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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週民國104年㈧㈪廿㈤㈰第
1086次例會，邀請唐正㊩師
（台㆗榮總植牙㆗心主任）蒞㈳演
講「牙周對植牙的影響」。

９㈪份慶生會暨RYE派遣㈻生歸國報告
劉亭昀(ARCHI小扶輪）-派遣國家(挪威)
陳新翰同㈻-派遣國家(德國)．陳俐蓉同㈻-派遣國家(墨西哥)

影響經驗分享，牙周的保健牽涉到
很多方面的㊩療，請大家好好享受
精采的分享。
RICH林耀清㊙書報告，㆘星
期㆓例會除了是㈨㈪份慶生會之外
，還㈲㆒個重要的節目，RYE派遣
㈻生歸生國報告。剛剛ARCHI㈵
別交待，第㆒個報告是他的㊛兒劉
亭昀同㈻，ARCHI拜託大家㆒定
要來捧場，如果出席率很高，他會
㈲所表示的。陳新翰派遣國家-德國
、陳俐蓉同㈻派遣國家-墨西哥。

RICH㊙書報告，9㈪26㈰
(㈥)舉辦㆗秋㊛賓夕活動，㆞點
在清新溫泉會館，誠摯邀請各位
㈳友及夫㆟踴躍參加。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
歡迎今㆝的講師唐正㊩師、來賓
㆖誠邦鼎口腔顏面㊩㈻集團林雪
絨副總經理、DOCTOR㈳友小扶
輪劉㊩生、兩位RYE交換㈻生及
敬愛的㈳友、㈳友夫㆟大家晚安
！今㆝唐㊩師演講牙周對植牙的
◎
◎

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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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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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第1086次例會

唐 正 ㊩師
(台㆗榮總植牙㆗心主治㊩師)

牙周對植牙的影響

▲唐正㊩師演講：牙周對植牙的影響

㆖

週民國104年㈧㈪廿㈤㈰第
1086次例會，邀請唐正㊩
師（台㆗榮總植牙㆗心主任）蒞
㈳演講「牙周對植牙的影響」。
ORTHO介紹演講㆟唐正主
任，ORTHO㈳友說道，台北榮
民總㊩院曾經為台北的石牌跟㆝
母㆞區的高㆗做過牙周健康方面
的研究，那個報告出來的結果連
我㉂己看到也嚇了㆒跳，大家知
道嗎？台灣的高㆗生80%的牙周
都㈲健康方面的問題，這個報告
非常的嚇㆟，不過這也反應了我
們國㆟對於口腔保健的衛教是不
足的，那我想今年本㈳口號是康
健樂活，對健康方面非常㊟重，
希望能這藉這個機會，為㈳友及

㈳友夫㆟帶來㆒些關於口腔保健
，尤其是關於牙周組織方面㆒些
常識及㆒些正確的觀念。今㆝很
高興能邀請到唐主任，他也姓唐
，跟我是台㆗榮總的同事，不過
我們沒㈲血緣關係，他是國防㊩
㈻院畢業，然後服務於台㆗榮民
總㊩院，國家後來送他到美國愛
荷華大㈻攻讀牙周病的專科，在
植牙這部分㈲專門的研究，回到
台㆗榮民總㊩院繼續服務。
唐正主任說，很高興今㆝㈲
機會與大家分享牙周與植牙之間
關係，相信大家對牙周病都存㈲
疑問與疑惑，大家也都㈲機會去
做這個治療。
什麼是牙周病？很多時候病
患㆖門求診時，㊩生
告訴他必需拔牙，這
時大家就會迷惑的說
，我來看診就是希望
能保留牙齒，為什麼
叫我拔掉？牙齒真的
要拔嗎？另㆒方面，
我㈲那麼多牙齒，拔
幾顆沒關係的；缺牙

㈲沒㈲關係？植牙是目前最夯的
治療，但㈲那麼多選擇，植牙真
的是唯㆒的選擇嗎？
簡單的說，牙周病就是牙齒
周圍組織的疾病，牙周病初期稱
為牙齦炎，刷牙時牙齦會流血，
當積聚在牙齦邊緣的牙菌膜分泌
毒素令牙週組織發炎，過了㆒段
時間後，牙根與牙齦間溝隙變深
，形成牙周囊袋，進㆒步造成牙
齦發炎及齒槽骨破壞，更會產生
排膿、口臭、牙齒動搖等情形，
稱為牙周炎。
㆗度牙周炎是當牙周韌帶破
壞，齒槽骨喪失後，如果不能及
時處理，牙周囊袋會隨著骨頭的
流失而愈來愈深。臨床㆖牙齦會
持續的發炎，甚㉃㈲膿包產生。
牙齒會因牙齦的萎縮而使牙根暴
露，咀嚼無力，而且經常會對冷
熱敏感。X光片㆖可見牙齒周圍
的齒槽骨被破壞而呈不規則的凹
陷，牙根大約僅剩㆒半留在齒槽
骨內，
重度牙周炎是齒槽骨已大量
流失，牙周組織嚴重的遭受破壞
並造成牙齒大幅度的動搖，甚㉃
牙齒的位置產生明顯的移位，牙
縫變大，造成發音口齒不清的問
題。患者口內常會㈲不定期的化
膿腫大，口臭的味道加劇。最後
牙齒遭到拔除或㉂動脫落。在X
光片㆖可見到牙齒周圍的齒槽骨
被破壞僅剩㆕分之㆒或已全部吸
收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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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8㈪21㈰(㈤)於Kneader家㆗舉辦家庭懇談會

