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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記
牙橋社長

潘同益

農

曆年後，2013年的第一本牙橋，即將要出刊了，本期的主題為CT，有CT的原理介
紹、有CT在牙科的臨床運用；本期也加開了一個新的單元“各地區校友分會的介
紹＂，由高屏地區校友會打頭陣，希望借由這樣的方式，讓校友與校友會之間，能更密
切的聯繫，以期讓校友會的功能能更發揮。
談到牙科用CT，回想起剛退伍開始工作時（1995年），診所有pano，就覺得設備
好先進，8年前診所買了第一台CT (i-cat)，號稱全台灣只有3台，如今新開業診所，很多
直接跳過pano，直上CT，牙科界的蓬勃發展，造就了裝備競賽，對患者而言，是福氣
嗎？更精密的影像資料，對診斷治療的幫助，是無庸置疑的，但對牙醫師而言，不啻是
經營成本的沈重負擔，為了儘快回收，為了更高規格的軍備競賽，於是各式各樣的行銷
手法，不斷的推陳出新，迷惑了患者，也迷茫了牙醫界的前途.....
牙醫師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診所的競爭壓力是非常大的，在這新的一年，祝各位
校友、同行，賺很多，賺很多的健康，賺很多的平安！



在

臺北醫學大學於秉持學好作人方作醫的精神，歷經52個寒暑以來，關懷偏遠醫療，深耕
身障照護，擴及海外偏遠醫療，可云於國內外均見北醫大醫校三院師生及校友對社會關

懷的足跡，此亦，展現長期北醫大善盡社會責任的用心。然於當今醫療制度的變革，醫病關
係亦有所重大的變易，身處醫界的一員，對當今的醫療制度及醫病關係有著一分淺見分享於
諸位校友們。

全新的戰略觀拉醫病上岸

李祖德 董事長

北 醫 花 絮

全新的戰略觀拉醫病上岸

長久以來醫病間一直保持祥和關係，但近年雙方關係緊張衝突，主要是醫病各自集結、
缺乏對話，醫界只聽自己窄頻的AM，病方則聽寬頻FM頻道，彼此沒交集，尤其媒體監督下讓
醫病關係更緊張，劍拔駑張過程中恐致醫病懸崖。如何避免走上醫病懸崖危機，當務之急是
建立雙方溝通對話平台，這次論壇的目的就是提供各方角度的談話平台。
面對醫病關係緊張現況，多年來醫界只有戰術，卻缺乏戰略，很多事情必須回到戰略層
面，其實靜心看待，醫病懸崖問題沒那麼困難，首先建立好醫界的SOP，再回到戰略上看問
題發現，媒體角色不只是監督（Watching），可進階媒合醫病對話（Matching），協助醫病
建立共識。同樣地，解決醫病懸崖應透過政府、民眾與醫界深思，健保局需處理醫事服務的
總額點值不對稱成長問題；社會大眾對於就醫也應設限，不該小病浪費醫學中心資源；醫界
也得實踐社會承諾，才能共創「三贏」的利基。
醫界與民眾是銅板的兩面，沒有絕對贏輸家，彼此應互拉著對方，而非互相推擠，唯有
醫界、民眾、政府及媒體共同合作，透過各方力量改善衛生政策、醫療品質、病人安全、整
合照護及醫病關係，進一步以聆聽、包容、諒解與共識四部曲，一起解決醫病問題，盡可能
化解歧見，把傷害降到最低。
醫療糾紛畢竟是意外，醫界要重視溝通過程，不必為了避免引發醫療糾紛而採取防禦性
醫療，進而影響民眾醫療權益，個人期望醫界重視應負的社會責任，積極提供更優質的醫療
服務，如此才不負國人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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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給校友的一封信
諸位同仁暨校友先進，平安喜樂！
春暖花開迎蛇年，小龍年 小弟先祝大家：蛇來運轉，轉運在即！
北醫大亦於李董事長和新任閻校長的帶領下，已是醫學領域亞洲頂尖
100大學。近年學校逐步轉型為研究型大學，朝著世界頂尖300大邁
進，環顧校園環境，許多軟硬體設備將逐步建構中。
由於口腔醫學院校友與師生的努力，在閻校長提出新建北醫大大
樓政綱中，將口腔醫學院大樓歸化為新建標的之一，目前規劃新建為
地下三層，地上十層樓的獨立口腔醫學大樓（如下圖）。每層設募款
標的金額為5000萬，目前最頂樓暫設為口腔醫學院校友會館，於募款
上，學校均有設置明訂辦法，詳見表一、表二，於近年來校友的大力
協助下，募款每年均達標，且學院募款績效均為全校第一，亦因校友的付出貢獻才得以有如此輝煌
成績。
口腔醫學院的發展正處於歷史的分水嶺上，唯有凝聚校友共識，才能追求更多創新突破並締
造傲人拔尖的國際學院，未來50年將依然屹立在臺北101旁，以宏觀規劃與國際視野，晉升國際一
流的口腔醫學院。天助自助者，捐款《口腔醫學院興建基金》將依本校捐款辦法致謝之。懇請諸位
校友以具體行動支持興建口腔醫學大樓募款活動。您對口腔醫學院的付出，永銘於心。
耑此 敬頌
身心健康 事業順利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院長
中華民國102年3月8日
銀行/郵局

戶名

帳號

永豐銀行三興分行（銀行代號807）
（銀行代號807）
銀行代號807）
）

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147-004-0003639-6

郵政劃撥

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18415001

請於銀行匯款單之「備註欄」或郵政劃撥單之「通訊欄」註明：興建口腔醫學大樓使用

支票捐款：抬 頭 請 書 立 「 財 團 法 人 臺 北 醫 學 大 學 」 ， 並 請 以 掛 號 郵 寄 至
「11031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84巷2號1樓公共事務處收」
現金捐款：本人及委託送交（或以現金袋寄達方式均可）「11031臺北市信
義區吳興街284巷2號1樓公共事務處」收
信用卡捐款：請填寫「臺北醫學大學接受各界捐款單」
線上捐款：公共事務處網頁
http://tmu.atchanx.com/news_info.php?ctid=3&id=101
所有捐款本校將開立收據，可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扣減綜合所得稅
【請務必告知正確之收據抬頭名稱及收據寄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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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 感謝捐助致謝說明

102.03.08

一、下列各項榮譽及優待，效期為每一年度累計達捐贈標準後三年內有效，凡捐贈金額達新標準時，當年度將
重新擇優計算各項榮譽及優待：
項目名稱

一佰萬 (含) 以上

五佰萬 (含) 以上

一仟萬 (含) 以上

體育運動設施及器材使
用優惠(室內溫水游泳
池、體育館綜合球場、
網球場、高爾夫球練習
場等)

捐贈者及配偶免費

同前

同前

圖書館使用優惠

捐贈者使用館藏免費

同前

同前

校園內臨時停車優惠

捐贈者到校免費停車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會議室使用優惠

捐贈者租借場地費、茶水服務提
供與使用室內既有之影視音設備
等免費
1. 捐贈者及配偶掛號費五折優
待、門診專線專人約診服務

1. 捐贈者及配偶掛號費免費、
門診專線專人約診服務

1. 同前

2. 捐贈者及配偶診斷證明書等
文件申請免費

2.同前

2. 同前

3. 捐贈者附屬醫院就醫免費臨時
停車

3.同前

3. 同前

4. 捐贈者單人房優先入住、病
房費八折優待

4. 捐贈者及配偶單人房優先入
住、病房費六折優待

4. 捐贈者及配偶、一等親單人
房優先入住、病房費六折優
待

5. 捐贈者專屬健康管理專員，
定期追蹤關懷健康

5. 捐贈者及配偶專屬健康管理
專員，定期追蹤關懷健康

5. 捐贈者及配偶、一等親2名專
屬健康管理專員，定期追蹤關
懷健康

6. 捐贈者年度健康會談

6. 捐贈者及配偶年度健康會談

6. 捐贈者及配偶、一等親2名年
度健康會談

7. 捐贈者健康諮詢專線

7. 捐贈者及配偶健康諮詢專線

7. 捐贈者及配偶、一等親2名健
康諮詢專線

8. 捐贈者發放貴賓卡

8.同前

8.同前

1. 捐贈者受邀參與校院相關節
慶活動

1. 捐贈者及配偶受邀參與校院
相關節慶活動

1.同前

2. 捐贈者受邀參加感恩餐會

2. 捐贈者及配偶受邀參加感恩
餐會

2.同前

捐贈者及配偶住宿費用五折

捐贈者及配偶住宿費用三折

捐贈者及配偶住宿費用免費

醫療服務優待

其他優待

群英樓住宿優待

18

單一樓層

禮堂或
圖書館

會議室或
教室

可命名捐贈金額

大樓

興建總成本之20%

501坪以上

新台幣6,000萬元以上

251-500坪

新台幣5,000萬元整

250坪以下

新台幣3,000萬元整

201坪以上

新台幣1,000萬元整

200坪以下

新台幣750萬元整

容納200人以上

新台幣3,000萬元整

全館命名

新台幣4,000萬元整

單一樓層命名

新台幣1,000萬元整

容納151人以上

新台幣2,000萬元整

容納101至150人

新台幣1,500萬元整

容納51至100人

新台幣1,000萬元整

環境空間項目

可命名捐贈金額

醫學綜合大樓前廣場

新台幣1億元以上

醫學綜合大樓階梯廣場

新台幣3,500萬元整

醫學綜合大樓川堂一區

新台幣1,500萬元整

醫學綜合大樓川堂二區

新台幣1,000萬元整

教研大樓一樓大廳

新台幣1,500萬元整

教學大樓一樓川堂

新台幣3,000萬元整

醫學綜合大樓前棟大廳

新台幣1,500萬元整

醫學綜合大樓後棟大廳

新台幣1,500萬元整

教育研究基金項目

可命名捐贈金額

醫學院命名

新台幣40億元以上

學院命名

新台幣10億元以上（依個案商定）

學系命名

新台幣5億元以上（依個案商定）

研究所命名

新台幣5億元以上（依個案商定）

校級研究室(中心)

新台幣3,000萬元以上

院級研究室(中心)

新台幣2,000萬元以上

系級研究室(中心)

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

設立講座 Chair Professorship

新台幣4,000萬元整

設立獎學金

新台幣300萬元以上

研究基金Research Fund

新台幣1,000萬元整

教學基金Teaching Fund

新台幣500萬元整

院長給校友的一封信

研究室

建物項目

北 醫 花 絮

二、凡個人及團體捐贈之金額達以下標準者，留名感念：
(一) 捐贈新台幣200萬元以上者，留名感恩牆答謝，捐贈金額得累計之。
(二) 捐贈本校建物興建基金、環境空間建設基金、教育研究基金達指定金額，得請捐款人為該標的命名，
捐贈金額不得累計之，其命名權須提報行政會議通過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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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牙科校友總會會長

江錫仁

總會長的話

總會長的話
各位學長姊、校友們鈞鑑：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母校的支持，北醫創校半世紀以來熱心教育、作育英才，為社會培
養許多優秀人才。建校至今，除秉持傳統校訓誠、樸之精神外，亦與時俱進，以培養兼具
專業、德行及國際觀之人才，兼負社會責任及奉獻。為實現成為國際一流大學的願景，除
網羅各方學術人才提升教學品質，與產業界合作以達成產學合一外，校內之建設與硬體設
備之更新、校友們的傳承及提攜後進亦不可少。
在母校李祖德董事長、閻雲校長支持整體校園總規劃的推動下，優先規劃建設新數位
化口腔醫學大樓，並於去年6月3日假台北市彩蝶宴會館由歐耿良院長暨牙科校友總會王
傳鑫前會長舉辦募款餐會向校友們說明，李董事長及閻校長更親自蒞臨現場，校友反應熱
絡，盛況空前。弟錫仁上任會長一職後，南部校友期待亦能在南部舉辦類似活動，故將於
今年4月28日（週日）在高屏郭明宗會長籌備下一坡的募款餐會，屆時邀請李董事長及歐院
長南下高雄演講，本人也會藉此向各位校友先進報告校友會基金運用方式，以及懇請大家
支持母校建院計畫，除讓未來學弟妹有更好的學習環境，更新設備外，目前校友會無固定
永久會館，僅隨會長更替而遷移，為此母校亦針對新口腔大樓頂樓規劃為校友會館，期盼
諸位校友支持《口腔醫學院大樓興建基金》，對口腔醫學大樓募款活動共襄盛舉，感謝您
對母校的愛護及回饋。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弟

江錫仁 敬上 201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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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電腦斷層掃描及
快速原型技術之實體
術前模型系統
江錫仁1,2,3,4、歐耿良2,3,4、黃茂栓3,4,5*
1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

2

臺北醫學大學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

3

臺北醫學大學生醫植體暨微創醫療研究中心

4

臺北醫學大學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試製中心
5

署立雙和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

摘要
近十年來，隨著電腦軟硬體的大躍進，電腦的圖形計算能力亦
有了顯著的增進，以掃描影像為基礎之三維影像重建更因此有了廣泛
的應用。結合了電腦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與快速原型
技術（rapid prototyping），將連續性的電腦斷層影像輸入並強化其
動態範圍，使影像處理可清晰地辨識軟硬組織，接著利用簡便的閾值
選取，將所欲進行手術的部位重建為三維網格模型，再利用實體模型
資料STL檔的輸出至快速原型系統，以層層堆疊的方法製作出實體模
型。爾後外科醫師便能藉此實體模型規劃相關手術流程，預作金屬骨
板或植入物，進而提高手術的精確性、以及縮短手術時間。

關鍵字 電腦斷層掃描、影像處理、快速原型技術、術前實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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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內）、成本單價低、且可全彩列印，雖
）、成本單價低、且可全彩列印，雖
、成本單價低、且可全彩列印，雖
然材質僅石膏粉末，但已廣泛應用於建築、
機械、船舶、製鞋等原型輸出，因其用途僅
展示、解說之用，石膏粉末不僅成本低廉，
且搭配全彩列印更能生動呈現。ZPrinter運用
於生醫領域，石膏模型的強度已可於其上進
行相關手術模板或植入物模板的製作；當進
行模型手術切塊、重組，亦可操作簡便。

近年來隨著電腦圖學與相關
軟硬體的蓬勃發展，透過相關影
像軟體的應用已可將病患的CT
掃描影像圖群建構為三維的三角
網格模型，讓醫師透過電腦螢幕
進行各角度的觀測、或特定區域
的放大檢視。此外，此三角網格
模型亦可用來進行電腦模擬或實
體模型的製作，除了提供醫師更
明確的空間資訊，亦可利用此實
體模型進行模型手術、預作金屬
骨板或植入物，提高手術的精確
性、並縮短手術時間。
本校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試
製中心購置一套快速原型（rapid
（rapid
rapid
prototyping）系統ZPrinter
）系統ZPrinter
系統ZPrinter 450，
利用專利的石膏粉末層層堆疊，
並利用彩色墨水與膠水印出切面
層、再層層黏合（圖一），最後
（圖一），最後
圖一），最後
），最後
，最後
1
使用硬化劑加強表面強度 。快速
原型將電腦中的3D模型檔分割成
數千甚至數萬個水平切面，將每
個切面依序以特殊固化方法（表
（表
表
一）塑出，再依序堆疊黏合，
從 而 堆 出 完 整 的 固 體 模 型 2-4。
ZPrinter製作時間短（一般物體數
（一般物體數
一般物體數

