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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治療的新發展：

◎國內自備鈣矽類（類MTA）根管充填材料的發展

◎顯微鏡在根管治療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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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錦 醫師 

學術精華

公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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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學術�咖啡夜總會

〈�月��日〉
牙醫師繼續教育�週日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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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再治療封填材料的移除
（�	
���� ��� ��������
�	����
�����������������	��	�
	��）
臨床上常見到一些根管治療失敗的牙

齒，除了建議考慮拔除或是安排牙根尖

周圍手術等一些比較積極的處理方式之

外，也可以考量使用根管再治療的處

理，儘可能保留牙齒並恢復口腔功能。

◎ 郭育玲 醫師

氫氧化鈣根管封填劑 
�����
���������	���	�������
�����	�	��
氫氧化鈣是臨床根管治療最廣泛使用

的藥劑，不但可以用於根管內作為治療

用藥，也可當作根管充填糊劑。�
◎ 許慧嫻 醫師

會務報導

自備鈣矽類（�����
� ������	�
�	
	��）根管充填材料之研究 
商品化之鈣矽類材料如三氧礦聚合物

（簡稱 !"#� ��	���!������	�"���	��	）。

近年來，常被用於作根尖充填或修補之

材料。截至目前����年為止，世界上
已有將近$��篇文章有關於三氧礦聚合
物之研究發表，內容包含由材料之物性

與化性探討、細胞生醫相容性研究、

抗菌性之研究、動物試驗研究與臨床反

應之探討，本研究室發表幾篇文章也包

含其中，所有這些研究結果表現顯示

此含鈣矽類化合物為一良好的充填材

料。���������������������������◎ 黃翠賢 教授

���（ ��	���!������	�"���	��	）
的基礎知識與臨床應用

 !"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兒童牙科
的根尖區未完全形成的病例、斷髓及牙

髓病科的根管治療中造成的根管穿孔病

例、根尖手術時的逆根尖充填材料；本

次介紹 !"的應用於根尖成形術且實証
成功的分享。����������������

�◎ 涂明君 醫師

學術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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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根垂直縱裂之診斷與處置
&�����������!�	�
	������'	�����������(�����	

牙根垂直縱裂為牙根表面出現完全或

不完全的縱向裂縫，可能源自牙冠部或

牙根部份開始，縱裂兼併根管系統與牙

周組織；可能延伸部分或整個牙根表

面，並可能出現在單側或雙側上。

◎�何康誌 醫師

急性根尖膿瘍之處置與完整
的非手術性根管治療（Management of 

Acute periapical abscess and Non-surgical root canal treatment）

完整的根管治療除了根管本身的清創

與封填，冠部的密封性與包覆齒質防止

再感染或咬裂更是保存牙齒的關鍵。

�◎�葉家碩、翁文彬 醫師

��

��

元亨利鐘錶有限公司

∼完美的百年靈

可愛樂器有限公司

∼今出川自動演奏鋼琴

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年%月柬埔寨口腔醫療
義診服務計劃

登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島貿易有限公司

同鼎有限公司

東森房屋

富梨服裝興業有限公司

巨匠建設∼大英巨匠

分類廣告

學術精華

根管顯微手術的發展與應用 
Contemporary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牙根尖周圍手術已經逐漸轉換成根管

顯微手術，並以手術顯微鏡輔助整個手

術步驟，提供極佳的放大與照明治療效

果。整個根管顯微手術步驟的變革，不

但明顯有助於手術的成功，對病例的選

擇適應範圍也增多，最重要的是增進手

術後感染病灶的癒合。因此，現時的牙

根尖手術已經可以正式的稱為根管顯微

手術，因為藉由手術顯微鏡的協助，基

本上整個手術過程比傳統的根尖手術有

明顯的改進。�����������������◎ 陳　錦 醫師

淺談搖滾歷史�)�年代
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在這些故

事週身，搖滾樂如一襲華麗的外袍籠罩其

上，成為學運、社運的最佳註腳。

◎ 陳延碩 醫師

西雅圖鬱金香花節
每年春天大約三月到四月，位於西雅圖

西北邊的�*���河谷附近的 �����'	����
小鎮� ��一個著名的鬱金香花產地，都會舉
辦一年一度的鬱金香花節盛事。最理想的

觀光時間是四月中旬左右。�����◎ 陳奕安

Do something for it
稅、法艱澀難懂，一般人恐怕難以了

解。如何讓法條更為活用？   ◎ 莊于慧

顯微鏡在非手術性根管治療

的應用

手術顯微鏡使用在醫療上已經有很長

的一段時間。����年後，美國牙醫協
會及美國牙髓病學會更將顯微鏡的使用

訂定為牙髓病專科醫師訓練的必要課程

之一。在台灣地區，顯微鏡應用在根管

治療上雖然沒有非常盛行，但是許多教

學醫院及牙髓病專科訓練機構在實際治

療需要的環境下，也開始購置並學習顯

微鏡的使用方式。經過將近十多年的發

展，顯微鏡也被列為專科訓練的必要課

程。顯微設備更已成為牙髓病專科醫師

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 林慧青 醫師

廣告索引 ──

熱門話題

生活心情

�+���+	�����	的臨床應用
在 牙 科 許 多 臨 床 領 域 包 括 牙 周

病、根管治療、口腔外科等都認為

�+���+	�����	是有實際效用的藥劑。
就像許多(&"通過的藥物一樣，使用
�+���+	�����	也是有副作用的；就是它
可能會引發潛伏性的感染，然而相較於

它擁有眾多的優點之下，這些副作用是

可以被容忍的，而且�+���+	�����	在停
止使用後是會恢復原狀。

�◎�鍾馥伃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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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台中市牙醫師公會

時����　間：晚上�
：

準時開始
課程類別：醫學課程（三學分）�
地����　點：台中市牙醫師公會會館（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號��樓之�）

講員介紹：李明科 �醫師

陽明醫學院（現陽明大學）牙醫系畢業

台南市立醫院住院醫師

成大口腔外科兼任主治醫師

2�32���4��
�	
台灣植體學會理事

南台灣植體學會常務理事，學術主委

麗康牙醫診所院長

講題大綱：
現今，人工植牙本身確實是有效骨整合而且堅固的牙根代用品。但其生理以及物理

上與自然齒的差異，例如缺乏牙周韌帶緩衝的機能，缺乏骨誘導（3��	�������������）能
力，較缺乏血液循環供應，周邊軟組織與硬組織不足等問題，則需要牙醫師依其技術創

造出更能擬似自然牙的生理與物理條件，俾使人工植牙的治療能夠更為融入口腔機能，

舒適，美觀以及持久。本次希望介紹使用自體組織以及人工材料的軟組織操作技術以及

病例說明，與學員分享植牙周邊的組織手術及控制方式。

常規的軟組織處理，包括(55等方式，早先是由&�. ���	�等提出來的進行牙齦萎縮
的牙根覆蓋補救方式。這類手術常出現顏色形狀的問題，以及手術後的疤痕與前庭型態

的改變。使用�!�����雖然是一個不錯的方式，但其在植牙表面不容易誘至角化上皮的生
成以及東方患者的體質不容易找到良好而足夠的&��������	與��	��4�	������	等問題。本
次報告將提出由日本新潟團隊所開發出來的改良(55法，改善以往(55的問題，並且提
出以人工材料（!	���	�
��6�!	��4���）來增生軟組織厚度，不需要採取自體組織即可誘
導角化牙齦的手術方式，以期可以作為軟組織控制技術的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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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師繼續教育-週日學術演講
主辦單位：台中市牙醫師公會

課程類別：醫學課程（四學分）�
時����　間：�

年�月�
日（星期日）上午��：

至��：�

地����　點：台中市牙醫師公會會館（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號��樓之�）

報名費用：台中市會員收費伍佰元，外縣市醫師收費柒佰元。

備　　註：1.自98年8月份起不發給紙本學分證書，如需證書者請主動申請。

2.此次學術演講活動如遇颱風天災，依照中央氣象局與各縣市政府發布之命令，如台中市

政府或是講師所屬台北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上課之命令，則取消當次演講亦可電洽公會

（04-22652035）或至台中市牙醫師公會網站（www.dentistry.com.tw）查詢。

���� ����������������������� ��������

上午9：00 ∼ 12：20
牙科CT醫學影像在植牙手術上的應用

CT 影像的應用案例與限制
曾春祺 醫師

講員介紹：曾春祺 醫師
現      職：中心牙醫診所主治醫師

奇美醫學中心牙科部兼任主治醫師

成大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及主治醫師

台灣牙周病醫學會雜誌總編輯

���台灣分會會長
學      歷：國立台灣大學牙醫系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牙周病學專科醫師及碩士

講題大綱：
隨著人工牙根在口腔復健所扮演的角色日益普及，患者術前的診斷與評估更為重

要。傳統的根尖片與全景片已經無法滿足需求，斷層影像已是必然的需求與趨勢，加

上最近幾年�����	�
����（����）的蓬勃發展，斷層影像逐漸變成植牙治療前的

診斷與評估的重要工具。本報告的主要內容著重����在植牙治療上的判讀與病例的

應用；內容包括����������
����的硬體原理與最新進展，�����醫學影像在植牙前

的判讀與診斷，及對植牙手術的幫忙，�����醫學影像在手術模版的應用，�����醫

學影像使用上的限制，��奇美醫學中心牙科部對��醫學影像的研究經驗分享，��結

論。

公 會 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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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增進所屬會員之福利，基於雙贏互惠原則以及會員推薦，

遴選出下列特約商店，以提供會員特惠價格或更高品質服務。

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合約代號

� 高慶泉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市工業北三路�號 
������
		� ��本公司產品零購以牌價�折優待。���
���若一次購買���


元以上以牌價折優待。

� 金醬韓國麵飯料理店 台中市台中港路一段�	�號 
�����
����� 消費滿��


元打九折。

� 三川餐飲店
�日式料理�

台中市西區公館里五權路
�����號�樓 
�������
��� ��現金消費九折優惠。

��刷卡結帳九五折優惠。

� 寶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九街��號 
���������

至（豐原店、自由店、大墩店、精誠店、中央工廠、台北新光三
越、����復興館、����天母店、����京站店、台中新光三越）
門市消費，給予優惠訂價九折，但特價品、寄賣品除外，餐盒、彌
月、喜餅另有優惠。

� 麻辣狀元 台中市向上路一段��號 
���������� ��持會員證消費付現，即享九折優待。
��持會員證即贈烏梅汁乙壼。

	 九個太陽餅店 台中市中正路��號 
��������	�� 持會員證來店消費自製商品，可享��折優惠（不得與其它優惠方案
同時使用）。

� 唐人街茶餐廳
�唐人天下港式飲茶�

台中市西屯路三段���號 
����	���	
憑會員證：��現金消費可享�折優惠。

��刷卡消費可享���折優惠。
��合菜或桌菜則不適用本優惠專案。

 梨子咖啡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玉門路��
巷
�號 ��	����
��

 ��折優惠。（外賣商品、特殊節日除外、所有優惠不能同時使用）

� 喬家大院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號 ��	
����� 餐點單點一律�折、套餐��折、飲料茶點恕不折扣
�
 京華煙雲 台中市五權七街��號 ������
		 憑會員證贈爛糊白菜乙份（每桌限乙份）
�� 新月梧桐 台中市五權西三街��號 ������� 贈「蟹黃豆腐」乙份

�� 新月梧桐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勝興
���號 
�������
 泡菜板條

�� 吉凡尼的花園 台中市西區五權七街�號 ���	����� 贈「手工餅乾」乙份（每桌限乙份）
�� 聖托里尼 台中市西區五權五街��號 �����	�	 贈「辣味炸洋芋」乙份（每桌限乙份�
�� 野菜共合國 台中市西區博館路����號�樓 ����
�� 用餐享九折優惠（不與其它折扣並用）

�	 資味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太原路三段���巷
��號 �����
�� ��持有別證的會員即可馬上享有產品表的大促銷價的優惠。

��購買任選�
包，可享有免運費的優惠。

�� 丸松簡餐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號 ��
���� 消費中式餐廳一次消費四客套餐，主廚招待二選一：��現炒時蔬��
��飲料點心

� 園邸鐵板燒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號�樓 ��
����

��商業午餐九折優惠（另加收一成服務費）
��各式套餐不論午間、晚間均提供八折優惠（不含酒水、湯品及單
點餐品；另加收一成服務費

��提供專屬「園邸特餐」：原價���
元�優惠價��


元，事先預約提
供海蝦升等明蝦之優惠（另加收一成服務費）。

�� 千守拉麵茶館 台中市西屯區太原路一段
���號 ��������� ��憑識別證可享有九折優惠

��本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共同使用。

�
 風尚人文咖啡館

台中市西屯區何厝東二街
��號�樓 �����		����� 憑社團法人台中市牙醫師公會會員證至風尚全省各分店消費，即享風

尚貴賓卡同等九折優惠（如遇特惠活動�春節期間，恕不另折扣）
彰化店∼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號、員林店∼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號、文心店∼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
號、漢口店∼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號、東山店∼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號、新時代店∼台中市東區復興路
四段�	號

�� 福華大飯店 台中市安和路���號 ��	������ �樓麗香苑、�樓美樂琪、�樓江南春、�	樓海鮮坊使用席菜�桌內
（包廂適用）及小吃區用餐可享�折優惠

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合約代號

� 松林雅竹 台南市官田區嘉南村	����號 
	�	����

	�	�	���

��提早預定，可免費升等豪華套房。
��凡住宿即贈送長萌菖生機農場免費體驗券（依房型贈票）
��優惠房價打九折。
��烏山頭水庫門票優惠。

� 哈密瓜旅館�股�公司 台中市中正路��號 
����������� 所有房型價格上折扣�
元。

� 冠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		巷
	號 
�������� 訂房平日�折 �
!、旺日	折 �
!、假日折 �
!

� 孟宗山莊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興產路
�號 
����	�������

��平日�週日至週五）∼房租六折優惠。
��旺日（暑假之週日至週五�∼房租七折優惠。
��一般假日�週六�∼房租九折優惠。
��連續假日、元旦、春節∼依定價收費。

� 桂田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號 
	��
����
分機�
	��蕭家雯

��雅緻單人房����

元�含�客早餐�、雅緻雙人房���


元�含�客早
餐�、豪華單人房����

���


元�含���客早餐�、豪華三人房����


元�含�客早餐�、雅緻家庭房����

元（含�客早餐）、豪華家庭房
���

�含	客早餐�、豪華套房�������

�含�客早餐�、豪華套房���
�	�	

�含�客早餐�∼以上價格已含�!營業稅及�
!服務費。

	 福格大飯店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號

���	�	������

豪華單人房�原價��



豪華雙人房�原價���


豪華四人房�原價＄�




業務辦事處
黃青珠

平日（星期日∼星期四）	�折
假日（五、六）��折��（農曆過年期間恕不適用此房價）

� 麗加園邸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公益路���號 
����
�����
訂房組

豪華套房∼����
，園邸套房∼����
，主管套房∼����
，豪華雙人
套房∼���

，麗加雙人套房���

，麗加豪華套房��	

，豪華三人
房��


。

�

�

 長榮桂冠酒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二段	號

����������

標準樓層∼高級客房∼���

、精緻雙人房∼���

、豪華客房�單
床∼��	

、豪華客房�雙床�∼���

、豪華家庭房���

、套房∼
��

，�以上房型均以一人住宿為價格均含稅、服務費及�客早餐。
貴賓樓層∼高級客房∼���

、豪華客房�單床����

、套房	��

� �以
上房型均以一人住宿為價格均含稅、服務費及�客早餐。

客服代表
許淑惠

桂冠樓層∼高級客房∼��

、豪華客房�單床�∼���

、套房"	��

���
以上房型均以一人住宿為價格均含稅、服務費及�客早餐。



$

備註：1.出示會員證方能優惠 2.特約商店皆會貼公會給的公會logo標籤

特 約 商 店 名 單

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合約代號

� 日暉國際渡假村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新興
�
�號


��	���� 池上溫泉#$%&�∼翠錄山嵐雙人房平日���

、假日��	

、翠錄山嵐三
人房平日���

、假日	�

、翠錄山嵐家庭房平日	��

、假日�




'()��
��
業務經理�陳韻如

�
�總統*����∼雙人平日�	

、假日�
�	

、三人房平日���

、假
日����

、四人房平日���


、假日���


、五人房平日����

、假
日����

、六人房平日����

、假日����



�
 全國大飯店 台中市台中港路一段���號 ���������� 精緻單人房∼��	

淨額、精緻雙人房∼��

淨額、豪華雙人房∼
���

淨額（含��早�、豪華雙人房∼���

淨額�含�早�

+��
��

�� 永豐棧酒店 台中市台中港路二段�號


�����	


���
�

�館∼景緻豪華客房��客早餐����

、景緻豪華三人房���

、景緻休
閒客房���

、景緻商務套房���

、景緻闔家客房	��

、景緻精緻
套房	��

、景緻闔家套房���

、閣樓雙人套房���

、閣樓三人套
房��

、閣樓闔家套房�	

、皇家套房���	

 �,���	

業務經理�黃心梅
�館∼商務客房��客早餐����

、商務客房��客早餐����

、豪華客房��
客早餐���	

、豪華雙人房���

、商務套房���

、闔家客房��

、豪
華客房���

、閤家套房��

、精緻套房�
��
、永豐杙套房����



�� 儷山林哲園會館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號


�����
�





山景雙人房	�	

、湖景雙人房��

、湖景三人房�

、湖景四
人房��

、湖景家庭房���


，以上房間均為定價，平日�週日∼
四�定價	折 �
!、旺日�週五�定價�折 �
!、假日�週六�定價折
 �
!，訂房時同時訂餐可免收�
!餐飲服務費，春節及特別假日
（房間定價免收�
!服務費�

承辦人：任韋鑫 以上折扣為現金或刷卡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 花蓮遠雄悅來飯店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山嶺
號 
����
�
��	

精緻山景雙人客房∼平日散客���	
、團體����
，旺日散客���
、
團體����
，假日散客	�

、團體	��	
，大假日���


������

精緻海景單�雙人房∼平日散客���
、團體���
，旺日散客	���
、
團體����
，假日散客���

、團體��
�
，大假日���

豪華山景雙人房∼平日散客���
、團體���
，旺日散客	���
、團
體����
，假日散客���

、團體��
�
，大假日���

豪華海景單 �雙人客房∼平日散客��	

、團體���

，旺日散客
	�

、團體	��

，假日散客�


、團體��	

，大假日�


山景四人客房∼平日散客	��

、團體���
，旺日散客��	�
、團體
���

，假日散客��


、團體���
，大假日���


海景四人客房∼平日散客	���
、團體���
，旺日散客���
、團體
���	
，假日散客���

、團體���
，大假日��
��

豪華家庭客房�三人∼平日散客���	
、團體��
�
，旺日散客���
、
團體�	�
，假日散客�
�

、團體�
��	
，大假日���


�� 竹美山閣溫泉會館 新竹市武陵路��	�號�樓 
�������

定價平日	�折、假日�折：精緻客房∼ �

 �
!、精緻和室
房∼�

 �
!、豪華客房�人房∼���


 �
!、豪華家庭房
���


 �
％、山閣套房���


 �
!
景觀湯屋∼平日�折、假日�折。豪華湯屋∼平日�折、假日�折

�� 新卑尖石峇里森林溫泉渡
假村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
�鄰�	
號 
������	��



��住宿∼情侶浪漫屋、鴛鴦湯屋、依櫃檯現場售價��折。
��露天溫泉區、男女裸湯區（平日：週一∼迵五，假日：週六、週
日）（�）平日：大人現場價�折，小孩老人不折扣（�）假日：大
人、小孩、老人皆現場價�折　

