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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高科技植牙在花蓮

植 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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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六個月冒出的第一顆乳牙開始，

直到六歲換生為恆齒，

口腔內的「小白丁」任勞任怨一輩子為人類工作，

從咀嚼食物、輔助說話，到撐起臉頰肌肉。

但是看似堅硬的牙齒也有壞空的劫難，

在狹小的口腔內不斷地面對各種考驗，

有的隨著主人功成身退，

也有的經不起主人的摧殘而提早卸任。

當恆齒不得不與我們告別時，

牙醫創造了各種方法替代永恆，

花蓮慈院牙科團隊以打造經典建築的精神，

使用高科技電腦模擬與微創手術，

創造頂尖的植牙技術，

只要四根小釘子，

就能在牙床上，

打造一嘴閃亮的的口內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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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的假牙是一顆、兩顆、

三顆的一直增加，因為牙齒不斷脫落，假

牙越做越多，跑遍了名醫，最後因為牙齦

萎縮臉型變形，根本不敢出門。」「現在

我可以吃燒餅油條、麻糬和花生米，而且

比我十年前還要年輕十歲，變漂亮之後整

個人也活潑起來，現在的人生，才是彩色

的。」

在花蓮慈濟醫院植牙成功的謝女士(化
名)，細數罹患牙病十年間的痛苦，依然

露出不堪的表情，比較植牙成功之後的生

活，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謝女士不但介

紹醫師丈夫到花蓮慈院植牙，更變成街坊

鄰居的活招牌，她說，現在自己每天開心

地微笑，街坊鄰居欣賞到一口貝齒，她也

鼓勵大家有牙病要面對現實，及早治療就

能及早享受彩色的人生。

四十無牙人生黑白

植牙恢復繽紛多彩

近日媒體也揭露台灣成人中，每十人

有九位有牙周病，而且罹患者的年齡越來

越年輕；掉牙變成不是老年人的專利，不

少中壯年提早經歷「齒牙動搖」的困擾。

嚴重的掉牙缺牙，牽涉到牙齦、牙齦裡面

的齒槽骨等等，已經不是簡單的補牙就

好，甚至連活動假牙都戴不住，必須要藉

由──人工植牙，才能徹底重整。

十年前，才四十出頭的謝女士，因為

忙於工作，常常睡眠不足，生活上的忙

碌，也讓她忽略口腔健康，當發現不對

時，已經產生牙齒鬆動的嚴重牙周病症

狀。當時她也曾找花蓮信任的牙醫師治

療，牙醫搬到台北自行開業後，她也跟著

北上求診。

接下來幾年，謝女士可說是奔波全台

各地四處尋找好醫師諮詢、治療牙病，期

間只能以活動假牙代替，但是越到後來，

牙齦越萎縮，假牙一動就掉，什麼都不能

吃，加上外表日益蒼老，讓她非常痛苦。

最後一位醫師診斷謝女士的臉頰太削

瘦，可能需要取身上的骨頭來補足鼻竇高

度才能植牙，然後為她預約轉往台中的大

醫院接受手術，由於過程繁瑣，加上醫師

警告補骨手術會腫會痛，半年內只能吃流

質食物，術後的苦痛不便讓她心生膽怯，

望而卻步。

隨後她轉往台大醫院尋求治療，下定

決心準備將牙齒全部拔掉進行植牙，結果

拔完牙齒住院的第二天，就被當外科醫師

的先生叫回花蓮，先生說：「要看牙花蓮

文／吳宛霖     審訂／黃銘傑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牙科部代理主任暨口腔額面外科主任

罹患牙病看牙，牙醫師感同身受細心的治療，才

能讓病患放心。圖為黃銘傑醫師為病患看診時專

注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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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醫師了，何必跑到台北去！」