結合電腦斷層掃描及快速原型技術之實體術前模型系統

傳統顱顏面重建手術的執行，外科醫師
僅利用X光照影研判患部病情，在一張張的X
光或電腦斷層（computed
（comput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
影像上擬訂手術計畫，關於移動骨骼或載入
植入物，但這種二維圖像的紙上談兵常因空
間位置拼湊不易，使得手術時所見往往與預
期中的情況有所差異，大幅降低了術前規劃
的效應，甚至引響術後結果。

學術進行曲

前言

圖一、ZPrinter成型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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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原型
（RP）技術
RP）技術
）技術
技術

技術面世
時間

原料

技術原理

光造型法
（Stereo
Stereo Lithography
Apparatus; SLA）
）

1988

光敏樹脂
聚合物

利用紫外光雷射（UV laser）照射光敏樹脂液體
原料，使切面層固化後再層層累加。

層疊式製造法
（Laminated
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ng; LOM）
）

1990

紙片

每切面層原料即為塗布上黏著劑之紙片，依序以
雷射切割出外型後層層黏合。

雷射燒結法
（Selective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SLS）
）

1992

塑膠 / 金屬 / 陶瓷 /
玻璃粉末

以高能量雷射將各切面層之原料粉末融結，再依
序堆疊。

熔融沉積法
（Fused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

1992

熱塑性材料如
ABS、PPSF

以高溫加熱噴頭將原料融化後噴出，原料凝結後
再繼續噴上另一層原料。

Z Corp 3D 列印技術
（3D
3D Printing）
）

1997

石膏類
專利粉末

以彩色墨水與膠水印出切面層，再層層黏合，最
後以硬化劑處理。

表一、快速原型技術整理2-4

短恢復期，使患者儘早回復正常的生理、心
理功能。

實驗方法與步驟

圖二、影像特性分布圖（亮度區間：-2129.6
（亮度區間：-2129.6
亮度區間：-2129.6
~ 1504.6）
）

在附設醫院口腔外科醫師及放射科主任
的協助之下，臺北醫學大學已成功建立一套
結合電腦斷層、影像處理、快速原型的術前
模型製作系統，透過影像處理軟體可自由觀
視病患的三維模型，進行術前模擬規劃與實
體模型資料的輸出；透過快速原型系統，製
作出實體模型以協助醫師制定手術計畫。藉
由專業知識的跨領域整合，提升手術效率與
品質，降低病患術後併發症的機率，進而縮
24

結合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之立體導
航 式 電 腦 斷 層 掃 描 （ v o l u m e C T; V C T ）
針對患者病灶部位進行拍攝檢查，解析度
（resolution）512
resolution）512
）512
512×512、像素大小（pixel
（pixel
pixel
size）28/512
）28/512
28/512 cm、掃描間距（slice）0.625
（slice）0.625
slice）0.625
）0.625
0.625
mm，運用其一圈便可細切128張CT圖像的快
速掃描特點，改善傳統CT掃描費時的缺點，
減少病患因久候而移動所造成的影像誤差，
掃描後的影像儲存為連續編號之dicom檔以利
後續影像處理之作業。
取得電腦斷層dicom檔後輸入影像處理
軟體Avizo 7.0，為了清晰地檢視患部並針對
特定部位影像作區域分割（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
）
等工作，先行對這些二為圖群做相關影像處
理。利用影像特性（image
（image
image histogram）的數
）的數
的數
位化資料評估影像之品質，影像特性分布簡
單來說就是一組數字集合的出現頻率分布圖

（a）
a）
）

（b）
b）
）

學術進行曲

（frequenc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diagram），利用簡
），利用簡
，利用簡
單的圖形解釋有多少像素（pixel）分布於不
（pixel）分布於不
pixel）分布於不
）分布於不
分布於不
同的亮度區域內（圖二），調整特性分布圖
（圖二），調整特性分布圖
圖二），調整特性分布圖
），調整特性分布圖
，調整特性分布圖
改變影像的亮暗度及對比度，得到最佳化的
圖像強化。
動態範圍（dynamic
（dynamic
dynamic range）是一種表
）是一種表
是一種表
示亮度分布廣或窄的方法，如圖三（a）中
（a）中
a）中
）中
中
的像素群分布在低亮度區間，其他區域幾乎
無像素呈現，稱此圖處於較小的動態範圍
（較窄的亮度分布）中；圖三（b）為調整後
較窄的亮度分布）中；圖三（b）為調整後
）中；圖三（b）為調整後
中；圖三（b）為調整後
（b）為調整後
b）為調整後
）為調整後
為調整後
之圖像，具有較寬的亮度分布、較大的動態
範圍。較小的動態範圍說明影像呈現出低亮
度、低對比的解析度；較大的動態範圍影像
便擁有較均衡的分布，可更輕易地辨別骨骼
與軟組織情形、圖像亦較清晰。
閾值選取（thresholding）為影像分割中
（thresholding）為影像分割中
thresholding）為影像分割中
）為影像分割中
為影像分割中
最廣泛、便捷的方法，可有效地將圖像中的
物件區域化，以便得到我們所要選取的患部
體積資料。閾值選取可將一影像的像素集合
R，區域化為S個集合R1, R2, …RS，其中各區
域Ri互不交集，且各集合中的像素接受到一亮
度特性分布區域的拘束。換言之，閾值選取

結合電腦斷層掃描及快速原型技術之實體術前模型系統

圖三、影像強化之動態範圍調整：（a）低動態範圍（亮度區間：-2129.6
（a）低動態範圍（亮度區間：-2129.6
a）低動態範圍（亮度區間：-2129.6
）低動態範圍（亮度區間：-2129.6
低動態範圍（亮度區間：-2129.6
（亮度區間：-2129.6
亮度區間：-2129.6 ~ 1504.6），
），
，
（b）高動態範圍（亮度區間：-506.5
b）高動態範圍（亮度區間：-506.5
）高動態範圍（亮度區間：-506.5
高動態範圍（亮度區間：-506.5
（亮度區間：-506.5
亮度區間：-506.5 ~ 772.8）
）

圖四、影像分割之閾值選取

透過影像特性分布圖，依據亮度將特性分布
圖區分成多個區間，將影像中的物件做一快
速的篩選辨識（圖四）。
（圖四）。
圖四）。
）。
。
完成影像處理後，針對影像資料以特
定灰階值的等值面（iso-surface）重建三
（iso-surface）重建三
iso-surface）重建三
）重建三
重建三
維模型，參考掃描間距與像素大小等掃描資
訊得知各像素間的相對位置，利用此建立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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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彩色墨水與膠水印出切面層、再層層黏
合，待列印模型乾燥硬化後，最後以硬化劑
處理完成實體模型（圖七），送交外科醫師
（圖七），送交外科醫師
圖七），送交外科醫師
），送交外科醫師
，送交外科醫師
進行模型手術、規劃手術計畫。

結果與討論

圖五、體積資料之建立

積資料（圖五），再依據這些體積資料建構
（圖五），再依據這些體積資料建構
圖五），再依據這些體積資料建構
），再依據這些體積資料建構
，再依據這些體積資料建構
3D三角網格模型，之後將3D資料中所需要
的部分轉換成STL（stereolithography）格
（stereolithography）格
stereolithography）格
）格
格
式，以諸多三角網格來逼近3D模型的輪廓
曲面（圖六）。
（圖六）。
圖六）。
）。
。
快速原型（rapid
（rapid
rapid prototyping）系統
）系統
系統
ZPrinter 450軟體讀取重建的3D模型STL檔，
將多個三角網格模擬而成的3D模型做檔案分
割為適用於ZPrinter 450使用的極薄截斷面，

圖六、三維網格重建模型

26

顱顏面骨骼需要重建的原因如下：先天
性、發育性異常；或後先性外傷、腫瘤切除
手術等造成之畸形，導致部分骨骼變形、或
骨骼間的相對位置錯亂。一個成功的顱顏面
重建手術必須醫師與患者的精密配合，如先
天性、發育性的齒顏面畸形常使患者產生咬
合不良、易發齟齒、不美觀、與心理方面的
諸多問題 5 ，此時必須藉由口腔外科醫師進
行正顎手術，使骨塊先行移動到正常位置；
接著配合齒顎矯正醫師治療齒列不整，解除
齒列的補償效應，使上下齒列可在正確的咬
合位置；而以上工作必須在患者的充分認知
與配合下共同搭配完成，術前進行縝密地心
理評估、牙周評估、顳顎關節檢查等，並讓
患者充分了解手術計畫，使治療成效達到最
大化 6-8。

圖七、快速原型實體模型

學術進行曲

近十年來，電腦圖學三維重建的技術
蓬勃發展，Lorensen提出之行進方塊法
（marching
marching cubes method）
）9，針對體積資
料（volume
（volume
volume data）以特定灰階值的等值面
）以特定灰階值的等值面
以特定灰階值的等值面
（iso-surface）重建三維的模型，利用此技
iso-surface）重建三維的模型，利用此技
）重建三維的模型，利用此技
重建三維的模型，利用此技
術可將病患多層的掃描影像建構成三維的立
體模型 10,11 ，在觀視上大大改善二維CT影像
的缺點，醫師皆可從不同角度來觀察病人顏
面及骨骼的3D全貌，亦可擷取部分來放大檢
視。但是光透過電腦螢幕並不能實際地輔助
手術進行，於是便開始運用機械成型來製作
實體模型，以達更有效地輔助顎面重建及矯
正手術。
實體模型隨著技術理論的突破發展出多
種製造方法，應用範圍亦趨廣泛，從最早的

銑削成型（milling）至近幾年來的快速原型技
（milling）至近幾年來的快速原型技
milling）至近幾年來的快速原型技
）至近幾年來的快速原型技
至近幾年來的快速原型技
術（rapid
（rapid
rapid prototyping），皆屬於二維半（2.5
），皆屬於二維半（2.5
，皆屬於二維半（2.5
（2.5
2.5
dimensional）的成形原理：藉由一層層切
）的成形原理：藉由一層層切
的成形原理：藉由一層層切
割、堆疊、或燒結出三維的實體模型，而此
成型原理恰巧與一張張等距的電腦斷層掃描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將骨骼CT影像的輪廓資
料處理轉換後輸入CAD/CAM系統，接著產生
電腦數值控制（CNC）語言來驅動銑削加工
（CNC）語言來驅動銑削加工
CNC）語言來驅動銑削加工
）語言來驅動銑削加工
語言來驅動銑削加工
機，加工機便依每張CT影像之輪廓準確地在
料塊上切割以完成實體模型12。爾後利用銑削
技術又有眼窩重建手術 13、顎面實體模型 14、
植入物模型15等，以執行模擬預作、修訂手術
計畫，設計一套金屬定位裝置使三維的手術
計畫可正確地轉移到實際手術上16；或協助移
植附血管之骨質體，完成複雜的顏面重建手
術，減少實際手術的時間15，皆收到不錯的成
效。於是乎醫療應用便與機械工程開啟了鏈
結，從植入物的製作與固定用骨板的成型，
到轉移術前計畫至實際手術的方式，皆已略
見雛形。

結合電腦斷層掃描及快速原型技術之實體術前模型系統

但是，外科醫師在診斷病患骨骼狀態多
依賴X光照影與電腦斷層掃描技術，然而，
X光照影所生成之顎面骨常呈現嚴重的重疊
及放大率不一之現象，影像上難以清楚了解
畸形的範圍及其嚴重的程度；高解析度二維
CT影像雖可避免骨骼的重疊、並提供較清晰
之影像，但缺點是只能提供截面性的灰階圖
像，並沒有一個完整的三維影像，醫師必須
憑靠經驗及想像力來拼湊各組織間的相對位
置、立體影像，對於左右對稱性的偵測便不
易有適當的依據。針對以上的諸多不便，電
腦圖學三維重建（3D
（3D
3D reconstruction）於是便
）於是便
於是便
應運而生。

但是，無論利用多精密工具機台製作實
體模型，都有著加工不易、製作時間過長、
成本過高等問題存在，而這些問題在快速原
型技術的應用便順應而解，實體模型亦真正
廣泛地應用在口腔、顱顏面手術之診斷與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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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計畫上。一般快速原型製作即以電腦圖學
相關技術為基底，同樣在電腦中利用斷層掃
描CT圖重建出3D模型，接著將此模型資料在
輸出成快速原型機可接受的STL檔，由原型
製作機台將之製作成實體模型。目前已有相
當多的臨床病例報導快速原型實體模型之利
用價值，快速原型製作之實體模型可在其上
執行手術模擬，預作固定骨塊之骨板，協助
使顱顏面手術更為精確、快速17；另外，對於
銑削機無法加工成型的骨骼部分（如鼻腔凹
（如鼻腔凹
如鼻腔凹
陷處），亦可使用快速原型技術製作
），亦可使用快速原型技術製作
，亦可使用快速原型技術製作18；進一
步可在實體模型上利用其他材料（如蠟、壓
（如蠟、壓
如蠟、壓
克力等）製作植入物之樣式模板，使其於手
）製作植入物之樣式模板，使其於手
製作植入物之樣式模板，使其於手
術時可一方面進行顱顏面的切骨手術，另一
方面可同時取下病人自體骨、並依樣式模板
進行植入物之修整，使其能確實縮短手術時
間19。利用快速原型實體模型，醫師可先行在
模型上進行手術演練，使醫師在術前獲得更
多、更確實的手術資料與方法，發現可能遭
遇之困難、預先尋求解決方法20-24。
隨著電腦軟硬體的突飛猛進，研究學
者開始嘗試直接在電腦中進行手術預作或植
入物的製作，以節省實體模型的製作成本，
於是發展出一套電腦輔助手術（computer（computercomputerassisted surgery; CAS），經由電腦軟體及
），經由電腦軟體及
，經由電腦軟體及
相關系統進行術前模擬，對於患部有著更精
準地掌握，進而製作手術模板來輔助實際手
術的執行，如近年來蓬勃發展之電腦輔助植
牙，以CT影像為基礎，於電腦中運算出三
維模型並規劃出植牙位置與路徑，接著以銑
削或快速原型方式製作出植牙手術導引模板
（surgical
surgical guide）
） 25-28；電腦輔助顎面矯正
可於電腦中事先運算、規劃出齒顎矯正的進
程，依照各個進程製作出咬合板達到齒顎矯
正之功效29；電腦輔助術前模擬以一套在三維
界標資料庫上運作的電腦程式、並配合CT影
像資料為基礎的手術模擬程式，協助臨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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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作顱顏面的手術流程與計畫，輔助醫師選
定最佳的切骨方式及位置，亦可依據移植骨
的再吸收程度、復發傾向、咬合及軟組織情
況調整手術計畫30-33。然而較令人注意的為手
術結果預視的發展，為了醫師與患者雙方得
到術前的共識，許多研究都開始重視手術結
果的預視，藉由提供病患術後外觀的預視模
型，讓病人最關心的術後狀況一目了然，亦
可讓醫師在術前就可先利用手術預視軟體，
結合未來的軟組織癒合程度，調整手術計畫
內移動的骨塊到合理且雙方滿意的程度34,35。

