此為依
據做調整以及改善，提升病人在牙科
診間治療的安全性。最後提出「堅固
踏地無燈線」此七字訣做為此份報告

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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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齒內壓-皮質骨切開術 vs暫時錨定裝置 
Molar intrusion- Corticotomy vs mini-implant 

 
吳蘊蘊 Yun-Yun Wu 楊瑞賢 Jui-Hsien Yang 

台北國泰综合醫院齒顎矯正科 

 
    

    臨床上患者因後牙長期缺失，造
成對咬臼齒過度萌發而無法咀嚼的情
況時有所見。為了配合假牙製作的需
求，臼齒大量內壓( intrusion)是必
要的。但要以簡單的矯正裝置及機轉
將臼齒內壓，特別是需要數顆臼齒的
同步內壓，尤其困難。本篇報告的目

的是就兩個病例，分別以皮質骨切開
術(corticotomy) 和 (TADs )，合併
矯正固定裝置兩種方式達成多顆臼齒
內壓的目的，並對兩種方法的優缺點
提出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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鎳鈦合金矯正線在自鎖式矯正支架下的力量- 

形變之研究 
Force-deflection behavior of NiTi wires in self-ligating brackets 

 
張川陽*Chuan-Yang Chang

1,2 許修銘 Hsiu-Ming Hsu
1   

劉佳觀 Jia-Kuang Liu
1 張志涵 Chih-Han Chang

2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 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2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load-displacement curve of NiTi 

wires in conventional brackets and 

self-ligating brackets at the two 

brackets bending test. In this 

investigation, 7 specimens of 0.016 

inch nickel-titanium orthodontic wires 

were selected to evaluate the 

load-d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All the 

orthodontic wires were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In group I, two 

conventional brackets (Tomy, Toky, 

Japan) were bonded in line. In group II, 

the sef-ligating brackets (Carrier, Word 

Class Technology, USA) were bonded 

in line. The load-deflection curve of 

these wires were determined by two 

bracket bending test under the oral 

temperature (37 ℃ ) at the 3 mm 

deflection using the speed of 1 mm/ 

m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itinol 

and Nitinol SE were M- Niti without 

the phase transformation. The Group II 

with self-ligating brackets had lower 

loading force and larger unload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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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therapy 應用在嚴重齒槽脊萎縮： 

病例報告 
Modern therapy for severe alveolar ridge atrophy-case report 

方煥華▲Fan HH 2  陳裕豐 Chen YF 12 潘金芸 Pan CY 12 王文岑 Wan WC 123    

藍鼎勛 Lan TH 12 
          1高雄市立大同醫院牙科 2高醫附院牙科部 3高醫大牙醫系 

 

此 病 例 報 告 在 描 述 Modern 
therapy 應用在嚴重齒槽脊萎縮的全
口重建。患者本身上顎前庭區過於淺
薄，導致義齒乘載區域不足，不能提
供良好的穩固性；而在下顎僅聯合區
有較明顯的齒槽脊。故而在治療過程

中先以手術方式加深上顎前庭 - 以
微骨釘固定原有的上顎義齒並襯以軟
墊；在下顎區則以牙科植體植入聯合

區來增強最終補綴物的穩固性。此
外，在義齒完成後，以襯底材料作功
能性襯裡，藉此在臼齒後區域獲得頰-
舌接觸區，而這個動作往後在回診時
得到病人對於義齒滿意度不錯的評
價。臨床醫師在治療選項上往往在植

體與贗復前手術中取其一，殊不知合
併式的治療能獲得更成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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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口內掃描器之精確度和適用性分析 
Analysis of Accuracy of Digital Oral Scanner 

 
李存恩 Lee Tsun En 

高雄醫學大學 

 
目的：探討口內掃描機實際應用之精
確性及適用性 

方法和目的：四位操作者分別以
3shape 公司的 Trios○R  口內掃描機
對一金屬標準模型作掃描十次，探討
操作者本身以及操作者之間之測量
是 否 有 差 異 。 並 將 模 型 以
Global® Performance Silver 
Edition Base Machine 實際測量當作
reference，與掃描機得到之結果作
比較。 

統 計 方 式 ： 以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比較操作

者之間的差異，single t test 比較
掃描結果與 reference之間的差異。 
結果：操作者之間的相關性低，且與
reference 之間的比較結果不甚理
想，懷疑是金屬反射面所造成掃描上
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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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釉質發育不全（AI）：病例報告 
Amelogenesis Imperfecta - A Case Report 