返回東部，家住花蓮玉里的謝女士又

開始了尋訪牙醫的過程。「我一定要正牌

醫師。」本身也有醫療背景的她，堅持要

醫師面對面問診，而不僅只透過電話訪

談，她一定要找到她能信任的醫師。

最後在朋友推薦下，她來到花蓮慈院

黃銘傑醫師的門診。全盤了解謝女士的需

求、擔心、害怕以及口腔實際狀況後，黃

醫師提出整套治療計畫，與謝女士仔細解

釋、充分溝通，然後開始植牙。先植下排

牙齒、再植上排，分兩次進行，每次過程

三個小時。植牙過程非常順利，後續毫無

發炎的情況，復原良好。謝女士說：「手

術之後沒有發生以前醫師說的會很痛、很

久不能吃東西的情況，我手術完過幾天就

可以進食，一個禮拜之後就可以嚼軟的固

體食物了。」

現在謝女士完全恢復正常的生活，只

需半年定期回診檢查保養，而且黃銘傑醫

師發心地每週至玉里慈院開診，讓她只要

走幾步路就能回診了，非常方便。

植牙如現代建築

精緻工法打造一○一

植牙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兩個主要條

件——牙床內的骨頭（齒槽骨）與牙床外

的軟組織（牙齦），若這兩者狀況健康，

則植牙成功率極高。但是若有其中一項狀

況不佳，牙醫師就必須要設法改善。

事實上，植牙就像在口腔內進行建築

工事，除了要做好整體口腔的「環境影響

評估」，還要確定「地質」──齒槽骨，

地質要密實，地基才能打得夠穩夠牢，

打地基前還要先鑽探瞭解地底下是否有重

要的線路管道，譬如是否會碰觸到神經。

原本幾乎完全萎縮的上下齒槽骨（左），因為先進的植牙技術，也可以在淺薄地基上堅固地種上植體

（右）。

齒槽骨

鼻竇

上下顎結構圖

神經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十二月

18

植好牙

Cover Story

所以，牙醫集三師於一身，也就是土木工

程師、鑽探師和建築師，要兼具技術、經

驗與美感，還要做足準備，在經歷有如

「土石流」、「大地震」的牙齦上，也能

建築，不論是獨立別墅的「單顆植牙」、

或連棟豪宅的「連續數顆植牙」，甚至是

「全口植牙」，如打造一座橫向的完美耐

用的一○一大樓；不論採用何種工法，植

牙醫師當然希望給病患堅固耐用又美觀的

一口牙。

四釘擎天  探測植牙一次完成

植牙的簡單分解動作是：一，在缺牙

的部位植入人工牙根(或稱「植體」)，
二，鎖上假牙。對於只有一、兩顆牙齒需

要植牙的病患來說，具備一點耐心便能植

牙成功。但是對整口無牙的病患來說，當

齒槽骨頭缺損嚴重，可能需要取身體其他

部位的骨頭來補足缺損的齒槽骨，這段時

間又不能戴臨時假牙，怕壓壞移植的骨

頭，因此需慢慢等移植骨再生接合，往往

要拖上半年才能開始植牙，等到全口植牙

完成，不知要花多少時間精力，受多少

苦。

「All-on-Four」，有如「四釘擎天」，

四支人工牙根就能撐起一排潔白如新又好

用的牙；而且，探測與植牙一次完成，不

用經過漫長「無牙」的等待。

在花蓮慈院植牙成功的謝女士，就是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一：手術導引板成品。

圖二： 藉由導引板施行微創手術種入植體，傷口

微小。

圖三：接著鎖上臨時假牙試戴磨合。

圖四：臨時假牙完成後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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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ll-on-Four」法擺脫糾纏了十年的牙