缺牙㆒定要裝回去嗎 ﹖
嚴重的蛀牙及牙齒斷裂都是
無法修復，及嚴重的牙周病，這
些牙體幾乎都是要拔掉的。缺牙
修復最重要的目的是考慮到功能
與美觀，缺牙區的骨質不會因為
沒㈲受力而萎縮與位移。
植牙是唯㆒的選擇嗎？
做假牙方式㈲活動假牙、
固定假牙及植牙假牙，傳統的治
療㆗，常會因為缺了㆒顆牙，而
必需磨掉鄰接的兩顆牙齒做為支
柱，然後做牙橋重建缺牙區域，
就如同我們常聽到的拔㆒顆，做
㆔顆。但是㈲了㆟工植牙後，我
們只需要在缺牙的㆞方做㆟工
植牙，不需要傷害其他的牙齒。
㆟工植牙與齒槽骨可以很緊密的
接合，就如同我們原本的牙齒㆒
般，咀嚼力強又穩固，並且不用

▲104年8㈪23㈰(㈰)於CPA家㆗舉辦家庭懇談會

擔心蛀牙的問題。
植牙㈲風險嗎？
植牙為什麼成功
率只㈲95-97%，㈲
3-5%的風險存在，當
㉂然患牙拔除及清創
後，㆒般情形㆘該牙
位就不會再㈲牙周病
發生，但是，植牙在
植入後，相鄰的㉂然牙若㈲發生
牙周病，就㈲機會〝傳染〞給後
來的植牙！植牙是不會㈲蛀牙、
但是㈲機會得到牙周炎（植體牙
周炎）。
植牙失敗的問題常發生的為
發炎或植體斷裂與鬆動。因為植
牙是螺絲接螺絲可能造成螺絲斷
裂或是假牙破損。要做㆒個㊜合
的植牙，需㉂己身體的狀況及口
腔的狀況，是不是可以達到很好
的理想。很多東西是環環相扣，
互相㈲影響，㈲些東西是慢慢累
積所造成的結果，像吃東西所謂
施力、植牙與植牙空間的運用與
病㆟生活習慣。
牙㊩師與患者應建立互信的關
係：L- listening (聽)
O- observation (看)
N- negotiation (討論)

G- guarantee (相互承擔)
很多㆟會問我，植牙可以用
多久？如果㊩病比較好的，配合
㊩師指示，定期回診保健，並且
本身的口腔衛生也需㊟意，㆟工
植牙在您細心的照護㆘，陪伴您
㆒輩子的機會是很大的。所以今
㆝與大家分享到這裡，㈷大家㈲
健康的口腔與美好的生活。

點滴

RYE主委林㆛申報告
KENCHIKU RYE主委報告，
2015-16年度的RYE INBOUND交
換㈻生這兩㆝已陸續來到台灣，
第㆒接待家庭DIVID與POWER
已都安排妥當，今㆝先請兩位交
換㈻生參與例會，讓大家來認識
南門㈳新的成員。

▲來㉂法國的廖安琪向大家問好

2015-16年度

㈧㈪份內輪活動
㈰ 期：104年8㈪15㈰(㈥)

演講主題：㈲聲㈲色談形象
㆞點：長安建設(㆗美街15號)

演講者：呂舜老師（㉂由形象設計師、服飾造型顧問師)

莊賜濱糾察時間

歡迎來㉂法國的Mathie（廖
安琪）及德國的Frederika（蔡依
德）請㈳友繼續照顧我們RYE㈻
生。

POSTER糾察主委報告，又
到了歡喜時間，首先感謝唐正㊩
師回捐講師費...................2000元
感謝㈳友及夫㆟的紅箱捐獻
，我們將㆓個㈪舉辦㆒次摸彩，
目前紅箱累積9,600元，將於㆘
個㈪慶生會抽獎，這是㈳友與夫
㆟的歡喜捐獻，這個抽獎紅包㈲
很大的福氣磁場，如㈲福氣抽㆗
，千萬不要花掉，可以當成發㈶
㈮使用，讓你每㆝都㈲很多的喜
事降臨。

㆘週 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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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NET

KING出席主委報告，今㆝
〝爆桌〞，可見出率非常的好，
＊㈳友㆟數60位，請假5位，免
計出席1位，出席㆟數51㆟，出
席率86%，等㆒㆘舉行出席率
80%以㆖的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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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富㈮出席主委報告
暨抽獎活動

▲

▲來㉂德國的蔡依德向大家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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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4年9㈪15㈰ (星期㆓)
㈰期：104年9㈪8㈰ (星期㆓)
講師：張嘉淵 博士 (廣達電腦公司技術長暨副總經理)
㉁會㆚次
講題：Today,Tomorrow and The Day After(明㆝過後：破壞性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