��古代魚：餐費現金�折，信用卡��折（服務費及飲料恕不折扣）

�	 陽明山天籟溫泉會館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號
�樓 
����
�





單日遊專案∼露天風呂（露天風呂 �'�水世界 四季恆溫游泳池三
合一無限暢遊�平日定價大人

小孩	�
、旅行社優惠價大人�

小
孩�

、假日旅行社優惠價大人	

小孩�

、風雅湯屋：平日及假日
定價���

、旅行社優惠價平日���	
、假日���



-.��

���
歐風館∼雙人房��小床�：平日���

、假日���

、��大床�：平日
���

、假日���

、三人房��大床�小床�：平日	��

、假日��

、四
人房��大床或�小床�平日���

、假日���

、歡樂�人房��床軟墊�平日
�	

、假日���


、歡樂	人房�	床軟墊�平日�
��

、假日���



和風館∼雙人房��大床�：平日	��

、假日��

、三人房��大床�小
床�：平日���

、假日�
�


、四人房�二大床�：平日�	

、假日
����

、家庭四人房：平日���


、假日����



�� 六福莊

墾丁六福莊泡湯渡假旅館

屏東縣車城鄉海口村海口路
	��號


����	�

精油氛香屋、觀景客房�綠景房���������：平日��	

、假日���

，
����	��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春
節������	� ���

，觀景客房�海景房���������平日���

、假日���

、
����	��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

、春節
�


、星隅客房�綠景���������平日���

、假日���

、����	��
平日
���

、假日���

、�������平日���

、假日	��

、春節�


，星隅
客房�海景���������平日��	

、假日���

、����	��
平日��

、假日
��

、�������平日��

、假日	�

、春節��

，闔家客房��������
平日��	

、假日	��

、����	��
平日��

、假日	�

、�������平日
	�

、假日��

、春節���

，星偶套房��������平日��	

、假日
��

、����	��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
春節����

，戶外花園套房��������平日��	

、假日�
��

、����	��
平
日��

、假日�
�

、�������平日�
�

、假日���

、春節����



�+



��

關西六福莊生態渡假旅館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
	
號


�������	�
業務協理�陳淑芬

剛果原野客房平日 �週日 �週五 �� ��

、假日 �週六 � ��

、暑假
���������平日��

、假日��	

、春節����

，剛果藍天平日���

、
假日��

、暑假�������平日��

、假日��	

、春節����

，剛果綠
地客房平日�	

、假日�
��

、暑假平日��	

、假日����

、春節
���	

，肯亞藍天客房平日�	

、假日�
��

、暑假平日��	

、假
日����

、春節���	

、肯亞綠地客房平日�
��

、假日����

、暑
假����

、假日���	

、春節����

（以上均以二人房為主（因房問
種類覆多，如有意顧可請洽公會或直接打電話去詢問）

�

��廬山�
���涵碧莊優質溫泉飯店

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		號
宏觀國際休閒事業
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大順二路���號�樓
之	


�����
�
業務人員：王瑞珍

���	���

雅緻雙人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溪頭�
���吉野渡假山莊

南投縣鹿谷鄉和雅村林尾巷
����號

甜蜜景觀和室雙人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星期五、日每房需酌收
費用�

元�

��屏東�
���三地門金鶴休閒會館

屏東縣鹽埔鄉久愛村完成路
�	號 豪華雙人套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墾丁�
���沈家山莊溫馨館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	巷
��號 綪緻雙人房���（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清境�
���陽光花園山莊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
號 陽光二人木屋套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平日每房加收�

元）

	�南庄��
���星語軒歐式景觀度假山莊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鄰
��份號 雅緻二人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	,����������

�

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合約代號

�

��日月潭��
���松居歐風休閒渡假村

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大雁巷
����號

宏觀國際休閒事業
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大順二路���號�樓
之	


�����
�
業務人員：王瑞珍

���	���

歐風雅緻雙人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日月潭�
���青井 休閒旅店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中興路
��巷��號� 月桃雙人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日月潭��
���水社海渡假旅店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
�	號

溫馨雙人套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
問）

�
�廬山�
�����玉池溫泉館

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榮華巷
����號

別墅套房（�泊�食專案）��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
詢問）

���花蓮��星宿海渡假中心 花蓮市海濱街��號 海景溫馨雙人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平日每房加收�	
元）
���台東��
�����東之寶優質全新民宿

台東市成功路���號 雅緻二人房（�泊�食專案）���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
電詢問）

���阿里山石棹��
����竺園渡假山莊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石棹
���號

��棟）精緻雙人房���	� � � ��棟�� �蜜月雙人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
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宜蘭礁溪��
�����元隆溫泉飯店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五段
���號 溫馨雙人套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宜蘭礁溪�
�����山泉溫泉飯店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六段
�	號 精緻雙人房���	（寒暑假旺季期間加價部份，請來電詢問）

���∼���項任買單張優惠住宿券可享�折簽約優惠價

��

��清境春大地渡假山莊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
��號 大自然休閒事業

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
英祥街�
號�樓


������
�

業務專員：蘬慧伶

�����		��	

可享���元購買住宿劵（含早、晚、下午茶）搭以下六選一，一套
���元

��礁溪三泰溫泉飯店 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
號 可享��	元購買住宿劵（含早餐）

��溪頭曼陀香山莊 南投縣鹿谷鄉溪頭興產路
����號 可享���元購買住宿住宿劵（不含早餐）

��溪頭金台灣景觀木屋山
莊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號 可享���元購買住宿住宿劵（含早餐）

��盧山玉池溫泉會館 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精英
村榮華巷����號 可享���元購買住宿住宿劵（含早餐）

	�墾丁綠海棧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埔頂路
�
�號 可享���元購買住宿住宿劵（含早餐）

��花蓮瑞穗虎爺溫泉會館 花蓮縣瑞穗鄉�
�號 可享���元購買住宿住宿劵（含早餐、泡湯、�'�）
以上適用於平日（星期日∼星期五）寒暑假、國定例假日均適用，星期六、連續假日需補差價，春節期間不得使用本券

�
 裕元花園酒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號

�
����	���		

業務副理：黃嘉玲

����	���	�

雅緻單人客房（�大床）������
元，雅緻雙人客房（�大床）���
�
元
豪華單人客房（�大床）����

元，豪華雙人客房（�大床）�����
元
商務單人客房（１大床）�����
元，商務雙人客房（�大床）�	�
�
元
尊榮單人套房（�大床）����	
元，尊榮雙人套房（�大床�二小床）
�����
元

��

墾丁假期渡假飯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號
�樓之�

浮樂德休閒事業

���������


可上網去查詢相關資料�/%%0：111�2�$�%�3$��%1
��假日享有房價�折�起�、平日享有�折�免�
!服務費�。

花蓮亞士都飯店
��假日、平日定義��假日：一般週六，七、八月週五、週六、週日。
�連牘假日及農曆春節不適用�

知本亞灣溫泉飯店
��平日：週日∼週五，七、八月週一、週四� �※優惠房型有限，請事
先訂房。
��住宿均附贈早餐。��������������免費使用休閒設施。

大陸名典商旅酒店�例：
江西上高店、西安南門
店、蘇州鳳凰店、蘇洲三
香店⋯等）

可上網查詢大陸方面的住宿
資訊��/%%0�：111��%��44�3$�

企劃：張惠虹

��訂房享當日現場會員優惠價

��住宿均附贈早餐及免費寬頻上網�若入住無提供早餐之酒店則無贈送�

�� 統一馬武督渡假村 新竹縣關西鎮金山里馬武督
��號 
��
�
		�
�

二人成行兩天一夜，�人房住宿含自助早餐�客、晚餐	

元��人、下
午茶�客
兩人一房週日∼週五����元，�"月 ��


元、週六����元，�"月
 �


元
加人加價週日∼週五���

元�人，週六���

元�人
依房型人數加贈馬武督錄光森林門票 三坑老街鐵馬車票 客家伴手
禮每房壹份

��

福容大飯店（中壢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號 �
������
�

 客房、套房∼依各房型之定價享�折 �
!　�
福容大飯店（三鶯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號 �
��	������� 客房、套房∼依各房型之定價享��折 �
!　�
福容大飯店（桃園店） 桃園市大興西路一段�

號 �
����	��

 客房、套房∼依各房型之定價享��折 �
!　�

福容溫泉會館（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	號 �
��	�	����� 泡湯享定價	�折5�-、客房∼平日：享定價��折 �
!、假日：享定
價��折 �
!

福容大飯店（台北） 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號 ��
����
����		 客房、套房∼依各房型之定價享��折 �
!　�

福容大飯店（墾丁）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號 �
���		

淡季∼��月��月平日：週日�週五定價�折 �
!，假日：週六定價	��
 �
!
一般季∼�月�	月及�月��
月平日：週日�週五定價��折 �
!，假
日：週六定價�折 �
!
旺季∼�月�月及春吶期間，週一∼週四定價�折 �
!、週五、週日
定價折 �
!、週六定價��折 �
!

福容大飯店（林口） 桃園縣龜山鄉文二一街 �
�������� 依各房型之定價享��折 �
!

福容大飯店（深坑）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	號 �
���		��

 依各房型之定價享�折 �
!

福容大飯店（福隆）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村興隆街
�
號 �
����������

客房∼淡季���月及�����月、平日：週日∼週五定價��折 �
!、假
日：週六定價�折 �
!
一般季∼�月��月及�月��
月平日：週日�週五定價�折 �
!，假日：
週六定價	折 �
!
旺季∼�月�月國定假日及農曆過年，週一∼週四定價折 �
!、週
五、週日定價�折 �
!

福容大飯店（高雄） 高雄鹽程區五福四路��號 �
�������� 客房、套房∼週日�週五依各房型之定價享��折 �
!、週六每房每
晚加價�

 �
!�

福容大飯店（花蓮） 花蓮市民生路��號 �
�������

客房、套房∼淡季����月平日：週日�週五定價享	折 �
!、假日：
連續假日及週六定價��折 �
!、大假日�春節期間）定價��折 �
!
客房、套房∼一般季��	月及�月��
月，週日�週五定價	�折 �
!、
連續假日及週六定價��折 �
!
客房、套房∼旺季��月假日：週日�週五定價折 �
!、大假日：週
六定價��折 �
!�



/

備註：1.出示會員證方能優惠 2.特約商店皆會貼公會給的公會logo標籤

特 約 商 店 名 單

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合約代號

� 聯泰汽車商行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路二段
�
號 
����
������

��全車大美容一次。
��免費機油更換一次。
��贈送竊盜險（需投保任意險）。
��車輛機件部份、鈑金部份、里程數保證，原廠鑑定如有不實，售
價加三萬收回。

��防 暗鎖一式。

	�保固期限延長一年或�萬公里（先到為準）。

� 好婆婆坐月子到宅服務中
心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
�號�樓 
����
������
6�7：��
������

��訂購滿�
天�月子餐外送或宅配服務，可享有低於原價��


元之折
扣。

��凡推出或銷售之相關系列產品一律九折。
��保姆托育免費媒合服務。

� 康和期貨經理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號
��樓


����	���	
分機�

��林彥全

��康和期貨經理事業全權委託金融投資代工經理費八折優惠。
��#86投資通膨和兩岸契機複合型股票另類投資基金手續特惠。
��8�5���#.國際管理期貨等期信基金手續費特惠。
��合法公�私募基金投資商品設計與金融投資代工服務費優惠。
��投資人資產均由保管銀行合法信託，監管，自然人全委投資免
稅。

	�絕對報酬另類投資創新財富管理講座。
��各項金融商品投資顧問服務。

� 上品寢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
號 
���������

憑會員證：��門市消費滿���


元以上，送現金禮券�

元。
���門市消費滿���


元以上，送現金禮券�

元，以此類推，消費愈
多現金禮券愈多。

門市（精誠店、崇德店、大里店、草屯店、中科店、斗六店、民生
店

� 豪尚品遊憩有限公司 彰化市卦山路��號 
������� 憑會員證享有貴賓卡�折折扣，不得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清晨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
��	號


�����������

�����			
	趙尹薇

��	����	��吳宓冠

��東南亞（含中、港、澳、帛、關）東北亞（日本、韓國）"團體優
惠折扣�每人）��

元
��美洲、紐澳、歐洲、非洲，團體優惠折扣�每人����


元
��國內訂房，總價折扣�％
��國外訂房，底價 �％代辦費

� 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桃園縣楊梅鎮楊昇路��	號 
�����
����� 平日住房∼��

 �
!，假日住房∼��

 �
!，其他內容請洽業務
專員

 凡格辦公家具
�欣美兒童學習家具）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		號


�����	�	
��
代表人：潘柔臻

��全商品享有定價九折扣優惠。�不含特價品）
��全商品送府組裝免收服務費與運費（不含外島地區。
��當日消費滿萬元再贈健康靠墊壹組。

� 長春美式專業健診機構 台中市台中港路一段�	�號
�樓


�����	��	����
總經理�賴明珠

��特級全身健康檢查專案價��


。
��高級全身健康檢查專案價�

。
��輕鬆下午茶檢查專案價��


��愛肝檢查專案價��


��單項檢查可享七折優惠

�
 哈佛健診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號
��樓

��	
�������

業務專員�林瑞祥

���項體檢套組∼含健管服務「健康福利家」專案價��



���項體檢套組∼含健管服務「健康福利家」專案價



���項體檢套組∼含健管服務「健康福利家」專案價��


��員工之眷屬可自行選擇健檢等級，視同專案價格；現場收費
��個別加選項目，則依定價�折現場收費。

�� 中國青年救國團 台北市松江路����號 
����
�������

��住宿活動中心平日�折、假日�折（不含春節假期及暑期假日）
��社教研習�折�合作辦理課程除外�
���-案運動中心場館使用�折（各項優惠方案恕不重覆使用�
��各地幼獅文化廣場購幼獅本版圖書折�教科書除外�外版書�折
��心理學苑研習、心理專業課程�折
	�張老師文化門市購書��折
��休閒活動以登載於簡章之個別活動訂定優惠內容為準。
優惠折扣均以訂價計算，特價品�含專案優惠�不再折扣。實際優惠價
於甲方全球資訊網公告以為準據。

�� 大路觀主題樂園 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中正路
��號 
����	��

門票��折�優惠∼全票�	
、學生票���、博幼票���
每張會員證於同一園區當日限購�張門票

�� 極速手工汽車美容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	�	號 
����������� ��精緻洗車�折��������大、小美蓉折��������貴賓卡買�
送�

�� 大精靈樂園 屏東縣潮州鎮潮州路

號 
�������
�
業務專員�陳功錚

��全票��
元（原價�

元）、優待票�

元（原價��
元）
��一卡可同時優惠�人。
��本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專案、卡劵同時併用。
��如欲價格調整時，依園區公告之票價給予�折之優惠

�� 水舞健康休閒股份有限公
司

台中市西區大業路��號

���	

��� 憑別證至水舞生活會館，享首次預約免費體驗�次，可使用泡湯、游

泳池、

業務專員�劉懿芳
健身器材、三溫暖等設施及有氣課程，另提供大浴巾、洗髮精、乳
液、化妝水

�	 月荷休閒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號

��������		 憑會員證到月荷足體養生會館�大墩館�，享�折優惠。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業務專員�劉懿芳

��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	號 
��������

��住�宿∼楓樺台�花泉卉館平日訂價�折；假日訂價�折。
��������������水上木屋及花卉驛棧平日訂價	折，假日訂價�折。
餐飲∼南芳花園餐聽及水上包廂餐廳�訂桌廳享�折優惠。
精品館∼�折優惠。�����以上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

好樂迪（逢甲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號�����	 
����
���
 憑會員證，享學生一口價計價。

好樂迪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號 ������ 憑會員證，享學生一口價計價。

大里店∼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號、美村店∼台中市美村路一段���號、三民店∼台中市三民路三段��	��號
���樓、文心店∼台中市文心路四段��號、豐原店∼台中市豐原區豐陽路���號、草屯店∼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號

�� 野柳海洋世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村港東路
�	���號 �
����������


憑卡購票享團體優惠價：全票�

元，優待票��
元。
憑卡至海洋紀念品區購買商品滿���元，加贈好禮�選�乙份。
憑卡至海洋咖啡吧可享�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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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備鈣矽類 (Calcium silicate cement)

根管充填材料之研究

文 / 黃翠賢 教授

‧中山醫大口腔學院

牙髓病科主任

品化之鈣矽類材料如三氧礦聚合

物（簡稱8-���8�4&9�� � -9�$:�;&�

�<<9&<�%&）其主要成分為%9�3��3�=��>���3�%&、

%9�3��3�=��$:�;&�和>���3�%&�$:�;&。近年來，常

被用於作根尖充填或修補之材料。第一代之

成分顏色呈灰色，第二代改良為白色（?/�%&�

��4&9��� %9�$:�;&� �<<9&<�%&）。�8-�其特性

如下：具有良好之封閉效果；8-�混合之

�4�%���� 0#值為�
��，三小時後變為����，它具

有好的3$�09&>>�@&� >%9&4<%/。A�B�根據材料廠

商之敘述，8-�具有下列之適應症：���可用

於作�0&:�2�3�%�$4；���作為根管不小心穿通

（0&92$9�%�$4）之管壁修復材料；���髓腔底部

穿通之修復；���修復牙根吸收現象；���作為

根尖逆充填（9$$%� &4;� 2����4<）；�	��牙齒覆髓

（0=�0�3�00�4<）。但缺點為價格偏高，硬化時

間偏長。

本研究室以固相反應置備方式將原料略

加研磨混合，再以可程式控制之高溫爐煆燒至�

��

℃，持溫兩個小時。�將所得的產物先以研

缽磨細，再經過球磨機六個小時的研磨，最後

由�&>/的篩網過篩，得到粉末粒徑大小皆小於

��μ�。此含鈣矽成份之材料，我們簡稱為+�

材料（+��3�=��>���3�%&�3&�&4%）。

+�成品經7)C晶相分析，經過資料庫

比對後，自行製備材料部分，最強的繞射

峰�θD�� ��°以及�θD�� ��°搭配其晶相

為�����（5$��������）；位於�θD���	°��

����°������°�� ����°�� ����°�� ����°的繞射

峰為+��（5$�� ���
���）有關，而+��（5$��

���
���）產物則是出現在�θD�
��°�����°��

����°������°"����°。

引　言

截至目前����年為止，世界上已有將近$��篇文章有關於三氧

礦聚合物之研究發表，內容包含由材料之物性與化性探討、細胞生

醫相容性研究、抗菌性之研究、動物試驗研究與臨床反應之探討，

本研究室發表幾篇文章也包含其中，所有這些研究結果表現顯示此

含鈣矽類化合物為一很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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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市售8-�商品內的說明，其硬化時間

約是�	�分鐘，根據(�������的規範測試的硬化

時間則約為��
分鐘左右，差異並不大。而在

我們研究室自製的四組材料中的硬化時間，大

約可以縮短至��到��分鐘之間。

4�
在材料水合過程0#值變化，在市售8-�

的部分，水合反應的前一個小時0#值有急速上

昇的趨勢，這是因為經過反應後8-�會有氫氧

化鈣的產生，而提高其0#值，之後便開始趨近

緩和，六個小時後0#值約在��左右；在自製材

料部分，初始的0#值由����至����不等，但是

在大約經過水合反應二十分鐘後趨近平緩，六

個小時後的0#值也是大約在附近，與市售8-�

的差異不大。

#8-�中較其他組別少添加了�!的金屬氧

化物。雖然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金屬氧化物

的添加可使得材料鍛燒過程中增進本身的物理

性質，但是可以在這裡看出添加了不同的金屬

氧化物，可以造成材料強度上明顯的差異。

在使用兩細胞株藉由存活率的初步評估結

果，過多的材料可能會導致浸泡時培養基的0#

值上升而來造成細胞的死亡，自製的四組材料

在特定的用量下，是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所以在本實驗中也使用了人類牙髓以及牙週韌

帶初代培養的細胞進行評估。結果與之前用兩

細胞株的結果有相同趨勢，但是由於初代培養

的細胞較為穩定，因此存活率皆有微下降的趨

勢。

四組材料的表面皆出現球狀顆粒，與原本

材料表面有差異。經過一天的培養，.���細胞

的貼附情況表現在四組材料比較上大致相同，

表面的細胞皆呈現較平坦的狀態，並且觸角皆

有向外延伸，顯示自製的材料皆具有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另外在與,���細胞共同培養的材

料也有相同情況。

�37�
浸泡一天以及七天中的���<���和�
��<����

兩種濃度並不會讓細胞有+�7��的大量產生，

也就是在這些濃度的範圍之內，經過一個禮拜

後也不會導致發炎反應的形成。

而在�
��<���的組別中，在培養基中有

浸泡一天材料的組別，已經有大量的+�7��形

成，在浸泡七天的組別有也有相同的情形，因

此可以推測�
��<���應該是一過量的濃度而造

成細胞開始產生免疫反應。

將8-�分別混和多種液體後，發現只有

5��#'��以及（5#�）�#'��二種液體可以

明顯縮短8-�的硬化時間，但由於（5#�）

�#'��會有刺鼻味，因此若要使用在臨床上

5��#'��則較為合適。在7)C的分析中，可以

證明8-�混合不同液體後的��小時相結構是不

會改變的；但是在��小時內7)C的相變化中，

可以發現當8-�混和5��#'��時，+��的成分

在三十分鐘時會快速的生成，但是與水混和則

需要約三個小時才會出現+��的成份，因此推

定硬化時間的縮短是與+��有相當的關係。在

強度方面，混和5��#'��後三十分鐘強度就有


����8'�，與水混合則需要六個小時才開始有

強度，而在��小時後的強度是沒有差異的，因

此推測當+��的快速產生也可以增加8-�的硬

度。在生物性的評估方面，選用.���和,���

細胞株作為測試，結果在混和5��#'��的8-�

並不會產生細胞毒性。因此5��#'��不僅可以

縮短8-�的硬化時間，也不會破壞8-�本身的

物理及生物性質。

自備鈣矽類�+��3�=��>���3�%&�3&�&4%�根管充填材料之研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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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涂明君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牙髓病科主任

�

8-�是在����年.$��� .�4;�大學

'9$2&>>$9�-$9�L�4&Q�;首先將之用

來當做牙根尖周手術時根尖逆充填的材料；傳

聞是某天當他在學校的餐廳吃午餐時與該校的

土木系教授閒聊時提到他在做根尖逆充填時的

充填材料常會因手術區的滲血而影響材料硬化

及強度等，如果有一種材料是會在濕氣中硬化

的就很適合作為根尖逆充填材；土木系教授就

提出“水泥”（'$9%��4;�3&�&4%）是他需要的

材料，可以在下大雨時也會硬化！此後牙科一

系列的研究報告就圍繞著與水泥成份差不多的

8-�了！其實在����年開始發表論文都是�9�F�

8-�（灰色；�8-�）直到後來發現�9�F�8-�

會導致齒質的變色，在前牙區治療使用時會有

所受限，因此將其中含鐵的成份去掉，並且調

整�����及8<�的比例，同時將0$1;&9的顆粒

變小後在�

�年製造出合乎美觀要求的1/�%&�

8-�（白色；?8-�），也就是現在臺灣市面

上買到的產品（圖一�L）。本文謹根據文獻上

研究提供大家有關8-�的基礎了解與個人的臨

床病例分享。

�

����8-� L��?8-�
 !"