結論
結合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精度的
VCT攝影、生醫植體暨微創醫療研究中心的
影像處理軟體Avizo 7.0、生醫研發暨產品試
製中心的快速原型系統ZPrinter 450，臺北
醫學大學建構了一套完整的術前診斷模型的
製作系統，目前與附設醫院口腔外科合作兩
個成功案例，藉由實體模型預做模擬手術、
及固定骨塊的骨板預作，明顯地縮短手術時
間、增加手術的精確性。未來將持續提供三
院實體模型製作的服務，及手術預視系統之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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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顎骨造釉細胞瘤切除
後缺損以腓骨自由皮瓣
重建—電腦斷層立體
模型之應用
劉定國1,2,3、吳家佑1,2,3、黃大森2,3,4*
1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
2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

3

臺北醫學大學生醫植體暨微創醫療研究中心

4

署立雙和醫院牙科部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中心

摘要
造釉細胞瘤（ameloblastoma）是一種顎骨內常見的良性腫
（ameloblastoma）是一種顎骨內常見的良性腫
ameloblastoma）是一種顎骨內常見的良性腫
）是一種顎骨內常見的良性腫
是一種顎骨內常見的良性腫
瘤，約佔所有口腔腫瘤的1%。其在組織學上的表現雖為良性，但因
具局部侵犯性以致它具有較高的復發率。造釉細胞瘤主要發生於下
顎骨內，發生於上顎骨內只約佔1~20%。好發年齡約在20至40歲之
間，無性別差異。治療方式以手術為主。本病例報告一26歲男性，
因兩年前進行下顎牙齒根管治療後發生下顎腫脹疼痛而至本院求
診。放射線攝影發現下顎骨自中線處至左側骨體內有廣泛性的放射
透射性病灶。經病理切片證實為造釉細胞瘤。第一階段手術以造袋
術減少腫瘤體積，第二階段採廣泛性切除手術，以腓骨自由皮瓣重
建。本病例利用立體模型進行模擬手術，建立下顎骨及腓骨模型，
以製作手術模板，增加重建手術的可預期性加縮短手術時間。因使
用技術之特殊性，故提出此病例報告。
關鍵字 造釉細胞瘤，下顎骨，電腦斷層立體模型重建輔助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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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電腦圖學技術及相關軟
硬體的迅速發展，已能透過相關影像處理
軟體，將病患的電腦斷層掃描（computed
（comput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影像圖群建構為立體的三
）影像圖群建構為立體的三
影像圖群建構為立體的三
角網格模型，讓醫師透過電腦螢幕預先做各
種角度的觀測，並進一步利用此網格模型進

配合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立體導航
式電腦斷層掃描（volume
（volume
volume CT）進行術前檢
）進行術前檢
進行術前檢
查，VCT每轉一圈便可細切128張電腦斷層圖
像，較傳統單張的電腦斷層掃描快速，其快
捷的掃描速度可減少病患移動引起的誤差。
以往傳統CT連續掃描50張便需要讓機台至少
休息1分鐘以防過熱損傷，假設以100張連續
掃描為例，大約需要5分鐘左右的時間，而患
者在掃描與休機期間，往往會有不經意的移
動，這些小移動通常會造成CT影像模糊或前
後影像不連續的情形。此情況對於建構三維
具有重大影像，而VCT恰可減少此一誤差之
發生。
結合臺北醫學大學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
試製中心的快速原型機ZPrinter 450，將本院
的電腦斷層掃描影像加以重建並輸出為實體
模型（圖一）。實體模型隨著技術理論的進
（圖一）。實體模型隨著技術理論的進
圖一）。實體模型隨著技術理論的進
）。實體模型隨著技術理論的進
。實體模型隨著技術理論的進

下顎骨造釉細胞瘤切除後缺損以腓骨自由皮瓣重建

造釉細胞瘤（ameloblastoma）是一種
（ameloblastoma）是一種
ameloblastoma）是一種
）是一種
是一種
由牙胚組織所衍生的良性腫瘤，約佔所有發
生於顎骨內腫瘤的1%。特性為生長速度緩
慢，雖組織學上的表現為良性，但因具有高
度局部侵犯性而致復發率較高。表現出的症
狀包括在口腔及顏面部的腫脹、疼痛、咬合
不正、牙齒缺失及活動義齒不合等。其中以
無痛腫脹為表現佔大多數。好犯年齡約為
20歲至40歲，但無性別差異。此病灶較常
發生於下顎骨內，發生於上顎骨內的造釉細
胞瘤在各個報告中約只佔所有造釉細胞瘤的
1%至20%。在組織病理學上，造釉細胞瘤
可依其組織型態劃分為數類，其中以濾泡型
（follicular
follicular type）最為常見。
）最為常見。
最為常見。

行電腦模擬或實體模型的製作，不僅提供了
更明確的空間資訊，外科醫師更可利用實體
模型規劃一系列手術流程，預作金屬骨板或植
入物，縮短手術時間、提高手術的精確性。

學術進行曲

引言

電腦斷層立體模型之應用
—

圖一、快速原型製作實體模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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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 快速成型

CNC 刀模

開模製作

製作外型

無限制。
成品甚至可作為模具使用。

只能製作平整外型之物體。因
為是以刀具從外部雕刻，無法
處理倒勾、內部簍空的物件

只能製作平整外型之物體。

製作方式

層層堆疊，一體成形

外部切削

製作時間

短
（一般物體數小時內）

長
（一般物體需十數小時）

成本單價

低

高

材質

不一，視機型而定
視材質與硬化劑而定，
亦可製作軟性成品
已可全彩列印
（ZPrinter 獨家技術）

木材或金屬

以上下之公、母模具間灌注塑
料或金屬融液冷卻取得成品。
長
（必需先製作模具）
大量生產單價便宜，
但開模具相當昂貴
（數百至數千萬台幣）
塑膠或金屬

高

高

無

無

成品硬度
顏色

表一、RP、CNC刀模、開模製作實體模型之比較

實體模型才真正普遍地被應用在口腔及
顱顏面手術之診斷及術前計畫上。

病例報告

圖二、齒顎全景放射線檢查

步而有多種方式，無論是最早的銑削成型、
到近年來愈趨成熟的快速原型技術，皆屬於
二維半（2.5
（2.5
2.5 dimensional）的成形原理，即
）的成形原理，即
的成形原理，即
一層層地切割、堆疊、或燒結出三維的實體
模型，而此成型原理恰巧與一張張等距掃描
的電腦斷層影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因此醫
療應用便與機械工程連結應用，無論植入物
的製作或固定用骨板成型皆可見其蹤。事實
上，無論利用多精密加工機台，都有著加工
不易與製作時間、成本過高的問題存在（表
（表
表
一），而這些問題在快速原型技術的出現，
），而這些問題在快速原型技術的出現，
，而這些問題在快速原型技術的出現，
32

病人為一位26歲男性，於2010年
因進行下顎牙齒根管治療後發生腫脹疼
痛的情況，至本院口腔顎面外科求診。
病人無與腫瘤相關的家族史。病人無系統性
疾病，亦無無抽菸、喝酒、嚼檳榔等習慣。
理學檢查顯示下顎唇前庭區之左側頰前
庭區有隆起之腫塊。觸診時不會造成疼痛，
無分泌液流出；覆蓋之黏膜的的顏色及外觀
正常。牙周囊袋測試發現該區域的牙齒均無
明顯之牙周囊袋。病人的側面觀呈現下顎前
突。此外神經學檢查無異常，頸部亦無出現
腫大可觸摸到之淋巴結。
影像檢查方面，發現於下顎骨內自右側
犬齒區至左側第二大臼齒區間有一混合了泡
沫狀（soap
（soap
soap bubble appearance）及單囊性
）及單囊性
及單囊性
（unilocular）放射線透射性病灶（圖二）。
unilocular）放射線透射性病灶（圖二）。
）放射線透射性病灶（圖二）。
放射線透射性病灶（圖二）。
（圖二）。
圖二）。
）。
。

胸部X光檢查無明顯的病灶。電腦斷層掃描發
現下顎骨內廣泛性放射線透射性病灶，頰側
皮質骨（buccal
（buccal
buccal cortex）有穿通的現象（圖
）有穿通的現象（圖
有穿通的現象（圖
（圖
圖
三）。切片檢查時發現該病灶為實質性與囊
）。切片檢查時發現該病灶為實質性與囊
。切片檢查時發現該病灶為實質性與囊
腫性混合之腫塊。病理檢查報告証實為造釉
細胞瘤。

於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試製中心內，
利用醫學影像處理軟體Avizo 7.0之影像特
性（image histogram）的數位化資料進
行分析運用，先將所得之CT影像調至適當
的對比及動態範圍（contrast
（contrast
contrast & dynamic
range）使其可輕易地辨識出骨骼與軟組
織的情形，將原本小動態範圍之圖像轉換
成大動態範圍之圖像。接著利用簡便的

圖四(b)、第二次造袋術

電腦斷層立體模型之應用
—

病人於2011年進行了兩次囊腫性病灶區
之造袋術（圖四（a）、（b））。經過兩次
（圖四（a）、（b））。經過兩次
圖四（a）、（b））。經過兩次
（a）、（b））。經過兩次
a）、（b））。經過兩次
）、（b））。經過兩次
、（b））。經過兩次
（b））。經過兩次
b））。經過兩次
））。經過兩次
。經過兩次
造袋術處理，理學檢查及放射線檢查均發現
腫瘤體積有縮小的情況（圖五）。因此計畫
（圖五）。因此計畫
圖五）。因此計畫
）。因此計畫
。因此計畫
進行廣泛性切除手術並加以立即重建，於本
院進行VCT電腦斷層影像之拍攝，擷取顱骨
與腓骨兩段之影像、並輸出醫療影像之Dicom
進行相關之儲存與傳輸作業。

圖四(a)、第一次造袋術

下顎骨造釉細胞瘤切除後缺損以腓骨自由皮瓣重建

圖三、電腦斷層檢查發現下顎骨內之放射
線透射性病灶已穿透頰側皮質骨

學術進行曲

閾值選取（thresholding）進行影像分割
（segmentation）將圖像中的物件有效地區
segmentation）將圖像中的物件有效地區
）將圖像中的物件有效地區
將圖像中的物件有效地區
域化，以便得到我們所要選取的患部體積資
料（volume
（volume
volume data），以利重建實體模型之使
），以利重建實體模型之使
，以利重建實體模型之使
用。最後藉由掃描間距（slice）與像素大小
（slice）與像素大小
slice）與像素大小
）與像素大小
與像素大小
（pixel
pixel size）等掃描資訊得知各像素間的相
）等掃描資訊得知各像素間的相
等掃描資訊得知各像素間的相
對位置、建立體積資料，再依據這些體積資
料建構三角網格模型、並輸出成快速原型機
ZPrinter 450可接受之STL檔，進行粉末堆疊
黏結成型。

圖五、2011年7月之齒顎全景放射線檢查顯示腫瘤有
縮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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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b)、腓骨模型

圖六(a)、術前立體模型

圖七、模型手術

圖八、手術標本

圖九、缺損處先以預先彎折好的
鈦金屬骨板加以重建

利用電腦斷層資料輸出立體模型（圖六
（圖六
圖六
（a）），於模型上設計切除範圍。另外輸出腓
a）），於模型上設計切除範圍。另外輸出腓
）），於模型上設計切除範圍。另外輸出腓
，於模型上設計切除範圍。另外輸出腓
骨模型（圖六（b）），並進行模型手術（圖
（圖六（b）），並進行模型手術（圖
圖六（b）），並進行模型手術（圖
（b）），並進行模型手術（圖
b）），並進行模型手術（圖
）），並進行模型手術（圖
，並進行模型手術（圖
（圖
圖
七）、腓骨手術模板製作及鈦金屬骨板彎折。
）、腓骨手術模板製作及鈦金屬骨板彎折。
、腓骨手術模板製作及鈦金屬骨板彎折。
2012年12月病人於全身麻醉下接受腫瘤
切除手術。腫瘤切除的安全範圍為10毫米（圖
（圖
圖
八）。缺損處首先以預先彎折好的金屬骨板加
）。缺損處首先以預先彎折好的金屬骨板加
。缺損處首先以預先彎折好的金屬骨板加
以固定（圖九），加下來將自左小腿取下之自
（圖九），加下來將自左小腿取下之自
圖九），加下來將自左小腿取下之自
），加下來將自左小腿取下之自
，加下來將自左小腿取下之自
由皮瓣的腓骨部份依照手術模板加以分段、彎
折（圖十），使之符合缺損處之需要。口內軟
（圖十），使之符合缺損處之需要。口內軟
圖十），使之符合缺損處之需要。口內軟
），使之符合缺損處之需要。口內軟
，使之符合缺損處之需要。口內軟
組織缺損亦利用自由皮瓣加以重建。
圖十、利用手術模板進行腓骨的分段、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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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病理學檢查發現在結締組織間成濾
泡型（folicular
（folicular
folicular type）及叢狀型（plexiform
）及叢狀型（plexiform
及叢狀型（plexiform
（plexiform
plexiform

患者術後，傷口癒合良好，於術後一個
月出院，目前仍持續接受追蹤。

造釉細胞瘤約佔所有發生於顎骨內腫瘤
及囊腫的1%，若只考慮齒源性腫瘤則發生率
約是11%。
回顧過去的文獻，造釉細胞瘤發生的部
位以下顎骨為主，其中又以發生在下顎骨體
及下顎上升枝為多。發生於上顎骨的機率較
小，比率從1%到20%都曾有文獻提出。

在臨床上，造釉細胞瘤又可分為單室
型（unicystic
（unicystic
unicystic type）及多室型（multicystic
）及多室型（multicystic
及多室型（multicystic
（multicystic
multicystic
type）單室型造釉細胞瘤在放射線影像下與含
）單室型造釉細胞瘤在放射線影像下與含
單室型造釉細胞瘤在放射線影像下與含
齒囊腫（dentigerous
（dentigerous
dentigerous cyst）相似。甚至造釉
）相似。甚至造釉
相似。甚至造釉
細胞瘤也可能是含齒囊腫的上皮發生造釉細
胞變性而衍生的。曾有學者提出單室型造釉
細胞瘤的三個可能的形成機轉：第一，退行

電腦斷層立體模型之應用
—

在流行病學方面，腫瘤好犯年齡在20至
40歲之間，大部位的學者更同意造釉細胞瘤
最常在患者三十幾歲的時候被診斷出來。多
數的文獻認為該腫瘤的發生率無性別上的差
異，但有少部份的學者認為女性的發生率略
高於男性。在各種族之間，並無明顯發生率
的差別。但少部份的文獻認為該腫瘤在日本
人及黑人種的發生率略高。曾有日本學者提
出，造釉細胞瘤約佔所有發生於顎骨內腫瘤
及囊腫的10%，高於前面所提的1%。也有統
計報告指出，該腫瘤在黑人種的發生率是白
人種的11倍。

