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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欠損齒列與交錯咬合

作者／蔡宗伯 醫師

大部分牙醫系學生畢業後，隨即接受牙醫的專業訓練。從一顆蛀牙的填補，根管治療的處置，

單一牙冠補綴的製作，或者拔一顆牙再到單純牙橋的 復治療，每一位牙醫師的訓練過程，都是從

簡單的單一牙齒的處置再慢慢的延伸到複雜的狀況。經過一番折磨與淬鍊之後，才有辦法練就一身

功力，憑著慢慢累積而來的經驗，幫病患擬定全口治療計畫，完成口腔重建 復的大工程。

也因為這樣的訓練過程，每位剛畢業不久的牙醫師，每天辛苦的埋首於病患口腔裡，兩眼的視

線僅焦距於單獨或少數牙齒的病灶上，而指導的醫師安排你補這顆OD時，你就乖乖的補這顆OD；

安排你治療這顆endo時，只要當rubber dam一掛上，其他牙齒隨即隱身於幕後，暫時的當作他們不再存

在。於是年輕的牙醫師在此階段，鮮少於觀察全口牙齒上下左右的其他問題或對咬的關係，治療病

患的時候，總是在旁聽到大聲的叫病人“嘴巴張大一點，張 ~ 大 ~ 一點 ~ ~” ，比較少聽到溫柔的請

病患牙齒咬起來，以觀察其對咬與相對空間的問題。這也不能怪罪誰，也不是誰對誰錯，本來在這

個階段的訓練目標就較少著墨於此，如偉大的PGY計畫所揭示一般，急切的要求剛畢業沒幾年的牙醫

師擬定全口或全人的治療計畫，可能還力有未逮。

筆者當初接受補綴 復專科訓練時，一如目前在學會訓練機構裡飽受摧殘的訓練學員一般，每

天不時的拿起相機在病人的嘴巴裡、嘴巴外東拍西拍，深深體會病患被拉扯時痛苦指數飆高的心

情。而且不像現在是數位相機的幸福時代，當時深恐拍攝的幻燈片品質不佳，為免遭到 復大大前

輩的刁難，同一角度的照片都同時按不同的曝光條件照了兩三張，也因為如此這般，幾年下來也收

集到相當可觀的臨床照片。隨著歲月的增長與臨床經驗的累積，在整理病例時，回想治療過程中的

印象，有些病患經過十餘來年的發展，口腔環境似乎日益惡化，咀嚼能力愈來愈差，假牙的破損與

不穩定也日趨嚴重。審視這些案例，尤其在齒列缺損的終末期，殘存的齒列造成上下交錯，咬合支

撐維持的喪失與不平衡咬合力量的產生，可能是個重要的因素，而一些病例論文報告與文獻回顧，

也相對的得到一些印證。

如同剛剛所言，在我們治療一位牙齒問題還不是很嚴重的病患時，可能只是這顆牙齒要拔，

那顆牙齒要補，整體的治療相當單純並不複雜。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同一病患可能又有別的問題出

現，於是我們也針對主訴做了理想的處理。慢慢的，當齒列的完整性開始出現崩壞，必須考慮義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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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時，有可能在一開始就面對難症地雷而不自知。此時假牙的設計若只單純評估單顎或單一牙弓

的條件，而忽略上下顎咬合之間平衡的考量，而來幫病患設計假牙，如此往往是災難的開始。因為

在此階段個別牙齒的保留與否就開始有其關鍵性與策略性，必須謹慎的審視缺牙的數目、缺牙的區

域與上下顎之間咬合支持數量的問題。

討論到缺牙的數目或區域的分布，每一位牙醫師腦海中最先浮現的，或最耳熟能詳的分類，想

必是Kennedy classification I II III IV，或許這也是牙醫系學生在學校學過唯一的分類。此一分類確實在學

習的過程中，能讓年輕的醫師了解到單顎活動假牙設計的原則，與簡單的判斷治療的預後。但是，

往往面對齒列數目開始變少、咬合支持欠損或崩壞不平衡的病例時，後牙支持的維持或重建絕對是

個重要觀點，所以在訂定治療計畫的時候，單單Kennedy classi�cation所考慮的因素便有所不足。

 █何謂欠損齒列與交錯咬合呢？
1999年學會的演講活動中，王若松教授曾於探討TMJ的專題演講裡略提過“cross arch antagonist teeth 

missing”的例子，這是筆者第一次聽到描述“上下牙齒互相不存在對咬”這類病例時比較學術性的

溝通說法。後來，常常在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場合，聽到大家較常用“scissor bite”一詞來描述此情

