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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學會專科醫師

Histrory

百替代enamel。14 綜合以上的evidence based dentistry

愛美是人的天性，陶瓷貼片不僅是美觀而
已，它也能重建牙齒應有的功能。 1862 年，陶

與牙科技術和材料的演進，說服了我對於陶瓷貼
片在牙科臨床運用的可行性。

瓷第一次在臨床上被使用。1 1938年，Pincus利用
黏著劑將貼片裝置於牙齒上，當時人們稱它為

█

Indication

hollywood tooth，是拿來舞台表演用的，純美觀但

陶瓷貼片適用在創傷或斷裂的牙齒、顏色不

沒有咀嚼功用，表演結束時，是可以取下來的。

佳的牙齒、外型不佳的牙齒、還有排列不整齊的

1955年，Buonocore 將牙科帶領到一個新紀元，利

牙齒

2

用acid etching這項技術，使得複合樹脂與enamel有
真正的鍵結能力。 3 1975 年，有一段時間流行薄

█

Contraindication

的壓克力貼片(acrylic veneer)，但它與enamel的鍵結

禁忌症則為重度磨耗的病人，enamel dysplasia

能力不佳，而時間久了，壓克力會變色，所以美

的病人(需有55%的enamel才建議貼片治療)，剩餘

觀也不佳，再加上本身抗磨耗能力不強，漸漸地

牙齒結構不足的病人，還有深咬(deep bite)的病人

就不被當時人們所使用。 4, 5 1983 年， Simenson 與

Calamia等人將陶瓷用氫氟酸 (HF)處理過，可提高

█

Diagnosis

陶瓷與複合樹脂的鍵結效果，再加上螯合劑的使

在診斷方面，我們必須知道病人的期待，有

1985年所

些治療得靠牙套，甚至是矯正治療與正顎手術才

提倡的是none preparation的貼片技術，但陶瓷需有

能完成。一開始diagnostic cast與diagnostic wax-up的取

一定的厚度才會有強度，所以這樣的結果是頰側

得與診斷是必須的，永遠要切記begin with the end in

體積看起來會較大，並且 emergence profile 不佳，

mind。在diagnostic wax-up方面，我們需要將正中門

牙齦組織容易發炎。 10 1986 年，提倡的是 minimal

牙優勢化，也就是寧願讓它們比側門牙的比例差

invasive approach，0.5 mm 的preparation，而陶瓷有0.5-

距大一點，再來就是維持理想的牙齒解剖構造，

0.7 mm 的厚度，這樣不管在美觀或是強度上都兼

尤其是正中門牙，再來就是正中門牙的中線要對

Reeh 在1989的文獻裡提到樹脂貼片

準，前牙的曲線 (curve of arch) 要理想。除此之外

用，使得鍵結能力又大大的提升了。

顧到了。 11,

12

可重建 76%-88% 的牙齒強度。

6-9

Magne 在 1999 年提

還有數項資料要取得： x-ray ，這樣才能得知牙齒

出，若有酸蝕與螯合劑的處理下，陶瓷可百分之

是否有齲齒或曾接受根管治療；臨床相片，我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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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比較改變前與改變後的外觀。治療前的牙齒

齒則越來越有不對稱之美，這樣的美觀是最自然

顏色，這樣才能得知需要改變的色階能達到什麼

的。正中門牙的寬度與長度比約 75-80% 最為美觀

程度，有時需要用牙套才能大幅度改變牙齒的色

(fig. 1) 。從frontal view來看，正中門牙牙根略偏往

階。

遠心，也就是zenith point 在distofacial side，越往遠
心的牙齒，這樣的角度偏移會越明顯15 (fig. 2)。從

█

Smile Design

frontal view來看，牙齒的寬度比例希望能符合黃金

審美是很主觀的，但如果能有客觀的數據來

比例(golden ratio)，也就是門牙、側門牙、犬齒的

分析，會使得治療有脈絡可循。我們會希望肩併

比例分別為 1.618：1：0.61815 (fig. 3)。Embrassure的

肩的正中門牙是完全對稱的，接著從側門牙到犬

角度，從正中門牙越往遠心會越開越大，高度也
越來越高 (fig. 4)。Contact area會越來越短，正中門
牙之間約門牙的50%長度，門牙與側門牙的contact

area約門牙的40%長度，側門牙與犬齒的contact area
約門牙的30%長度16 (fig. 5)。若將正中門牙與犬齒

gingival level 連線，側門牙的 gingival level 則會稍微
低 0.5-1.0 mm (fig. 6) 。這些都是一些客觀的分析數
據，來提供重建美觀的參考。(fig.1 - fig.6 的圖片出
自The Science and Art of Porcelain Laminate Veneers17)

