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顎顏面口顎顏面 重建重建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台 北 市 吳 興 街 250  號

▲人工植牙面對的不止是咬合的問題

▲其實她可以更漂亮一點

不美（Unattractive）是否可以用醫學的方式來診斷？不美有臨床上的意義嗎？

外表的美學和諧代表的是對稱與符合比例分配，美學和諧的意義則是指骨骼，

牙齒，神經肌肉（neuromuscular）和諧和顳下頜關節（temporal mandibular 

jo in t）和諧的代名詞。將骨骼發育、牙齒排列與生長狀況、是否有神經肌

肉（neuromuscular）系統的功能障礙和顳下頜關節是否異常作為一個臨床美學問題的診斷。顱部底層骨骼

的位置對於臉部外觀有直接的影響，如果位置是理想的，就有可能加強臉部的美學，臉部的美直接跟神聖比

例有關，因為神聖比例是一致性的，也因此可以臆斷臉部美學是一致性的，選擇和追求美麗的能力為本能性

的。呼吸、咀嚼、吞嚥、說話的方式和表情會影響到對稱和比例。 

近年來美容醫學帶動了人們在美的自我要求上，想讓自己年輕一點好看一點已經成為社會的自然現象，只

在講究實用的醫學的可以看就好了，可以用就可以了的觀念也要跟著轉變了，解決不美的問題需要了解美的

本質與因果關係，美的要求使現代醫學品質更加精緻。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找出不美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外表所看到的問題是否有內在的意義？肌肉功能會影響到

結構，而結構的改變相同的也會影響到功能，人為的介入-將外物植入臉部影響了原本的結構，包括皮下、骨

頭上或內或裝戴假牙，因而改變了原本功能與結構之間的平衡。

過去光憑Ⅹ光片照片只能了解靜態的問題，而忽略了功能

狀態是否有異常？結構改變後是否需要進行肌肉復健？而肌肉

功能是行為(neuro behavior)反應的一部分，行為的目的也要成

為評估的目標之一，所以現在對美學重建之前需要對臉部進行

完整的包含靜態與功能性的評估。

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性動作是很難矯治的，重建新的動作

的肌肉復健是件艱難的工作，因此在結構的重建往往要與肌肉

功能妥協。自從肉毒桿菌素使肌肉放鬆的功能應用在醫美的臉

部除皺和瘦小臉後，肉毒桿菌素使肌肉放鬆的特性，彷彿讓肌

肉失憶般的，可有效的應用於口顎肌肉功能復健，目前已經有

效的用於治療TMJ所造成的疼痛。

臉部的美學重建需要有對臉部的功能與結構進行整體評

估，建立起功能、結構、美學的問題診斷，才能找出有效的醫

療手段。希望能對目前的美容醫學提供不同的視野，對從事植

牙、全口重建、矯正、牙周病治療的醫師重新審視肌肉功能對

結構的影響，肌肉功能是可以改變也可重建的。

如何讓人更美好‐更健康更美好是這個課程想要達成的目
標，相信也是醫療的最高目的，同時也是全人治療的核心。

要面子也要裡子的0到95歲的



ONE OF THE UK'S FOREMOST DENTAL.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ental surgeons in the World 
to venture into facial aesthetic procedures utilising Botulinum Toxin and Dermal Fillers in 1997. 

一位英國著名的牙科醫師Bob Khanna，在醫學美容方面是一位重量級的教授，他在國際性的會議

中擔任座長授課

對一般人的認知，總是認為牙醫只是在補牙丶拔牙

或做假牙的牙齒醫師，原因在於目前大部分牙醫並

沒有將在學校所主修的專長應用在臨床的工作中， 

牙醫在醫學院期間的教育與訓練包括頭、臉、頸部

和胸（胸部）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的詳細研究。對目

前的牙醫而言可以說是學得多做的少，二十一世紀

初掀起了美容醫學的風潮，給熟悉臉部肌肉功能骨

骼結構和美學的牙醫更多發揮的空間。歐美各國的

牙醫逐漸的將美容醫學成為門診的一部分，同時也

將肉毒桿菌素改變肌肉功能的特性而被納入一般門

診治療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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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TMJ的疼痛其實還有更好的方法

上午10:00~12:00

不美（Unattractive）是否可以用醫學的方式來診斷？
理性美是可測量的，時尚美是變動的

不美在臨床上的意義

除了基因外，內外環境會影響臉部的發育、成長、成熟到老化

臉部的肌肉功能會影響到結構與外表

口顎和中下半臉部肌肉功能分析

影響臉部結構的因素：呼吸、咀嚼、吞嚥、說話的方式、

舌頭的位置與表情

什麼是口呼吸症？

咀嚼功能障礙

吞嚥障礙

發音障礙

舌頭功能與止息位置

表情對臉型和牙齒排列的影響

13:30~14:30

口顎臉部肌肉功能障礙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 (OMD) 的診斷
什麼是口顎臉部肌肉功能障礙

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 (OMD) 的特徵與症狀
現代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 (OMD) 的臨床處理

14:45~16:00

Orofacial Myofunction 肌肉所產生的stress 如何對口顎和臉部的影響
肌肉與骨頭的特性                            
齒顎矯正與Orofacial Myofunction的關係與Relapse的問題
對牙周病患者不可忽視的問題Orofacial Myofunction
真皮層植入與人工植牙後的咬合重建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肌肉功能對植體影響