況。但筆者認為“scissor bite”容易與矯正方面描述cross bite的情況混淆，覺得並沒有那麼貼切。之

後，2004年巫春和醫師在關於老人牙科的演講中提及1967年的Eichner classi�cation。這是一個有關後牙支

持區域與對咬數目（occluding pair）的分類，而此分類亦記載於“Prosthodontics: principl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書中，書本章節是以“ pre-edentulous” stage來描述此類齒列缺損的情況。深入了解後對照於

臨床病例，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在全口重建中訂定治療計畫時很有價值的一個分類，或者說是一個想

法。而2006年，王兆祥醫師於學會的繼續教育演講中，將“咬合支持指數/occlusal support index”做了

完整的整理與觀念的闡釋。筆者亦在之後接觸到王醫師提及的日本學者宮地建夫醫師之著作與參考

資料，書中有宮地醫師六十餘例的案例，也記載了有些追蹤二十幾年慘烈的過程，對於描述殘存的

齒列，牙齒缺少而造成的不完整，日文是以漢字“欠損齒列”來表達。當上顎或下顎完全無牙，或

者上下顎雖然都有牙齒存在，但缺少了足夠的相互咬合支撐數量，或甚至完全喪失，日文則以“交

錯咬合”的字意表示。至於欠損或交錯的嚴重程度則有學者提出各種的分類，來幫忙診斷補綴 復

機能回復的難易度與預後的預測性，其中宮地醫師提出的“咬合三角”，與Eichner分類表是主要使用

的評估工具（圖1∼圖3）。鑒於吾人對於日文漢字較易望文生義，故筆者在文章中以此漢字來描述

病例的狀況。

Eichner Classification

A : 4 occluding pairs
A1 : intact dentition
A2 : one jaw tooth loss
A3 : two jaw tooth loss

B : 3，2，1，0 
occluding pairs

B1 : 3 pairs
B2 : 2 pairs
B3 : 1 pair
B4 : 0 pair but with anterior tooth support

C : 0 occluding pair
C1 : teeth remaining over 2 jaw
C2 : one edentulous jaw
C3 : two edentulous jaw

圖1. Eichner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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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ichner分類表，occluding pair以premolar及
molar成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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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Ⅰエリア 咬合支持數≧10
第Ⅱエリア 咬合支持數9∼5
第Ⅲエリア 咬合支持數≦4,11齒現存以上
第Ⅳエリア 10齒現存以下

  現存齒數 咬合支持數
① 症例21 17 5
② 症例22 17 3
③ 症例23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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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宮地建夫咬合三角，綠黃紅藍區塊分別為I、II、III、IV區
 X軸為上下顎齒數合計，智齒不計
 Y軸為咬合支持數，上下顎同名齒對咬視為一個咬合支持數
 當Y軸咬合支持數少於4時，病例困難度即落於第III、第IV的難症區

以往，其實早有人注意到這類臨床上較複雜的情況，當中最有名的，但也好像唯一被討論的病

例類型，就是鼎鼎大名1972年Kelly提出的“combination syndrome”。文章中詳細的敘述與討論殘存的

下顎前牙如何造成premaxilla牙床的快速吸收，及後續口腔整體持續性生理的變化。之後便陸陸續續有

學者接著呼應，使得這樣類型的病例得到充分的討論，也發展出臨床治療的方針可供依循，而這也

是學會專科醫師口試的其中之一類型。但除此之外，其他型態欠損齒列所造成的交錯咬合類型（如

Eichner分類之B、C type），在以往鮮少被提及。按照日本學者尾花的的定義，不管上或下顎是否有殘

存牙齒只要缺少了“咬頭嵌合”意即cuspal intercuspation就可稱為交錯咬合，對照於Eichner分類的B2、

B3、B4與C類級，當後牙小臼齒區與大臼齒區的咬合支持日益減少，或牙齒支持組織開始惡化後，治

療上恐將面臨一連串的難題，病患口腔生理環境也面臨著惡性循環。通常在此階段的病患，日常咀

嚼機能低下而生活感到不便，假牙醫師在製作假牙時，常會遇到取bite的困難，如此容易造成義齒的

誤差，使得恢復咀嚼機能的目的因此打了折扣。再加上交錯咬合時所產生的不平衡對咬力量，常常

使得活動假牙上的無牙區因此容易產生搖動、旋轉或下沉，而壓迫黏膜造成不適，受壓區的牙 則

因咀嚼力量的集中造成不可逆的牙床吸收，使得假牙更加下沉、迴轉，咬合平面也隨之傾斜，此時

不管是否為改善假牙的問題而必須常常修正denture base，但無形中又間接的造成支台齒的過度負擔，

支持組織隨之惡化，漸漸的喪失整體齒列生物力學的支持，活動假牙本身也容易因異常與不當的受

力，造成clasp、minor connector或 denture base與flange機械上的破損，如此週而復始的惡性循環，終究導

致全口無牙的命運。

臨床上，Eichner A、B1、B2，B3或者是咬合三角第一、二區的病例，由於臼齒支持數足夠，或

只是單純後牙的游離端情況，靠著傳統crown/bridge或RPD就可完成 復的治療，亦或是在植牙顆數

不多，費用不高的情形下選擇植牙，便可恢復理想完整的咀嚼機能，回到Eichner A1的狀態（圖4∼圖

6）。臨床上，少數病患也可依short dental arch的概念來治療。所以在此級數的病例，大致上是處於一

個較穩定平穩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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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opposing contacts in all 4 
supporting zones
(premolar and molar regions)