 

李亞凡 Yafan Lee 

署立雙和醫院牙科部 

 

 牙釉質發育不全（AI）是一種遺
傳性疾病，導致牙釉質的結構發展改
變，造成功能障礙和美觀問題，降低
了和口腔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 AI
患者經治療後可以提升生活品質，增
強他們的自尊。Al可能是體染色體顯
性遺傳，體染色體隱性遺傳或 X-性聯
遺傳方式。這裡提出一位牙釉質發育

不全的 12 歲女性，主訴為牙齒不美

觀。臨床檢查發現有牙齒尺寸小、磨
損和發育不全。病人接受全口全瓷冠
贗復治療。追蹤顳顎關節和咀嚼肌適
應情形，指導病人清潔方式。並且定
期 6個月做術後檢查。經過七年定期
追蹤，明顯改善病人生活品質、自信
心增加、人際關係提升。藉此病例與
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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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迷你植體及雙重冠達到全口重建之案例 
A case of maxilla conical crown-retained denture and mandible mini 

implant retained denture 

 
李威誼 Lee WI  藍鼎勛 Lan TH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牙科部 

 

 長期缺牙會導致齒槽骨萎縮狹
窄，造成贋覆物製作上的困難，本案

例是 72歲女性，因慢性牙周病而造成
缺牙， 導致美觀與功能喪失，治療目
標為重建基本美觀與恢復咬合功能，
並達到長期的成功。病患下顎長期缺
牙，齒槽骨吸收嚴重，窄且淺，下顎
植入四根迷你植體(MDI,3M,Germany)
來增加活動假牙的穩定性，上顎修正

不佳的牙冠牙根比的左上犬齒、第二
小臼齒、第二大臼齒以及右上第二大

臼齒製作雙重冠活動假牙（conical 
crown-retained denture)。製作期
間，利用病患調整舊有的活動假牙來
適應新的咬合高度。在理想的咬合的
設計下，來達到最佳的美觀及咀嚼功
能，追蹤至今病患滿意治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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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附連體應用在活動義齒的病例報告 
A Case Report of the Magnetic Attachment in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林姵君 Lin Pei-Chun 

秀傳紀念醫院牙科部 

 

 磁性附連體在臨床上的應用，不

論是在醫師或患者方面都給予很高的
評價，這是因為藉由它我們能對保留
下來的牙根做更好的運用，留下條件
良好的牙根可維持本體感覺、保留骨
頭、替剩餘的其他牙齒分擔力量，再
搭配上磁性附連體，它在義齒基底以
及牙根間有限的空間裡，可以當作活
動義齒的固位（retention）裝置，靠

著磁力它可以將義齒自動引導到定

位，對於手指不那麼靈活的老人尤其
方便。它也沒有磨耗的問題，再者磁
性附連體它的理論機制簡單易懂。本
篇研究就是採用磁性附連體應用在活
動義齒中的病例，此一病患經過 1.5
年的觀察，結果顯示: 磁性附連體應
用在活動義齒中是一種成功且可信賴
的治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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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health education on school 

children’s oral health knowledge, attitude,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 other’s attitude and oral 

hygiene practices 

 
Ya-Ling Lee 

Department of Dentistry, Taipei City Hospital Heping Branch 

 

 

Background： 
A 2006 survey conducted by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indicated that 73.6% 

of children under 5 were affected by 

dental caries. In 201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et a target to have more 

than 90% of children at age 5 caries 

free and mean DMFT index below 2.0 

for children at age 12. Theref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ental caries require urgent attention. 
Objectives： 
The research aimed to evaluate oral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by 

examining how an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improved school children’s 

dental health knowledge, attitude and 

hygienic practices. 
 

Methods： 
In this quantitative research,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pretest-posttest surveys. 

Results：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data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of oral health knowledge, 

self-efficacy and hygienic practices 

among school children after receiving 

oral health education（p<0.001）. 