自����年�月到�

�年�月文獻回顧文

中�：8-�是以鈣、矽、鉍（3��3�=��� >���3���

�4;�L�>�=%/）主要組成，硬化時間長（�� �$4<�

>&%%�4<� %��&），高鹼性（/�</�0#），低抗壓縮

強度（�$1�3$�09&>>�@&� >%9&4<%/）材料。8-��

是一種生物活性材料（L�$�3%�@&���%&9���）�會

影響周圍組織環境（>=99$=4;�4<�&4@�9$4�&4%）

讓牙骨質、牙本質形成，可以刺激癒合與

引導骨形成（$>%&$<&4&> �>），並且是具親

水性（/F;9$0/���3）；是一種理想3&�&4%>能

����
8-�（8�4&9���-9�$:�;&��<<9&<�%&）中文翻成三氧礦化物，

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兒童牙科的根尖區未完全形成的病例、斷

髓（0=�0$%$�F）及牙髓病科的根管治療中造成的根管穿孔病

例、根尖手術時的逆根尖充填（9$$%�&4;� 2����4<）材料；而也用

於恆牙的覆髓（0=�0�3�00�4<）�與局部斷髓（0�9%����0=�0$%$�F）

等，其組成、細胞相容性、物理及化學性質到臨床使用的技巧

是所有牙科醫師應該具備的知識，本次介紹8-�的應用於根尖

成形術且實証成功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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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住牙根管系與口腔及牙周膜間的交通

（���������	���）。

� �

���


��是一種由三鈣矽酸鹽（ 	  ��� �� ����

������	�）、三鈣鋁鹽（	����������������	�）、

三鈣氧化鹽（	��������������）、氧化矽酸鹽

（������	�������）由水化作用（����	���）�形

成的膠體（�������������）經過約三小時後固化

（����������	���）形成的細緻粉末�。白色
��

（�
��）與灰色
��（�
��）�以及水泥

（��	����������	）都有相同的成份：三鈣矽

酸鹽（������ ）、三鈣鋁鹽�（�������!）、二

鈣矽酸鹽（������"）與二鈣鋁鹽（������� ）

四種。

��� �

������#���������
�	�������$�����
�
�� ������ � %�����
�� ������ &�������"�

	�� 
����



��的高鹼性是因為水合過程中氫化鈣

﹝��������'�������（�'）﹞的產生"：

��� ������������


��的較長硬化時間是臨床操作是最大的

缺點，而國內外也有許多研究朝著改良這部份

在進行著(。

以粉 )水� *(調合後硬化時間為(! 分鐘

（�+, 小時），而導致較長硬化時間是因較低

量�����及������ 。

��� ����������

水 ) 粉 比 越 高 會 增 加 
 � � 的 孔 洞

（$����	�）及溶解度（����-���	�），水份越

多溶解度越高，氧化鉍（%����.）越多溶解度

越低；有研究指出比較三種材料溶解度大小如

下：水泥（��）/��
���0��
��

	�� �����������������

多篇研究都各有論訴，將
��浸泡在不

同環境會影響其硬化膨脹：灰色
��會比白色


��有明顯膨脹不管是浸泡在蒸餾水、'%��

或生理食鹽水。硬化膨脹比較如下表：

��		����1�$������ '%�� �	�������	�
�
�� ������ ��������	
�
�� ���� �������	

��� ���� ����!���� ����

研究指出長期觀察下逆根尖充填材��$��

1%�、23
與
��的壓縮強度並無顯著差異；

但針對灰色
��與白色
��的壓縮強度是分

歧的；有研究指出經�,4�$���$����� ����酸蝕

後的白色
��其壓縮強度會明顯下降；不同


��、調合溶液、操作擠壓力量、調合溶液的

酸鹼值與
��的儲存方式都會影響
��的壓縮

強度。

"�� #���� ����� ����

在
��兩面保持濕潤�"小時後其彎曲（抗

撓）強度會最好，因此臨床上建議填補
��

後至少放置濕棉球�"小時則可以增強它的彎曲

（抗撓）強度。

$����������	
������
在浸泡於5��6����-��������	�����後����7

��	��	���	�大小排列：23
�或� ��$��1%��0�


���

%�����	
������	����	�����	�����	���������
使用�類似含1#���根管軟化劑（�����）

會明顯影響
��與牙本質的-��������	���	�，

有關�����	���� ����	與�	��� ���	��會影響
���

-�����	���	�的研究資訊較少。

��� &������!���� ����

�������������或�8����$���$��	�������	�明

顯優於
��。

'��() &�*����+���


���的平均97光不透性等於,+(,��的鋁

厚度�，研究比較
��、��$��1%�與23
的97

光不透性是分歧的。

,���



��的高鹼性是因為在水合過程中氫化鈣


��:
��������������������	�;的基礎知識與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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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5� ���� 
�����

�-�� � �� ��+�����.�

研究指白色
��有較好的治療效果因其具

有較細與高度均勻（���������	�）的顆粒。

=��� �	� ��+�報告灰色
��粉末顆粒大小是(>(<�

������	�而��������報告在水合之前白色


��粉末顆粒大小是(�>��<�������	� &!。

���� ��� ��� �//�+��

�/� ��� ����*� �/� ���+������ ��� ����

����+���� ��� ����

以手動方式擠壓（'������	���）優於超

音波方式（?�	�7��������@���），輕的擠壓力

量優於重的擠壓力量。

����� ������+�� ������*�

����/������� ��� ������/����


��對一些兼性細菌有抗菌效果但對於絕

對厭氧菌則無效�。

A� ���)�� � > <���)�� 0 <���)��
�
�� B�������	 =��	����(���� �������	����	���
�
�� 3�C�������5�������	�	�������@��	�������������	+

	���
( ���

�
��� �	�����
��	�� <+(�4��'9� �4��'9�

��	�-��	�����
��$�	���� D�

DD�
1���$	�����+�
���������

DDD�
1+�
E�������

���$����@��
�	���	�� DDD DD D

� �
��� � )))�������+�������

針對牙髓已經壞死但根尖未完全長好的

�$����$��病例未有
��之前都會以氫氧化鈣長

期誘導產生的根尖屏障物（�$�����-���），牙

根尖就停留在治療當時的長度。���-�-������	�

��+�比較骨蛋白7(及
��和氫氧化鈣形成的根尖

屏障物，發現
��產生的根尖屏障物較其他者

堅硬，但形成的量沒有明顯差異F。根尖成形術

的目的是形成根尖屏障，如此牙根應該是沒有

繼續生長的。但是有一些報告指出雖然牙髓壞

死但牙根還是繼續生長。������提出一個病例

報告，牙根處有一個極類似牙根構造的牙根生

成。故他建議為了希望有牙根的持續發育，當

放置促進鈣化物質時應避免物質過多滲出根尖

外而造成赫威氏上皮根鞘及牙本質母細胞的傷

害 G。以下為本院病例，在以
��作根尖成形

術後也可見牙根還是繼續生長情形。

�������+��������
G歲�個月男孩因外傷導致右上正中門牙

牙冠斷裂牙髓暴露，經過�週後轉診至本院，

以
����$�����$���做根尖成形術。對照其左上

正中門牙牙根長度可明顯看見本病例的牙根以


��作根尖成形術在一年及四年半後追蹤可見

明顯牙根尖繼續生長情形（圖二H四）。����

(+� ����6��
&����-���I���
+�
������ 	�������
������	�*������$������@����	��	����@��5—��	�
2*���������&�$�������&�������	�-��	�����$�$�	���+�J�
1������<(<K� *(!7�,+

G"(��!�術前 工作長度 
����$�����$���

�

G <�<��完成 G!<�("�追蹤
（(年追蹤）

GG((�<�追蹤
（"年半追蹤）

()



�,

�+����-���I���
&�'�����?&�
�#������E&���		�E���
�3+�����������������������$�$�	�����������5���	7
����L��������	����+�J�1�����(GG K��(*��"GH �+

�+������� �&� ����6��
&� 1��-���
J&� %��6� E*�
��������� ����������� -�	5����5��	�� ���� ����
�������	�������������	�+�J�1������<< K��(*(<(7�+

"+���������� J&�
��	�����E1&�%����M&��5������3&�
��	���3N&���		�E����3+���������	�	�	��������������
	�������������	�+�#��	�
�	���<< K��(*�G,7�<�+

 +�=���O=&�=���%�&�=���E'&�O���=����&�=����'&�=���
��+�1����	�����$������������� ��@������	����� 	���
����	����-���@������������� 	�������������	�+�
%����	�������<<"K� *,F,HG�+

!+���������� J+�'���	��������������� ����������
	�������������	�+�2�	�1�����J��<<,K"<*"!�H,<+

,+��	�5��J&�����	����
+����������	������������������
�������	�（<+(�4）���	�����	�����-����$�$�	����
���	��	�7���������3��	��������	�������������	�+�
J�1������<<"K�<*"�G7�(+

F+� ���-�������&����-���I���
&�%�������&��-����
'&�
�
�������+������$��	�@�� �	������� ��	7����
�����	���� ������ ��	�������� $�	���7(&� ��������
��������&������������	�������������	���������+�J�
1�����(GGG*� K(H +

G+��������'�+��$�������	���*� ��� ��	���	���� ����+� J�
1������<<�K�F*""�H +

�

G"(��!術前�

G!<�("（(年追蹤）

�

GG((�<（"年半追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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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育玲 醫師

‧板橋亞東醫院牙科部

床上常見到一些根管治療失敗

（�������	��� ������）的牙齒，除了

建議考慮拔除或是安排牙根尖周圍手術（�$�����

�����）等一些比較積極（�������@�）的處

理方式之外，如果牙周支持組織（$������	���

��$$�	� 	�����）沒有太嚴重的破壞或牙齒還有

足夠齒質的情況下，其實還是可以考慮比較保

守治療的方式─就是根管再治療（��	� ������

�	��	���	）；換言之，就是移除根管內的充

填物，再一次進行根管的清創修形及滅菌，以

達到更澈底的污染控制，期望能使破壞的牙根

尖病灶獲得更好的修復結果（圖一）。

一般來說，如果依照根管治療清創修形

（$�$��	���）及封填（�-	��	���）的標準模

式（�	������$�	����），完成根管治療的牙齒

其結果（��	����）應該有高達,<>G 4的成功

率。在過去大約十幾年的時間，在保存牙齒的

觀念及意願愈來愈高的社會環境下，許多病人

已不再輕易接受牙齒拔除的治療，間接也使的

根管再治療（��	������� �	��	���	）的病例也

漸漸增加。

需要接受根管再治療的病例（������	���）

大約有兩個情況，第一是當臨床上治療後

的牙齒出現臨床症狀（���$	��)����），諸

如牙齦腫脹（�5������），牙齒瘻管（������

	��	），咬合或觸摸的疼痛（ 	��������� 	��

-�	���� ���� $��������），根管治療後的疼痛

（$���� ��� �������	��� �����）或在牙根尖放

射性照像的檢查發現有持續存在甚至變大的

牙根病灶（�$����� ������）等。另一個情況就

是要考慮製作新的贗復牙冠（ ��	��	 ���）

前，如果根管治療的不完全如出現平台形成

（�����）、牙根穿孔（$����	���）、殘留器

械（��$��	������	����	）情形，或是根管封填

品質（C����	�）不佳─即封填緻密度不足有根

管空隙的出現，又或是有牙齒牙冠的填補發現

有填補物脫落或崩陷等可能有微滲漏（�������

�������6���）的可能時，都是根管再治療需

圖圖圖一一一一：根根根根管管管管治治治治療療療失失失失療 敗敗敗敗的的的的病病病病例例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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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入的時機（圖二）。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根管治療失敗的主要

原因（$��������	��）可分為：

(+�生物性的細菌感染（-���������������	���）

� +根尖囊腫病灶的形成（ � � � 	 � � � � � � � � ��

����	���）

�+�牙根斷裂（��	����	��）

"+不正確與不適宜的診斷及治療（ ������	�

����������P�	��	���	）

 +�疤痕組織的形成（��������5�	�����）

!+�經濟因素的限制（�������������	���	�）

歸納一些根管治療失敗的原因中，絕大

部份約,<4�就是生物性的細菌感染所導致，

例如根管清創修形的程度不夠澈底、根管封

填的品質不夠緻密，根管治療過程發生錯誤

（$�������� ���），根管牙冠的填補滲漏

（����������6���）等原因。因此在根管再治療

時必須要移除根管內已充填的封填材料（L������

��	����），因為根管壁（������5���）或根管

內的封填材料會殘留部份壞死組織（����	���

	�����）或細菌（-��	���），常常是根管治療

失敗主因。此外，為了獲得根管系統澈底的

清創，根管內殘留的有機或無機物質、根管

阻塞（-���6���）、或任何醫療造成的失誤

（�����$�）都應該要儘可能消除。

���

如此可以間接促使在根管重新治療過程

中，根管沖洗溶液（����	���� ����	���）的清

潔效果能夠更明顯，因為沖洗溶液因為沒有

封填材料的阻礙，更能深入到複雜的根管系

統之內，特別是在牙根尖()�處（�$����� 	���）

的側根管或副根管（ �� 	� � � � ���� ���������

�����）數量比較多，在首次根管治療（$�����

�������	��� 	��	���	）過程沒有充份清除的細

菌常常會潛藏在這些地方，因此，藉由澈底的

清創便能達成再治療的目的。

因為根管再治療時移除根管內的封填材

料是必須要的步驟，因此瞭解現階段根管封

填材料對根管再治療有必然的需要。在(G世

紀以前，根管封填材料多局限於黃金（����）

和一些容易取得金屬。(F",年#+�'���發展出

使用漂白的馬來膠、鍛石（����）和石英碳化

物（C��	8���-���）當做根管封填材料。(F!,

年%�5���據稱是第一個使用馬來膠（��		�7

$����）在根管封填的人，也提倡使用至牙科

治療中並申請專利使用。(FF,年後，馬來膠就

開始量產成為牙科治療的廣泛材料。

臨床常見的根管封填材料可包括下列幾

類：

（(）黏土及塑化材料（$��	�������$���	���）

（�）固化材料如銀針（��������	����→���@��

$���	）

（�）半固化材料如馬來膠（������������	�����

→��		�7$����）

（"）充填劑（������）

圖圖圖圖二二二二二：：根根根根根管管管管再再再治治治治療療療療療治 的的的的病病病病病例例例例

圖圖圖圖三三三三三：：生生生生生物物物物性性性的的的的細細細細菌菌菌菌感感感感感染染染染

根 管 再 治 療 封 填 材 料 的 移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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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黏土內含有一些可以殺菌的成分像

類固醇（������	������）等材料，可以緩解

組織發炎（	������ ��������	���）的效用。而且

為了縮短病患治療時間（����7	���），過去

黏土曾經被廣泛使用於作根管封填材料。但是

黏土的封閉效果不佳，不容易與根管管壁密

合，而且封填後因快速收縮而會產生空隙等結

果，特別是%���6在(GF�年的報告就發現使用

含有聚合甲醛（$�������������）的材料作

根管封填後，在身體不同組織器官可能會有發

現到聚合甲醛的殘留的現象。因此使用含聚

合甲醛（$�������������），鉛（����），

或鉮（������）等具有毒性可能會造成組織發

炎或破壞（	������ ���	��	���），這些材料就

被禁止並不再使用。因此黏土在現代根管治

療上（�������������	��）的觀念中，已經沒

有應用做永久性的封填材料（$������	� ��������

��	����）。但是在臨床上還是偶爾會面臨一些

年長病患就是以黏土為充填材料的牙齒，所以

瞭解如果處理對牙醫師有絕對幫助。

如果是還未完全硬化的黏土，移除的

方法主要是使用超音波（��	������）或刮匙

（����@�	�）加上沖洗可以有效率的移除。

如果根管仍然沒有適當修形時，冠部開展

（������� ������）可以移除大部分的黏土材

料。假設一開始無法有效的穿透黏土，這時可

以搭配溶劑（���@��	）和堅硬的器械例如#�(!