B1：opposing contacts in 3 
supporting zones

B4：no opposing zone in the 
premolar and molar regions, only 
opposing contacts in the anterior 
area

A2：opposing contacts in all 4 
supporting zones tooth limited 
space(s) in one arch

B2：opposing contacts in 2 
supporting zones

A3：opposing contact in all 4 
supporting zones tooth limited 
space(s) in both arches

B3：opposing contacts in 1 
supporting zones

圖4. Eichner class A

圖5. Eichner class B1、B2、B3

圖7. Eichner class B4

圖6. Eichner B2，#36.33.43.44.46經由植牙治療，回復為Eichner A1

當面對齒列再少一些的病患時，後牙支持指數落在Eichner 

B4或咬合三角的第三、四區時，此時齒列欠損的狀況只剩下

少數牙齒殘存，應該思考如何保護這些牙齒避免過重的壓力

負擔，並且此時交錯咬合的現象也將慢慢的浮現，是比較偏

向難症的治療病例。在此狀況，不管在治療過程中或治療

後，前牙很容易因為過重的負荷而喪失，會有較多的麻煩伴

之而來。也因為前牙的容易喪失，這類的病例往往會演變惡

化成Eichner C1（圖7、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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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ichner C1或咬合三角第三、四區的病例，應該是臨床

上最棘手的情況。一如前段所述，咬合力量前後或左右的不

平衡，非常容易導致假牙的下沉或旋轉，其中最容易觀察到

的現象就是咬合平面的下陷或傾斜，並可注意到活動假牙

rest seat的明顯離位，支台齒與major connector、minor connector間

有縫隙的存在，因而易於堆積牙垢導致牙周或root caries病灶

（圖9、圖10）。在面對這種難症的病例，有經驗的醫師都

知道如何的趨吉避凶，預防這種情況發生應該是首要考量的

目標。儘可能的留下一些牙根來做咬合力量的拮抗，或者以

overdenture的形式來達到前後或左右兩側不平衡力量同時的減

弱，如此或可稍稍減緩牙 惡化的發生（圖11）。但即使如此，依臨床的經驗，牙根還是易於因牙周

或蛀牙的問題而被拔除，進而演變成Eichner C2的型態（圖12）。而另一反向的思考，也拜植牙科技

之賜，傳統治療的想法可以轉化為補強條件較為遜色的一方，將不平衡的力量由“同時減弱”改為

“同時增強”，在受壓的無牙 區域選擇適當的位置，利用人工植體來改善交錯咬合所導致不可逆

的影響（圖13）。

圖8. Eichner B4，後牙支持喪失合併牙周病，治療過程中易演變成Eichner C1

圖10. Eichner C1，交錯咬合導致假牙旋轉、下陷、傾斜，resin teeth 與denture flange破損，RPD的rest離位

圖11. Eichner C1，#25.26.43.44為主要殘存齒列，但考量如此相對關係易造成義齒左右傾斜，#33即使齒質
結構不佳，仍先保留以減緩義齒旋轉效應

C1：teeth in both arches, no 
opposing contacts

圖9. Eichner class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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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牙技術的精進，固然為這些交錯咬合的病患帶來一線希望，但實際治療的過程仍存在無限潛

在的危機。通常這類病患，此時牙床的質與量都有相當程度的萎縮，植牙的條件早已先天不足，而

選擇植牙的位置並賦予它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抵抗對咬牙齒的咀嚼力，而在植牙手術階段等待癒合的