Conclusion： 
After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ral 

health knowledge, self-efficacy and 

oral hygienic practices among school 

children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y scored much better in the 

post-test. Intervention of dental health 

education prove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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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冠增長術及刻意性根管治療增加假牙贋復

之咬合間隙：病例報告 
 Crown Lengthening Procedure and Intentional Endodontic Treatment 

for Patient with Interocclusal Space Insufficiency – A Case Report 
 

洪永山  人文新境牙醫診所 

 

    上顎後牙缺失時間過長的病人，

常 會 伴 隨 著 上 顎 竇 氣 室 化
(pneumatization)，以及牙齒過度萌
發(elongation)的現象。長期缺牙病
人在進行缺牙區假牙贗復時，幾乎都
會面臨植牙手術骨頭高度不足，以及
假牙贋復之咬合間隙(interocclusal 
space) 不足的問題。此病例報告中，
面對咬合間隙不足的患者，臨床上施

行#13#14#45#46 牙冠增長術(crown 

lengthening procedure)，合併刻意
性 根 管 治 療 (intentional 
endodontic treatment)，以及咬合高
度縮減(occlusal reduction)，以獲
得#13#14#15 假牙的製作空間。除此
之外，#15 於植牙手術同時進行鼻竇
增高術(sinus lift technique)，以
獲得足夠的植牙骨頭所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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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均值全瓷冠的臨床應用 
The Intruduction of Monolithic Ceramic FPD 

  
張元翰 Yuan-Han Chang 曹源利 Yuan-Li Tsao 

署立雙和醫院牙科部 

 

    單一均值全瓷冠（ Monolithic 
Ceramic FPD）較之以往燒結 sintering
或層燒 veneering 上去的全瓷冠相
較，是種較新的全瓷冠種類。它不僅
擁有超高硬度，以及降低了傳統全瓷
冠發生斷層面斷裂的風險，由於牙冠
由內而外只有單一材料，更大大提高
了全瓷冠的製造速率。目前市面上有

二矽酸鋰(Lithium disilicate)及二氧
化 鋯 陶 瓷 (Zirconium-dioxide 

ceramics)兩大種類的單一均值全瓷
冠，前者上市約有十年多而後者約三
年。本文將就此兩種材料的特性，適
應症，牙齒磨製方式及文獻回顧的成
功率做簡單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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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植體應用於局部缺牙患者之案例 
Dental implants for partially edentulous patient:a case report 

 
張志豪 Chang Chih-Hao 

 田田牙科診所 

 

   
    上顎缺牙時間太久常會伴隨上顎
竇氣室化 (pneumatization)；長期缺

牙患者在進行上顎缺牙區義齒補綴
時，經常會面臨預定植牙位置骨頭高
度不足的問題。在本例中，16植牙預
定的位置骨頭高度不足，在考量患者
不 欲 進 行 上 顎 竇 提 升  (sinus 
elevation)的情況下，我們選擇在骨
頭高度足夠的 14、15 植入人工植體，
將兩個植體並聯 (splinting)，並延
伸懸臂橋體 (cantilevered pontic) 

至 16以達到咬合接觸。 
   懸臂橋體承受咬合應力最大處位

於 15 、 16 之 間 的 連 接 體 
(connector)，製作上必須留意此處連
接體的強度必須足夠，否則容易在此
處出現斷裂。除此之外，咬合調整也
是重要關鍵，應使之均勻接觸、無過
早接觸或干擾，而咬合面的寬度也盡
量縮小，俾使施力方向容易達到軸向
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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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顎活動假牙：病例報告 
Maxillary and Mandibular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Case Report 

 

陳冰沁Ｐing Chin Chen   

祐德牙醫診所 

 

 目前植牙在牙醫界非常盛行，已
解決許多活動假牙的難處。但多數患
者因身體的狀況或經濟因素，仍選擇
傳統活動假牙來恢復口腔功能。本病
患為 65歲女性，因牙痛求診，口內檢
查原本有上下顎分別有固定及活動假
牙，經評估牙髓發炎牙齒因所剩齒質
不足而拔除。患者考量年齡、身體狀
況及經濟條件，以不拔牙、不植牙及

最少牙齒異動為原則，重新製作新假

牙。經舊有假牙調整並討論治療計劃
後，以上、下顎各一組的 甘迺迪第一
類(kennedy Class I )可撤式局部義
齒 及 下 顎 兩 顆 的 析 量 固 定 假 牙
(surveyed crown)完成。因美觀要求，
嘗試以 twin-flex 設計金屬支架
(metal framework) 的 直 接 固 位 體
(direct retainer)。此案例為充分溝
通並告知牙齒預後下，盡力達到患者

在美觀及功能皆滿意的活動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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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顎無牙病患植體支持式覆蓋式義齒之病例報告  
A Case Report of the Implant-supported Overdenture in the 

 Edentulous Mandible 

 
陳冠偉 Chen Kuan-Wei  

秀傳紀念醫院牙科部 

 