和M7銼針破壞黏土，隨後再將碎屑和殘渣沖

掉。

	� ���!� ������

(G <年代之前，使用銀針的根管封填技

術（���@��$���	� 	�����C��）是很普遍而且常常

是牙醫師推崇的根管治療方法，特別是一些比

較彎曲的根管形態，因為即使根管是沒有清

創修形完全（����7$�$���），堅固的銀針

依然可以順暢的封填至根尖的工作長度，而

獲得比較好的封填影像。因此銀針的便利性

與快速性，被許多牙醫師用來當作首選的根

管封填材料，但是由於它的封閉效果及品質

（��������C����	�）不夠好、又有很高機會率的

腐蝕性（�������）而造成牙齒的變色（	��	��

� � ��� ��� 	 ���）和引起組織的反應（ 	 � � ����

���	���），更重要的是在根管再治療時很難移

除，種種原因使銀針在現時的根管治療中不再

適合當作根管封填材料使用。

移除銀針的方法必須要先把周圍的充填劑

用探針，刮匙或銼針等比較堅硬的器械予以清

除。同時小心不要重複彎折銀針露在根管開口

（������）的末端（�������），避免銀針斷折

在根管開口下的位置，會增加治療的困難度。

此外盡量不要用超音波移除，因為銀針質地柔

軟，超音波的振盪會增加銀針斷折的機會。原

本銀針與充填劑的空間就成為銼針進入的通

道，盡可能利用穿越（-��$���）的方式，再使

用'7銼針以逆時鐘的方向（����65���）的力量

將銀針帶出來。通常會感受到銀針被卡緊的如

一股反彈的力量，'7銼針再以逆時鐘的方向轉

動。銀針就可能順利被帶出來，如果不行就要

再多建立不同位置的通路，反覆以上的步驟將

銀針移除。

�� 0����)�� +�

馬來膠自(F!,年%�5���首先使用於牙科

臨床治療後，被用作根管封填材料已經超過一

個世紀多。而且因為馬來膠的可塑性，貼合性

及最佳操控性，因此在臨床上也發展了許多不

同種類根管封填技術（�-	��	����	�����C��），

包括有（(）������� ����� 	�����C��；（�）
��	����（����）� ���$��	���� 	�����C��；（�）
�����$����)���@��	� 	�����C��；（"）@�	�����

（5�����		�7$����� 	�����C��）；（ ）����

������ 	�����C��；（!）-������ ��	� ��������

��	�����等。不過目前臨床上還是以側方填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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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垂直填壓的方法為主，所以本篇依據此兩種

馬來膠填壓方式來說明其移除的原則及方法。

如果是封填比較致密的根管，移除過

程相對比較耗時。可以用的方法主要有三

類︰熱處理方式（ 	 � �  � � �），機械處理

方式（������ � � � �）與化學溶液處理方式�

（��������）。�

第一種的熱處理方式就是以使用加熱的模

式將冠部（������� $�	���）的馬來膠移除。

目前臨床使用的熱源的包括有	����Q�� � ���	，

���	���%和酒精燈加熱的擠壓針（$�����）。

每種熱源都分別有不同大小的尖針（	�$），可

以依據根管修形或髓腔開口（������）大小不

同選用比較適合的尖針以移除馬來膠。�

第二種機械處理方式包括使用慢速旋轉器

械如��	��������������、$����� ����、鎳鈦旋

轉器械與'7銼針。�

'7銼針的切削刃面（��		����-����）及螺紋

溝槽（���	�）同樣能夠收集馬來膠殘渣碎屑，

在修形同時將它們帶出來。冠部髓腔開口部分

可以用號數較大的'7銼針，它的剛性可以增強

穿透封填材料，因此開始移除馬來膠的時候效

果比較好。

(GG<年，R�6������提到使用�������移除

根管冠部和中間()�處的馬來膠在再治療過程是

非常方便的方式。而且馬來膠移除後的空間能

添加化學溶劑（���@��	）幫助根管根尖處馬來

膠的溶解。牙根分枝（E���	���），牙根危險

區域（#����� 8���）的地方使用�������時不

能施以太大力量，因為可能會造成牙根帶狀破

損（�	�$$���）或穿孔（$����	���），所以慢

速旋轉器械用在根管冠部和中間()�處比較適

合，應盡量避免深入到根管彎區處，容易產生

平台（�����）。�

一些鎳鈦旋轉器械例如����$�也是可以

使用於移除馬來膠。3������在�<<(年就有提到

����$�比�������能夠移除根尖處的馬來膠。

如果根管在再治療前已經有適當的修形，會選

用錐度（	�$�）比較小的器械，讓它運作在

大團塊的馬來膠，減少銼針接觸根管管壁造成

器械分離（��$��	���）或斷折（-�6��）的機

會。如果錐度不夠的根管可以適量添加化學溶

劑可以幫助馬來膠的移除。器械使用的原則通

常是輕微壓力（����	� $�����）並以冠部向下

（��5����5�）的操作方式。'��������在�<<�

年的報告指出，大部分鎳鈦旋轉器械移除馬來

膠所需時間都比'7銼針少。不過���銼針則是

其中的例外。�-���-�����在�<<,年的報告也

有類似的結論。另外就清潔程度，根尖處殘留

的馬來膠封填材料普遍比冠部和中間()�處多，

而鎳鈦旋轉器械的清潔程度確實大多優於手動

'7銼針，但是產生平台的機會也比較高。�	�	8

在(GG,年指出以封填材料的殘渣碎屑被推出根

尖孔（�$����� ����	��	���）的量來評量，'7銼

針的表現優於鎳鈦旋轉器械，也比單純使用化

學溶劑來的好。因此總結來說，大多數鎳鈦旋

轉器械在馬來膠移除所花的時間都比'7銼針

少，根管內清潔程度也比較好。不過鎳鈦旋轉

器械成本高於手動器械，產生平台或器械斷折

的機率也比較高，臨床醫師可以依據器械不同

的性質和我們的需求去選擇。�

除了使用單純使用機械處理方式之外，也

可以合併使用化學溶劑，主要的考量有三點，

（(）根管封填的品質（C����	�），如果只是單

根馬來膠的封填方式，或許不需要用到化學溶

劑的輔助（�）殘留的封填材料的長度和所在

位置（�）根管的形態不同（��$������）。

第三種的封填材料移除方法就是使用化

學溶劑的化學溶液處理方式。因為化學溶劑可

以溶解或軟化馬來膠，因此可以加速馬來膠的

移除，特別是用在封填比較緻密（�����）或

彎曲的根管。常用的化學溶劑包括有：氯仿

（��������）、尤加利油（������$	������）、

右旋檸檬烯（���	��	�	��7=�������）、松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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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	�������）、二甲苯（������）、氟烷

（����	����）等。

氯 仿 ， 又 叫 三 氯 甲 烷 （ � � 	 � � ��

	��������）。在許多研究中都有提到是溶解

馬來膠最有效的化學溶劑。'��@�也提到氯

仿能有效的溶解氧化鋅丁香油酚基底的充填

劑（R�17-����������）如��-������� )���$�������

�����的化學溶劑。但就安全性方面，早在(G(�

年氯仿就已經禁用於醫療用途，另外在幾個研

究中也顯示長期吸入會導致肝臟（��@�）和中

央神經系統（�B�）的傷害。在(G,!年E#�認

定氯仿為為致癌物質（$�	��	�������������）。

�<<,年更提升到��的等級。

尤加利油是由尤加利葉提煉而來，所

以也具有尤加利葉的香氣。化學成份包括

�7$�����、�-7$�����等。除了當作化學溶劑外，

也有添加在香水中、以及用來幫助止咳。安全

性方面尤加利油沒有致癌性，不過高血壓及癲

癇病患（�$���$��）的人應該減少長期接觸。另

外溶解馬來膠的效率雖然不及氯仿，但也有一

定成效。

右旋7檸檬烯主要由柑橘外皮萃取而來，有

被當作香料成份和拿來驅蟲。溶解馬來膠也有

其效果。��5����在�<<"年指出可能會對牙根

尖組織產生毒性。也曾經被歸類為第三類致癌

物。（目前尚無足夠的動物或人體的資料，以

供分類該物質是否為人類致癌物。）

松節油是由松葉萃取，分類由原始材

料（�	�	������	����）和加工（$����	����

$�����）決定。它具有溶解馬來膠的性質。

(GG"年���提出加熱的松節油（華氏( F度）

可以加速溶解馬來膠。但是因為其燃點（������

$���	）約在攝氏�<幾度，要避免在開放的火

源加熱，可以改用其他如玻璃珠滅菌器（%����

�	����8�）�或其他電子熱源（�	��� ����	�����

���	������）降低危險性。

二甲苯是三種芳香族化合物的混合溶劑，

也有被用在印刷業、皮革工業的化學溶劑。


���(GF"年提到二甲苯具有溶解馬來膠的性

質，安全性也比氯仿高。但是在(GGF年就提出

它可能具有致癌性。

氟烷的安全性相對比較高，生物相容也

比較好。但溶解馬來膠的能力還是不如氯仿。

圖圖圖六六六六：氯氯氯氯仿仿仿仿（（（cchhc looorroooffooorrmmm））

圖圖圖七七七七：尤尤尤尤加加加加利利利油油油油（（eeuuccaalyyyppttuuss ooil）

圖圖圖圖圖八八八八八八：：右右右右右旋旋旋--旋旋 檸檸檸檸檸檸檬檬檬檬檬烯烯烯烯烯

圖圖圖九九九九：：松松松松節節節節油油油油（t（tuurrpppeennttiinnee ooil））

圖圖圖圖十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甲甲甲甲苯苯苯（（（xxxyyleennn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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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揮發性高，所以成本較高這是主要的缺

點。
�	8��在�<<<年提到氟烷和松節油對纖維

細胞（��-�-���	）具有毒性，長期接觸可能有

肝毒性及接觸性皮膚炎。
���-�在(GG,年的實

驗結果顯示氯仿有較高的效率。另外右旋檸檬

烯的效率則是稍微比較好。3��6�'��	�在(GG(

年的研究發現加入各種化學溶劑數分鐘之後，

以固定力量使用擠壓針可以到達的深度為指

標，尤加利油的效果雖然不如氯仿但比氟烷的

效果好。�

總結來說，具有安全性也能有效溶解馬來

膠的溶劑為尤加利油和氟烷，不過由於氟烷的

成本比較高，所以臨床醫師使用尤加利油作為

化學溶劑就成為主流。�

移除根管封填材料的方式會受到許多因素

影響包括：

(+封填材料的種類（	�$�����L��������	����）

� +根管修形的品質（C�� � � 	� � � � � �� 	 � ���� ��

$�$��	���）��

�+根管封填的品質（C����	������-	��	���）�

"+設備的價格與時間耗用考量（��$����� ����

	�������	����	�����@����）

 +臨床醫師的安全性（ � � � � 	 � � � � � � �  � ��

���������）

為了同時獲得封填材料完全移除的效率和

安全性，合併使用安全的化學溶劑（如尤加利

油）和鎳鈦旋轉器械逐漸成為目前臨床醫師常

用的方式。����

(+%��	����&�'�$$�����3�&��I�����?&�����C@��	��+�

'����������$���$����　�����������$��$�����	��	����	��

�������	���	��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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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氟氟氟氟烷烷烷烷烷（（hhh（ aalloootthhaaan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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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氧化鈣根管封填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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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根管治療使用氫氧化鈣最主要是

因為:(;氫氧化鈣可刺激硬組織的生

成（�	�����	����������� 	������ ����	���），氫

氧化鈣分解後的氫氧離子根擁有高酸鹼值（�'�

@����），形成治療的鹼性環境能可以活化鹼

性磷酸（��6������$���$��	���），這種酵素在

硬組織生成（���� 	������ ����	���）的過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可以促進硬組織的礦物化

與骨質化（�������8�	����������������	���+）。

:�;氫氧化鈣也可以抑制骨質破壞（����-�	����

���-�������	��	���），因為氫氧化鈣能夠滲透

穿過牙本質小管而進入牙周膜韌帶空間，氫氧

化鈣的強鹼性能中和促使牙根外吸收的噬骨細

胞（��	������	）所產生的乳酸（���	�������），

並防止牙齒去礦化，加速組織修復。最後:�;

氫氧化鈣有極佳的抗菌效果（	�����	�����-����

�����	�），主要是氫氧化鈣的鹼性會使蛋白質

變性，根管中的微生物會因此無法存活或使其

毒性降低，所以它具有抗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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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研究報告指出組織修復細胞的移

轉（����	���），分化（�������	��	���）與礦

化（�������8�	���）都需要借助游離鈣離子，

在活化的鹼性磷酸的協助下完成。因此，近

期的研究更建議牙齒如果事前給予過氯化鈉

處理，鈣離子穿透牙本質的滲透會有更高的

效果。此外，氫氧化鈣對牙根尖周圍炎的迅

速修復的效果有極大關係，雖然統計上並沒

有差異。一些前膽性的臨床研究發現含氫氧

化鈣的根管充填劑－�����$��與根管糊劑－

N�	�$���在斷髓治療（$��$��	���）時使用都

有相當高的成功機率。在根管治療完成後，理

想的牙根尖病灶修復是期待有骨質再生（-����

������ 	 ���）、重新有牙周膜韌帶的粘附

（��	��	�$������	��� �������	），以及根尖周圍

有牙堊質（�����	��）的堆積（圖一）。

圖一：牙根尖有骨質再生，並有牙周膜韌帶的粘附

及牙堊質堆積。

������+ �������//�+�

氫氧化鈣的殺菌能力主要是因為其分解

轉變成氫氧離子根的濃度，進而促成高酸鹼值

（�'�@����）的環境。一些研究報告發現含氫

氧化鈣的根管糊劑－�$���	（圖二）其對於減

少降低念珠菌－����������-�����和葡萄球菌－

�	�$����������� �����的效果非常有限，主要

是因為研究顯示是由於�$���	對於提高$'值的

效果不足所致。另外，根管充填劑－�����$��

（圖二）也發現對殺傷1�	��������� ��������的

效果較差。因此，要達到相當的滅菌濃度，增

加置換時間與使用純氫氧化鈣的調劑是臨床使

用時必需要注意的。

圖二：含氫氧化鈣的根管糊劑－Apexit及根管充填

劑－Sealapex

關於氫氧化鈣根管充填劑的抗菌性與其

對牙本質小管的穿透能力（���	����� 	�-�����

$���	�	���）及組織的直接接觸能力（	������

���	��	）有關連，過去有許多文獻都建議使用

�������������� ����-�	��� 	��	－�#�來檢測其抗

菌性，但是有許多爭論與不同意見，因為�#�

這種檢驗方式所得到的結果，非常容易受到

根管充填劑本身的水溶性及擴散能力影響。

氫氧化鈣根管充填劑的水溶性、擴散能力比較

差，但相形之下，氧化鋅丁香油酚類根管充

填劑－R�1如暴露於水狀培養液中（�C������

�����）會釋放丁香油酚（�������），主要由

8������������	�水解而釋出，即使其為濃度低，

仍是丁香油酚具強烈細胞毒性，能抑制細胞呼

吸及分化作用，這項特質讓氧化鋅丁香油酚類

根管充填劑在抗菌力方面表現絕對比氫氧化鈣

更好。因此用�#�進行各種根管充填劑間的抗

菌性比較試驗，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會增加，

實驗狀況更複雜，結果便不夠客觀。

因此，限制氫氧化鈣實際抗菌效果的因

素是因為� :(;氫氧化鈣對於提高$'值的能力不

足、:�;氫氧化鈣其溶解度有限、:�;氫氧化鈣擴

散至牙本質小管的能力優劣以及� :";存在於牙

本質小管中的緩衝離子多寡等。

���+������������

根管充填劑和封填材料可能會於根尖孔

處與根尖周圍組織接觸，所以材料本身具有良

好的生物相容性，是減少根管治療後發生局

氫氧化 鈣 根 管 封 填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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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區域副作用如發炎現象，阻礙組織癒合的重

要考量。當根管充填劑暴露於牙根尖組織間，

促發發炎發生，在發炎初期（始啟期－���	����

�	���）會出現中性球（���	�$���）的聚集浸潤

的現象，而發炎後期（��	���	���）則會出現大

量吞噬細胞（����$����）。根據研究顯示，

含氫氧化鈣根管充填劑比含鉛或鎂者的細胞毒

性更小。有部份研究曾經報導如果�����$��及

�3��（圖三）與神經組織直接接觸�<分鐘可

以導致永久的損害。不過其損害程度會隨著根

管充填劑的不同混合時間與測試的時間如剛混

合與硬化後有不同結果。此外，一些研究也指

出，不同的試驗方式如細胞培養試驗與活體動

物試驗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

圖三：氫氧化鈣根管充填劑－CRCS

���3���

(G,!年，�������提出理想的根管封填

劑應有下列特性分別是：:(;與根管有良好的貼

合能力（���$	�	���）、:�;能提供完整密封性

（���������-���	�）、:�;在9光片下顯示為放射

線不可透性（����$�C��）、:";顆粒精細且調

拌容易（������）、: ;硬化（��		���）後不易

收縮、:!;不會使齒質染色（�	������）、:,;具

有殺菌能力（-��	��������），或至少有抑菌性

-��	����	�	���，不會促進細菌生長、:F;硬化時

間（��		���� 	���）長、:G;在組織液中（	������

�����）不易溶解、:(<;與根尖組織相容性好

（-�����$�	�-���	�）、:((;需要移除時有常見溶

劑可將其溶解。可是目前在臨床使用上並無任

何一種封填劑商品可以同時符合�������提出

的所有條件。

氫氧化鈣根管封填劑產生的滲漏性情況

主要與它的溶解度、氫氧化鈣根管封填劑與牙

本質（���	��）及馬來膠（��		�7$����）的貼

合程（��������）度有關。關於氫氧化鈣根管

封填劑的密封性（��������$�$�	�）的研究發

現，三種氫氧化鈣根管封填劑中，�$���	�比�

�����$��（"F小時內）及M�	��71���（�週內）

有更好的密封效果。如果觀察期長達一年，

另外一個研究報告則指出�$���	的密封性則比�

#��6�	、�'�!、�'�����、M�	��71���差。因此

可以知道長時間的滲漏與密封性測試，含氫氧

化鈣的根管封填劑並未有更好的效果，不過，

臨床上的應用似乎沒有類似的環境可以相符

合。��������

����+���� ��� ����

理想的根管封填材料應有的特性中，與物

理性質有密切相關的有：

:(;流動性（���5）：流動性與根管封填劑的

顆粒大小（$�	����� ��8�）、剪切率（�����

�	�）、溫度（	��$��	��）及混合時間

（	���� ����������）有關。在操作時間內

（5�6���� 	���）中，根管封填材料有合宜

的流動性是任何一種根管封填劑都需具備

的要點。

:�;硬化時間（��		���� 	���）：氫氧化鈣封填材

料如#�����的硬化時間非常短，而%�������

則需要數天才會硬化。即使在硬化後，

封填材料表面變得堅硬了，但內層材料可

能仍需要一段時間才會徹底硬化。因此如

果要在根管治療後要製作牙根釘柱空間，

必須要知道每一種氫氧化鈣封填材料的硬

化時間，才不致影響其根尖密閉性與貼合

性。

:�;尺寸穩定性（����������� � � 	�-� � � 	�）：

%�������的膨脹量高達�F<4，這表示它可

能比較容易造成術後疼痛，甚至是牙根垂

直斷裂（@�	����� ��	� ���	��）的可能因

素。另外一種氫氧化鈣封填材料－�3��在

水中，於�(天內，體積是相對穩定的。我

們會希望氫氧化鈣封填材料的體積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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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才不會因為體積變化的緣故而使根

管充填結果不佳，或者治療結束後發生疼

痛、牙根斷裂的現象。

圖四：氫氧化鈣根管充填劑－Biocalex

:";牙齒染色（�	���������� 	��	�）：大部份的研

究顯示所有氫氧化鈣封填劑都會使牙本質

染色，所以要儘量避免封填劑大量遺留在

牙冠部份，以減少牙齒變色而需要再進一

步接受牙齒漂白的治療。

: ;放射線不可透性（����$���	�）：氫氧化鈣

封填材料的放射線不可透性來自於它添加

了多種金屬鹽類（��	������	�）。

+��+������

氫氧化鈣在臨床上應用的時機非常多。

數十年的研究瞭解到氫氧化鈣的殺菌效能與不

同氫氧化鈣配方的封填劑與糊劑有變異性的差

別。一般來說，氫氧化鈣的細胞毒性與其他的

藥劑比較明顯的低。最後，關於氫氧化鈣的溶

解度雖然比較高，但是仍然無法証明與其滲漏

性有直接關連。因此，在臨床操作上，如果氫

氧化鈣超出根尖孔並與根尖周圍組織相接處，

是會引起發炎反應，但從其生物相容性試驗結

果可知，氫氧化鈣引起的外物反應（/� �����

��*��  ��+����）大致上是在身體可接受的範

圍內，而且會隨著時間的增加漸漸回復平衡狀

態，理論上不用過於擔心，但無論如何，還是

要盡量避免操作時發生相關誤差，盡量將治療

做到完善的程度，根管治療的預後效果方能更

好。�   

氫 氧 化 鈣 根 管 封 填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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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秀傳醫院牙科部