初期，尤其是尚未拆線的那幾天，臨時假牙通常還不建議佩戴，此時全口的情況並無咬合支持，導

致對咬的牙齒有可能直接的加壓於剛植入的植體上，造成植體骨整合的失敗（圖14）。即便在臨時

假牙適合佩戴的期間，也很容易因為對咬牙加壓於植牙區域的denture base或flange上而破損（圖15）。

為了解決此一困境，“臨時植體”的應用，不失為是個好方法。（或稱暫用植體，如Straumann之 

Tempimplant）讓臨時植體扮演支撐臨時假牙的角色，此時臨時假牙在植牙的區域便可做較大幅度的

relief，如此可以讓“正式”植體安心的癒合，而病患在植牙的過渡期間，也因為有了臨時植體與相搭

配的a� achment，假牙的佩帶起來也較為舒適，並且享有較好的咀嚼機能品質（圖16）。

圖12. Eichner C1，保留#13為overdenture形式，但卻經常性發生牙齦腫痛，填補物脫落，最後發現牙根斷裂而拔除

圖13. Eichner C1，同
圖八病例，利用人工植
體補強條件較為遜色的
一方，在受壓的無牙
區域選擇適當的位置，
改善交錯咬合所導致不
可逆的影響

圖14. Eichner C1，同圖十病例，支台齒與活動假牙間產生縫隙，拔除損壞之#14.16，上顎改為overdenture形
式，但左上牙 受壓區嚴重萎縮，此區域試圖植牙嘗試，歷經三回仍然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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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提到Eichner C1演變到C2的情形，這類的病例在欠損齒列的類型中早已自成一格。上顎全口

無牙，下顎對咬是只剩下殘存前牙的這類病患，很容易觀察到有combination syndrome的現象。因為缺

乏後牙的支持，並且合併過多的前牙咀嚼功能，造成上下顎骨牙床嵴存在hypertrophy跟atrophy區域性

的變化。故有學者也稱此現象為“anterior hyperfunction syndrome”。也許這樣的症候群大家常常的討

論，所以治療的準則也就牢記於心。對照於剛剛提及Eichner B4、C1病患，因為交錯咬合所產生的受

壓牙床 嚴重吸收，假牙下沉、旋轉、傾斜等現象，簡單的來看，其實就是口腔裡同時存在兩組或

三組combination syndrome的綜合表現，只是表現的區域不僅僅在前牙區而已，而是同時的存在於前後

或左右的後牙區域。正因為如此，後牙型態的combination syndrome比起前牙型態的combination syndrome

更難預防，因為在假牙的製作上，前牙可以避開咬合以減少對premaxilla的受壓，而後牙交錯咬合的

型態幾乎沒辦法避免咀嚼所產生的壓力（圖17）。於是有學者Tolstunov在2007年提出對combination 

syndrome的分類，歸納出可能造成combination syndrome上下顎殘存牙齒的對咬組合，不僅僅侷限於上

顎無牙下顎前牙或Eichner C2的型態，一些引起交錯咬合的對咬組合也包含於其中，文章的觀點將

combination syndrome做更廣義的補充（圖18）。

圖15. Eichner B4，病患主訴優先治療前牙，植牙療程發生臨時假牙#22區域flange破損，#21區域植體亦發現
骨整合失敗

圖16. Eichner C1→C2，治療初期為改善臨時假牙的穩定度，暫時保留牙周狀況不佳且預計拔除之#47，植
牙過程中，同時於#36.41.46區域置入Tempimplant，術後臨時假牙可大幅relief，病患仍可舒適的佩帶臨時假       
牙，待正式 復時，再移除Tempim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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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Eichner C2，#36.37造成後牙型態的combination syndrome，經數年後，可見明顯的咬合平面傾斜，最
終拔除#36.37後，以全口義齒重建

圖18. Tolstunov以上顎缺牙型態為主，下顎缺牙型態為輔，互相搭配出可能形成combination 
syndrome的三大類型、十種組合，以及闡釋對牙 可能的影響

ClassⅠ:

Completely edentulous arch Completely edentulous arch Complete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Fixed full dental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Fixed full dental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Partially edentulous arch

Fixed full dental arch

M1 M2 M3

ClassⅡ: M1 M2 M3

ClassⅢ: M1 M2 M3A M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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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難症的類型，若能經由植牙的介入，確實能使得這類病例的問題得以減緩或解決，也可

克服了一些傳統假牙治療上的難處。但其實利用植牙在治療欠損齒列或交錯咬合的病患時，假牙設

計的觀念，在醫師間仍有一些差異的看法。諸如Eichner C2的病例，必須預防combination syndrome的

發生，如果病人只能負擔2至4顆植牙的費用，該種在上顎好？還是下顎好？又如Eichner C1交錯咬合

的病患，2至4顆的植牙該種在哪個位置? 做成surveyed crown當abutment好呢？還是以overdenture的形式

好呢？如何在tooth abutment、 edentulous ridge、 implant fixture與attachment之間，謹慎的評估與設計假牙

support的問題，或許每位醫師的答案與理由均略有不同，臨床上遇到這類病患本來就會是個相當複

雜的情況，如何針對不同的病患，提供最適切的治療計畫，怎麼樣讓病患有限的醫療費用花在刀口

上，應該是值得我們好好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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