 隨著全球人口年齡老化的問題日

益嚴重，全口無牙病患的數量也持續
增加，傳統全口義齒造成了病患的不
方便、不舒服，但因植體固位式覆蓋
式 義 齒 (implants-retained 

overdenture),植體支持式覆蓋式義齒
(implants-supported overdenture) 和
植體固定式贋復物(fixed prostheses)

的出現獲得了顯著的改善。但因固定
式贋復物的花費比植體承載的覆蓋式
義齒多出很多，再加上植體承載的覆
蓋式義齒在功能和適應度上都讓病患

非常滿意，使得植體承載的覆蓋式義
齒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植體固位式

覆 蓋 式 義 齒 大 多 是 由 組 織 支 持

(tissue-borne)，植體只擔任固位的角
色，所以常會造成植體後方的骨頭容
易吸收、流失。但是當覆蓋式義齒是
植體支持式時，因為贋復物幾乎完全
由植體支持，不由組織支持，所以可
以降低骨頭吸收，甚至增加後方骨頭
的量，並且也可限制住義齒的側方移
動。本篇研究就是採用植體支持式覆
蓋式義齒來為下顎全口無牙病患做治
療，此一病患經過 4 年的觀察，結果
顯示:植體支持式覆蓋式義齒是一種

成功且可信賴的治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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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貼片於四環黴素染色牙的應用 

Masking tetracycline-stained teeth with ceramic laminate veneers 
 

陳睿君 Chen Jui-Chun  

馥民牙醫診所 

 

P’t 為一位 36 歲的女性，她自述小
時候因為吃藥，所以牙齒有染色，
黃黃的，不夠白，希望可以改善美
觀 !Possible Solutions of  

tetracycline-stained teeth 

--Composite resin restore -- 

Bleaching-- Porcelain Fused to 

Metal Crown 

-- All ceramic crown-- Porcelain 

Veneers 

 

Veneer 的優點是什麼 
1.可讓牙齒看起來更自然、更健

康。 
2.鑲瓷貼片非常薄，只需稍微整理
牙齒表面即可。可以保留更多的
齒質 

3.鑲瓷貼片不易被染色，所以對 
於希望擁有 完美笑容的患者是
非常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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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牙支持之全口覆蓋式義齒治療 

重症牙周病患：病例報告 
Natural teeth supported overdenture in periodontal compromised 

patient-A case report 

 
曾麗文 Tseng  LW 

家庭牙醫聯盟 台南市立醫院牙科部 

 

當患者因重度的牙周破壞導致只
存留少數殘留齒，通常殘留齒之牙周
支持狀況、牙位分佈也不甚理想，此
時若以傳統之局部活動假牙來重建，
對支台齒之不良之冠/根比及牙位分
佈無法提供改善，如此易惡化支台齒
之牙周狀況也無法達到適當之美觀，
進而影響到長期之預後。尤其當患者
之經濟狀況或健康因素無法接受植牙
治療時，如何以傳統之活動假牙設計
來達到減少殘留支台齒的負擔為一重

要課題。全口覆蓋式義齒之設計可以
改善支台齒之冠/根比、達到較理想之

美觀、容易清潔、容易修改等優點，
用於重症牙周病患可達到不錯的預後
效果。 

本病例為一 61 歲男性因重度牙周
破壞導致牙齒動搖、咀嚼困難，且有
未治療不穩定之糖尿病。在初步牙科
處理後只留下少數牙周狀況尚可之殘
留齒，且殘留齒有飄移之現象，上下
顎之殘留齒均以金屬薄冠蓋覆蓋，再
以全口覆蓋式義齒重建，術後追蹤至
目前約 2 年，支台齒及假牙狀況均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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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觀區的植牙-即拔即種病例報告 
A Case of Immediate Implant in Esthetic Zone 

 

葉津孜 Chin-Tzu Yeh 

諾貝爾牙醫診所 

 

這位 42歲男性患者想改善其上顎
前排假牙邊緣黑線及牙齦萎縮的問
題。患者曾於 91.4.16 第一次來求診，
當時想解決的是下顎前排假牙的牙齦
炎。在拍 攝了全口 X 光片，並對邊緣
不適合的牙橋做了評估後，建議患者
重新製作，但當時未接受此建議，直