��������������������	�是一種廣效性

的抗菌藥，也是有效的殺菌劑。因

為它的抗菌作用可以抵抗所有的微生物，包

含細菌、病毒、酵母菌等。������������曾被

廣泛地研究，而且被認為對於口腔衛生具有

“黃金標準”的抗菌性。在牙科許多臨床領域

包括牙周病、根管治療、口腔外科等都認為

������������是有實際效用的藥劑。

������������分子是屬於正電性（攜帶陽

離子），而位於口腔表面及其內的大部分細菌

都是屬於負電性（攜帶陰離子）。因此依據

異電相吸的原理，������������會強烈地連結

於這些結構的表面。當������������連結於微

生物的細胞壁時，它會改變其成份構造、傷

害表面結構、造成滲透壓失衡伴隨細胞質沉

澱以致於細胞死亡。一般相信，直接性地影響

������������的延長的抗菌性是取決於其殘留

效應與其使用的劑量及型式（圖一）。

圖一：Chlorhexidine的細胞壁殺菌機轉

������������是安全而且不會造成抗藥性

微生物，因此優點是與其他抗生素比較可以被

長期重複性的使用。此外，不單只是細菌，它

也可以作用在所有的微生物。就像許多E#�通

過的藥物一樣，使用������������也是有副作

用的；就是它可能會引發潛伏性的感染，然而

相較於它擁有眾多的優點之下，這些副作用是

可以被容忍的，而且������������在停止使用

後是會恢復原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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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早期的(G,<年代，������������是

第一個被當作漱口水用來輔助傳統的非手術性

牙周治療。E#�在(GF!年依據研究顯示它可減

緩牙齦炎的嚴重性高達"(4而給予通過認證，

命名為�132#19（R������������	�����）（圖

二）。不久，�132#19成為第一個通過�#��

������������$	����的漱口水。從(GG"年開始漱

口水可廣泛地被取得，並且有許多不同的廠商

出產。為了達到療效，藥物必須被驗證具有

F<>(�<4的生物相容性以符合適當的生物等效

性。但是至今，仍沒有報導針對�132#19以及

其它漱口水做進一步的研究。

���� ��� �� ���被證實針對牙齦上牙菌

斑具有廣效性的抗菌效果。在 ( G G ,年，

������������被推薦為局部性用藥（�������$&�

�
B22�������������	�����），可用來治療成

人性牙周炎以降低牙周囊袋的深度，主要利用

其分子附著到細胞且攻擊細菌表面時，滲透壓

失衡且使細菌內細胞質澱析水解因而造成細胞

死亡。

                                    

圖二：PERIDEX

������������被認為在口腔衛生具有”

黃金比例”的抗菌性。在專業性的牙科約診

治療間使用<+(�4���������������������	�漱口

水，被證實可以有效改善牙齦發炎與癒合的

情況（圖三）。������������漱口水可提供給

所有牙齦紅腫的患者，包含牙周探測時會造

成牙齦流血者使用。然而，因為顧慮到使用

������������會造成牙齒外因性染色的潛在副

作用，許多臨床牙醫師大都只建議嚴重牙齦炎

的病患使用������������。外因性染色是可以

輕易被改善的，因此對患者而言使用的優點是

遠勝於它的副作用的。������������漱口水的

使用準則是推薦一天使用兩次，每次( 毫升，

使用�<秒。病患將會在牙菌斑的量及牙齦炎、

流血的部位有明顯的改善。

沖洗牙齦以減少牙齦上和牙齦下的口腔細

菌已廣泛被使用於專業性牙醫師以及協助居家

照護。沖洗牙齦的目的是為了沖洗牙齦內細菌

以減少牙齦發炎的發生或是減緩病患現有的牙

齦炎。牙齦上沖洗對於那些牙齒間牙菌斑控制

無效者非常有效。牙齦下沖洗的目地是可以降

低牙周囊袋中的細菌量，使用注射器或噴嘴沖

洗管加上套管，來直接將沖洗液注入牙周囊袋

進行沖洗，目標是為了治療或是預防牙周炎的

侵犯。

就藥物使用而言，������������的本質特

性被認為是用來沖洗的理想選擇。然而研究仍

沒有結論性的結果。有部分研究建議牙齦下沖

洗對於改善牙周結果是較好的。其他的研究則

認為病患接受牙齦下沖洗後仍無法得到相同的

結果。這可能是因為事實上������������即使

會殘留在牙周囊袋內，但時間的長短可能是影

響在效果的關鍵。因此，有些研究建議使用高

濃度的������������進行沖洗，期盼能增加改

善洗牙及牙根平整術的治療效果；但是這似乎

是需要長期的連續治療比較適合的。因此，目

前認為牙周病治療過程，在第一次洗牙和牙根

平整術之後，連續接受牙齦下沖洗至少�F天，

再進行約每�>�個月的評估，會有比較明顯的

圖三：0.1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漱口水

� � � �  � � � � � � � � 的 臨 床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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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效果。

目前������������在長期牙周病治療上

主要用於牙齦下沖洗、局部性使用的方式。

������������藥片（�+ 毫克）是以一種微

小的凝膠薄，置入約 毫米深度的牙周囊袋

中。藥片將會在,到(<天內漸漸溶解且釋放

������������，進而殺死牙周病及牙齦下囊

袋深層的微生物病菌（例如��$���������

�����@����）（圖四）。

在牙周病治療時， � �  $ � �  � � � � � ��

�����@����（��）是非常困難被移除的細菌。

像其它與牙周病有關的細菌一樣，��也因為

被包埋於生物膜中而對於高濃度的抗菌藥物

有較好的抵抗力。而相較其他的抗菌藥物，

������������被認為在對抗��有較好的成效。

藉由將������������加入治療中，可以明顯降

低牙周病致病菌以促進癒合。

近 年 來 ， 藉 由 簡 單 的 棉 花 鉗 放 置

������������藥片的治療方法逐漸普遍。研究

發現使用������������藥片（使用約�>�次）

當作輔助洗牙及牙根平整術的患者，相較於使

用安慰劑（沒有使用）的患者，可以降低牙周

囊袋深度約�毫米左右的比率較高。若有需要

病患可以接受長期的牙周維護計畫。有研究報

導，有大於或等於 毫米深度的牙周囊袋的患

者，使用������������置入囊袋中。兩年的結

果顯示，有G(+F4病患改善牙周囊袋的深度。

非手術性牙周治療合併使用������������

應該是可以考慮的。因為這是簡易而且不昂貴

的輔助治療方式，並且對病患有極大的好處，

因為可以增進其修整復原。在針對初期治療方

面，臨床研究支持使用������������更甚於手

術方式。其目標是可以減少牙周囊帶深度並且

降低手術區域的細菌威脅。

在再生性牙周重建手術中，影響成功率的

因素之一就是局部的感染及發炎。在骨質移植

的牙周重建手術中，使用������������來消毒

手術的部位顯示能明顯的增進骨質的高度與質

量以增加其成功率。在初期治療期間於重建手

術的前一個禮拜，大於 毫米深度的牙周囊帶

者應該要建議被使用。

在根管治療中，������������是現在廣泛

被使用於根管內沖洗的或當作根管內用藥。它

的抗菌效果功效廣泛，使用簡易而且價格合

理，因此是可考慮的使用選擇。不像其他根管

內沖洗溶液，������������沒有組織毒性的。

大部分的根管感染牽涉了嗜氧及厭氧菌

的混合，厭氧菌成為造成感染及發炎的主要來

源。在根管治療中最主要的目標是移除感染牙

髓組織和感染致病菌。因此需要藉由根管器械

及根管內沖洗等機械性清創來完成。使用銼針

等機械性操作會擴寬根管空間並且移除感染牙

髓組織及致病因子。然而，在許多根管空間

的侵略性機械操作後，仍然有一些組織及致

病細菌的碎屑殘渣，在感染的根管內出現的

兩種常見的嗜氧病菌是1�	��������� ��������和

��	��������� �������。這兩種都可以穿透進入

牙本質小管潛伏其內，使他們難以被清潔殺

死。1�	��������� ��������可滲透約"<<微米的

深度，而��	��������� �������則也可滲透至牙

本質小管。因為這些因素，只有當使用適當的

根管內沖洗時才可消滅殺死造成感染的微生

物。在根管內注入沖洗液來溶解組織以及將那

些沒被傳統機械操作消滅的細菌殺死。目前

臨床廣泛使用的根管內沖洗液有次氯酸鈉、

碘液�������$�	������� ������、雙氧水、酒精和

圖四：Chlorhexidine藥片被置入牙齒的近心面的牙

周囊袋內



��

��������	
	��。每一種沖洗液都有各自獨特的

性質。

次氯酸鈉是廣泛而普遍使用的根管沖洗溶

液，因為它是最有效的組織溶劑，有著顯著的

殺菌特性而且不昂貴。次氯酸鈉的缺點之一是

組織的刺激性，如果沖洗溶液擠壓噴出根尖，

它會刺激根管周圍的組織，引起牙根尖周圍的

牙周韌帶損壞。即使使用的特定的注射器及技

術來使這樣的意外發生降到最低，但發生時是

會使得病患發生嚴重疼痛，而且併發有牙齦腫

脹或潰爛的臨床症狀。

在許多根管治療失敗的例子中，常會分離

並收集到大量的厭氧菌，特別是������������

������	�和��	�������� 	�����		。��	��������

	�����		是口腔內正常的菌叢並且可以被從牙菌

斑、齲齒的牙本質和牙周囊袋中分離出來；然

而這一些特定的情況下，它是會引起感染的。

這些微生物對於��������	
	��是非常敏感的。

以����的��������	
	��溶液沖洗根管內是

一種有效的抗菌治療方法，��������	
	��可作

為根管內沖洗劑（圖五）。而且能夠穿透深入

到牙本質小管殺死致病菌。有別於傳統根管

治療的多次約診治療觀念，一次性根管治療

是現時根管治療的重大改變。然而，在某些病

例中，多次約診治療仍然是必要的。雖然在多

次約診之間，根管內致病菌會有機會重新於根

管內孳生。因此，澈底從感染的根管內排除致

病菌的重要性是不能被輕視的。��	��������

	�����		在根管治療完成後，依然可以遷移至

口腔內其他組織。它是可以由被感染的根管

內遷移至牙根尖的組織，因而造成囊腫。

��	��������	�����		是一種潛伏性病菌，會感染

拔牙傷口、牙周手術區、創傷部位及其它可侵

入的敏感區域。

口腔是病毒及細菌最佳的污染著。這些

微生物的來源有牙菌斑、唾液、鼻腔、咽喉和

呼吸道。譬如說使用超音波洗牙、高速磨牙手

機、空氣拋光打亮機等牙科治療，都有可能會

產生像牙齦上、牙齦下牙菌斑微生物、血液、

病毒等。

對於在牙科治療的術前漱口對於降低感染

的成效目前並無科學證明。然而，研究顯示，

使用抗菌性漱口水像是��������	
	��等，可以

降低在牙科治療產生微生物的數量。特別是對

一些患有心臟血管疾病容易因手術促成菌血症

產生病毒性心內膜炎的高危險性病患。因此，

在口腔術前進行漱口是有益的。

第三大臼齒拔除的最常見併發症之一是齒

槽骨髓炎（例如乾性齒槽炎
��� �����），它

會有壞死、溶解、衰微的血塊並伴隨惡臭及疼

痛。疼痛會蔓延於耳朵或是整個顏面持續於術

後約���天。發生機率雖然不一定，但是拔除

埋伏的第三大臼齒時其比率有可能高達���。

造成齒槽骨髓炎的病因大部分是未知的。其中

一個理論是拔除牙齒後血塊形成失敗所引起

的。另一個理論是血塊形成後，因為纖維化溶

解造成其血塊形成失敗。纖維化溶解的病毒來

源是可以被理論化的。

拔牙手術前使用� � � ���� � � � � � � 	 
 	 � ��

��������溶液漱口，結果顯示可以持續�個小

時內降低口內 !�的嗜氧菌。在拔除第三大臼

齒術前及術後使用��������	
	��漱口持續一個

禮拜，結果顯示可以明顯的降低齒槽骨髓炎的

發生。因此一般都建議每天兩次使用�"毫升的

��������	
	��，��秒，可以有效降低齒槽骨髓

炎發生機率。

降低細菌量也可以有益於放置植牙的手

術，因為感染會造成植牙失敗。對於感染控制

及排除造成感染的來源必須抱持著謹慎的態度

來處理，以利增加植牙的骨整合成功率。此外

必須在植牙的過程中進行嚴謹的感染控制，使

用��������	
	��進行沖洗將可以顯著的降低微
圖五：2.0%的chlorhexidine

根管沖洗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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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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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感染的機會，並且增加骨整合的成功率。

在一些植牙周圍產生感染導致植體周圍炎的病

例中，使用��������	
	��沖洗加上機械性的清

創將可以對於修復癒合有明顯的改善。

當進行植牙時，會可能需要使用補骨並

合併骨重建於植體附近的溝縫。手術前使用

��������	
	��漱口，結果可明顯減少補骨區的

細菌量，因而降低術後感染的機率。在植牙手

術後的回診維護中，使用��������	
	��漱口可

預期將可使牙周健康有顯著的改進。在牙齦

指數（�	��	$��� %�
��）、牙菌斑指數（&��'���

%�
��）、流血指數（(���
	���%�
��）、牙結石

指數（���������%�
��）這些方面有改善。

有許多關於齲齒的形成及癒後的理論。

根據特定牙菌斑假說，在牙菌斑中只有少數特

定部分的細菌會造成齲齒。口腔病菌中，最重

要的是乳酸菌（)���(��	��	）和變異鏈球菌。

變異性鏈球菌主要是初期牙釉質－齲齒相關的

細菌群之代表。因此，口腔內只有少量變異性

鏈球菌的患者通常較不易有齲齒的現象，相反

的，擁有大量變異性鏈球菌的患者較易有齲齒

的現象。乳酸菌則是牙本質－齲齒的主要菌

群，乳酸菌通常聚集滋生於變異性鏈球菌出現

在牙釉質－牙本質交界處之後。

齲齒是傳染性疾病，其細菌易感染牙釉

質、牙本質和牙堊質。嬰兒一出生在口內並沒

有變異性鏈球菌。嬰幼兒通常在� 到�*個月時

經由父母親或保母被感染變異性鏈球菌，大約

有*��的孩童是發生在�歲左右。有極大數量的

變異性鏈球菌的孩童容易發生齲齒病灶；相反

地，沒有變異性鏈球菌的孩童則不易發生齲齒

病灶。藉由預防變異性鏈球菌經保母傳播給孩

童來降低牙本質的齲齒，是目前許多對於齲齒

及牙齒健康的研究題材。

#�������	
	��是一種對於變異性鏈球菌有

效殺菌的重要介質。#�������	
	��分子會附著

於變異性鏈球菌表面並造成細胞死亡。藉由密

集專業的居家照顧，變異性鏈球菌是可以從口

腔中被消除的。一個醫學研究中發現，受試者

經過長達十天進行專業性的清潔牙齒。受試者

每天刷牙三次，並且在早上及睡前共兩次使

用�������������	
	��。在牙科回診檢查四個月

中，研究的七個受試者中有三個沒有被偵測到

有變異性鏈球菌。然而，三個受試者仍然被偵

測到有變異性鏈球菌。這三個受試者有深度的

牙周囊袋，因此有可能有些變異性鏈球菌躲藏

在裡面，因而影響��������	
	��的作用。對於

齲齒有高風險的病患，��������	
	��漱口可以

成功地降低口腔致病細菌的數目。因此可認為

是維持正常標準的口腔衛生為目標的居家照護

項目的必要步驟。

在美國全國受口腔惡臭（例如呼吸惡臭、

不好的呼吸、口臭等）困擾著許多人。口腔惡

臭的問題明顯的影響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動。有

許多所謂的改善的方法例如漱口、咬口香糖、

購買藥物或保健食品等。意識到這個問題以及

它相關的污名影響會是一個社會課題。

發生呼吸惡臭的成因不一而定，但有*!�

是源自於口腔的問題。大部分是起因於細菌的

滋生，因為這些細菌會產生易揮發的硫化合物

伴隨惡臭的氣味化合物。這些細菌被埋藏於牙

周囊袋、牙菌斑和牙結石，使得它們很難被發

現消滅。

口腔惡臭與牙周疾病有極大關係、深層的

牙周囊袋會增加比較多牙結石的數量、高比例

的牙菌斑指數、不好的口腔衛生。厭氧菌滋生

於舌背的後部也是易揮發性硫化合物產生的重

要來源，而舌頭的清潔作用將有助於降低此區

域的細菌數量。

許多治療方法都針對於降低或排除不好

的呼吸。其中一個最有影響性的治療是使用

��������	
	��漱口。使用��������	
	��漱口的病

患有可能可以降低口臭、使牙菌斑指數下降、

減少牙齦發炎，更減少細菌產生揮發性硫化合

物。每天使用兩次��������	
	��漱口（早、晚

各一次），可以有效使細菌減少揮發性硫化合

物的發生，進而降低口臭的發生。



��

��������	
	��
伴隨著使用��������	
	��於治療中的許

多益處，也是有許多需要留意小心的缺點。

最常見的副作用有味覺的改變、牙結石的產

生增加以及造成牙齒的染色。此外，對於

��������	
	��會過敏的患者也不能使用。

關於牙齒染色的副作用，目前有兩個理論

針對��������	
	��造成染色的機制來做解釋。

一個理論認為��������	
	��分子會與食物、飲

料的色源交互作用因而使得牙齒產生染色。第

二個理論則是提倡在糖與胺基酸之間產生一

系列的化學交互作用引起所謂的「��	����
� ���

���+��,���	��(��-�	��� ����	��」。這也見於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中，像是蘋果或是馬鈴

薯。並非所有的病患都會發生明顯可見的牙齒

染色。一些臨床實驗中，使用��������	
	��六

個月後，有".�口腔漱口使用者產生牙齒染色

的現象（圖六）。

#�������	
	��染色是屬於外因性染色，

所以藉由許多不同的技術和物質是可以輕易

被移除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技術是連續四個

禮拜使用電動牙刷來震盪或是旋轉可以降

低約!"�的染色。電動牙刷成為較有效的去

除��������	
	��染色方式。然而，即使手動

是刷牙並非快速也非有效率的方式，但是依

然可以移除��������	
	��染色。另一個移除

��������	
	��染色有效的技術是使用美白牙

粉。這些都是不昂貴，且在各個藥局都可取得

的物質。使用美白牙粉的優點是可以同時使用

��������	
	��漱口，依然可以降低染色並且容

易移除。另外有個研究推薦使用咀嚼口香糖去

幫助降低染色的危機。

教育病患維持理想的口腔衛生將可以減少

��������	
	��染色的問題，因為染色將會造成

牙菌斑生物膜較輕易地附著。

圖六：chlorhexidine造成的牙齒染色

認 識 臨 床 針 對 廣 效 性 的 抗 菌 藥 物

��������	
	�����������以及相關的專業領域實

際應用是合適且有效率的行為。不同有效的

��������	
	��應用使得它在許多的牙科治療中

成為一項理想的使用選擇並且伴隨非常少許的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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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康誌 醫師