造釉細胞瘤的診斷須靠組織病理學。
顯微鏡下可見在結締組織基質（connective
（connective
connective
tissue stroma）中有許多柱狀的腫瘤細胞成
）中有許多柱狀的腫瘤細胞成
中有許多柱狀的腫瘤細胞成
柵狀（palisading）排列，並且其細胞核有
（palisading）排列，並且其細胞核有
palisading）排列，並且其細胞核有
）排列，並且其細胞核有
排列，並且其細胞核有
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這些柵狀排列
（polarization）的現象。這些柵狀排列
polarization）的現象。這些柵狀排列
）的現象。這些柵狀排列
的現象。這些柵狀排列
的上皮細胞所包圍的是稀疏的細胞所形成的
星狀網（stellate
（stellate
stellate reticulum）構造。顯微鏡下
）構造。顯微鏡下
構造。顯微鏡下
同時可發現造釉細胞瘤是一種無包被（non（nonnonencapsulated）的腫瘤。造釉細胞瘤具有許
）的腫瘤。造釉細胞瘤具有許
的腫瘤。造釉細胞瘤具有許
多種組織學的分類，包括濾泡型（follicular
（follicular
follicular
type）、叢狀型（plexiform
）、叢狀型（plexiform
、叢狀型（plexiform
（plexiform
plexiform type）、棘狀
）、棘狀
、棘狀
型（acanthomatous
（acanthomatous
acanthomatous type）、基底細胞型
）、基底細胞型
、基底細胞型
（basal
basal cell type）、顆粒細胞型（granular
）、顆粒細胞型（granular
、顆粒細胞型（granular
（granular
granular
cell type）及成纖維性型（desmoplastic
）及成纖維性型（desmoplastic
及成纖維性型（desmoplastic
（desmoplastic
desmoplastic
type），而其中以濾泡型造釉細胞瘤最為常
），而其中以濾泡型造釉細胞瘤最為常
，而其中以濾泡型造釉細胞瘤最為常
見。造釉細胞瘤可能由單一的組織形態亦可
由不同的組織形態所構成。多數的文獻認為
在各種不同組織型態的造釉細胞瘤之間，並
無治療方式及預後上的差異。然而，有文獻
提出，濾泡型及顆粒細胞型的造釉細胞瘤在
治療後具有較高的復發率。

下顎骨造釉細胞瘤切除後缺損以腓骨自由皮瓣重建

討論

造釉細胞瘤為一種齒源性腫瘤，其發生
的細胞來源可能為含齒囊腫（dentigerous
（dentigerous
dentigerous
cyst）的上皮覆蓋，牙板（dental
）的上皮覆蓋，牙板（dental
的上皮覆蓋，牙板（dental
（dental
dental lamina）的
）的
的
殘餘細胞，釉器（enamel
（enamel
enamel organ），及黏膜
），及黏膜
，及黏膜
的基底層。雖然名為造釉細胞瘤，但在腫瘤
的發生過程中並無釉質（enamel）的生成，
（enamel）的生成，
enamel）的生成，
）的生成，
的生成，
腫瘤只不過不斷重演牙齒初期構造的發育而
無釉質或釉質前驅物的產生。

學術進行曲

type）增生的腫瘤細胞。腫瘤細胞已穿透頰側
）增生的腫瘤細胞。腫瘤細胞已穿透頰側
增生的腫瘤細胞。腫瘤細胞已穿透頰側
皮質骨並侵犯軟組織。最後診斷為濾泡型及
叢狀型之造釉細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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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釉上皮（reduced
（reduced
reduced enamel epithelium）發
）發
發
生造釉細胞性的增生；第二，含齒囊腫或由
其他齒源性囊腫發生造釉細胞變性；第三，
由多室型的造釉細胞瘤發生囊性退化（cystic
（cystic
cystic
degeneration）。單室型造釉細胞瘤發生年齡
）。單室型造釉細胞瘤發生年齡
。單室型造釉細胞瘤發生年齡
以10至30歲為主，發生部位幾乎都在下顎骨
內。這種類型的造釉細胞瘤常與未萌出的牙
齒有關，甚至有文獻提出52%到100%的單室
型造釉細胞瘤與阻生第三大臼齒相關。單室
型造釉細胞瘤通常只會造成皮質骨的變形而
較少發生局部的侵犯，也幾乎不會發生遠端
轉移，因此在治療後有較低的復發率。與單
室型相比，多室型造釉細胞瘤在臨床上就顯
得較具侵襲性。多室型造釉細胞瘤同樣好發
於下顎骨內，發生年齡平均較大（32.7歲到
（32.7歲到
32.7歲到
44歲），在放射線影像下呈現典型的泡沫狀
），在放射線影像下呈現典型的泡沫狀
，在放射線影像下呈現典型的泡沫狀
（soap
soap bubble appearance）形態。多室型造
）形態。多室型造
形態。多室型造
釉細胞瘤容易造成局部侵犯且有較高發生遠
端轉移的機會。當造釉細胞瘤細胞出現遠端
轉移（distant
（distant
distant metastasis）時，即稱為惡性造
）時，即稱為惡性造
時，即稱為惡性造
釉細胞瘤（malignant
（malignant
malignant ameloblastoma）。轉
）。轉
。轉
移部位以肺為主（75%），其他像淋巴結，
（75%），其他像淋巴結，
75%），其他像淋巴結，
），其他像淋巴結，
，其他像淋巴結，
肋膜，脊椎，顱骨，橫膈膜，肝及小腸都可
能是發生轉移的部位。在少數情況下，造釉
細胞瘤起源於覆蓋於骨頭上的軟組織，則稱
為周圍型（peripheral
（peripheral
peripheral type）造釉細胞瘤。
）造釉細胞瘤。
造釉細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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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檢查方面，包括了一般平面放射線
檢查，電腦斷層掃描及磁振造影。由於造釉
細胞瘤主要發生於顎骨內，因此電腦斷層掃
描在檢查腫瘤是否造成頰側或腭側的皮質骨
的穿透（perforation）時相當有用；然而，腫
（perforation）時相當有用；然而，腫
perforation）時相當有用；然而，腫
）時相當有用；然而，腫
時相當有用；然而，腫
瘤復發的情形下，常必須借助磁振造影以分
辨舊疤痕及復發的病灶。由於造釉細胞瘤是
一種軟組織腫瘤，整體而言，磁振造影可以
算是確定腫瘤大小及範圍的最佳方式。
造釉細胞瘤必須與口腔及顎骨中多
種囊腫及腫瘤作鑑別診斷。特別是齒源性
黏液瘤（odontogenic
（odontogenic
odontogenic myxoma）、骨化
）、骨化
、骨化
纖維瘤（ossifying
（ossifying
ossifying fibroma）、含齒囊腫
）、含齒囊腫
、含齒囊腫
（dentigerous cyst）及齒源性角化囊腫
（odontogenic
odontogenic keratocyst），不論在臨床表
），不論在臨床表
，不論在臨床表
現及影學檢查都與造釉細胞瘤相當類似，必
須作進一步切片檢查。
造釉細胞瘤的治療方式從保守性刮
除（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curettage）、局部切除
）、局部切除
、局部切除
（local
local excision）、廣泛性切除（radical
）、廣泛性切除（radical
、廣泛性切除（radical
（radical
radical
resection）、化學治療（chemotherapy）、
）、化學治療（chemotherapy）、
、化學治療（chemotherapy）、
（chemotherapy）、
chemotherapy）、
）、
、
放射線治療（radiotherapy）、電
燒灼（electrocautery）到冷凍療法
（cryosurgery）都曾經有學者提出。保守性
cryosurgery）都曾經有學者提出。保守性
）都曾經有學者提出。保守性
都曾經有學者提出。保守性
刮除及局部切除主來被用來治療復發率較低
的單室型造釉細胞瘤或周圍型造釉細胞瘤，
特別是發生於下顎時。然而由於這種治療方
式造成的高復發率，甚至有文獻提出高達
90%，因此不被建議用來治療發生於上顎骨
內的造釉細胞瘤。但是有文獻提出，由於腫
瘤過大或是鄰近重要組織而使得廣泛性切除

綜觀上述，造釉細胞瘤雖然是一種良性
腫瘤，但在治療不夠徹底的情況下很容易復
發。因此廣泛性的切除應該是治療的首選方
式，尤其是發生於上顎的造釉細胞瘤更是如
此。藉由電腦斷層立體模型重建輔助手術，
突破了一張張平面X光片或單純CT影像的窠
臼，利用實體模型擬定出手術時將採用的切
骨方式等術前規劃，增加重建手術的可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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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立體模型之應用
—

電腦斷層立體模型重建輔助手術已有相
當多的臨床病例報告肯定此方式的價值，利
用快速原型技術製作實體模型、並在模型上
進行手術模擬、預作固定骨塊之骨板，使顎
顏面重建手術更為快速、精準。對於銑削機
台無法加工成型的部分（如鼻腔凹陷處），
（如鼻腔凹陷處），
如鼻腔凹陷處），
），
，
亦可使用快速原型技術製作三維實體模型，
以利輔助眼窩重建手術。或結合實體模型，
先行製作填補缺陷處之植入物模板，於手術
進行中一方面進行顎面切骨手術、另一方
面同時取下病患自體骨頭，依植入物模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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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概念打造的牙科CT:

Veraviewepocs 3D R100和
F40，結合世界頂尖數位技術
和日本工藝技術的數位影像系統
Dr. Yoshinori Arai1．洪榮杰2
1
2

日本大學齒科學院教授
東京齒科大學齒學博士

CBCT非常普遍的現今，對於日本數位斷層影像的領導廠商J.

在MORITA而言，CBCT的開發歷程是漫長且艱辛的，或許我們可
以說Dr. Yoshinori Arai是Morita 3D系統的發明者，Dr. Arai引領著數位
斷層掃描設備的創新。

Veraviewepocs 3D R100

40

在2000年之前，日本Morita公司就開始評估商業量產高解析度
CBCT的可能性，當時牙科的診療，只是憑藉著操作傳統X光機或是
全口X光影像，並且在極少數的狀況下利用醫療規格的CT (MRI)來診
斷牙周病。光是憑藉著傳統的X光機或是全口X光影像，對於醫生而
言診斷上是非常困難且複雜的，而且這是高度依賴醫生經驗和直覺
來進行的診斷方式，對於醫生和患者雙方都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風
險和困擾。如果使用MRI來進行診斷，MRI較高的輻射劑量雖然並不
會危及生命，但其解析度較低，並無法完全適用於牙科治療過程中所
需求的高解析度影像。此外，應用MRI診療，對於病患而言，是需要
前往大型醫院進行拍攝才能進行，這將造成病患和醫生許多的不便。
當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Dr. Arai希望能打造一台，專門以牙科治
療需求為主的CT系統-「具有高解析度、低劑量」，並以此為基礎
著手進行研究。隨後，Dr. Arai將自己所開發的技術轉移到J. Morita
公司，並與其合作展開了產品的研發及量產。於2001年正式發表了
J. MORITA 所生產的第一台CT系統-3DX MULTI-IMAGE MICRO CT。
Morita所開發的CT系統，是為了符合牙醫治療臨床需求而設計，多年
來優質的影像品質和精確的治療資訊，贏得了許多醫生的信任，並成
為診療上的利器。

MORITA公司發展數位影像的歷史非常
悠久，早從1971年開始，MORITA就已經
發表第一代全口（Panorama）影像設備 –
PANEX；並且在1979年推出全世界第一台DC
X光裝置 - Veraview。1994年，利用過去累積
的專業技術和知識，MORITA公司成功發展出
以全口掃描為基礎的多功能全口斷層掃描影
像設備。

在過去，Veraviewepocs 3D最大的可
視範圍（FOV），為8厘米和直徑8厘米的高
度。當利用最大可視範圍嘗試擷取完整全口
影像，也許個別情況有所不同，但是有可能
會發生智齒不能完整覆蓋在FOV範圍下的問
題。MORITA首先考量以透過增加直徑從8厘
米到10厘米的可視範圍來解決這個問題。然
而用這種方式，首先會遇到的問題就是，病
患在拍攝過程中用來偵測軟組織需要進行診
斷部位所需的輻射劑量將會增加。然而，這
並不符合MORITA多年來遵守的產品開發宗
旨-高解析度的影像、低輻射的劑量。基於這
個理由，如圖3中表示，MORITA開發了全新
概念的“Reuleaux”可視範圍，讓CT擷取的
可視範圍猶如自然的牙弓形狀而非傳統的圓
形。採用這種方式，讓原本為了提高可視範
圍、高解析度，但卻降低輻射劑量的挑戰，
出現了新的希望。

在第二世代的數位影像系統上，Morita
更全面將傳統的影像系統升級至全電腦數
位化，最新世代的全口影像設備多功能牙
科 C T 系 統 因 而 誕 生 - 3 D X M U LT I - I M A G E
MICRO CT 因而誕生。2007年，Morita公
司以結合過去開發的技術和市場趨勢需求為
目標，發表了第一台全數位的CBCT系統 Veraviewepocs 3D。
在 2 0 11 年 ， M O R I TA 的 數 位 影 像
系統正式踏入了第三個新世代，全新的
Veraviewepocs 3D R100和F40（圖2）因應
而生；這是一個結合了最新的數位技術，和
多年累積的工藝技術和知識所產生的系統，
其特點如下：

全新概念打造的牙科
CT:
和 F40
，結合世界頂尖數位技術和日本工藝技術的數位影像系統
Veraviewepocs 3D R100

MORITA數位影像的發展歷史

CT功能：全新的全口可視範圍（FOV）

學術進行曲

從J. Morita於2001年推出第一代牙科CT
系統-3DX MULITI IMAGE MICRO CT，至今
十一年，J. Morita持續不斷以開發「高解析
度」與「低劑量」，並且「利於操作」的CT
影像裝置為宗旨。當然，產品的的成本必須
符合市場需求，這也是開發上重要的考量。
（如圖1）在需要同時達到，高解析度、低劑
量、易於操作、符合市場需求的價格…等嚴
苛的要求下，J. MORITA以推出的最新產品來
作為這個挑戰最好的回答；結合了世界頂尖
數位技術和日本工藝技術的數位影像系統：
Veraviewepocs 3D R100和F40。

圖1 CBCT的開發需求
其開發上需要解決的問題有時候是矛盾且難以
取得平衡的，例如：(1)曝光量與影像品質、(2)
操作簡單與產品的多功能、(3)高畫質、更大的
可視範圍，但卻要提供更好的成本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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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J. MORITA的數位影像系統開發歷程
從第一個世代為類比影像的時代，到第二個世代歷經類比轉變為數位影像；並在第三個世代，以全
新的概念並整合第一、二世代時的開發經驗，開發出全新的Veraviewepocs 3D R100和F40。

圖3 最佳的全口可視範圍（FOV）
透過最新的技術，讓醫生依然能完整地看到為病
患所拍攝的全口影像。和傳統影像「圓形影像擷
取」的技術不同之處在於，利用三角形的範圍區
域即可看到病患的全口影像，不同於傳統圓形全
口擷取的拍攝過程中，會將一些無效的診斷區域
的一併拍攝。MORITA的新技術不但提高了醫生
診斷上的可視範圍，也減少病患的輻射劑量。
（陰影區域為MORITA最新技術，相較於傳統方
式所減少拍攝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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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Veraviewepcs 3D上面，有時候
會發生因為拍攝範圍不足造成智齒無法全
部擷取的問題。