病。經過局部麻醉後，翻開嘴皮，先在上

顎骨牙齦靠近鼻竇處開一個小洞，利用探

針探測鼻竇腔是否有下降，以及在下顎骨

以探針探測神經方向，然後分別在上下顎

原本犬齒和小臼齒的位置，以傾斜的方式

分別植入四根人工牙根，植入的時候，人

工牙根能否閃開齒槽骨內的神經，不傷害

鼻竇腔，牙醫師的經驗判斷非常重要。利

用這四支牙根，馬上可以支撐整排的臨時

假牙。雖然只是臨時假牙，但固定在人工

牙根上，已經讓謝女士嚐到好好咀嚼的幸

福滋味了。

經過三到六個月，試戴臨時掛上的假

牙沒有問題，就可以換上贗復齒科量身訂

做、耐用十年以上的假牙。自認找到了專

業又值得信任的好牙醫，謝女士至此擁有

了人生的第二副「恆齒」。

「All-on-Four」植牙手術不但探測和植

牙一次完成，不必讓病患多挨幾刀，也讓

病患齒槽骨淺薄的問題獲得改善；因為植

牙之後，齒槽骨透過植入牙根與假牙緊密

結合，當牙齒在咀嚼咬合的時候，也訓練

齒槽骨的密實度，而漸漸增厚，不會再因

為戴活動假牙，必須承受外在壓力推擠而

導致齒槽骨進一步萎縮。

微創專用軟體 植牙手術精準完美

萬一遇到經驗技術不夠豐富的牙醫，

植牙不就註定失敗？黃銘傑醫師說出一個

好消息，花蓮慈院的牙科治療已經利用電

腦軟體來導航，讓技術不受經驗左右，而

能給予更精密的判斷。

透過電腦軟體顯示斷層掃描結果，醫

師可以精確的判斷神經、鼻竇等構造的位

置，量測齒槽骨高度及寬度，然後在電

腦上模擬「試種」人工牙根，調整到最適

當的位置。設定好位置後，製作出「手術

導引板」，牙醫師便可依據手術導引板來

施作植牙手術，不需依照經驗判斷嘗試，

減少風險。另一方面，由於位置精確，牙

醫師可以利用微創手術進行治療，不必開

刀探測、不需翻皮瓣，只要一個小小的傷

口，就可以直接穿過牙齦進行，不但手術

更為精準，病人的疼痛更是減輕，一舉兩

得。謝女士的先生後來因牙周病來進行全

口植牙，便是在這套系統的導引下完成，

傷口更小、幾乎不腫不痛、好得更快。

老人樂植牙  咀嚼好實在

除了中壯年適合植牙，其實，年紀大

了的老人家也可以選擇擁有一口好牙的權

利。這一天，在花蓮慈院牙科診間裡，

黃銘傑醫師正在幫一位老先生進行植牙手

術。老先生年紀已經八十歲了，只剩沒幾

顆牙齒，齒槽骨萎縮嚴重，每次吃飯總要

花個一兩個鐘頭的時間，子女苦勸他植

牙，但老先生總覺得植牙過程必定相當慘

烈痛苦，所以忍著痛苦與不便堅持戴了很

久的活動假牙。不過，這次來黃醫師的診

間，是他第三次接受植牙；原來，這位老

先生是黃醫師的病人，也是他的父親，即

使兒子是牙醫，他還是經過一番長考才接

受植牙。

黃醫師便是利用手術導引板精準定

位，避開齒槽骨內的神經，甚至人工牙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十二月

20

植好牙

Cover Story

透 過 電 腦 軟 體 進 行

三百六十度旋轉，三度

空間立體定位，測出下

顎神經（紅點標示部

位），再模擬種入植體

的角度。

上顎部分也是以電腦標

示出口腔內的三度空

間，可以清楚知道鼻竇

和上顎的界線位置（紅

點標示部位），模擬植

體植入時會自動調整角

度避開鼻竇。

最後電腦會統合上下顎

的資料，模擬出立體的

「手術導引板」後，製

成實體模型，讓牙醫師

可以依據導引板精確的

角度進行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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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高度比齒槽骨還長，還是能夠成功植

入，而且立刻就裝上臨時假牙了。

老先生會願意來第三次植牙，就是因

為第一次植牙後發現並沒有想像中可怕，

而且植牙後的臨時假牙咀嚼起來比活動假

牙實在很多，於是才願意分次來繼續補強

其他需要植牙的地方。

得到父親的肯定，黃醫師說，以前土

法煉鋼，植牙需要仰賴經驗並花時間，現

在透過各種技術改良以及電腦的輔助，醫

師能將醫療品質及植牙成功率提升得更

高，為病人減少術後的腫痛與不便，連自

己的父親也受惠，頗令人欣慰。

口腔小宇宙  清潔保養莫輕忽

雖說植牙發展在今日已經是相當成熟

的技術，但是小小的口腔裡，卻有各種可

能的因素會影響植牙的結果，使得植牙未

必可行、甚至植了之後未必成功。因為大

部分需要植牙的病患，不一定擁有

「健康」的口腔環境，很多病患大

都伴隨著牙周病或是牙床萎縮等其

他疾病，而且大部分都是像黃老先

生一樣，年紀越大越需要植牙，但

牙床狀況已不復年輕健康，復原能

力和疼痛忍受力也無法跟年輕人比

擬，所以在改善牙床的過程中，

在在考驗牙醫師的技術。「All-on-
Four」，就是花蓮慈院牙科所完成

的許多「不可能的任務」之一。

「很多牙科手術也許困難度高，沒幾

個人會，雖然幫病人治好了，滿足醫師自

己的成就感，但病人或許因為手術受了許

多的苦。」黃醫師分享，「但是現在慈濟

醫院牙科相關的手術發展方向，都朝向越

簡單、病人不要受苦越好，所以現在研發

新的技術，都是期待用更簡單的方法，來

做對病人最有幫助的事。」

接受採訪的謝女士說，她真心感謝慈

院高超的植牙技術，讓她對未來的退休

生活充滿期待，也覺得錢花得「物超所

值」，但走過與牙病糾纏痛苦的十年，她

忍不住語重心長的提醒所有民眾，口腔衛

生輕忽不得，一旦牙齒生病，不但自身痛

苦，甚至還會影響人際關係和家庭。成功

植牙，已經再次擁有一口堅固恆齒的人，

千萬記得要每天清潔口腔，定期保養，好

好照顧得來不易的好牙了！。

依據「All-on-Four」的電腦模擬和微創

手術，就算整口無牙，只要在上下顎各釘

四個植體，就可以有一口實用堅固的假

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