到 96.4.25，患者再次來到門診想解決
上顎前排假牙的美觀問題。拆除了上

顎前牙牙橋後，發現左上犬齒是一牙
齦下約 1mm 的殘根，與患者充分討論
後，決定以即拔即種的方式植入人工
牙根，其他顆牙齒仍以固定假牙的形
式恢復其美觀與功能。探討到的部分
是治療方式的選擇與決定，後續討論
即拔即種的植牙方式在臨床上的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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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鐵固持可撤式局部義齒重建毀損齒列 
Rehabilitation of a mutilated dentition with a magnet-retained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劉文傑▲Liu WC   傅柏松 Fu PS   李坤宗 Lee KT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家庭牙醫科 

Department of Family Dentistr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現今贋復重建缺牙區，人工植牙
已成為普遍選項之一。但於多顆牙齒
長期缺失且合併嚴重軟硬組織吸收
時，植牙前缺損殘嵴的重建常要多次
手術介入並需較多的治療費用與時

間。患者接受此類治療時亦需克服恐
懼並有高度的認知與配合度。此時，
製作良好之傳統可撤式局部義齒不失
為另一經濟快速之治療選項。 
    相較於全口固定植牙贗復物，可

撤式局部義齒具有簡單經濟、快速修
復、容易清潔以及易改善多處長期缺
牙造成的臉部塌陷等優點。本文敘述

一 34歲女性，因早期車禍導致上顎多
顆牙齒缺失合併嚴重齒槽嵴吸收，其
主訴為想更換已不密合之假牙。經診
斷患者上顎左右第一小臼齒深度齲
齒，左上第二大臼齒牙冠矮短。治療

計畫為移除上顎左右第一小臼齒齲齒
後進行根管治療，並以牙冠增長術來
改善上顎左右第一小臼齒及左上第二
大臼齒牙冠不佳之情形。製作右上第
一小臼齒磁性附連體以及左上析量牙

冠，最後完成上顎可撤式義齒來重建
患者美觀及咀嚼功能。 

 

 

P73 

全口重建的空間考量：病例報告 
Space consideration of a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case report 

 
蔡宛庭 Tsai WT

 1   
▲陳裕豐

1 2
Chen YF  胡愷芳

12
Hu KF  王文岑 Wan WC

 1,2           

藍鼎勳(Lan TH) 1,2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營)牙科 2高醫附院牙科部 3高醫大牙醫系 

 
    覆蓋義齒的空間考量是整體預後
的關鍵所在 。詳細的空間分析，包括
了垂直高度的決定，影響病人說話咀
嚼及下臉部的比例，而支柱牙及假牙
之間的空間計算，也會影響排牙牙齒
的穩定性。此病例為一個上顎 Kennedy 
Class I活動義齒和下顎磁吸式覆蓋式

義齒的病例報告，在進行牙周控制、
贗 復 前 手 術  (preprosthetic 
surgery)  ,讓病人配戴過渡時期活

動義齒後，使用面弓轉移(facebow 
transfer) 、 閉 口 功 能 性 印 模
(functional impression) 、 Gothic 
arch 取中心咬合製作，上顎為傳統活
動假牙，下顎以左側右側第一小臼齒
為支柱牙做磁吸式覆蓋義齒。此病例
呈現在完整的假牙製作和空間分析，

追蹤至今病人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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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smile design  and  diagnostic mock-up 

as objective tools for optimal esthetics: 

A clinical report 

 
Lai Yen Jung 

Hualien Tzu Chi Medical Center, Dental department 

 

 

Sufficient data collec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expects of the patients  

are the bases of esthetic restorations. 

Detailed analyses and diagnoses should 

be made before initiating actual 

treatments. This clinical report 

demonstrates how the clinical photos 

used for smile design and transformed 

into diagnostic wax-up, then diagnostic 

mock-up for predictable outcomes with 

porcelain laminate veneers. Theses 

objective tools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dentist, patient, and dental 

laboratory techn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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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植體合併超音波骨刀輔助之快速矯正： 

病例報告 
Implant Combine Piezocision-Assisted Rapid Orthodontics- A case report 

 
賴祈安 廖連宏 

台南市立醫院 

 

在臨床的治療經驗之中，下顎後牙
長期缺牙的病患若需贋復治療，所遇
到最大困難之一常是上顎對咬牙過度
萌發(Supra-eruption)造成的垂直空
間不足。而此空間不足的情況若較嚴
重，傳統的治療方式是搭配矯正器的
使用，以改正 Supra-eruption，但缺

點是需要較長的治療時間。而近十年
來，藉由 Corticotomy 來促進快速矯

正的觀念已逐漸廣為牙醫界接受。本
病例報告利用下顎植體做為施力點，
並在上顎區以超音波骨刀製造
Corticotomy，由植體搭配漸進式調整
的臨時假牙，對上顎 Supra-eruption
之後牙進行快速矯正，以恢復應有之
垂直空間，使下顎後牙之牙冠得以在