圖5 最新的Reuleaux技術，完整地全口可視範
圍（FOV）
可以發現，在同一個病例下，下顎的前半
部分和智齒的影像都能完整的擷取。

全新概念打造的牙科
CT:
和 F40
，結合世界頂尖數位技術和日本工藝技術的數位影像系統
Veraviewepocs 3D R100

圖4 Veraviewepocs 3D，以FOV 8 X 8進行拍攝

圖6 減少上顎的圖像失真
顯示出多功能的醫療CT和全口影像設備都有其物理上的限制，例如：X光發射器和X光感應器之間的
距離，由於這個原因，在過去如果以8厘米的高度來進行影像拍攝，上顎的成像因為X光線的入射角
的關係，可能會因為入射角度很大，而導致影像失真。必須將上顎的位置處調整至相當於下顎處，
才可減少失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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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Reuleaux，最佳化的可視範圍（FOV）
最新的技術讓FOV高度調整在5厘米時，
即可完整的掃描上顎。此裝置也可支援直
徑4厘米在高度4厘米和8厘米符合標準可
視角的規格。在傳統的設備之下，我們無
法在同一個設備上，同時操作兩個或更多
的可視範圍，但是最新的Veraviewepocs
R100和F40則消除了這樣的不便。

圖9 使用全口影像Pano影像中，檢視直徑4厘米和
高度4厘米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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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直徑4厘米和高度8厘米的下顎骨最佳可視角

學術進行曲

新全景掃描影像技術
在R100和F40上，Panoramic影像也有
個新功能。如同圖10所示，前側部分有明顯
的牙齒傾斜，因此影像可能會模糊，為了解
決這個問題，通過MORITA最新的技術，可以
位置，即使在拍攝後也能進行Focus（焦點）
修正。另外，Focus位置不是只有在平面處，
也能夠以指定出（Focus）深度的不同處來進
行校正。若要調整，在Pano影像上面選取區
域調整的焦點，用滑鼠就可以很簡便的達到
調整的效果。如圖示11的結果，與處理前的
圖像相比較，例如模糊的根尖區域在過程中

圖10 全景斷層影像變化的原理

被移除了，由清晰的影像所取代。
在下顎骨左和右的牙骨和“Reuleaux”
全牙弓可視範圍，可以診斷全下顎骨。搭載
新功能的齒弓形攝影範圍，以較低的X光照劑
量就能夠達到拍攝全口CT斷層影像的DentalArch FOV功能，並且能做到與齒弓吻合，有
相當於ψ100的拍攝範圍。高解析度的立體
像素尺寸達到125μm，能夠做到從牙周來觀
察齒根膜空隙、齒槽骨狀態。對於植牙手術
的術前規劃到術後的觀察，是非常有效的輔
助工具。利用Dose劑量減低功能，能以減低
至易被X光穿透部位的照射劑量標準來進行拍
攝，能夠降低患者所接收的Dose劑量，僅達
原本的40%。不僅能使軟組織更清晰，牙齒
的陰影雜訊也會降低。

有個模糊的牙尖部分在全景斷層成像之
後。如圖中右側，去除了模糊的斷層區域。

圖11 全景斷層的影像技術變化

針對犬齒的側邊影像定位是一致的。

總結

全新概念打造的牙科
CT:
和 F40
，結合世界頂尖數位技術和日本工藝技術的數位影像系統
Veraviewepocs 3D R100

藉由拍攝完成的Pano資料進行再變更斷層的

新世代的牙科CT系統，“Veraviewepocs
3D R100 & F40”不只是簡單的全口影像和
CT系統的結合。更是MORITA透過整合多年
累積的工藝設計和經驗、知識所開發，先進
的顯示技術漸漸地開始運用在臨床系統，這
圖12 結合了全景影像目標和六種CT成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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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高度受矚目「透過3D影像診斷牙科治
療的時代」。一旦開始實際操作後，差異性
馬上就能顯現出來，MORITA利用超過50年的
技術累積，希望將“給病患永遠最佳的醫療
品質”的理念，傳遞給世界各地的醫生。

後記
感謝Dr. Yoshinori Arai 教授指導及荷茂牙
科材料公司提供資料。我們期望牙科器材的
進步能不斷的提升牙科醫療的層次，讓我們
能目視的更清晰，判斷的更精準，診斷的更
犀利。希望將來能夠再跟各位分享資訊，共
享未來。

References:
1. Lofthag-Hansen S (2009)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radiation dose and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s. Swed Dent J
Suppl,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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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suz, Hakan Kurt, Selcen Yüksel and
Candan Paksoy (2011)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cross-sectional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s. Journal of Oral
Science, Vol. 53, No. 4, 501-508.
4. J . M o r i t a M f g . C o r p ( 2 0 1 2 ) H i s t o r y.
Available: http://www.morita.com/global/
cms/website.php?id=/en/company/
12156_history.htm
5. J.Morita Mfg.Corp (2012) 3D Accuitomo
FPD – XYZ Slice View Tomography
Clinical Report. Available: http://www.
morita.com/usa/root/img/pool/pdf/articles/
3dx_accuitomo_clinical_report.pdf.

致謝：感謝荷茂牙科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部分圖檔及資料。

史上最強的植牙課程
誕生了！！
2013年北醫植牙碩士學分班開張囉！
千萬不可

7大課程特色

錯過

1. 與ICOI合作，可同時輔導取得ICOI Fellowship及Diplomat
2. 可同時抵扣北醫研究所學分。
3. 可取得台灣美容植牙醫學會認證學分
4. 大量的實作課程，讓您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實地練兵。
5. 可帶自己的患者，我們從訂定治療計劃到拍照、做手術板、CT判讀、開刀、假牙完成。Step by step，協助您完成。
6. 首創導師制，每個學員有專屬的北醫主治醫師級導師指導。協助帶刀、Live surgery示範，讓您勇敢踏出第一步。
7. 循序漸進的課程安排，全國最完整，從Lecture、模型操作、pig jaw操作，再到活體豬操作，大師的Live
surgery，以及p’t實作，全國獨家喔！

課程設計
基礎植牙A班（6天）
Lecture含Ⅰ階、Ⅱ階植牙手術、初級GBR、sinus augmentation、活動及固定假牙製作等，實作包括Ⅰ階、Ⅱ階、
縫合、切線設計、照相、活豬實作、手術板製作等等。

A+班（1天）
指定導師及全程帶刀（由學員自備一位p
（由學員自備一位p
由學員自備一位p’t，在北醫手術室操刀）
）

課程報名費用說明
課程

價格

基礎植牙A班

13萬元

+

優惠價2萬元

A班

備註
含指定導師及帶刀費

報名基礎A班者，團報10人以上，每人可再優待1萬元。報名基礎A班者，台中以南學員再補助1萬元車馬費。
中南部學員可視訊上課，上課地點另行通知。

植牙班課程報名表

FAX：02-2991-3665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診所名稱：

通訊地址：
電話：(

)

手機：
匯款帳戶：遠東銀行 永和分行

傳真：(

)

E-mail:
帳號：019-004-0023692-8

戶名：戴詠潔

洽詢電話：（02）2991-3661 北醫牙科校友總會 秘書處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校友總會
242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115號1樓
電話：(02)2991-3661 傳真：(02)2991-3665 E-mail: aasodcomtmu@gmail.com

院長
推薦序

拜醫療科技進步之賜，牙科醫療技術亦日新月異，精進醫師之專業知能更顯重要。此次一
系列植牙課程，師資陣容堅強，結合了本校口腔醫學院專業教師團隊、牙醫校友會與牙醫界富臨
床經驗之資深醫師，課程內容豐富，由理論出發延伸應用，更搭配實作課程，深入探討植體的發
展、植牙過程的前中後過程之觀察、規劃與進行等相關知識與臨床應用，更加入活體豬隻動物實
作及臨床操作討論；內容可說豐富且充實。
此外，本次植牙課程更設計一對一輔導課程，方便學員可以於操作的過程中，即時提出問題
與輔導老師討論，並藉此習得學理中無法體驗的臨床判斷，藉此累積植牙經驗。再者，全程參與
本植牙課程之醫師，皆能獲得本院授課中英文證書證明。
誠如上述，本次課程為一兼具學術與臨床之盛會，精彩可期、敬請期待，亦衷心企盼各位醫
師的參與，讓此次的課程能更臻圓滿。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院長

課程推薦

歐耿良

植牙技術的精粹，不僅止於紙上談兵的理論闡述，個案的討論、實際的臨床操作更是精華所
在。此次特別邀請北醫體系三院之主治醫師擔任課程導師，實際經驗傳授，依照課程安排由淺入
深、循序漸進，期由活體豬進行實際臨床操作，繼而累積更多的手術操作經驗。
此外，植牙過程中突發狀況的應變判斷，亦為牙醫師不可或缺的專業知能，故本課程特別針
對問題排解與危機處理，幫助牙醫師面對植牙過程的大小狀況皆能迎刃而解。
植牙班課程從構想、草擬計畫、以至邀請講師等所有的籌備歷程，皆仰賴北醫教師與校友們
大家竭誠參與，才能讓這份熱騰騰的課程文宣顯得完整，也更具吸引力。在此誠摯的邀請各位參
與本次的課程，期待在課程中可以與您分享更多的植牙新知與經驗！

署立雙和醫院牙科部主任、植牙班班主任

因為用心
所以貼心

黃茂栓

此次北醫植牙碩士班的課程，稱它是史上最強的植牙課程，一點都不為過。此次課程設計，
最大特色是加入了大量的hands-on課程。先從lecture開始，然後在模型上操作，再到冷凍豬下巴
操作，之後還安排活體豬的實際操刀，相信此手感已與真人不相上下。之後居然還有資深導師帶
領，先由大師實地live surgery給學員看，再由學員自己帶p’t，由導師在旁指導，利用北醫完善的
設備，協助您完成植牙手術。這種step-by-step，循序漸進，學術與實作都非常紮實的課程，我相
信不僅全國獨家，放眼全世界也很少有這麼完整、實用的課程。而且這課程還同時可抵扣北醫研
究所學分，全聯會進修學分，更會輔導學員取得ICOI Fellowship及Diplomate，一舉數得的課程
連我自己都心動，非常值得推薦。而這麼完整的課程設計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例如每次都
與會的歐耿良院長、江錫仁理事長、黃茂栓主任、扶炳元醫師、許恆瑞秘書長，還有其他許多學
長、醫師協助。這是大家貢獻智慧，通力合作，安排出來的課程，再此致上欽佩之意。他們的用
心，才有這麼貼心的課程，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超值實用的好課程。絕對會讓各位滿載而歸，不虛
此行。誠摯邀請您來感受北醫用心為您準備的豐盛饗宴。

北醫牙科校友總會學術主委

溫世政 醫師

敬邀

基礎植牙課程
日期
時間
講題
DAY 1 < 9學分 >
09:00~09:20 課程總介紹
20min
TMU Implant Master Program Introduction
牙科植體的生醫材料及植體表面功能化處理
09:20-10:50
Biomaterials for Dental Implant & Surface Treatment of Functionalization for Dental
90min
Implant
植牙治療前的評估與治療計劃
11:00~12:30
3月31日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Planning in Oral Implantology and X-ray and
90min
(註3/24雙
CT-scan Study
北會員大
12:30~13:00 午餐
會)
13:00~13:50 植牙相關之解剖
50min
Oral Implant Related Anatomy
13:50~15:10 人工植牙之危險因子與用藥
80min
Risk Factors and Medication in Implant Dentistry
15:30~18:00 手術模板的應用與實作
150min
Surgical Guide Application and Hands-on
DAY 2 < 9學分 >
09:00~10:40 植體之演進與趨勢
100min
Current Trends and Innovations of Endosseous Implants
10:50~12:30 人工植牙第一階段手術
100min
Bone-Quality Based Implant Placement: Stage I Surgery
12:30~13:10
午餐
4月14日
(註4/7清明 13:10~14:50 骨引導重生術，骨生理與代謝機轉
節連假)
100min
Guided Bone Regeneration and Physiology and Metabolism of Bone
15:10~16:50 人工植牙之骨瘠保存術
100min
Bone Preservation in Dental Implant
16:50~17:40 病例資料收集與實作
50min
Data collection and photography and Hands-on
DAY 3 < 9學分 >
09:00~10:40 人工植牙之切線、翻瓣與縫合技術
100min
Incision、Flap Design and Suture Techniques
10:50~12:30 植牙第二階手術
100min
Implant 2nd Stage Procedures
4月28日
12:30~13:10 午餐
13:10~14:50 軟組織處理
100min
Soft Tissue Management
15:10~17:40 人工植牙縫合模擬實作
150min
Incision、Suturing Techniques Hands On
DAY 4 < 9學分 >
09:00~10:40 側窗上顎竇增高術
100min
Lateral Window Sinus Elevation
10:50~12:30 牙脊上顎竇增高術
100min
Osteotom Sinus Elevation
5月19日
(註5/12母 12:30~13:10 午餐
親節)
13:10~14:50 口腔種植之併發症與拯救
100min
Implant Complications and Ailing Implant Saving
15:10~17:40 人工植牙系統介紹與實作
150min
Implant Placement Hands-On
DAY 5 < 9學分 >
09:00~10:40 植牙之生物力學考量及人工植牙 復體之咬合
100min
Biomechanical Consideration of Dental Implant and Occulsion in Implant Prosthesis
10:50~12:30 人工植牙固定 復體設計
100min
Implant Fixed Prosthetic Design
12:30~13:10 午餐
6月2日
13:10~14:10 人工植牙活動 復體
60min
Removable Implant Supported Prosthesis
14:10~15:10 人工植牙之印模與牙齦製作
60min
Impression Techniques and Soft Tissue Modiﬁcation
15:30~17:20 人工植牙之印模操作
110min
Impression Techniques:Open and Closed Tray Hands-on
DAY 6 < 9學分 >
活體豬實作
6月16日
09:00~17:40
Hands-on
DAY 7 < 9學分 >
病人實作
6月30日
09:00~17:40
Hands-on

課程講師

主持人

Dr. 黃茂栓
歐耿良院長

Dr. 江錫仁

Dr. 程國慶

Dr. 洪景明
Dr. 黃茂栓

Dr. 許恆瑞

Dr. 卓瑞棠

Dr. 扶炳元
Dr. 蔡欣原
Dr. 潘同益

Dr. 劉定國
Dr. 溫世政

Dr. 蕭閎懋

Dr. 溫世政

Dr. 林靜毅
Dr. 許修銨
Dr. 林靜毅

Dr. 林靜毅
Dr. 吳智偉
Dr. 林靜毅

Dr. 吳家佑
Dr. 蔡欣原
Dr. 扶炳元

Dr. 陳亮州
Dr. 周幸華

Dr. 許恆瑞
Dr. 吳智偉

Dr. 劉閔結
Dr. 王俊勝
Dr. 王哲訓

Dr. 程國慶
Dr. 程國慶
Dr. 程國慶
暨講師群
全體講師

全體講師

Dr. 許修銨
Dr. 蕭閎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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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電腦斷層
臨床應用及最新趨勢
江錫仁1,2,5．吳慶榕3,4,5*．歐耿良2,5*
1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體技術學系

2

臺北醫學大學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
3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
4