16:15~17:00

現代口顎顏面的美學重建

肉毒桿菌素在牙科臨床的應用

1. 肉毒桿菌素在TMD的應用
2. 肉毒桿菌素在咬合重建的應用
3. 美容醫學與美容牙醫的完美結合-肉毒桿菌素在中下半臉的應用

第一章

主 講 人 ：    醫師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專科醫師 
口腔暨顏面美學重建醫學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臨床講師 
雙和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地       點：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二樓階梯教室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口腔暨顏面美學重建醫學會、台灣微整形美容醫學會、台灣美容植牙醫學會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校友會

04/21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北醫牙科校友總會帳戶如下 

遠東銀行  新莊分行      帳戶：中華民國牙橋學會     帳號：026-001-0000-9767
（本次課程費用節餘將捐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報        名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校友總會 秘書處     聯  絡  人   戴詠潔

電        話   (02) 2991-3661 或 03-4535618 李小姐      傳        真   (02) 2991-3665 

課程費用  5,000 元     協辦單位會員  4,000 元 

▲ 口呼吸的患者要看那一科的醫師？



▲ 治療TMJ的疼痛其實還有更好的方法

牙醫在醫學院期間的教育與訓練包括頭、臉、頸部和胸 
（胸部）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的詳細研究，像口腔顎顏面外

科熟悉臉部的結構與功能，齒顎矯正不但恢復良好的咬合

功能，矯正後讓我們更了解美學在臨床的重要。所以現在

越來越多的牙醫提供肉毒桿菌毒素，治療口腔顏面部美容

和治療病人，所以別在說口顎顏面的美觀與牙醫無關。

 據估計，現在多達16％的北美牙醫他們使用肉毒毒素-A
在美容醫學和治療用途。以美容為目的而使用的肉毒桿菌

毒素已經在牙科雜誌的文章中得到了很多的關注與推廣，

肉毒毒素-A的產品是優秀的產品，在牙科一些領域可用於
治療用途。

肉毒桿菌素-A的工作原理是抑制神
經肌肉接頭處乙 膽鹼的釋放。你

可能還記得乙 膽鹼，肌肉運動終

板去極化，將導致肌肉收縮。通

將於台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舉辦肉毒桿菌素在美容及牙科臨床的應用
地點：口腔醫學院階教室

時   間 講   題 主講人 學經歷

09:30-10:45

BOTOX®USE FOR Therapeutic
牙醫門診治療的應用及肌肉功能復健

1. 口顎顏面部問題診斷
2. 口顎顏面肌肉功能分析
3. 肉毒桿菌素牙科臨床的治療
肉毒桿菌素與口顎肌肉功能異常的矯治
肉毒桿菌素在齒顎矯正的應用
肉毒桿菌素在活動假牙的應用
肉毒桿菌素在TMD與頭頸部疼痛治療
肉毒桿菌素在植牙的應用

4. 肌肉功能復健

黃奇卿 醫師

●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專科醫師
● 口腔暨顏面美學重建醫學會理事長
●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講師
● 雙和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11:00-12:30

● BOTOX®USE FOR cosmetic的應用
● Clostridium Botulinum Neurotoxins 
   之臉部臨床應用

1. 微整形臨床功能
2. 注射產品背景分析-Botulinum 
    Neurotoxin (BoNt)
3. Mechanism of Botox
4. 注射技術
5. Botox 臉部注射區域
    上臉治療、中臉治療、下臉治療、頸部治療
6. 輪廓線 / 頸部臨床治療

傅天祥 醫師

● 台灣微整形美塑醫學會秘書長
● 國際抗衰老及微整形技術培訓講師
● 美國自然醫學大學< University of 
   Natural Medicine >博士
●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會員
● 中華民國抗老化醫學會會員 
● 中華民國內科專科醫師 
● 美國生物能量臨床研究會員 
● 韓國美塑美容醫學臨床技術教學講師

13:30-16:30 病歷討論及Workshop（請自備患者及自購肉毒桿菌素）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科部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口腔暨顏面美學重建醫學會、台灣微整形美容醫學會  
 台灣美容植牙醫學會、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校友會、台灣口腔醫務管理學會

過抑制乙 膽鹼的釋放，肉毒毒素-A將有效地要么減少的
肌肉收縮的強度或將完全消除收縮的，這取決於所使用的

劑量。從本質上講，神經毒素，肉毒桿菌素-A的肌肉收縮
過程中中斷，並導致暫時的肌肉麻痺。這個做用通常會長

達三個月，然後肌肉開始新的乙 膽鹼受體和分支的神經

元的生長，形成新的突觸聯繫。漸漸地，肌肉返回到它全

部的功能，任何無副作用。

當你發現肉毒桿菌素可以使肌肉麻痺減少收縮力，很明顯

想到肌肉問題造成的功能異常和疼痛問題見到曙光，當一

個人學會如何使用肉毒毒素-A的神經毒素，除了應用美容
像除縐、拉皮外，它亦可以用於一些牙科治療程序，像可

以減輕疼痛，並能鍛煉肌肉進行肌肉功能復健，這當然可

以提升牙科治療計劃，以及幫助一些牙醫領域多年來已經

令人沮喪的問題像顳下頜關節障礙、磨牙症、矯正治療、

活動假牙、牙周病與植牙等等的問題應用。05/26

課程費用  15,000 元     協辦單位會員   12,000 元

報        名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校友總會 秘書處

電        話   (02) 2991-3661   傳        真   (02) 2991-3665

北醫牙科校友總會帳戶如下   遠東銀行  新莊分行      

帳戶：中華民國牙橋學會     帳號：026-001-0000-9767

下午實作課程（附醫）

（保留課程變更權利）

名額有限（限20位）

BOTOX®USE FOR美容與
牙醫門診治療的應用及肌肉功能復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