三個月內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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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人工植體於套疊式活動義齒 
The telescopic removable prosthesis integrated with  

natural teeth and implant 
 

蘇漢龍  Su Han Long   

台南市立醫院 

 

    本病例報告是利用植體合併自然

牙的套疊式活動假牙，在遠心游離端
缺牙區患者全口重建的方法。患者為
52 歲男性，主訴為牙齒多處疼痛。臨
床檢查發現全口多處不良牙冠牙橋補
綴物，及根尖病灶。上顎剩餘#17 至
#22，#27、 #28；下顎剩餘#32至#35，
#37、#38、#43，拆除不良補綴物後，
全口無咬合止位點，多處牙齒動搖。       
    我們利用合併人工植體於套疊式
活動義齒來恢復病人咀嚼功能及美
觀。以內冠改變支台齒的牙冠牙根比

例，並減少支台齒再次蛀牙的可能

性。上顎利用活動假牙設計，下顎利
用 1顆 Xive系統的植體植入戰略性的
重要位置(#46)，加上原有的支台齒
(#43) ，製作套疊式活動假牙。適度
加入植體，可縮短缺牙區及遠心游離
端的長度，並幫助穩定僅剩的自然牙
支台齒。而活動義齒在將來若失去支
台齒時，容易修復。此種合併人工植
體於套疊式活動義齒對遠心游離端缺
牙區患者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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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性齒頸部吸收之處理：一個兩年追蹤之 

病例報告 
Management of Invasive Cervical Resorption: A 2-year follow-up 

 Case Report 

 
王光傑 Kuang-Chieh Wang

1
  楊舒涵 Shu-Han Yang

2  馮聖傑 Sheng-Chieh Feng
2 

1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牙科  2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牙科 

 

    侵襲性齒頸部吸收（ICR）乃一不
常見之牙根外吸收病灶，其病因可能
歸諸於感染、創傷、矯正治療、或其
他不明原因。此病灶可發生於單一或
多顆牙齒、以及任何齒位；其發生部
位之深淺、範圍大小之差異，往往使
診斷不易確定，並使相關治療變得複

雜。本論文以一具系統性疾病與牙周
病史之 70歲男性患者為對象，其放射
線攝影檢查顯示出左上顎門齒、側門

齒齒頸部牙根出現明顯的吸收病灶；
在分別以拔牙、手術移除吸收組織、
根管治療並牙橋膺復完成治療後，對
患者進行了兩年的追蹤診查。結果：
治療部位並無復發情形，牙周囊袋檢
測正常，牙橋膺復物維持穩定。最後，
本論文以相關文獻提及侵襲性齒頸部

吸收之診斷與治療原則，與此診療案
例做進一步之對照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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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早期療育兒童口腔健康狀況與其 

影響因素初探 
A study of oral hygiene and related factors with 0-6 year-old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in Hualien County,Taiwan 

 
     李佳鴻 Chia-Hung Lee  黃銘傑 Ming-Jay Huang   

 黃懷寬 Huai-KuanHuang  吳志浩 Chih-Hao Wu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牙科 

 

研究背景： 
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指出，發展遲緩
兒童發生率約佔兒童人口數的 6-8%，
而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 0~6 歲人口約
137萬來推估，目前國內已有累積超過

8萬 2千名年齡在 6歲以下的發展遲緩
兒童，但是這群兒童為的口腔健康相
關調查卻不多。研究也顯示，口腔醫
療資源相對缺乏的東部，也可能造就
花蓮幼兒相較於西部較高的齲齒罹患

率與偏低的齲齒填補率。 
目的： 
花蓮縣早期療育兒童口腔健康狀況流
行病學調查與其影響因素探討。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橫斷式研究，採立意取樣，
收案時間為民國 100 年 8~10月，研究
對象為花蓮慈濟醫院兒童復健中心、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在鳳林鎮與瑞穗鄉兩個社區服務據

點，六歲以下發展遲緩兒童共 92人，
由牙醫師檢查發展遲緩兒童的口腔狀
況。 
結果： 
有效樣本共 92份，男童人數(69.66%)
多於女童，平均年齡 3.32 歲。口腔檢

查結果：deft index 3.239，齲齒率
58.70%及填補率 4.07%。以年齡來看，
三歲以前共 52人，deft index為 2.33
顆，齲齒率 42.31%而填補率卻僅有
0.82%。以地域性來看，在口腔醫療資