5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科部

臺北醫學大學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試製研究中心

隨展。透過立體電腦影像模擬呈現3D影像系統之電腦斷層攝影術
著國人口腔衛生意識的抬頭，帶動各種三度空間影像儀器的發

（CT, Computerized Tomography），有助於醫師的門診電腦上即時
進行診斷與治療計劃。
隨著影像科技的進步，CT從傳統的束狀射線對應單一接
收器，或多層電腦斷層（MDCT, Multidetector Computerized
Tomography）的扇形射線對應一排或一圈的接收器，進展到錐狀放
射電腦斷層掃描（CBCT）利用錐形射線對應到面狀的接收器，僅
需要再單次360度旋轉，即可獲得所需的三度空間頭顱影像，使得
CBCT較傳統CT更具競爭力[1,2]，本文就CBCT的發展與應用進行簡單
綜述。

1. CBCT (Cone Beam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進展
有別於傳統CT以連續性扇形放射的方式，CBCT以以錐狀放射
的方式，利用脈衝式（pulsed）掃描，不僅大幅降低輻射劑量（表
1）[3]，病患可以利用坐姿且較開放式的架構來，來獲取影像，縮短
掃瞄時間，並影像解析度高（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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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進行曲
牙科電腦斷層臨床應用及最新趨勢

表1 MDCT與相似照射視野（FOV, Field of View) CBCT的有效劑量比較及不同照射視野的CBCT有效劑
量比較。

圖1 CBCT拍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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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降低金屬散射的技術，可大幅降低因散射而造成鄰近組織的黑影現象。

圖3 藉由降低金屬散射的技術，保留金屬物周圍影像資訊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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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BCT (Cone Beam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診斷應用[5]

牙科電腦斷層臨床應用及最新趨勢

藉由3D的影像，牙醫師可從正切面、斷

層面、軸向面、冠狀切面、矢狀切面甚至於
斜切面等角度（圖4），深入檢視病患全口牙
齒的狀況。CBCT可廣泛的應用於牙科治療
與診斷，包括：全口牙周健檢、根管的數目
與走向、下顎牙齒與神經管的距離、上顎牙
齒根尖與上頷竇的距離、上頷竇是否有異常
增生（圖5）、牙根斷裂診斷、骨頭狀況的評
估（圖6），以及矯正時多生齒或阻生齒（圖
7）的生長方向判斷…等。

學術進行曲

傳統CT因對口內金屬補綴物產生的散
射問題，可能因散射與雜訊，而造成診斷上
的死角。為此，已有市售產品運用金屬散射
降低技術（MARS,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Software），針對其軟、硬體的特點，大幅降
低因金屬物所造成的散射（圖2及圖3）[4]。

圖4 不同角度的切面視窗

圖5 上頷竇內有異常黏膜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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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牙根斷裂，骨質流失

圖7 埋伏齒、阻生齒的位置及生長方向，透過3D及斷層切面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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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BCT (Cone Beam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於植牙應用[6]

步驟四

規畫所需植體並置於電腦斷層影像
中，並作骨頭條件的360度確認。

在進行拍攝後獲得各切面的斷層影
像後，先藉由影像切面找出下顎神
經管的所在位置。

牙科電腦斷層臨床應用及最新趨勢

步驟一

決定植入角度並修改斷層切面方
向，以確保斷層影像的準確測量數
據，接著進行骨頭條件測量。

學術進行曲

自1972年開發出第一部電腦斷層掃描
儀，CT於牙科診斷的範疇中已愈顯重要。尤
其在植牙的術前與術後評估，由於2D影像畫
面容易產生組織重疊，造成診斷上誤判，而
CBCT因其能利用不同解剖面，檢查齒槽骨型
態及內部問題，助骨頭的條件判讀，因此，
能輔助醫師正確掌握牙床的形狀、厚度及神
經、鼻竇與血管的位置，避免植牙可能產生
的風險，已逐步成為植牙前的主要評估工具
之一，協也能輔助確認術後植入的位置是否
適當。利用CBCT為診斷基礎，並結合3D齒
雕CAD/CAM（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
系統，可提供病患於植牙前有效的評估，主
要的流程如下所示：

步驟三

4. CBCT (Cone Beam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整合性
步驟二

將CAD/CAM所設計的修復體形態
匯至CT影像中，以取得骨頭形態、
軟組織高度、修復體咬合關係、上
顎鼻竇及下顎神經管的相對資訊。

就CT影像而言，事先進行骨頭條件評
估，固然很好，但如果能進一步將規畫完成
之影像製作出手術導引板，實際將此規畫結
果移轉至臨床上，那就更完善了。因此，具
備與數位印模整合性的CT系統實為未來趨
勢。
在植體規畫前，預先透過數位印模將修
復體設計出來，接著透過咬合、牙齦高度及
骨頭條件評估後，決定植體的位置及角度，
接著將規畫完成的資料匯出至CAD/CAM系
統，進而車製出手術導引裝置（圖8）。最
後，依手術導引板的鑽孔位置，進行手術流
程（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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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評估植牙條件時，會以患者的
骨頭條件為優先考量基礎，以決定植體的植
入位置及角度，但往往因骨頭條件的限制，
使得植入角度過大，造成後續假牙製作上的
困難或是無法同時兼顧其製作的美觀及功能
性，缺少整體植牙概念（圖10）。因此，透
過整合系統，能有效改善上述可能於植牙後
可能產生的困擾。

5. CBCT (Cone Beam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選擇
考量臨床研究目的，早期牙科CT的產
品設計著重於一次擷取全頭顱的立體影像，
但因拍攝範圍大，所需的影像接收器相對較
大，使得CT的成本居高不下，動輒上千萬
元的價格令有臨床需求的開業牙科診所望之
卻步，導致CT無法大量地運用在牙科臨床
治療。在提昇市場普及率與醫療品質的考量
下，各廠商努力研發，逐步推出不同尺寸、
價格也較為市場所接受的CT。至今為因應開
業牙科診所需求，更推出了結合CT、全口與
側顱拍攝模式的二合一/三合一機種，滿足了
大部份開業牙醫師在全口健診、植牙及矯正
等臨床上的需求。因此在CBCT的選擇上，筆
者提供下列方向，以提供有CT需求的醫師作
為參考：
A. 實際拍攝範圍- CT拍攝範圍的大小，相對

圖8 研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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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採購成本的高低，亦即拍攝範圍大，
相對成本高。然而若只是考量成本因素，
而沒有顧慮到操作上的方便性，反而曾造
成日後使用的困擾。因此在照射範圍的選
擇上，除了可滿足植牙區域診斷外，其對
咬牙及近、遠心牙位，亦是植牙所應涵蓋
的考量範圍之一；再者，若是因拍攝範圍
過小，無法因應使用者需求製作手術導引
板者，則需多次拍攝進行影像串接，才能
有足夠的直徑範圍以因應手術導引板製
作，除了患者需進行多次拍攝外，串接的
影像也會有精準度問題。因此，足夠的CT
拍攝範圍，除了能確保提供診斷資訊的完
整性及準確度外，也能避免操作時間過長
影響診所原本的作業時間及患者因重複拍
攝而產生過多輻射劑量。
B. 軟體操作- 多數的牙科CT設備商，大多採
用市場現成的3D軟體，再搭配自家的牙科
CT設備產生的3D影像。其缺點除了沿用
醫科CT軟體設計的框架，無法滿足牙科
臨床需求外，也因軟、硬體非源自一家之
手，在搭配上較難有突破性的更新，而這
樣的軟體在學習與操作介面上，都較不符
合牙科臨床診斷分析所需，在學習上也增
加了不少的困難度與不便性。因此，若廠
商能提供簡單易學且即時的操作介面，則
可讓牙科CT的應用範圍更廣。亦即，除植
牙外，舉凡牙根檢查、牙周狀況檢視、智

圖9 手術導引板

圖10 整體植牙概
念，除了準
確的植牙角
度外，也包
含了客製化
假牙基座及
修復體的完
成。

齒評估等都能立即協助醫師進行診斷。因
此，軟體操作是否便利，也是CBCT選擇
上的一大重點。

1. 錐狀放射電腦斷層掃描（CBCT）的使用
須先對病患病情詳加瞭解，經詳細臨床檢
查及必需的放射診斷後發覺有使用CBCT
的必要時經病患同意才建議開單拍攝。並
儘量做到“以最低劑量取得足夠且合理
的資訊使用”的原則-ALARA (as-low-as
reasonably-achievable)”[7]
2. 醫師本身瞭解自己的需求，選擇有較好的
售後服務的代理商，以較合理且能負擔的
成本，選擇合適的機型，讓臨床醫療工作
能順利進行。

牙科電腦斷層臨床應用及最新趨勢

D. 是否具備整合功能- 以往在評估植牙條件
時，會以患者的骨頭條件為優先考量基
礎，以決定植體的植入位置及角度，但往
往因骨頭條件的限制，而造成植入角度過
大，造成後續假牙製作上的困難或是無法
同時兼顧其製作的美觀及功能性。因此，
若能於植牙前，事先評估未來想要修復的
假牙型態，將會對於植牙評估更有幫助。
因應此需求，有廠商將其概念，設計至軟
體功能中，而其評估方式就是透過CAD/
CAM 3D鏡頭直接進行缺牙處的口內數位
取像，完成取像後於軟體內缺牙處將未來
欲重建的假牙型態設計出來，這其中包含
了假牙的形態及患者咬合條件(圖12)，並

結論

學術進行曲

C. 影像品質- 牙科CT的運用，除了能提供骨
頭條件的評估外，高解析度的CT影像更
是必要條件。對於需要細部檢查的部位，
可事先運用影像進行評估，如根管問題的
相關判讀─根管的數量、相對位置及長度
等，皆可透過清晰的3D影像（圖11），藉
以協助療程進行。

將設計好的假牙資料匯至CT軟體中。如此
一來，就能在CT影像中同時擁有骨頭、
牙齦高度及假牙位置的多重資訊，以進行
更完整的植牙評估。另一方面，也能在軟
體中呈現植體置入後，在骨頭結構中的相
對關係（圖13），除了有完整的診斷資訊
外，也能藉由3D影像輔助患者了解評估情
形，增進醫病溝通。

3. 在 拍 攝 時 須 對 患 者 做 必 要 的 輻 射 防 護 措
施，減少患者輻射劑量。[8]

圖11 影像解析度佳的CT影像可清晰呈現正切角度、斷層角度及軸向面角度，確實掌握根管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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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患者缺牙處所呈現的假牙，乃依此患者的生物基因型態及咬合條件而設計，非一般
套用資料庫方式。

圖13 透過CAD/CAM 3D影像整合功能，可同步呈現假牙形態、牙齦高度及骨頭條件，在
術前能有更完整的植牙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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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澎分會報導

文

郭明宗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校友會高屏澎分會會長

大家好！我們是北醫牙醫高屏澎區校友會。
首先要感謝江錫仁總會長在今年的牙
橋成立一個專欄，介紹各分區校友會，讓分
佈在全省的校友們，可以藉由此專欄而增進
彼此的連繫與交流。而第一站就是高屏澎區
校友會。本會已成立12年，目前校友人數已
超過150人，並於2003年由當時會長陳建富醫
師發起組成「高屏澎五院校校友聯誼會」。

● 左起江錫仁總會長、郭明宗會長、潘同益社長

在這十年中，此聯誼會除了提供一個溝
通平台，更讓長期在公會屬於少數的院校校
友們得以爭取到合理的對待與尊重。而且此
聯誼會每年年底固定舉行大會，已成為高屏
區牙醫界每年的盛事之一，足見其影響力不
容小覷。去年12月23日的聯誼大會，適逢
會長交接，歐院長、江會長、許秘書長、南
區會長陳立民醫師及雲嘉校友會秘書長謝明
憲醫師、全聯會理事陳博明醫師連袂出席本
會，讓此次活動增色不少，同時也讓北醫高
屏澎校友們感受到母校及總會的重視。
而今年的第一個活動是雲嘉校友會邀
請南區及高屏澎校友會幹部及眷屬一起春遊
「東石外傘頂洲及鰲鼓濕地」。2013初春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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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醫 花 絮
高屏澎分會報導

● 各區校友聚餐合影

暖還寒的3月3日，高屏澎校友會一行人起個
大早，就到東石漁人碼頭集合。頂著冷氣團
的強大威力，卻是不減大隊人馬的熱情與活
力。三艘外傘頂洲號，暢遊朴子溪。船上專
人講解東石港的生態、漁業，並示範撥蚵流
程，大朋友、小朋友吃著熱熱的花枝丸，愛
唱歌的醫師們把握時間點唱兩曲，轉眼已是
午餐時間。大家來到"上好吃"餐廳，享用豐盛
的海鮮宴，這可是江總會長錫仁作東請客地
呦！他致詞時特別感性提到，這可是濁水溪
以南的校友會相聚一堂，北醫校友們就是有

● 五院校聯誼晚會

這麼濃烈的情感交集。江總會長是東石長大
的孩子，一份在地鄉情，讓這次活動更添溫
馨。
下一站是另個高潮─鰲鼓濕地賞鳥。導
覽人員架起"大砲筒"的高倍賞鳥鏡頭，大家在
七號水門看著成群的鳥兒─黑面琵鷺、反嘴
鴴、大杓鷸、赤頸鴉、夜鷺……個個入鏡。
許多自備望遠鏡的人翻著鳥書圖鑑一一比
對。風雖大且冰冷，卻不減大夥兒知性又感
性自然生態之旅的收穫。衷心感謝主辦的雲
嘉校友會，Oscar同學：您辛苦了！！

● 五院校聯誼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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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子溪生態解說

● 鰲鼓濕地賞鳥

● 東石漁人碼頭合影

另外小弟在上任後，召開第七屆第一次
的理監事會議。會中除了期許理監事們多支
持與協助會務的進行外，並通過多項案題如
下：提案ā北醫校友日ā的成立，旨在連繫
學長姐、學弟妹間的情誼。並組成老、中、
青、少四家族，各家族推派一位家長為連絡
人，除了可經常聯絡互動外，各家族輪流主
辦活動，踏青、郊遊、聚餐，可以很輕鬆，
自由隨性。同時藉由不同世代來主辦，可增
加其多樣性。
緊接著高屏澎校友會年度活動"春の饗宴
"即將在四月二十八日於寒軒國際大飯店5樓
環球廳舉行。特別邀請李祖德董事長南下為
62

校友們演講，讓大家了解北醫近十年的蛻變
和成長。同時歐耿良院長要為校友的子女們
作一場升學講座，讓年輕學子知曉多樣的學
醫之路。另外母校牙醫學院籌建新大樓，為
響應校總會之發起，也將公開募款，回饋母
校。餐宴中另有輕鬆的聯誼活動，歡迎校友
們熱情與會，共襄盛舉。
校友會，是一個大家可以去親近，參
與的另一個大家庭。希望在江總會長的帶領
下，各分區的校友會彼此結合更緊密，校友
們更團結。最後祝大家蛇年行大運，心想事
成，歡喜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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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Oral B