‧台中榮總牙科部

牙根垂直縱裂的臨床表現非常難以捉

摸，常會依據裂縫的位置、牙位、縱裂出現

的時間、該牙齒牙周健康的好壞以及鄰近齒

槽骨的型態（����	�����）而有所差異。牙

根垂直縱裂常出現於長時間的不舒服酸痛感

（���������(��� ��������）並伴隨有局部慢性

感染（�����	,�
������	�� 	����	��）發生；疼痛

程度不一，但普遍為中低程度並且在咬合時較

為明顯。

完整清創殺菌並且緻密封填的牙齒如果依

然未能夠改善病人的不適，咬合時有持續疼痛

（&�	�� ��� (		��），而且同時有異味感（(�
�

���）出現時，可能要考慮是否有牙齒縱裂的

出現問題；根管封填時擠壓（���
����	��）

馬來膠針或贗復時進行金屬鑄造釘柱黏著

（������	��）；病人若感覺到尖銳卡響聲

（����&���	��	��）；又當根管封填時擠壓馬來

膠時有出血現象，或突然喪失擠壓的阻力感而

馬來膠能過量地擠入根管時，都是可能發生牙

根垂直縱裂的臨床表徵。

某種程度的軟組織腫脹也是牙根垂直縱

裂的症狀之一，腫脹多是底部寬廣（(���
+�

(���
）而且常出現在牙根中三分之一的地方。

觸診常顯示出浮腫與波動感，較少位於牙根尖

端的位置。當有瘻管（�	���� ���）出現時，也

多出現在角化牙齦（�����
��	��	$�）�上而少

見於黏膜（������）位置；亦可能同時有數個

瘻管出現的可能，可以使用馬來膠針循跡（/0�

���	��）確定來源病灶。

根垂直縱裂（$��	���� ���� ��������+123）的診斷非常不容易，然而當一些特

殊的臨床及放射線學之臨床表徵出現時，才會使臨床醫師警覺到牙齒已經縱

裂破壞，後續的修補治療已經無法進行。牙根垂直縱裂為牙根表面出現完全或不完全的

縱向裂縫，可能源自牙冠部或牙根部份開始，縱裂兼併根管系統與牙周組織；可能延伸

部分或整個牙根表面，並可能出現在單側或雙側上。牙根垂直縱裂通常出現於根管治療

完成後而未接受適當贗復處理之牙齒。一般來說，後牙臼齒區的牙根最常出現頰舌方向�

（(�����4�	������
	���	��）的縱裂，而少有近遠心方向（���	��+
	����
	���	��）；前牙

區亦以頰舌向縱裂為大宗。

0	�和5��	�等學者在�  �年的回顧文獻中整理出關於牙根垂直縱裂在臨床和放射

線上的一些診斷特徵。因為無法確診的牙根縱裂會導致牙醫師無法進行合適與實際的根

管治療，而且治療癒後也會難以預估。臨床診斷方面之困難源自於多變（$��	�(��）的

臨床表徵，並且這些診斷資料多為緩發性（
�����
）。統計顯示從牙齒根管充填結束到

其發生縱裂並顯示出臨床跡象的時間平均約為� 到"��"個月。因此，多明瞭這些臨床上

牙根縱裂常出現的症狀和放射線影像上的特徵，可以提供給牙醫師日常看診時的一個參

考，以期達到早期診斷與治療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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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根垂直縱裂引起的牙周囊袋，其特徵

多為既深且窄（
��&���
������-）並有侷限性

（	�����
）出現在縱裂發生的牙根周邊，若裂

面延伸整個牙根直達對側，牙周囊袋亦會出現

雙側性（(	������）的可能。牙根垂直縱裂之牙

周囊袋特徵相較於一般牙周疾病所引發的囊袋

屬於範圍較廣且深度變化緩和（��	��������	����

	��
�&�）的情況不同。因此當一位牙周組織狀

況大致良好的病患，有某顆牙齒的某個定點出

現深且窄的囊袋測量數值時，而周圍牙齒的其

他位置卻為正常範圍時，就要考慮有非常高的

牙根垂直縱裂出現機會。若懷疑是近遠心方向

的縱裂，建議適當的移除鄰接面補綴物以求得

精確之牙周探測。�

一個密閉性良好的牙根釘柱及牙套使用

一段時間之後，如果反覆性地發生釘柱鬆脫，

也是另一項牙根垂直縱裂可能要注意的臨床現

象。此外，因為牙根垂直縱裂之診斷不易，偶

有經多次手術處理之牙齒，且過程中並無明顯

失敗理由但仍舊無法改善症狀時，也要懷疑病

灶來自於未經察覺的牙根縱裂所致。（圖一）

�

由於牙根垂直縱裂之臨床症狀程度不一，

因此不同角度的6光照射有時能夠幫助鑑別診

斷牙根垂直縱裂的存在。放射線上顯示的影像

會隨著6光射線跟縱裂平面（�������� &����）

間的相對角度、縱裂發生的時間以及牙根裂片

（��&����
���������）分離的程度等而有不同

的特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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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牙根垂直縱裂已造成牙根裂片分離的

狀況時，6光會比較能夠容易辨識。由於裂片

已經完整從牙齒上分離，其間的空隙將被增生

之肉芽組織佔據並造成分離間隙越來越大，臨

床上偶而會有裂片被推擠至鄰接牙齒牙根上或

從牙齦中突出的情形出現。（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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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時候，如果6光射線走向與裂縫平

行進入並完全穿透（
	������ &����
）縱裂裂

縫，此時6光片可直接觀察到垂直走向的放射

線可透性線條穿越牙根的現象。若是稍為改

變（±�°）6光射線的水平角度（���	,�����

������	��），可能錯失使此一放射性可透的縱

裂裂線無法被發現。0	�和5��	�等人表示，

鄰近根管且完全平行根管走向的縱裂影像會比

走向偏離牙根長軸之縱裂更難判斷。然而判讀

影像是否有縱裂線條出現時，應與牙根本身的

解剖型態如顎側溝（&����������$�）或是牙根

凹陷（���� �����$	�）；以及6光底片上使否

有摺痕、刮痕（��	�������
���������）等作鑑

別。（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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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緻密封填的根管材料周邊或是密閉

良好的牙根釘柱旁，出現因牙根裂片些微分

離而產生的空間，使6光影像上顯示出放射線

可透的區域時，便要考慮到牙根發生縱裂的可

能。此區域多在已封填根管之單側出現；或

在原本黏有牙根釘柱的牙齒，出現明顯黏膠

（�����）分離並沾付在一側管壁上的情形。

牙根垂 直 縱 裂 之 診 斷 與 處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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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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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牙根裂片分離的方向與6光射線走向不

完全平行的時候，可能會因影像重疊造成雙重

牙根表面的外型（
��(���	���������������������

�������）。然而此種影像也會在一般正常牙根

出現，如上顎小臼齒牙根的近心凹陷（���	���

�����$	�）亦會讓牙根有階梯狀（��&+�	���


��(��� 	�����）的影像，因此必須有正確的根

管形態觀念，才能適當合理的判別。（圖五）

���������������������������

� 
 


�� ����#��
�����

當牙根垂直縱裂出現在根管封填之前或

是正在封填時，治療術後影像應會有根管糊

劑（������）從裂縫處或根尖附近不正常地被

擠出（�����	��）。若縱裂方向為頰舌走向

時，被擠出根管外的糊劑影像會與根管內的封

填材料完全或不完全地重疊，此時完全重疊

的部分會呈現強烈的放射線不透性（	��������

��
	�&���）；而沒有重疊時看起來會像是不規

則的另一個根管影像。若為近遠心走向的縱

裂，被迫出根管外的糊劑會沿著牙根中心延伸

至牙根表面形成薄膜狀（�	�� �	��）的放射線

不透性影像。此外若是根管封填過程中發生縱

裂，使馬來膠副針擠壓時不斷跑到牙根外而

造成捲曲，會形成捲曲糾結狀的影像（�&	����

�&����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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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根垂直縱裂會造成細菌（(����	�）以

及刺激物（	��	���）的入侵（	������	��）�並

引發局部性的牙周炎（�����	,�
�&��	�
��		�）

致使鄰近裂縫的齒槽骨遭受破壞。骨頭喪失

的量會與縱裂的本質及發生時間長短有關；

而放射線影像上的差異則與骨破壞的範圍

（����）、縱裂走向與6光射線的角度以及鄰

近齒槽骨的型態（����	�����）有關。因此頰

舌走向與近遠心走向的縱裂所產生的骨破壞在

6光影像上是不同的；而且同為頰舌走向的縱

裂發生在前牙區或下顎後牙區，通常位在前牙

部分的骨頭破壞較清晰可見，原因為下顎後牙

頰側常有較厚的骨板（(������&���）而遮蓋住

原有骨破壞的放射線影像。（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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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現牙周韌帶空間變寬，且範圍延伸

整個牙根時，此為牙根垂直縱裂的常見指標。

單由根管疾病引起的破壞常侷限於根尖處的

骨頭而少影響其餘牙根的齒槽骨板（ ���	���


���）。發生頰舌走向縱裂且延伸至根尖的牙

齒，在6光影像上牙根輪廓會較其他正常的鄰

近牙根更為明顯，原因在於牙周韌帶變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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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骨破壞而使縱裂牙根有被聚焦、獨立（	��

�����）出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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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縱裂的裂面與6光射線的角度垂直時�

（近遠心走向之裂面），影像上所呈現的骨破

壞範圍將比一般頰舌走向之縱裂會更大且明

顯。0	�和5��	�等人稱之為光環樣的放射線

可透性影像（����+�	��� ��
	��������），因此6

光影像若出現圍繞整個牙根的骨破壞時，必須

要考慮到縱裂出現的可能。（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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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縱裂走向為斜向越過牙根或是裂縫的終

點未達根尖時，可能會出現一階梯狀的骨破壞

影像，而其階梯破壞出現的位置與縱裂深度的

終點有關。其顯示出的影像則會因6光射線的

角度而有所不同，將6光錐筒以近心或遠心水

平偏移約�"度角會獲得較佳的影像。然而此一

階梯狀破壞亦有可能源自於根管治療或牙根釘

柱空間製備時造成的牙根側壁穿孔（��	&&	���

&������	���），因此階梯狀破壞只是牙根縱裂

可能表現的影像之一，臨床上還必須輔以牙根

表面及囊袋探測來確認。（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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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顆牙齒單獨地出現嚴重的牙周破壞，

且口內其餘牙齒牙周狀況普遍良好（��(��）

時，此時必須考慮牙根縱裂的可能。特別是在

一顆經過完整根管清創且緻密封填的牙齒周

圍，出現雙側性的水平骨喪失時，有可能這顆

牙齒已經出現近遠心方向的牙根縱裂。（圖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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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牙區根叉處的骨喪失可能是牙周疾病；

也可能是牙齒髓腔底處（&��&� �����）穿孔、

破裂或是壞死已久的牙髓組織藉由側根管聯

通到根叉處等使細菌和刺激物（(����	�� ��
�

	��	���）進入而造成破壞。若無明顯造成根叉

破壞的上述原因時，根叉處的牙根縱裂則需要

考慮在內。特別是下顎後牙區的根叉破壞較顯

而易見，然而上顎後牙區則會被顎側牙根阻擋

而需調整6光錐筒角度以避開顎側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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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顎後牙的頰側牙根或下顎後牙近心

牙根出現縱裂情形的時候，一種典型的1型骨

破壞，自齒槽脊（����）向牙齒根尖部由寬漸

窄。而當縱裂走向為頰舌向單側出現時，有時

容易被對側完整的骨頭影像重疊，而造成判讀

困難的情形。然而此種只侷限在牙齒單一牙根

的1型骨破壞乃為牙根縱裂之一項重要的診斷

依據。（圖十一）

牙根垂 直 縱 裂 之 診 斷 與 處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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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裂發生的牙根可能會在根尖部出現

類似內吸收的倒1型的牙根缺陷（1+��  ���


����），並沿著縱裂線延伸處出現長條型、

形狀不規則或緊鄰著根管封填材料的邊界的吸

收性變化。若根管封填材料如馬來膠、糊劑、

銀針等與根管壁間出現廣泛性吸收的間隙時，

則可能存在牙根縱裂的情況。（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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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逆充填材料的脫落可能由於根尖窩洞

製備時固持性不夠造成，然而會促使材料從根

尖脫出至牙周組織則源於外力使然。當6光片

上明顯發現逆充填材料脫離時，也可能是牙根

縱裂發生的一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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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治療的失敗常發生在封填完成的數年

之間，冠部滲漏（���������������）為根管治療

長期性追蹤發生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某些

經根管治療後，症狀解除並且根尖骨頭出現明

顯癒合的牙齒，卻又在短時間之內病灶擴大並

再次出現症狀，診斷時務必將牙根縱裂納入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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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臨床表徵以及放射線學的影像皆提

供了一部份精確的指標來懷疑牙根垂直縱裂的

發生。但在許多情況下，證實縱裂確實存在

的唯一方法還是必須直接用肉眼觀察（
	����

$	����	,�	��）。當牙冠結構或是舊有的贗復

物損毀脫落時，有時可以直接觀察到齒壁上的

裂線；或者縱裂已造成牙根裂片地分離，臨床

上更容易發覺，並輔以尖銳探針進行探測。若

無法直接觀察牙根上的縱裂位置時，可在局部

麻醉下使用鈍頭器械稍微在懷疑縱裂可能發生

的方位將牙齦撥開 �（�����	��）�幫助直視和

探測的進行。如果需要更大的視野來進行直視

時，一項簡易的三角形迷你翻瓣�（�	��������

�	�	���&），在欲探測的目標牙根一側、避開

縱裂線可能存在的位置做一垂直切線和齦溝切

線（$��	������
� 	������������ 	��	�	��）並翻開

角化牙齦，此種方法大部分情況皆適用。然而

若是要確認整個縱裂延伸的範圍並要進行處理

時，則需要標準的牙周全層皮瓣（������	�������

���&）以提供更大的視野區域。縱裂發生的位

置常有骨頭喪失以及肉芽組織增生覆蓋的情

形，直接尋找縱裂位置時可輔以甲基藍染劑

（���������(����
��）、放大設備及足夠光源

幫忙定位。直接觀察到縱裂才能夠確定縱裂是

否存在，因此學者們建議在大部分的情況下盡

可能都要眼見為憑。（圖十三）

一旦確認了縱裂的存在則需開始擬訂處理

計畫，由於牙根縱裂所造成患者的不適與疼痛

通常不甚嚴重因此常常忽略它的存在，甚至在

數年之後在定期檢查時才會被牙科醫師發覺問

題，才了解症狀的嚴重性。所以病人通常不能

接受這顆牙齒只因為些微的不舒服而要面臨拔

除的命運。然而牙醫師則需告知此顆牙齒若不

做處理而擱著不管，可能在數月到數年之間出

現嚴重的症狀，並有可能影響到鄰接牙齒的牙

周狀況，那時才拔除牙齒將會造成日後贗復工

作的困難以及口腔功能的缺失的可能。因此一

旦發現縱裂，必須建議病人盡早處理以免後續

問題難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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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牙根垂直縱裂的困難度與牙齒種

類、縱裂範圍、發生時間以及位置等因素有

關。大部分的牙根垂直縱裂範圍涵蓋自牙齦溝

（�	��	$��� ������）至根尖處，因此提供了一

個讓細菌等刺激物可以進入的管道，最終造成

牙齒周邊的齒槽骨喪失。欲使骨質破壞處能夠

再次癒合，必須要營造一個沒有細菌感染的空

間，所以處理縱裂牙齒的目標即為移除裂隙並

使細菌無法再次滲透。因此若從6光影像上清

晰可辨認出縱裂已造成牙根裂片分離或牙周支

持組織破壞時，此時建議積極進行治療計畫，

以減少將來骨質破壞的範圍；若6光上並無明

顯異狀且牙周組織正常，牙根可能只有輕微裂

痕�（���,�
）�，則可先保守觀察。

多根牙（���	����
� ���）在大多數的情

況下可以藉由牙根切除術�（���� ��&��	��）

或是牙齒切半術（���	���	��）移除縱裂牙

根，由於可以完整移除細菌入侵路徑，所以

預後通常是比較好，報告指出"+��年的保存率

（����	������）可以高達.*�到 ��。

然而在大部分情況下，前牙或是單根牙

齒發生縱裂，預後往往較多根牙差。雖然文獻

指出一些實驗性的治療方法，包括填補裂縫或

是用生物相容性的材料黏著裂片等，成功率皆

不高。所以對於縱裂的單根牙齒常以拔牙及

後續贗復作為處置方向。氫氧化鈣（����	���

��
���	
�）也常被用來促進骨破壞的癒合並

維持根管內消毒，分離的裂片可使用玻璃離子

黏劑（������ 	������������）黏合，並輔以牙

根表面的處理（�������
		��	��）和再生膜的

放置（���(����）來增加牙周組織再生的機

會。不過上述處理方法皆屬實驗性作法，並無

法有效提供長期的保存率，常會因縱裂處無法

完全移除或是縱裂再發等因素使牙周囊袋或膿

腫再度出現。另有在牙根上做一長斜面（�����

(�$��）來移除縱裂線，並使用生物相容性的材

料填補，避免根管內的充填材料再度污染，但

易因殘存牙根支持力不足或根管微滲漏等而導

致失敗。有學者也提出鐳射提供能量使縱裂處

齒質熔接，但困難處在於雷射能量掌控不易，

而且現階段技術更易使殘存齒質或牙周組織破

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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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根 垂 直 縱 裂 之 診 斷 與 處 置



�������	

��

��

文 / 葉家碩、翁文彬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牙醫部 根管治療科

����������	
�	����	���������	������	���	�
���������	�

�	����	���������

十六歲女性掛號初診表示右下牙齒

反覆性疼痛達四、五天，尤其在進

食與晚上的時候特別明顯，病患無特別之系統

性疾病，口腔清潔狀況良好。

為一個已完成的根管封填並且有牙釘

鑄心與牙冠的牙齒（八年前製作），口內檢查

有一膿竇（����(�	�），但觸診（&��&�	��）

牙齦與口腔黏膜並無明顯腫脹與波動感，

但患者表示頰側壓痛，舌側不會；動搖程

度為7�(	 � 	  � � %；從�光片顯示為不甚緻密

之封填並且周圍呈現透射狀（!��� �� !��8�

2�
	��������）。咬痛測試為，牙周囊袋並無

異常【圖��】。




初步診斷為急性根尖周圍炎或急性根尖膿

瘍，是以與患者溝通過後，先行開立止痛藥，另

外再約時間進行牙冠拆除；並轉診至根管治療科

於顯微鏡下進行鑄心移除和根管重新處理，倘若

發現牙齒有裂，則需要改變治療計畫，拔除並以

人工植牙取代之；若非手術性根管治療後仍有膿

竇產生，則需進行根尖顯微手術。




（�）��� 9��9� �於拆除牙冠並製作臨時牙套

後，轉至根管治療科在顯微鏡下進行鑄

心拆除與根管重新清創處理【圖�】【圖

�】。

（�）��� 9��9�.�於顯微鏡下拆除鑄心，尚未發

現有任何裂痕�。

（�）��� 9��9�!�移除大部份的馬來膠，�移除

後，湧出大量的膿血，爾後進行大量的

次氯酸鈉（"��"��5�:#�）沖洗。

（�）��� 9��9���牙齦的膿竇仍存在，使用次氯

酸鈉沖洗時仍有大量的泡沫產生（(�((���

�����），加上仍有黃白色的膿血，無

法使根管乾燥，所以進行氫氧化鈣覆蓋

（#�;:<=��>����	��）【圖�】【圖"】。

（�）��� 9��9���膿竇仍然未消，使用根管銼

進行根管內引流仍有大量的黃白色膿

血，然由於根尖測量器數據並未異常，

亦於顯微鏡下查無裂痕，是以無法證明

牙齒有裂。原本堆積著氫氧化鈣粉與膿

血的管壁在次氯酸鈉沖洗得以清澈。

圖 1 圖 3圖 2



��

於顯微鏡檢查的過程當中，發現6光片

上雖顯示已無馬來膠殘存，然於鏡下

仍有部份管壁與狹縫沾黏馬來膠與封

填劑（������）；此時佐以超音波器械

（�������	��	&�）震盪掃除殘餘馬來膠與

封填劑�。【圖.】

（"）��� 9��9���膿竇消失【圖!】，進行根管

內引流此時無黃白色之膿血，使用次氯

酸鈉沖洗也不再有大量的泡沫產生。

（.）��� 9��9�*�顯微鏡下檢查已無殘存馬來

膠，由於根管內部處於乾淨的狀態，是

以採垂直加壓熱充填法（���-����/0�

$��	���� ���&��	��）進行根管封填，並

轉至贗復牙科進行後續假牙處理，並告

知患者應定期追蹤，若有再次腫脹或膿

竇則可能需要進行手術性根管顯微處理

【圖�*、 】。

（!）����9�"9� �無任何症狀，亦無囊袋或膿竇

產生，原先6光病灶區較先前呈有些許骨

小樑沉積，此為癒合之徵兆，應持續追

蹤檢查【圖��】。

由於先前的根管治療並未有完全清創與緻

密的充填，是以將細菌等感染刺激物埋藏於根

管內，慢性根尖周圍炎的結果便是形成一周圍

齒槽骨的破壞，並後續產生急性感染症狀，使

得患者感覺到極度地腫痛。

抗生素的開立與切開引流或許可以緩解急

性期的腫痛現象，但完整的治療仍有賴於根管

的重新處理。

顯微鏡與超音波器械的使用有助於在拆除

鑄心時盡可能地保留剩餘的齒質，更可於根管

重新處理的過程當中，對於根管內部的結構有

更清晰的了解而得以將根管清創得更乾淨，並

可以確保封填的過程有著更理想的緻密性。

完整的根管治療除了根管本身的清創與封

填，冠部的密封性與包覆齒質防止再感染或咬

裂更是保存牙齒的關鍵，病灶區的癒合需要三

到六個月甚至數年以上才能明顯有骨沉積的現

象，是以於根管封填後，應盡早重新製作鑄心

與牙套，並持續追蹤檢查，若有需要，再進行

第二階段即根尖顯微手術（ ����	���� ���� ������

������）。����

圖 5 圖 6

圖 8 圖 9 圖 10

圖 4

圖 7

急性根尖膿瘍之處置與完整的非手術性根管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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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慧青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牙科部