源相對缺乏的鳳林鎮與瑞穗鄉兩個早
療據點 deft index 5.400，明顯高於
在花蓮市的慈濟兒復中心 deft index 
2.639 ， 而 填 補 率 則 是 明 顯 較 低
（0.92%<5.88%），顯現城鄉差異。 

討論：花蓮縣早期療育兒童口腔狀況
相較於西部發展遲緩兒童的調查，呈
現較高的 deft index與齲齒率，以及
極端低的填補率。而比較花蓮一般兒
童的調查，反而呈現稍低的 deft index
與齲齒率，填補率也較低。東部口腔
醫療資源相對缺乏可能為重要影響因
子。三歲以前僅 0.82%的填補率，顯示
在三歲以前醫療利用率極低，口腔健
康狀況可能被忽略、醫療可近性低都

可能是影響因子。因此提升整體社會
對幼兒口腔衛生知識與態度，並減低
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提高醫療可近
性，是促進花蓮早期療育兒童口腔健
康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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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使用管理與病人安全 
Antibiotic Management and Patient Safety 

 

李詣婷▴Li YT  李惠娥 Lee HE  藍鼎勛 Lan TH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牙科部 

 

    1940年代起，青黴素(penicillin)
在醫學上的的廣泛運用，使感染造成
之疾病死亡率明顯降低。抗生素的出

現一度改變醫學歷史；因此，被過度
使用(overuse)與不當使用(misuse)
的情況也不斷累積。近年來，人類濫
用抗生素的隱憂已漸漸浮現：超級細
菌的出現，普通細菌廣泛提高的耐藥
性，新藥的開發無法趕上抗藥變化的

速度，在在提醒人們對於抗生素的使
用應有更謹慎的認知。 從政府與醫院

的角度來看，制定有效的抗生素管理
策略，將提供患者更安全的用藥環
境；從醫師的角度來看，確立診斷後

正確且合理的使用抗生素是至關重要
的；而面對一般民眾時，宣導正確使
用抗生素之用藥觀念，也能避免「後
抗生素時代」提早來臨，而使人類陷
入無藥可用的處境。 透過抗生素的合
理管控與病人宣導，才能有效進行感

染控制，也與病人安全的議題息息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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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放射線治療頭頸癌患者的牙科照護：病例報告 
Dent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patients receiving head and neck radiation 

therapy-case report 

 
張映紅 Chang YH  林曉薇 Lin HW 黃瑞彰 Huang JC 

彰化基督教醫院 

 

 
   放射線治療提升了頭頸癌患者的
預 後，但其對口腔內軟硬組織所造成
的併發症及術後生活品質的影響是我
們必須去了解與預防的。 
    現在醫院內放射腫瘤科已常規性
會診牙科做放療前口腔評估，卻常見
放療術後患者因牙齒疼痛才來就診，
這時口腔狀況和術前已有很大的差

異。唾液分泌的減少以及對口腔衛生
的忽略導致患者牙周病惡化和廣泛性
齲齒，在牙齒無法保留的狀況下，又

需擔心拔牙引起放射性骨壞死的併發
症。 
    因此對於此類患者，應該要有全
面性及系統性的完整治療計劃，除了
術前應做積極的拔牙評估及口腔衛
教，術中及術後更應該安排患者持續
回診加強口腔衛生照護，如放射性齲
齒的檢查及填補，氟化物及人工唾液

的使用，張口度的練習，以至於往後
的口腔重建都應該包含在牙科照護內
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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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簡介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Oral Health Care 

Center for Special Needs 

  
姜昱至 Yu-Chih Chiang 楊 湘 Hsiang Yang 

台大醫院牙科部 

 
    台大醫院對於特殊需求者的牙科
醫療服務起源自民國 77年，由當時擔

任牙科部主任的韓良俊教授偕蘇宣銘
醫師成立「門診鎮靜麻醉小組」。民國
82年成立鎮靜麻醉室；並在民國 84年
獲得衛生署「台大醫院牙科部殘障牙
科醫療發展專案計畫」補助進行軟硬
體改善，建立完整的治療空間與模
式。同年，名稱由「鎮靜麻醉室」更