自動化電腦視覺技術
於臨床牙科診斷與
治療應用
王靖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腦視覺與醫學影像研究中心主持人

http://www-o.ntust.edu.tw/~cweiwang/
cweiwang@mail.ntust.edu.tw

1.自動化牙骨密度分析 輔助辨識可疑蛀牙區
一般口腔檢查只能看到牙齒表面狀態或是淺層的牙周、
牙齦的健康情況，但是對於牙根病變、齒槽神經發炎、內部齲
齒或異常的牙齒發展或病態的顎骨生長…等情況無法觀察，醫
師則需要透過X光診斷牙齒根部整體狀況。但是，受限於傳統
X光技術和傳統CT斷層掃描技術的限制，無法充分提供醫師完
整有效的資訊，以供診斷和治療。本中心針對臨床治療的需
求，建立新型X光輔助診斷與治療系統，提高臨床治療品質與
治療成功率，尤其對於蛀牙治療、植牙及矯正治療，有顯著貢
獻。此外，規劃之系統易普及於各種規模之牙科機構（可為小
型診所至大型醫院），有助於廣泛性提高牙科治療品質。
智慧牙齒、骨頭（牙骨）密度分析：對於牙齒內部情況
並無法直接做出判斷，又加上現今技術中X光片中沒有相關資
訊可以了解牙齒、骨頭密度情形，牙骨密度資訊在執行治療前
是相當重要資訊之一，目前資深牙醫師對於X光影像中，牙骨
密度的判斷必須依賴經驗，沒有正確的依據可以參考或需跳至
另一個系統進行牙骨密度分析，著為不便，經由本中心建立牙
骨密度自動影像分析技術，可輔助臨床醫師快速偵測辨識可疑
蛀牙區域和辨識適合植體置入處和危險脆弱區域，對牙骨內部
狀況立即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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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傳統X光影像與規劃牙骨密度輔助治療示意圖
傳統X光影像

牙骨密度輔助治療示意圖

蛀牙

說 明

原始X光影像無法直接對牙齒內部影像或
骨骼密度作出判斷和分析，不易辨識蛀牙
區域以及不易辨識適合植體置入處。

規劃牙骨密度輔助治療影像，能輔助辨識
可疑蛀牙區域和辨識適合植體置入處和危
險脆弱區域。

自動化電腦視覺技術於臨床牙科診斷與治療應用

X-Ray

2. 自動化組織結構辨識
以2D側顱影像為例，雖然目前有市售的軟
體，然而所有軟體均需先以人工的方法輸入結構資
料，標記結構特徵點，如下圖1，方可進行後續的
分析；但是這是非常耗時與耗費人力的、亦容易受
人為偏差干擾，若定位點有錯誤輸入，則後續的資
料分析就會有相當大的誤差。
智慧影像技術分析其中包含的人工智慧與機器
視覺技術模組，包括影像前處理資訊優化、影像註
冊與對位、影像內容區域分割、組織結構辨識、生
長差異分析，透過智慧化預測出患者生長預測及治
療後成果狀況。如下圖2，本中心已開發全自動偵
測相關影像結構特徵，右圖為治療前的側顱影像紀
錄，而左圖為一年後側顱影像，全自動電腦視覺辨
識相關影像結構特徵位置，而不需任何人工介入，
大幅縮減人力成本與增加治療速度。
以 C T影 像 為 例 ， 透 過 電 腦 視 覺 影 像 辨 識 技
術，自動分隔出待觀察之構造、器官，以便醫師做
詳細的觀察其需要的部位如下圖1，在文獻中使用
三維CT之X射線頭影測量法呈現牙齒與頭顱的三維
影像偵測與簡略分割結果。

圖1 傳統側顱X光影像人工標記點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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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電腦視覺技術自動偵測影像結構特徵。左圖為治療前的側顱影像紀錄，而右
圖為一年後側顱影像，全自動電腦視覺辨識相關影像結構特徵位置，而不需
任何人工介入，大幅縮減人力成本與增加治療速度。

圖3 為三維CT之X射線頭影測量法所呈現的三維影像偵測與切割。圖左：利用二維平面
顯示三維CT的標示點，圖右：將下顎的三維DT影像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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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動化影像註冊 輔助 生長差異分析

影像註冊亦可應用於4D空間中（3D+ Time），來觀測生長差異分析，如圖4顯示4D
胸腔 MRI 自動左心室和右心室辨識與重建。

自動化電腦視覺技術於臨床牙科診斷與治療應用

自動偵測影像結構特徵，可供後續自動影像註冊，將不同時間所紀錄之2D或3D影
像，註冊到同一座標系統，然後再進行生長差異分析，可觀測病人復原的情況、評量治
療方法的成效，並且可供預測未來相同治療方法的生長預測分析。

圖4 自動畫影像註冊，將不同時間所紀錄之2D或3D影像，註冊到同一座標系統，以
供進行生長差異分析。右圖為將圖2之執行治療前影像之註冊到左圖之座標系統
的註冊影像。在同一座標系統下，接下來可分析左右圖的生長差異。

Time
RV-LV Inner-Surface

圖5 4D胸腔 MRI 自動左心室和右心室辨識與重建

RV-LV Inner-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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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口腔變成呼吸器官時—

口呼吸症治療
口腔顏面美學重建之門
黃奇卿
口腔暨顏面美容醫學會理事長

前言
對現代牙醫而言，本著既有的口腔顎顏面為治療的領域需要更多
地參與處理呼吸道的發展和成長中的兒童的顱面形成。近年來越來越
多地牙醫已經參與睡眠有關的呼吸障礙治療。門診中也要關懷各年齡
段患者的呼吸氣道問題，是否有睡覺呼吸中止症，這是目前常見的，
往往伴有血管並發症，如動脈高血壓，冠心病，心臟疾病和中風的
疾病。
目前現有的研究是明確的知道，損害呼吸氣道阻塞。受損的呼吸
可能會導致顱面畸形，齒顎不正下頜變形。研究還表明，顱面形成異
常可導致氣道阻塞，呼吸障礙，受損的鼻呼吸，長期張口呼吸，造成
睡眠呼吸暫停，睡眠障礙，使得終身健康欠佳。
顱面形態可以按照，顱面的功能而發育和顱面功能可以按照顱
面形態來發展。因此，顱面形態和功能應嚴格的關注，特別是在早期
年齡的增長和發展。早期的牙科診斷和治療呼吸道功能障礙和顱面畸
形，出生時開始檢查是必不可少的。
呼吸道，呼吸模式，齒顎不正是相互關聯的，結構會影響到功
能，相反的功能也會影響到結構，這種相互之間影響的原理也成為早
期預防治療找到很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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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從口入
我們都知道，
人體的呼吸器官包
括有鼻孔、鼻腔、
前鼻腔、鼻咽喉、
耳朵及內耳、咽
頭、氣管以及肺等
呢？而口腔是屬於
消化器官。但卻有
不少人常用口一樣
可以用來呼吸。如 ●
從反光鏡片看高而窄的上
果嘴巴可取代鼻子
來呼吸，鼻子豈不是多餘的?
正常發達的呼吸道進行正常的呼吸通過
鼻子，閉上嘴。用鼻呼吸是很重要的，因為
它是目前已知的身體健康是至關重要的。研
究表明，通過鼻子吸入空氣，是完全不同的
身體比經口吸入的空氣。

一個良好的呼吸道和正常的鼻呼吸是很
重要的，因為鼻氣道阻塞對全身具有深遠的影
響，甚至可以決定一個病人的症狀和主訴。
從鼻子吸氣的話，靠鼻毛與鼻黏膜像空氣
清靜機一樣，不但可以過濾灰塵等雜質幫忙殺
菌而且幫助調節空氣的溫度，並且濕潤空氣
送到到肺部。但是如果靠嘴巴吸氣的話，就
直接將環境中沒經過濾且未濕潤的空氣就會
直接吸到達肺部。因此用嘴巴呼吸的後果會
吸入環境當中含有灰塵、細菌和有害物質的
空氣直接經由咽喉、氣管到肺部，這些沒經
過過濾的有害物質可能成為過敏原或是導致
扁桃腺發炎和腫脹，當長期發炎的咽頭淋巴
輪被細菌、病毒長期占據時，在這裡產生的
淋巴球立即被感染，帶有細菌、病毒的淋巴
球會隨著血液流到全身，經由真皮組織到表
皮，造成皮膚乾裂，而成為異位性皮膚炎，
嚴重的話導致各種免疫異常症狀的疾病。

口呼吸症治療 口腔顏面美學重建之門
—

呼吸道阻塞可引起呼吸障礙，顱面部變
形和齒顎不正。在兒童上呼吸道阻塞看起來
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它可以有長期的後果，包
括行為障礙，發育遲緩，睡眠障礙和肺心病。

鼻呼吸的好處鼻一氧化氮氣體時，可
以先被檢測出生在幾個小時內開始。一氧化
氮是一種強效的氣體和人類健康的一個關鍵
組成部分。在鼻腔鼻竇產生一氧化氮，分泌
進入鼻腔，並通過鼻子吸入，以防止細菌生
長。在肺部一氧化氮提高吸收氧氣的能力，
一氧化氮是一個很強的血管擴張劑和腦變送
器。此外，一氧化氮增加氧運輸到全身，所
有的身體器官是至關重要的。

當口腔變成呼吸器官時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人的呼吸道和呼
吸功能障礙所產生的連鎖反應是很深遠的，
除了會導致齒顎不正和骨骼變形，長期口腔
呼吸通常會導致在成長中的兒童的牙齒和骨
骼畸形。這些負面的一些變化，包括過度磨
牙，下頜骨順時針方向旋轉，增加下頜骨的
前部垂直面高度，下頜後縮，咬開。相反，
顱面畸形和/或咬合不正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呼
吸道和呼吸功能。一個高而窄的上腭出生時
會干擾母乳喂養和奶瓶餵養缺乏支撐，這樣
會異常的舌頭吞嚥，口呼吸習慣開始。

呼吸指的是二氧化碳和氧氣的發生的肺
部的肺泡中交換。當有適當的氧氣，二氧化
碳交換時，血液會維持一個平衡的pH值。
如果失去了太多的二氧化碳，如張口呼吸，
氧的吸收減少。在肺部可產生負的壓力，從
而減小了血液吸收氧氣。因為呼吸機制（神
經支配）坐落在鼻子和口，大腦認為二氧化
碳很快失去了太多的鼻子。當大腦感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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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刺激杯狀細胞產生黏液和緩慢的呼吸。當
「細支氣管」之小氣管發生狹窄。同時又加
上發炎和被黏液阻塞住的情況使得血中含氧
量降低，因而影響呼吸的順暢。
口呼吸症會使得牙齒變形，牙齒會變
得較難清潔，容易引起一些牙科毛病，如細
菌積聚及牙齦發炎等。再加上口呼吸會使得
口腔變得乾燥、唾液減少，造成所謂的「口
乾症」（Xerostomia）。唾液有很多重要
的功能，包括：潤滑和修復口腔黏膜、清除
口腔中的食物殘渣、幫助食物咀嚼、吞嚥、
和消化。另外，唾液透過許多酵素、免疫球
蛋白和化學物質，可以形成一個保護系統，
防止口腔內機械性、化學性損害和傳染病
的攻擊。唾液也同時提供許多鈣、磷酸鹽離
子、及醣蛋白以強化保護牙齒，有再礦物化

Taiwan Oral B

（Remineralization）的作用。最後，唾液有
碳酸氫鹽及磷酸鹽緩衝系統，可以維持中性
酸鹼值的口腔環境。
口呼吸造成口顎功能障礙及牙齒排列影
響，一般正常狀況下吞嚥時舌頭會頂到上 ，
但口呼吸患者舌頭是往前頂（到牙齒），情
況嚴重的患者，舌頭會向前向下頂。由於舌
頭是人體內最強的肌肉，這樣容易把牙齒推
離原本的位置。這種不正常的方式也會引起
吞嚥和講話的問題。使用口呼吸時，吸入的
乾冷空氣使口腔內的口水蒸發變乾，讓口水
具有的殺菌、清潔、抗菌等功能無法發揮，
反而成為最適合細菌繁殖的環境，使得會造
成口臭和牙周病的細菌在口腔內和淋巴輪大
量繁殖，漸漸破壞口腔內的組織易得到牙齦
炎，影響身體的健康。

口呼吸症所引起的連鎖效應，造成
的上下顎顏面發育有所影響。長期
的口呼吸，外觀上造成中臉部的發
育不足、蘋果肌凹陷、黑眼圈長臉
或短臉的問題，產生矯正與醫美的
需求的案例,在臨床上可以說是屢見
不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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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Pediatr在2008年的研究顯示，造成口呼
吸的原因最大宗為過敏性鼻炎(81.4%)，而
臨床表現則為睡覺時口部張開最多(86%)
(J Pediatr (Rio J). Etiolog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concurrent findings in
mouth-breathing children. 2008 Nov-Dec;
84(6): 529-35.)

7. 下列為口呼吸常見原因
(1) Abnormally short upper lip preventing
proper lip seal
(2) Allergic rhinitis, nasal polyps, enlarged
adenoids or tonsils
(3) Obstruction in the bronchial tree or larynx

口呼吸分類
Finn（1987）將口呼吸分為：
1. Anatomic解剖上的因素：下唇過短，不施
力的狀況下無法將嘴唇完全閉合。
2. Obstructive：孩童時期鼻腔阻塞，空氣無
法透過鼻腔做正常的呼吸，因此必須以口
做空氣的流通管道。

(4) Obstructive sleep apnoea syndrome

口呼吸症治療 口腔顏面美學重建之門
—

6. Warren et al（1984）提出，當鼻腔橫截面
積降至0.4cm 2以下即有可能造成呼吸道效
率不足，導致口呼吸。當鼻腔呼吸道阻力
過高，口腔會張開約0.4-0.6cm2使呼吸道阻
力回到正常值。

當口腔變成呼吸器官時

正常的鼻呼吸功能，保證頜面部的正常
發育慢性鼻炎、鼻竇炎、鼻甲肥大、鼻中隔
充血、鼻腫瘤等，使鼻腔部分或全部阻塞，
影響正常的鼻呼吸，迫使以口呼吸代替鼻呼
吸，口呼吸時，冷空氣直沖口咽部，容易引
起呼吸道感染。此時，下頜下垂，面頰部分
肌肉緊張力增加，舌也被牽引下落，上頜弓
內側失去舌體的支持，就會使上頜弓失去
內外肌肉的正常動力平衡。在外側受頰肌壓
迫，內側失去舌體支持的情況下，上頜弓的
寬度得不到正常發育。氣流通過口腔使 頂不
能在生長發育中下降，而使 穹窿高拱，逐漸
會導致牙弓狹窄， 蓋高拱，前牙擁擠或前
突。睡眠時，口呼吸的表現最明顯，張口呼
吸，舌及下頜后退，形成下頜后縮畸形。當
扁桃體肥大時，咽腔變窄了減輕呼吸困難，
舌體必須前伸，舌根離開會厭，帶動下頜向
前，久而久之，會造成下頜前突畸形。

(5) Genetically predisposed individuals.
Ectomorphic children having a genetic
type of tapering face
and nasopharynx
are prone for nasal
obstruction

3. Habitual：當孩童時期養成口呼吸的習慣，
即使成年後鼻腔阻塞的情況改善，此習慣
仍無法改變。

(6) Thumb sucking
or similar oral
habits can be the
instigting agent

Etiology :