牙髓病科

術顯微鏡使用在醫療上已經有很長

的一段時間，直至到 �年代初期才

正式開始被引用於臨床牙科治療。����年後，

美國牙醫協會（����	����>����������	�	��）

及美國牙髓病學會（����	���������	�	��� ���

��
�
��	�）更將顯微鏡的使用訂定為牙髓病

專科醫師訓練的必要課程之一。在台灣地區，

顯微鏡應用在根管治療上雖然沒有非常盛行，

但是許多教學醫院及牙髓病專科訓練機構在實

際治療需要的環境下，也開始購置並學習顯微

鏡的使用方式。經過將近十多年的發展，顯微

鏡也被列為專科訓練的必要課程。顯微設備更

已成為牙髓病專科醫師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然而臨床使用顯微設備及與其配合的器械

材料究竟可以對非手術性（傳統）根管治療有

那些協助呢？嚴格來說，使用顯微鏡設備能夠

給牙醫師在治療過程提供兩項重要的改變，就

是 ;�=照明度（	����	��	��）+充足的照明可以

讓牙醫師可以在治療區域有更清楚的視野，根

管治療時可以清楚觀察牙髓腔底部及根管內部

情況，;�=放大率（����	�	��	��）+有效的放大

則容許牙醫師有更瞭解的操作環境，在細窄的

根管內可從事更細微的操作。簡言之，顯微設

備提升了牙髓病治療的清晰度及精細度。

;�=輔助根管治療診斷的精確性，如牙冠或牙根

裂痕（������ �	��）的確認，填補物微滲漏

（�	����������）導致牙髓病變等：在臨床

上，一些不明原因的牙齒疼痛，常常造成牙

醫師很大的診斷困擾；因為不清楚致病原因

的疾病，就很難對症下藥地的對病患進行治

療。這些不明原因疼痛的病例中，裂齒症

（������
� �������
����）是其中比較難診

療的。事實上，裂齒症的診斷並不容易，初

期裂齒症很難從牙齒的外觀診斷出來，因為

許多微小的裂痕難以被肉眼直接觀察，其臨

床症狀與徵象多變，甚至與牙髓病變導致的

牙周病變極為相似而不易診斷。裂齒症的初

期診斷僅能依據病患的疼痛症狀、牙科病史

等資料參考，目前並無可靠且確實的診斷工

具可輔助診斷。許多病患都可能經過了其他

保守的治療無效後，才被診斷出可能為裂齒

症。病患不但飽受疼痛折磨。現時顯微鏡可

應用在裂齒症的初期診斷，幫助牙醫師以高

倍率的視野下確認牙齒上的裂痕的存在以協

助正確診斷（圖一）。在非手術性的牙根評

估中，雖然，牙齦以下裂痕的深度／嚴重程

度仍是臨床上無法得知的部分，但在顯微鏡

下，輔以甲基藍染出頰舌側之裂痕，可以診

斷出裂痕是否可能存在，以及是否已延伸至

牙齦以下；一旦開始治療，顯微鏡還可以篩

檢出部分牙齒裂痕是否已經由牙根向牙冠延

伸；而在手術性治療中，顯微鏡可以及時進

行裂痕檢查，更可以早期決定手術治療的方

向。有了顯微鏡的輔助之後，無論是在非手

術，或是手術根管治療過程，對裂痕的診斷

變得較為明確，可讓醫師與病患少走一些冤

枉路；搭配影像系統的呈像，也有助於患者

對病情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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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在顯微鏡的照明與放大協助下，可以確認牙

齒上裂痕

;�=協助尋找鈣化（����	��）或細微不可辨的根

管入口，根管數目及確認不規則根管的位

置：鈣化根管，恐怕是每一個牙醫師在開始

根管治療之初，最怕面對問題；常常已經將

牙齒磨足夠的深度，卻還沒有根管開口的蹤

影；或者雖然找到根管開口，怎麼根管銼針

才進���就再也通不下去了。進退兩難，

用來形容這個尷尬的時刻是最適合不過的。

很多找不到根管開口的鈣化病例，常常都是

因為根管開口還藏在修復性牙本質（鈣化

組織）（��&���	$��
��	�）之下，或是根管

方向非常彎折而遍尋不著。特別是大臼齒

區，在牙髓腔開擴之後，因為照明不夠，

視野受限，操作範圍又窄小；一方面無法看

清細部，一方面器械時也受制於病患張口度

限制。這時候如果冒然繼續修磨牙髓腔內的

齒質，又怕會過度修磨導致牙齒崩裂，又怕

會造成髓腔底部穿孔。當然會增加了臨床上

尋找根管開口的時間。現時大部份牙髓病科

的專科醫師可以較為輕易解決這個問題的原

因就在於顯微鏡的輔助使用，不但可提供足

夠的照明和放大倍率，較容易分辨牙髓腔底

深棕色的修復性牙本質，而且搭配適合的超

音波器械操作，可以精準的移除遮蓋住根管

開口的鈣化組織。針對一些雖然找到根管開

口，可是只能向下修形���的鈣化病例，

也常常是因為根管上部的修復性牙本質尚未

完全移除，而造成根管銼進入根管的方向不

對，自然就卡在根管上端處，而無法繼續向

下清創修形。此外，面對一些型態多變的根

管系統，如牙髓腔很深，根管數偏多的牡牛

狀齒（����
��	��）；或是在下顎第一小

臼齒，根管分叉在較深處的根管系統；又或

者是常見的上顎第一大臼齒的第二近心頰側

根管開口；根管開口分佈變化很多的上顎第

二大臼齒；下顎第二大臼齒的#型根管系等

等（圖二）。過去只能靠放射影像的推測及

臨床上觸感來尋找根管開口，有了顯微鏡的

照明及放大，可以看到這些根管不規則位

置，減少了憑藉觸感的不確定性，並可直接

看見器械的操作，才更有機會將根管徹底清

創修形處理。當然，顯微鏡並不是萬能的，

一些完全嚴重鈣化的根管，在顯微鏡下只能

看見鈣化的齒質，是否能適當處理，還得借

助牙髓病科醫師的經驗與合適的器械操作。

顯微鏡也有它的極限，因為光線直線前進，

遇到彎曲的根管，彎曲的根尖區域恐怕仍得

借助觸感來尋找根管位置。但可以肯定的

是，顯微鏡輔助影像的照明和放大，對根管

開口的定位和適當移除鈣化組織大有助益

的。這可以讓專科醫師更有效率的處理鈣化

根管和彎曲根管的病例。

圖二：在顯微鏡協助下尋找上顎第一大臼齒第二近

心頰側根管開口

; � =確認根管治療清創管壁的清潔程度：在

顯微鏡下，視野可以放大至�至��倍，根

管內部的清潔程度可很容易被確認。甚

至過去無法掌握的根管內部型態如根管

峽（ 	� ����），根管 （� 	�），都有機

會在配合超音波根管銼使用下，直接清

創，而不再單純靠根管沖洗溶液如次氯

酸鈉（5�:#�）或根管內藥物如氫氧化鈣

（#�:<�）來達到殺菌的目的。特別是需要

根管再治療的根管系統，過去只借助放射線

影像的輔助確認根管內是否還有舊材料的殘

留，但根管壁上如果只剩薄薄一層馬來膠封

填材料是無法被檢查出來；或是前一次治療

顯微鏡 在 非 手 術 性 根 管 治 療 的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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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用到樹脂材料（���	�� �����），也

很難用肉眼或放射線影像察覺。在適當倍數

的顯微鏡視野下，利用顏色的差異，可以很

容易被觀察，才比較有可能把這些材料完全

移除，而增加根管清創的效果。顯微設備帶

給根管治療的在清晰度的改變，就像是讓摸

象盲人重見光明。以往牙醫師們只能在治療

完成後觀察6光片根尖病灶的變化以判斷根

管的清側效果，誰也沒把握當下根管清乾淨

了沒有，即使治療失敗了，也難以找出真正

的原因；顯微設備的出現，可以協助牙醫師

更有效率的處理過去很困擾的根管難題，從

裂痕診斷到尋找鈣化根管開口、有效清創⋯

等，雖然設備的使用還需要長時間技術的訓

練和操作練習，但對有困難根管問題的患者

而言，無疑是一個保住自然牙的希望。�

;�=牙齒接受治療時可保留比較多的齒質，避免

牙冠斷裂（���-���������）：顯微鏡的充足

照明及放大，可以清楚看到這些牙髓腔與根

管的相關位置。因此在髓腔開擴，尋找根管

過程不需要修磨移除過多的齒質便能達到治

療的需要。

; � =可修正彌補根管治療失誤如穿孔修補

（&������	��� ��&�	�），斷針移除（����$���

�����&����
� 	�������）：根管治療過程如

果發生不能避免的錯誤如穿孔，器械斷抑的

情況，以往只能憑經驗儘可能修補並追踪觀

察後，再決定後續的治療步驟。現時有顯微

鏡的充足照明及放大，可以即時使用修補材

料如7?�等緻密的填補，增加治療的成功

機率（圖三）。

;�=可以在更清晰視野下進行覆髓（活髓）治

療（$	��� &��&� ����&�）或牙根尖成形術

;�&��	�	��	��=@�基於顯微鏡的充足照明及放

大的環境下，可以完成精密等治療步驟，並

確保治療的成功。








圖三：在顯微鏡協助下修補牙髓腔底的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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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顯微手術的發展與應用
Contemporary Endodontic Microsurgery

文 / 陳　錦 醫師

‧台中榮總牙科部

牙髓及牙周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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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報告指出，除了因為困難的

根管形態（������ ������	）及牙根

尖周圍炎病灶（�
����
������������）的因素會

影響根管治療的結果外，目前非手術性根管

治療（����������� ����� ����� ���������）（即

傳統的根管治療）的成功率已經高達���以上

（圖一）。但是臨床上仍然偶爾會有根管治療

失敗（����������� ������）的病例，主要是因

為根管內感染細菌沒有在澈底根管清創修形

（������������ ���
���）過程中清除，感染細

菌經由根管向牙根周圍組織擴散，最後導致牙

根尖周圍組織的發炎反應進而促成牙根尖病灶

（�
���� �����）的形成，並伴隨著發生持續臨

床症狀如牙齒疼痛，牙齦紅腫及膿瘻形成，同

時也會有變大的放射線不可透性的牙周組織與

骨質破壞（��������������）。曾經接受過根管

治療的牙齒，如果牙根尖病灶無法癒合，除非

因為有嚴重的牙周支持組織破壞或牙齒已經齲

蝕過大而無法修復，現時的治療方向都會考慮

進行根管再治療（���������� �����������）儘量

保留牙齒，而不會輕言拔牙（����������）或植

牙（��
���）的治療。許多根管再治療的病例

經過重新的澈底清創確實完全將根管感染去除

後，都會獲得病灶癒合（
��������）的結果。

但是有部份完成根管再治療的病例，雖然無法

獲得有效的治療結果，但是進一步接受根管顯

微手術（���������������������	）治療後，牙

根尖病灶都會獲得預期的癒合結果。

　　　　　　　　　�����

廣義的根管手術（即傳統的牙根尖切除

術��
��������	）就是要治療感染的牙根尖

（�
��）及牙根周圍的病灶，更進一步使用牙

根尖逆充填材料（����������� �����）以封閉根

尖未端。過去的牙根尖手術都是使用圓型鑽針

（������ ���）連接高速磨牙手機（�����
����

����
����）進行骨質的移除（��������	）及牙

根的切除（������������������），再使用銀汞材

料（������）完成根尖逆充填。經過多年技

術的進步與器械材料的發展，還有持續多方面

研究的瞭解確認，牙根尖周圍手術已經逐漸轉

換成根管顯微手術，並以手術顯微鏡（��������

��������
�）�輔助整個手術步驟，提供極佳的

放大（�������������）與照明（����������）

治療效果（圖二）。整個根管顯微手術步驟的

變革，不但明顯有助於手術的成功，對病例的

選擇（����� ��������）適應範圍也增多，最重

要的是增進手術後感染病灶的癒合。因此，現

時的牙根尖手術已經可以正式的稱為根管顯微

手術，因為藉由手術顯微鏡的協助，基本上不

但整個手術過程比傳統的根尖手術有明顯的改

進，研究報告的結果也顯示接受根管顯微手術

圖一：根管治療完成後牙根尖病灶癒合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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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療成功率有大約���的增加（表一）。

目前臨床上，牙髓病專科醫師在進行根管

顯微手術時，選擇使用超音波器械（����������

������）及新發展材料如��� ，!" 的輔助

來提升手術成功機率，並能保存牙齒免於拔

除的最重要的關鍵。手術顯微鏡不但可以在

手術過程中協助手術醫師獲得更清楚的手術

視野，減少骨質的移除及精確的清除根尖病

灶，更可以協助手術醫師確認根管治療失敗

的原因，如鑑別牙根斷裂（����� ��������），

根管穿孔（
����������）等。此外，對辨識

及處理感染的額外牙根（����������），遺

漏的狹縫（ � � �����）及不規則的根管形態

（����������	）而根管修形無法清創的位置，

使用手術顯微鏡更有效的協助澈底排除原因而

增加手術的成功治療結果。許多過去使用不同

評估方法的根管形態研究的結果都指出，複雜

的根管系統被細菌感染後，細菌可深入牙本質

小管（�������� ������），狹縫（�������）與

側根管（����������）內，這些深埋隱藏的細

菌甚至可以穿透牙本質小管到達牙本質�牙堊質

（��������������� #�������）交界，促使牙根尖

病灶無法癒合的原因，必須依賴澈底的清創修

形才能清除。根管顯微手術可以有效處理牙根

尖彎曲（������ �
��）且複雜的根管形態，這

是在非手術性根管治療時，雖然使用特殊設計

的鎳鈦金屬銼針（���$����������������	）也可

能難以克服，如果使用不當甚至會造成器械斷

折（��
������ ����������）等難以處理的情況。

除此之外，牙根吸收（����� �����
����）的情形

更是非手術性根管治療所無法有效處理的困難

情況，也必須借助根管顯微手術完成困難的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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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數年，由於手術顯微鏡及手術器械的

表一：根管顯微手術與傳統的根尖手術的治療成功率差別

 Microsurgery

作者 年月 個案數 追蹤時間 放大方式 根尖修形 逆根尖充填 成功率

Christiansen 2009 22T 1年 顯微鏡 超音波 MTA 96.0%

Taschieri 2008 100T 2年 內視鏡 超音波 SEBA 90-92%

Kim 2008 192T 2年 顯微鏡 超音波 IRM/SEBA/MTA 95.2%

Taschieri 2007 30T 1年 內視鏡 超音波 SEBA 93.0%

Tsesis 2006 45T 1-4年 顯微鏡 超音波 IRM 91.1%

Chong 2003 108T 1-2年 顯微鏡 超音波 IRM/MTA 87-92%

Rubinstein 2002 59R 5-7年 顯微鏡 超音波 SEBA 91.5%

Rubinstein 1999 91R 1年 顯微鏡 超音波 SEBA 96.8%

 Traditional Apicoectomy

作者 年月 個案數 追蹤時間 放大方式 根尖修形 逆根尖充填 成功率

Tsesis 2006 43T 1-4年 無 鑽針 IRM 44.2%

Arad 2003 122 11.2年 無 鑽針 Amalgam/IRM 44.3%

Wessen 2003 1007 5年 無 鑽針 Amalgam 57.0%

Rahbraran 2001 176 1年 無 鑽針 Amalgam/IRM 19.4%

Haise 1991 474 1年 無 鑽針 Amalgam 68.7%

圖二:  Zeiss根管手術顯微鏡

根 管 顯 微 手 術 的 發 展 與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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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根管顯微手術治療較傳統根管手術已經

有很大的進步，對治療的癒後也有正面性的助

益，其中手術過程已確認有治療效果的步驟有

包括以下：�

%&�只需要去除最少量的骨質（��������	），

因為只需要約'&��(&���直徑大小的手術範

圍。

)&�牙根尖切除（����� ���������）的長度可減

少至' & ���，並能完整移除根尖側根管

（����������）與分枝（����*������）。

'&�能確實減少牙根尖切除的水平角度（�����

����），避免牙本質小管的暴露。

(&�能清楚的檢視牙根切面的斷裂（���������），

根管狹縫（ � � �������）及複雜根管結構

（�������������
�������）。

�&�牙根尖窩洞修形時容易依循根管縱軸（����

����）修磨'&���深度。�

+&�牙根尖窩洞能順暢的使用!" 封填，以誘導

骨質與牙堊質等形成。

����

藉助手術顯微鏡的輔助，根管顯微手術的

視野比較寬廣，相對刮除病灶的空窗不需要太

大，減少骨質移除範圍的結果就可以保留更多

的骨質。特別是牙齒頰側骨被保留愈多，牙齒

周圍的牙周膜組織可以同時保留，對牙齒保存

的機會就愈高（圖三）。除此之外，基於外科

手術的原則，骨質保留愈多，對手術傷口創傷

的情況愈小，不但對傷口癒合的能力愈佳，更

可以減輕手術後疼痛的情況。使用手術顯微鏡

和特別設計的手術器械如超音波尖針對一些難

以處理位置如狹窄的後牙大臼齒區，可增加照

明與視野，對手術的進行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

因為有清楚的照明與視野，可以避免損

傷到一些正常而重要的解剖結構如下顎齒槽神

經，頦神經及上顎竇等。手術顯微鏡的實際使

用更可延伸至最細微的部位，因此可有效降低

因損傷這些正常結構的併發症機會。當然，照

明與視野的放大，牙齒鄰近的齒槽骨也可適當

的保存而增加手術的精確性（表二）。

非手術性根管治療失敗的病例中，牙根尖

%,'處的複雜形態是導致無法澈底清除感染細菌

的主要原因。因此，根管顯微手術在牙根切除

後，在極佳視野下，可以有效的使用特別設計

的超音波尖針（���������� ��
）依循牙齒的長

軸（��������）作正確的根尖窩洞修形，同時

將逆根尖充填材料緻密又完整的置放於窩洞內

以封閉根尖深度'&���處根管的牙本質小管，

分枝及側根管。根據-��（)��+）的研究發現

根管手術切除'&���的牙根，可以減少�.�的

根尖分枝與�'�的側根管。所以，最少切除

表二：傳統牙根尖切除術與顯微根管手術的比較

眼晴/放大鏡 1-4倍 顯微鏡 4-24倍

牙科治療椅燈光 顯微鏡聚焦燈光

放大器械 顯微器械

範圍大(約7-10mm 直徑大小) 範圍小(約3-5mm 直徑大小)

尖銳(約45-60度) 窄淺(約0-10度)

非牙根同軸向 與牙根同軸向

非牙根同軸向約1mm深 與牙根同軸向約3mm深

無 常規

銀粉 SEBA/MTA

小於50% 超過90%

圖三：根管顯微手術與傳統根尖手術的骨質去除的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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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牙根尖可以預防感染物在根尖滲漏的