改為「行政院衛生署補助殘障牙科特
別門診」。民國 93年，基於社會對於

特殊需求者觀念的進步，更名為「牙
科身心障礙者特別門診」。民國 100
年，在衛生署獎勵補助下，於台大醫
院兒童醫療大樓 4樓，重新規劃設立
「台大醫院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
示範中心」，擴大對特殊需求者的牙科
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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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醫院 5071例口腔癌前病變的惡性轉移率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in 5071 patients with potentially malignant oral mucosal disorders:a 

follow-up study based in a SouthernTaiwanese hospital 

Yen-Hsuan Tai1,Chung-Ho Chen2,Wen-Chen Wang1, 

Li-Min Lin1,Jin-Yi Chen1,Yuk-Kwan Chen1, 

Departments of 1Oral Pathology and 2Oral & Maxillofacial Surgery, School of Dentistry, College of Dental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Kaohsiung, Taiwan 

背景：在臨床上口腔癌可能從一些口腔癌前

期上皮病變轉變而來，本研究目的在評估其

口腔黏膜癌前期病灶轉變為惡性腫瘤之發

生率與惡性轉變所需的時間。 

材料與方法：針對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

腔病理科資料庫，自 2001年 1月 1日到 2010

年 12月 31日收集癌前期病例，依照組織病

理診斷將癌前期病例區分成 6類：上皮發育

不全合併黏膜下纖維化 、上皮發育不全合

併上皮增生或角質增生、黏膜下纖維化、扁

平苔蘚、疣狀增生及上皮增生或角質增生，

本研究診斷惡性轉移情形標準有兩點 1.癌

前病變和惡性腫瘤發生部位要同一部位 2.

癌前病變到惡性腫瘤的時間必須大於 6 個

月，記錄其轉變為惡性腫瘤的情況及時間。 

結果：本研究共收集 5071個癌前期病例(男

性 4299 例；女性 772例)，平均年齡 48.87

歲，年齡分布為 15-96歲。其中轉變為惡性

腫瘤有 219 例(男性為 202 人；女性為 17

人)，平均年齡為 51.25 歲，年齡分布為

30-81 歲。惡性變化比率為 4.32%，平均惡

性轉變時間為 33.6個月。6種癌前期病變的

惡性轉變率如下: 上皮發育不全合併黏膜

下纖維化 4.84% (9/186) ；上皮發育不全合

併上皮增生或角質增生 6.58% (63/957)；黏

膜下纖維化 3.72% (37/994)；扁平苔蘚

0.52% (2/381);疣狀增生 6.79% (59/869)；

上皮增生或角質增生 2.91% (49/1684) 。依

照惡性轉移發生部位區分以頰黏膜(buccal 

mucosa)最多(53.43%)，其次分別為舌頭

(tongue)(17.81%) 與 牙 齦

(gingiva)(13.24%)。此外，利用存活分析

的結果指出第十年累積惡性轉變率為

0.0689 (Kaplan-Meieier estimates) 。 

結論：不同種類的口腔癌前期病變惡性轉變

率與時間的關係顯示口腔癌前期病患長期

而小心的追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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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dental implant system: a 3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n different bone quality and loading protocol 
Hui-Ju Wu, Hao-Sheng Chang 

Department of Dentistry, Kaohsiung Veteran General Hospital,Taiwan 

 

Background/ purpose: Currently, 

the concept of platform-switching 

was introduced  to the market in 

different implant systems. Not only 

the benefit of biologic process during 

healing stage, but also the 

advantage of biomechanics was 

mentioned in some research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implant 

components and crown restoration in 

different implant system, in various 

bone quality and different loading 

protocol by using a 3D finite element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 3D 

finite element models were built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rown restoration, implant 

components and supporting 

bone.Sixteen testing conditions 

containing four types of dental 

implant embedded in two different 

bone qualities (type II and type IV) 

under 100 N axial and 30-degree 

oblique loading force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tresses distribution in 

crown restoration,implant 

components and supporting bone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highest of 

maximum of von Mises stress was 

found in the abutment of 

tissue-leveled implant of Straumann 

system (1203.04 MPa) under 

30-degree oblique loading force. 

With 30-degree oblique load 

application in Straumann system, the 

magnitudes of von Mises stress in 

cortical bone were greater in 

tissue-leveled implant than in 

bone-leveled implant, but they were 

contrary with axial load application, 

either in type II or in type IV bone.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bone quality and loading protocol 

were correlative to each other. In 

order to achieve a favorable success 

rate of dental implant treatment, 

careful selection of implant system 

combined with ideal bone quality and 

proper loading protocol were strongly 

suggested to minimize the 

destructive influence of loading force 

on the components of dental implant, 

and its related supporting b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