(7) Traumatic injuries
to the nasal cavity

4. 大部分的致病原因是鼻道呼吸效率不佳，可
能是過敏、生理構造上的阻塞或是慢性感染
造成。其中呼吸道的阻塞原因有鼻甲腫大、
鼻中膈彎曲或是其他鼻咽構造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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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呼吸（Mouth Breathing Habits）
的成因
造成口呼吸的原因並未十分確認，根據
Academy of General Dentistry，口吸呼常常
發生在過敏患者的身上，因為在過敏季節時
他們的呼吸道被阻塞，導致無法用鼻子，只
能用嘴巴呼吸。口呼吸吸進細菌或病毒造成
的咽喉部感染引起的慢性鼻炎、鼻甲肥大、
鼻中隔彎曲、副鼻竇炎等疾病時，造成的呼
吸道會部分或全部不通暢，患者就只得改用
口來呼吸，因此幼兒時期的習慣性口呼吸造
成的主要原因。

二、口呼吸造成的不良影響
長期使用口呼吸會影響面部的正常發
育，呈現特殊面容。表現為張口呼吸，鼻翼
萎縮，嘴唇肥厚，鼻唇溝變淺，上唇捲曲，
齒列擁擠， 蓋高拱，上牙前突等，影響臉部
美觀。
同時，由於牙弓的改變會造成咀嚼肌張
力不足，咀嚼功能可能下降，經常用口呼吸
還可能使口腔黏膜乾燥易裂，甚至影響到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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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組織。若睡眠時張口呼吸，危害更大。睡
眠時迷走神經興奮性增高，分泌物增加，但
咳嗽反射不敏感，不易及時地排出氣管分泌
物，使其對病菌的抵抗力減弱，又因為經口
呼吸時，空氣沒有經鼻腔過濾而由口腔直接
被吸入肺部，容易誘發口腔疾病和呼吸道疾
病。因此，家長須及時糾正兒童用口呼吸。

三、口 呼 吸 與 阻 塞 型 睡 眠 呼 吸 中 止 症
（Obstructive Sleep Apnea）的關係
當人們用口呼吸時，代表著口腔肌肉
鬆弛無力，會讓舌頭無法隨時頂到上顎處。
睡覺時，入睡後人類的肌肉張力明顯降低，
使舌根下沉影響呼吸道的順暢，當空氣通過
狹窄的上呼吸道時，加速的風力和黏膜振動
所產生的聲音就是打呼聲。除了鼾聲隆隆之
外，甚至會引起暫時停止呼吸，形成所謂的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呼吸道阻塞發生的原因有多種，包括
先天性畸形，腺樣體肥大，扁桃體肥大，
retruded上頜骨，retruded下頜骨。肥胖會增
加任何現有的氣道阻塞的舌，懸雍垂和咽喉
組織的擴大。
打鼾與阻塞性睡眠呼吸睡眠中止症是一
體兩面的，幾乎所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候群的人都會打鼾，而也有一部份會打鼾的
人本身也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

四、口呼吸與注意力不集中和過動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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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th breathing的患者通常會有long face
syndrome/adenoid face

人的外表會因血中的含氧量不足而看起
來比較疲憊外，也會影響到腦部的發育，這
個結果可能會與孩子的注意不集中和過動疾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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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來的空氣減少，無法應付身體內部
對空氣的需求時，生理上自然產生急促的吸
氣反映，以吸取更多的氧氣，來滿足身體的
需求，而造成氣喘現象，在氣喘發生時這種
支氣管阻塞的現象會造成呼吸上的問題。

(1) 用口呼吸的病患臉部會有往垂直方向生長
的傾向，從Cephalometric analyses測顱
分析可以顯示下面三點：
A. A large face height臉部高度較長。
B. Increased mandibular plane angle下
圖角度5，MPA角度會增加。
C. Retrognathic mandible and maxilla上
下顎會較為後縮。

A. Malhotra S等人在2012年用54位口呼
吸和46位鼻呼吸的6-12歲的孩童研
究，從臨床檢查和測顱分析做cross
sectional study，探討呼吸方式和骨
頭發育之間的關係與影響。測量結果
N-Me、ANS-Me、SN-GoGn在口呼吸
的孩童角度較大，在鼻呼吸者則較小。
(J Indian Soc Pedod Prev Dent.
2012 Jan; 30(1): 27-31.The effect
of mouth breathing on dentofacial
morphology of growing child.Malhotra
S, Pandey RK, Nagar A, Agarwal SP,
Gupta VK.Department of Pediatric
and Preventive Dentistry, CSMMU,
Lucknow, Uttar Pradesh, India.)
B. Soc Bras Fonoaudiol在2011研究發現，
鼻呼吸者通常為短臉型，口呼吸者為長
臉型。頭部姿勢則不會影響是否用口呼
吸，且與臉型無相關性。

口呼吸症治療 口腔顏面美學重建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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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丶口呼吸對臉型的影響

(2) 針對臉型做的研究：

當口腔變成呼吸器官時

五、口呼吸與氣喘的關係

( J Soc Bras Fonoaudiol. Facial type
and head posture of nasal and mouthbreathing children. 2011 Dec; 23(4):
315-20)
C. Harari D等人在2010年研究55位口呼
吸和61位正常鼻呼吸的孩童，比較
孩童時期呼吸方式在craniofacial and
dentofacial development的影響，研究
結果口呼吸的孩童mandible會向後下方
旋轉，overjet及mandible plane angle
增加，有較高的palatal plane，上下
arch皆狹窄。後牙錯咬的比例也較高。
(Oct;120(10):2089-93.The effect
of mouth breathing versus nasal
breathing on dentofac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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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iofacial development in
orthodontic patients.Harari D, Redlich
M, Miri S, Hamud T, Gross M.)

七丶Dental Effects
1. 齒列會呈open bite，且upper and lower
incisors皆向唇側傾倒，後牙有cross
bite。這是因為為了要讓足夠的空氣能夠從
口內進入，舌頭會處在較低的位置，造成
臉部肌肉對maxilla的施力沒有舌頭的力量
做抗衡，使得 maxillary arch受到限制漸漸
被壓縮。

Taiwan Oral B

變越高。因被擠壓的緣故alveolar process
前方部分會向前生長，最後造成maxilla在
median suture彎曲，因此當恆牙前牙生長
會向唇側向外傾倒。當Maxilla和mandible
生長越遲緩，恆牙所能生長的空間也就越
狹窄。

3. Speech Defects
不正常的口腔和鼻腔構造，會嚴重影響
到發音，且鼻音會特別重。

4. Lip
(1) 病患上下唇分開，較難併攏。

2. Wallace J在1891年指出mouth breathing造
成齒列及顎骨的改變主要發生在乳牙要脫
落，恆牙萌發的這段期間。
如果病患在乳牙脫落之前有mouth
breathing，palate會變得較高、alveolar
arch會呈橢圓狀，側方會被臉頰的肌肉向
內的壓力推擠，造成前牙區彎曲度更大，
整個maxilla的生長會變得遲緩。
假如乳牙脫落，恆牙已開始萌發，mouth
breathing的情形仍持續，側方兩邊的
alveolar process會被擠壓得越來越靠近，
下顎牙弓則會生長得越來越大，palate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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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笑的時候會露出較大部分的牙齦，即
gummy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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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期口呼吸的患者舌頭變大或變扁，因而
影響到發音
(2) 舌頭功能不佳因而影響到咀嚼與吞嚥

牙齒為了咬碎食物，在縱向（垂直）
的耐壓能力的確很強， 足足可以耐重五十
∼一百公斤。但另一方面，牙齒側向的耐重
能力卻很脆弱。譬如，齒列矯正用的牙套施
加在門牙上的壓力，只有二十∼七十公克而
已。這麼輕微的 力道就足以改變齒列的位置
了。以此類推，用口呼吸的人等同是持續好幾
年都在進行暴牙的齒列矯正一樣。而且，還是
施以比一般齒列矯正用牙套更強大的力量。

口呼吸症治療 口腔顏面美學重建之門
—

5.Tongue

對於口呼吸的人而言，由於嘴唇無法緊
閉。於是，為了讓口腔中的壓力降低，舌頭
就會代替嘴唇阻擋住上下排牙齒間的縫隙。
也就是說，上下排的牙齒和舌頭取代了本應
由嘴唇負責的任務。在這種狀況下，牙齒會
承受一股好像舌頭推向前方的壓力。這種壓
力大概有400∼600公克重。而且形成了一種
每天的ā嚥包含食物或唾液都會產生持續加
壓的狀態。

當口腔變成呼吸器官時

(3) 孩童會有厚且上唇閉合困難（incompetent
lip）、和大而捲曲鬆垮的下唇。

八、Mouth breathing是造成malocclusion
原因之一
Mouth breathing是造成malocclusion原
因之一，臨床數據顯示Mouth breathing患者
並沒有較高的palatal vault（但一般人常誤以
為有），只有在molar處有較高，premolar和
canine則無
●

長期口呼吸的患者舌頭變大或變扁

七、口呼吸也會對齒列造成影響
人類在吞嚥食物時，原本是藉由緊閉嘴
唇，讓口腔中的壓力低於外部壓力，這時會
厭軟骨將氣管蓋上，以進行吞嚥的食物誤入
氣管內，軟顎則上頂以避免食物跑到鼻腔之
內，這也是一面吃東西一面說話，食物誤入
氣管之內的原因所在。

Brodie認為一般人buccinator m.和舌頭
對牙齒產生的lateral force會產生平衡，但是
Mouth breathing患者因為mandible位置較下
方（長臉）造成肌肉之間不平衡導致narrow
maxillary arch。至於mandible到目前為止並
無研究顯示Mouth breathing會影響mandible
的長寬，Angle認為這跟舌頭平常位於lower
arch之間所以有resistance不讓dimentional
change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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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maxillary arch的改變顯得palate變高（就
是比例改變了）！
除此之外，研究數據顯示口呼吸患者有
較高比例有class II division I。

口呼吸症的治療
Mouth breathing應要在mixed dentition
時預防或是治療它造成的咬合問題
Mouth breathing患者經常被發現有
maxillary protrusion現象，而且為class II
division I，不過仍然有很多患者咬合是正常的
（所以只能說有影響但不是絕對）

首先應以治療慢性或急性鼻呼吸道疾病
的症狀為先，必要時切除過大的扁桃體，待
鼻呼吸道完全通暢后，再看病人的嚴重程度
進行矯治。

Mouth breathing患者咬合數據統計：

由於口呼症的問題症狀在呼吸道與鼻
腔，但是問題卻在口呼吸所造成的，因此如
何改善口呼吸的習慣才能治本。而所謂的口
呼吸習慣不是出生當時就有的，與後天的舌
頭位置與功能、咀嚼、吞嚥方式有關而且相
互影響，所以口呼吸的治療的考量從顎骨的
結構、牙齒排列到口顎肌肉功能合併一起處
理，才能達到內外兼顧的完整治療。

class II division I

70%

class I

26%

class II division I I

2%

在分析100個男性口呼吸患者15~20
年間的數據顯示，牙齒排列和Angle's
classification的數據因人而異，不過可以確定
的是口呼吸會影響maxillary arch長度的改變
（會增加），而且這些患者也會發生overjet
和overbite的情況。不只如此palate高度會變
高，並不是說palate高度真的比較高，而是相

在牙科臨床上常用的方法
a. 上顎骨快速擴充法:
擴充的效果不但增加上呼道的空間同時
也可將凹陷的中臉部前推增加美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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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顎骨擴張法

上顎骨快速擴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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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膠可糾正用口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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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毒桿菌素治療gummy smile

b.行為療法
除教育其不用口呼吸外，可用前庭盾改
正口呼吸習慣。
前庭盾放於口腔的前庭部分，雙側延伸
至第一磨牙，前份與前突的上切牙接觸，雙
側后份離開后牙2-3mm以減輕頰肌的壓力。
舌肌活動可擴大牙弓后段，閉唇時唇肌的壓
力可壓上切牙向舌側。如患者已為恆牙齒
列，除教育不用口呼吸外，應視情況全面考
慮其治療計劃，進行一般性矯治。
訓練牙膠可糾正用口呼吸：可使用訓練
牙膠，從而協助孩童改正呼吸習慣，用回鼻
子呼吸。一般兒童使用一年半至兩年，佩戴
時間為日間一至兩小時，晚間則需要整夜佩
戴；事實上，兒童愈早糾正壞習慣愈好，可

在6至7歲、恆牙還未長出時已可接受治療，
這樣能大幅改善現有的問題，從而減少日後
發生更嚴重的情況，但訓練牙膠不能代替傳
統箍牙。如發現子女有此情況，應及早看牙
醫診斷。
c. 肉毒桿菌素治療
從糾正已經形成肌肉記憶功能的異常肌
肉功能，到建立好新的功需要時間與耐心，
對於口呼吸引起的口顎肌肉功能障礙除了使
用功能性矯正器外亦可使用肉毒桿菌素治療
的原理，阻斷神經肌肉的聯繫，達到肌肉放
鬆來的善不良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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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Treatment considerations
治療注意事項
1. 糾正應該要針對移除解剖學上或是功能上的原
因。在真實案例制定治療計畫時，決定用口呼吸
的分類與程度是很重要的，要看是習慣性或者是
阻塞性、全用口呼吸或者是部分用口呼吸。
2. 如果有口呼吸情況的小孩建議做耳鼻喉檢查去
評量扁桃腺、腺體與鼻中膈目前的狀況，看是
否需要治療。
3. 與其他習慣一樣，用口呼吸在長大後可能會糾
正回來，這可歸因於鼻道的增加，也就是當小
孩長大時，會舒緩原本被脹大腺體所佔據的空
間。用口呼吸者在很多實例都是在青春期後便
自我糾正。
4. 根據Parker LP等人在1989年的研究顯示，鼻
阻力（Nasal resistance）會隨著年齡增加而下
降，如果有黏膜腫脹、腺體增大或是其他明顯
的鼻腔病理因素，會使鼻阻力上升。
5. 有些小孩甚至在糾正完病理因素後還是會用口
呼吸，這就表示此行為是習慣性的。

從口呼吸到口顎功能異常，所衍
生出日後不管在生理、結構、功能、外
觀或疾病，多重而交互影響的，尤其
是疾病或問題的診斷講究的是因果關
係，疾病的治療首在預防，常規早期檢
查和診斷，應在出生時或出生後不久
就開始。所有的嬰兒應進行篩選，的顱
面畸形可能會影響呼吸道形態和功能。
應鼓勵母乳餵哺，因為它促進良好的鼻
呼吸，只是因為它減少了預留口呼吸的
發生率。牙醫在一個獨特的位置上，可
以在門診中過慮識別口呼吸兒童的體徵
和症狀，咬合不正，顱面畸形，阻塞
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徵相關的條件，
如呼吸道阻塞，預留口呼吸和齒顎不
正的早期診斷與識別。像用口呼吸對
兒童面頷骨發育有嚴重的不良影響
的根本原因，是有必要的以防止更
壞的頜面部發育異常。打鼾與阻塞
性睡眠呼吸睡眠中止症是一體兩面
的，幾乎所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
止症候群的人都會打鼾，而也有
一部份會打鼾的人本身也罹患睡眠
呼吸中止症。
據了解，早期診斷可導致早期的矯形治
療，可以更有效，更簡單，更比以後的老年
健康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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