結果（圖四）。

�

如果與傳統根尖手術比較，現時的根

管顯微手術確實可以減少組織的侵入與破

壞程度，不但可以保存牙冠贗復體（���/��

�����������），更可以維持牙齦及牙周的功能與

美觀的考量。舉例來說，根管顯微手術常規使

用的牙齦下的翻瓣（����������� ��
）設計，

不但精細的掌握牙齦軟組織免於受損，在縫

合過程更能精確復位，以防止疤痕組織（�����

������）的形成。因此，根管顯微手術在軟，硬

組織的保存與保護上，都有明顯的改良並且有

更好的治療效果，當然成功的機率也會因之提

高。

!����	������ ���� ����������������������


除了一些嚴重牙周與齒質破壞的情況，根

管治療失敗病例明顯的就是根管顯微手術的適

應症，舉例說：

%&�治療澈底且封填良好的根管治療但是因持續

無法癒合的牙根尖病灶。

)&�治療澈底且封填良好的根管治療但是因持續

不斷的疼痛症狀並伴隨帶牙齦腫脹。

'&�治療過程出現根管移位，平台形成或根管穿

孔等醫源性的併發症，並有無法處理的持續

無法癒合的牙根尖病灶與症狀（圖五）。

(&�牙齒完成固定牙冠贗復並有大型牙根釘柱

（
���），特別在前牙區需要美觀考量（圖

五）。

�&�根管鈣化（������������）且有持續無法癒合

的牙根尖病灶（圖五）。

+&�根尖部位的器械斷折（��
�����������������）

0&�傳統根管手術失敗病例

.&�根管封填過度（������）且有持續無法癒合

的牙根尖病灶。

�&�複雜的根管形態且牙根嚴重彎曲（�������

���������）無法進傳統根管治療（圖五）。

���　　　　　　���

1�������（)��)）的研究指出有牙根尖病灶

（2 3）的病例比沒有牙根尖病灶的病例其根

管治療成功率會有)��的差別，這樣的差異可

能是因為牙根尖病灶的屬性有關。因為根據病

理組織學的分類，約有)��的牙根尖病灶是屬

於牙根尖囊腫（�
�����	��），雖然囊腫病灶有

可能治癒，但是理論上，此類病例依賴非手術

性根管治療根本無法澈底清除致病的細菌及其

反覆污染，必須考慮使用根管顯微手術清除病

灶根源（圖六）。此外，一些根管阻塞的病例

如器械斷折，根管鈣化等，選擇使用根管顯微

手術可額外提供非破壞性且成功機會更高的治

療方式。特別是器械斷折的位置在牙根尖%,'，

或根管彎曲孤度過大的情況時，如果進行非手

術性根管治療會影響根管銼針操控困難，而容

易造成局部牙本質切屑過多，可能會形成根管

平台，嚴重的甚至會導致牙根穿孔或牙根斷裂

的可能結果。發生不可修復的破壞便會影響治

療的癒後。因此，根管顯微手術的優點就是可

以維持牙根的強度，並能安全有效的移除器械

斷折並且清除感染根管後給予緊密封填，增加

治療的成功機會。除此以外，根管顯微手術也

提供鈣化根管，嚴重彎曲與過度充填的根管等

另外可考慮的治療選擇，因為直接切除處理引

致牙根尖發炎的感染病灶，不但安全性高，且

治療效果好。　　　　　　　　　　　　　　

圖四：Kim（2006）的根尖分枝比例研究

圖五：根管顯微手術的適應症

根 管 顯 微 手 術 的 發 展 與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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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顯微手術雖然有其確認優點，但是要

選擇使用根管顯微手術或其他替代的治療方法

如非手術性的根管再治療或拔牙，都有非常多

的因素必須要考量。對病患來說，有能力提供

病患有明確治療效果與高成功機率的根管顯微

手術，減少病患的不適，去除病患的牙根周病

灶，維持贗復填補物以提供完整的口腔功能與

美觀，應該是病患可以優先考慮的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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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牙根尖囊腫經過根管顯微手術後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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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

文 / 陳延碩 醫師

那個時候，搖滾樂不過只是潦倒人

的錄音製品，一些破碎的酒後狂

喜，保守的知識份子視其為牛鬼蛇神、傳統音

樂否定這些尖銳而吵雜的聲響，甚至民謠歌手

也對之非議。經過貓王，經過在十字路口出賣

靈魂、和惡魔交換了樂章的3������=������，自

%���燒熔而成的異端之蕊，使得綻放。

要談論搖滾樂，就不能不提+�年代，彼

時，種族歧視還在，而越戰正打的火熱，越來

越多人不能理解為何要派自家年輕人去送死，

於是各種集會場合，開始出現反戰抗議的人

潮，而要凝聚聽眾的向心力，最好的方式就是

透過歌聲，無論從事激進手段的地下氣象人，

或是首推參與式民主的修倫港宣言；那是一個

百家爭鳴的時代，在這些故事週身，搖滾樂如

一襲華麗的外袍籠罩其上，成為學運、社運的

最佳註腳。

%�+0年，一開始只是舊金山海特區的一群

街頭藝人，漸漸的開始聚集各色文化，他們自

己組成公社，主張透過冥想和內化的形而上學

來體驗生命，他們反對動物皮草，崇尚自然，

不羈的長髮和拼貼鮮艷的布袍成了他們的標

誌，和傳統社會之間不斷衝突，這群波希米亞

人高喊「愛與和平」和「做愛不做戰」口號，�

在那個愛之夏，他們自封為花之子。

����1	��身為抗議歌手的一員大將，雖

然他不願被如此定型，但沒有比��/���� ��� ����

A���或者?�$����3����������更能表達時代的

脈動，或是比-���$������� ����@�������1���更

直接的點出戰爭的醜惡，即使鮮少直接聲援任

何的抗議團體，1	��的歌無疑是當下的「美

國之聲」。

抗議歌手Bob Dylan

如果說1	��是美國的代表，那走紅全球

的������就是英國的傳奇，其風靡世界的程

度，甚至被冠上%����������� <�������（第一次英

國入侵）一說。早期的������多半是談情說愛

的泡泡糖歌曲，四人留著清爽的馬桶蓋與靦

腆的學生笑容，而後期的專輯如���&� 2�

��J��

?���	�@������4�������「花椒軍曹寂寞芳心俱

樂部」，其龐大的迷幻架構及前衛的概念影響

了0�年代的迷幻搖滾，而音樂的內含則蘊藏到



�#

.�末期，靜待�����
�
的崛起。有些人說專輯的

封面引喻了迷幻藥物?�1，歌曲裡的迷幻感也

是源自團員們「自我探索」而得，自此搖滾樂

便和藥物劃上了等號。

Beat les四名成員，分別為John Lennon、Paul 

McCartney、George Harrison以及Ringo Starr

此外還有'=鼎立（不是=�	�4���周杰倫、

=���蔡依林、跟==林俊傑）而是嗓音滄桑充滿

靈魂味的搖滾女聲=����� =�
��、左撇子吉他之

神=����@������、"���1����門戶合唱團的主唱

=���!�������，可說都是一時之選。

Janis Joplin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年，3����������演唱會上保全人員

失手殺死一名黑人觀眾，日漸失合的������在

蘋果唱片屋頂上結束了他們最後一次公開現場

演出，旋即分道揚鑣，隔年、在過度的縱欲和

菸酒中，'=相繼猝死，愛與和平的口號成了一

個空殼，留下不絕於耳的殘響，或許就像披頭

四歌詞裡所言：

�((�
�����������(���1�(�������	((�
�������

近年來，時常在電影或其他藝文，看到+�
年代的影子、無論是明褒如由希斯萊傑和克利

斯丁貝爾主演的搖滾啟示錄、李安導的胡士托

風波，或者如)�世紀少年裡集����1	��和=����
?�����而成的����?�����、電影守護者片頭

����1	��的"�����"��	���������������，足見其

對現今創作者的影響。 ����

淺 談 搖 滾 歷 史 � B � + �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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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
文 / 陳奕安

年四月中旬，趁著老爸到美國開會

的閒暇時間，強迫他開車帶著全家

往北一探已經聽聞同學說了很久的著名鬱金香

花節慶。每年春天大約三月到四月，位於西雅

圖西北邊的�$����河谷附近的!�����7�����小鎮�

���一個著名的鬱金香花產地，都會舉辦一年一

度的鬱金香花節盛事。事實上，鬱金香花節每

一季都會有一次，只是春天的這一季是最受歡

迎的。一來很多農家會在主要農作物耕種前先

種點其他的物種如鬱金香花，再來春天比較有

百花盛開的感覺吧。通常都會吸引成千上萬的

遊客以及附近當地民眾一同來欣賞滿滿一整片

鬱金香花盛開的美景。�$����河谷是位於美國

華盛頓州西雅圖往北（約+)英哩）與加拿大溫

哥華往南（約.�英哩）的中間點。便利的交通

使得每年的鬱金香花節總是擠滿了大大小小的

賞花人朝。

鬱金香花節舉辦至今已有).年的歷史了，

創辦人=���	�1���������和=����@������當初看

見這美不勝收的鬱金香花田便決定把每年四月

訂為鬱金香節，透過人們對於喜愛和欣賞鬱金

香花促進文化交流，同時舉辦了許多相關性的

活動，也漸漸使�$����河谷漸漸成為西雅圖有

名的觀光景點之一。最理想的觀光時間是四月

中旬左右，如果太晚的話大部分的鬱金香花就

會開始凋謝。

在這裡觀賞鬱金香花的園區分為兩個：

"��
�"�/�和3��9��������。其中"��
�"�/�是



��

大型的鬱金香花農田，裡面的種類雖然不多，

不過每個種類的鬱金香都是很大的一片，放眼

望去以紅色和粉紅色鬱金香花居多。而3��9���

������是小型的鬱金香花園，雖然總數量不多

但裡面包括數十種不同種類各個不同品種顏色

的鬱金香及水仙花。其中還包括一些稀有品

種，並且在每一個種類前都插有木牌標示名字

以便遊客分辨。我們到達的就是這個花園，早

上約 % �點鐘吃

過早餐後，沿著

< � �高速公路開

了約 ( �分鐘的

車程，快到達的

時候在公路的西

側已經看到大大

小小不同的鬱金

香農田。從出口

))+下高速公路

後沿著車潮便很容易的找到3��9��������。

付了約%�元美金的入園費用，便進入花

田，花海，花香的世界。眼晴看的，鼻子聞

的，耳朵聽的都是鬱金香花的五顏六色，撲面

香氣。很多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在跑來跑

去，忙著照像，忙著驚嘆。那天剛好是大晴

天，漫步在田間，湛藍的天空搭配放眼望去及

是遍地五顏六色的鬱金香花海，隨風搖曳的姿

態，著實令人驚艷，美不勝收。在鬱金香花田

裡除了步行以外，園內還提供了馬車供遊客乘

坐和專員解說服務。此外，除了觀賞鬱金香花

以外，在3��9����������裡還設有一些小攤販和

禮品店以供喜愛鬱金香花的遊客購買相關的紀

念品。在園裡遊玩了約三個小時，老媽還買了

一些種子說要回去種在家的前院，希望明年的

三、四月，我們家中除了玫瑰花外，還可以看

到不同的鬱金香花呢。����

西 雅 圖 鬱 金 香 花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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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莊于慧 

‧永達保險經紀人

常生活中，發生在我們周遭到生活

稅務與法務問題不斷，買房子、買

保險、婚姻、贈與、繼承、節稅、理財等，無

一不涉及稅務與法律。但是，稅、法艱澀難

懂，一般人恐怕難以了解。如何讓法條更為活

用？能活用是因為你知道！如果繳稅是義務，

那麼知道就是一種權利，重點來了！那你知多

少！如何活用稅務、善用法律富足一生，是��

年面對稅制改革的一大課題。

稅負最重的人，往往不是最富有的人或是

最會賺錢的人，而是「無知的人」。因為不了

解稅法，這群「無知的人」常道聽途說，甚而

跌入租稅陷阱成為「稅奴」。舉例來說，您曾

經仔細思考過下列問題嗎？最低稅負實施後，

高所得節稅規劃會崩盤嗎？綜合所得稅、贈與

稅的查緝對象是誰？免稅天堂還會是租稅天堂

嗎？非法所得亦是課稅所得嗎？高額財產及所

得異動，如何避免國稅局找上門？⋯⋯上述可

能是您從未想過的問題，因此您可能早已繳了

許多冤枉稅！但是，節稅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

「變動的世間，唯有兩項事確定，一是

死亡，一是納稅」。無論自身理財或為客戶提

供諮詢服務，理財與規劃一定會與稅捐發生瓜

葛，成功的理財規劃方案，必定已妥善考慮過

稅捐風險。常見事業有成的富豪，為子女設想

周全的財產規劃，往往疏於操心稅務問題，結

果還是不敵稅局實質課稅的尚方寶劍，還落上

鉅額的稅捐罰鍰。節稅本身就是重要的理財動

機之一。深入挖掘現行台灣的所得稅與遺贈稅

制，還是可以發現不少的合法規劃空間，正確

的知識，可以在規劃稅務風險提高意識及適格

性，避免事後衍生不必要稅務糾紛。

百姓到底要繳納多少稅給國庫，在任何

國家都是十分爭議的問題，特別是在一個自由

民主國家，尤其是在金融海嘯後，世界各國都

面臨有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風暴，國庫缺錢不

是口號，金融風暴、消費券、八八風災、高鐵

案、⋯⋯債台高築的台灣，政府��年策略方

案，是減稅嗎？還是右手減稅、左手加稅，那

你又如何知彼知己，才能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別讓無知吞噬了你的資產王國，若繳稅是

一種義務，那麼節稅肯定是一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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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牙醫診所
誠徵 牙醫師

��������	�
���

�具照，待優。
��男、女醫師皆歡迎。
��服務及支援皆可。
��環境佳，患者多。
��口內攝影，口外集塵，保護醫師
健康，����
���。

��矯正植牙設備齊全。
��通過���審核。

環境優

數百萬裝潢、�化診所
設備新

口內攝影機、?41螢幕
光纖手機、冷光美白

感染控制完善

手機消毒鍋

微電腦真空消毒鍋

7�����真空吸唾機
全室�化
數位G���	、
���K��
��

�������
International Medical Center

至維牙醫診所

�
� 3 4

35676 4

� �2�-�2#�� &�
� �2�-�����#� &��

� 

������������

8

8�

8�� �

8 '��� ����

79

" 

分 類 廣 告



台北‧苗栗‧台中‧彰化各分院

急徵牙醫師
79‧植牙‧矯正‧����-9���各專科
收入不是問題 氣氛佳才是重點

快來一起當個無風險的老闆

�������� 詹護理長
��������� 許主任

常春藤牙醫聯盟常春藤牙醫聯盟

�����	�
�����

"�

上 安 牙 醫 診 所 

─禮聘牙醫師─

(04)22435715 廖醫師＆牙醫師歐遊攝影雜記 http://dental.idv.tw
台中市文心路四段���號�（四維國小斜對面）

2329-7728
0922-880988

�������������

���

��� ���

��� �	 
��

���

���

%&東山路 L興農超市旁 M
) &患者多，新醫師無壓力
'&數位
���，.�坪全新診所
(&另徵矯正、植牙、兒牙醫師
�&全 L兼 M職%名（2EC診所）

意者洽：���������	陳醫師或陳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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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廣 告

高薪禮聘，中清交流道旁 急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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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大學牙醫
（西屯路一段415號與忠明路口）

新店市-白玉牙醫（大坪林捷運站旁）

雷射植牙美學中心‧雷射口腔整型美白中心

徵

���������� � � ��������		

☆ 西屯逢甲商圈，新患者多

☆ 超高保障薪且抽成高

☆ 植牙馬上上手，教導開業術

☆ 具照(實習)可，全(兼)職皆優

☆ 兩個上班地點可供選擇

◎意者洽��������	
���	
��張‧��吳

���������������
���� ��	������

◎
我們是專業高科技的牙醫診所，
備有�����
��、�����雷射、
� !�、���"、全�化診所。

◎
四手操作助理群、環境優、可學
習植牙、矯正、雷射。

◎
您的診次、時段可議，誠摯歡迎
試做。

◎
供膳宿。

禮
聘
具照 專兼職及支援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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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3-577248 (04)2230-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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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歡迎您的加入！！

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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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29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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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康牙醫診所

● 近逢甲學區，二十年經營基礎，

基本患者多。

● 工作環境寬敞舒適。

● 備有獨立植牙手術室、齒顎矯正

室及醫師休息室。

● 數位�化診所，設備齊全。

● 專業助理，四手操作。

意者洽 ����������� 許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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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廣 告

������������� 
��

���
���
���
��� �  � �

意者電洽�������������	��林

聯強牙醫診所

禮聘�名醫師
自費、健保並重

教育、技術兼備
數位*)+�可申報�	��	，患者多，
馬上可上手。

資深醫師：

適轉型或歇業，醫師兼診，

診數自由，收入高。

年輕衝刺醫師：

1.具照或實習可(全兼職皆可)

2.診數自由，保障薪

3.可學專業技術及開業術

歡迎來電面談參觀

�&9

意者洽：2531-2033 袁丁民醫師
0953-005488

�������
1. 徵全(兼)職，無照可(2-3名)
   2. 位文心路、興安路口
      3. 全新裝潢，數位pano

知名牙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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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徵牙醫師
★大型數位化診所，工作環境優質

★全職、兼職皆可，具照、高抽成、

診數自由

★患者多、停車方便

★二十年基礎，全新設備

彰化市

沓澤牙醫診所
���	
	���	
呂醫師

誠徵牙醫師
﹝台中港路七期 植牙中心﹞

具照
待優
專<兼職可
3��級獨立植牙手術室
設備�化新穎

�)3�
��
�:、�)+�
��*-
資深助理
四手操作

意者：請洽 
 
呂小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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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牙醫診所元大牙醫診所
誠徵牙醫師

������������

��

美
術
館
特
區

美美美美
術術術術
館館館
特特特
區區區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

美
術
館
特
區

數位牙科

* 可學植牙、矯正

* 全(兼)可，實習或具照可

* 固定客群，全新裝潢

遷移擴大，位美術館特區

意者洽 張醫師
          �������	
�			�&9


��

全新診所 頂讓或合作

���	��	����
���	��	�����

	�位中正路、長興街口
（市場口、九米寬）

��	7��坪、�7��坪。

��已全新裝潢完成，承接後	�
天內可看診。

��因個人生涯規劃改變，而忍
痛割愛，盼有緣人。

��歡迎資深醫師轉型或夫妻、
同學，創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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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廣 告

泛
美
牙
科
診
所

徵  醫師
具照 (全、兼可)

歡迎入股成為合夥醫師

工作環境佳

可學習植牙及矯正

上班地點：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之	號
意者電洽：�����		���黃小姐

台中縣大里市國光路二段���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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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利鑽針有限公司品利鑽針有限公司

台中縣大里市國光路二段���號
:��：��#���	#����



��#����#	���
台中縣大里市國光路二段���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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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知道如何寵愛醫師

★���坪完全充滿歡樂活力，因為您值得

★病人多、抽成高，櫃檯助理行政棒

★醫師有休息室、運動室、娛樂室及浴室

★我們還有辦公室、會議室及專業教室

★更有廚房及獨立用餐空間，一切都為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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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徵全(兼)職2-3名，NP超多

2. 歡迎牙醫生力軍
或退休醫師轉型加入

3. 抽成高、高保障薪

4. 全新裝潢、數位pano

意者洽：0988-583612
05-6320966  

葉醫師

虎 

尾

��

誠徵
主治一名 植牙專科一名
高抽成、保障薪（比診所佳）

提供歐洲植牙受訓

兼職��=

意洽 ��
��������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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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擴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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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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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誠 徵 牙醫師
���具照、待優
���專、兼職皆可，診次自由
���可學矯正、植牙、牙周手術
���獨立休息空間，提供良好用餐休息環境

��������	

��	
�      Dr.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之�號

雷尼爾山（?(�
�)�+��$）西雅圖南邊的著名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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