Fig. 1

Fig. 3

Fig. 4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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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1/3 的 enamel 厚度約 1.0-2.1 mm 。 18 但 enamel 的表面
也不能都不處理，因為未經 preparation 的表面為

aprismatic surface，這結構的bonding效果是不好的。
19, 20

Gingival 1/3的enamel相對而言比較薄，磨掉0.5

mm的量其實就很容易就暴露出dentine，dentine暴
露出來的後遺症包括術後的敏感與細菌的侵犯，
使用 primer可避免這兩者的發生，並且primer不會
破壞與dentine的黏著能力。21 Dentine bonding agent
也有這樣的功能，並且可增強鍵結的能力。22

Fig. 6

陶瓷貼片preparation的型態包括window

preparation、incisal reduction with butt joint、以及incisal
reduction with palatal chamfer (fig. 7) ：Window preparation
是用在 incisal edge 結構強的牙齒，比如犬齒與後
牙，病人若有 parafunction則不建議使用。而 incisal

reduction with butt joint的好處則在於可減低應力集
中、增加黏著表面積、提供給牙技師更多型態發
Fig. 7

展的空間。Incisal reduction with palatal chamfer目前在
許多文獻提到舌側的陶瓷較薄並且裂掉的可能性
較高，故比較少被倡導使用了。

█

Preparation

如果要利用陶瓷貼片來改變牙齒的顏色，當

陶瓷貼片所要preparation的量與牙齒的大小、

要改變二個色階以內，或是牙齒本身的色階是 3

剩餘 enamel 的量、牙齒的排列、所要改變色階的

或是更淺，比如是Vita-Lumin Guide的A3、B3、C3、

量、還有所要改變外型的量有關。而陶瓷貼片

D3，這時gingival reduction約0.3 mm，facial reduction

preparation 的準則是，貼片要黏著在enamel 上，而

約 0.5 mm 。若要改變三個色階以上，或是牙齒

非 dentine 上，這樣 bonding 效果才會強。綜括來

本身的色階比 3 更深，但不包含 C4 ，這時 gingival

說，上顎前牙區 gingival 1/3 的 enamel 厚度約 0.3-0.5

reduction約0.5 mm，facial reduction約0.7 mm。若是牙

mm ； middle 1/3 的 enamel 厚度約 0.6-1.0 mm ； incisal

齒的顏色比C4更深或是四環黴素所造成嚴重的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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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gingival reduction 會建議0.6 mm，facial reduction

以比例長的牙齒會比較適合貼片治療。另外牙根

則為0.8-1.0 mm，不過這時極有可能會暴露出

之間距離不宜過大，盡量維持在 3 mm 之內。最

dentine ，牙套可能會是更好的選擇。綜括而言，

後就是要增長contact area來關閉空間。在Tarnow的

從A4到A1的改變，修磨的量需0.9 mm；A2到A1需

研究中，正中門牙之間距離在 ≥1 mm的條件下，

0.5 mm的修磨；A1維持顏色不變，也要0.3 mm的修

從 bone crest 往上能維持的 gingiva 高度頂多到 5 mm

磨。

18

左右24，也就是說，在能有限的增長contact area情

至於所使用的器械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0.5

況下，還是有可能會留下些許的black triangle ，否

或 0.7 mm 的 depth-cut bur ，這類的器械是做為修整

則完全關閉空間會造成牙齒太方正而視覺效果下

出guiding groove；第二類是round-ended taper diamond

的牙齒會太長。將空間關起來，我們還得考量

bur，功用是facial、gingival、incisal 的修磨；第三類

理想的 emergency profile，在proximal preparation的時

是needle-shaped diamond bur，功用是去除interproximal

候，需將貼片的邊緣設定在 subgingiva，如此才能

區域的unsupported enamel，另外在cememtation後的

創造理想的 emergency profile 。這類型的 preparation

粗糙邊緣也可用這類的器械來進行修整。

會採用full veneer preparation，也就是將proximal做完

修磨的步驟建議採用Magne所倡導的Driven by

全的reduction，而margin要延伸到linguo-proximal line

additive final volume of tooth，這方法保守、可靠、

angle，要注意的是proximal axial wall要divergent，不能

也比較可預測。 23 首先針對 study cast 製作理想的

有倒凹 (fig. 8)。

diagnostic wax-up ，再對 diagnostic wax-up 製作 putty
index，利用這index可在口內做flowable composite resin

█

Impression

的mock-up，將這mock-up修整至符合口內理想的形

貼片的印模主要是用 double cords technique ，

態，再把它當成一個完整的牙齒開始進行修磨。

第一條排齦線要細、要放的深，第二條要粗、要

首先就facial reduction來說，會分成二個平面來修磨

撐開的寬，並且從咬合面觀要能看到第二條排齦

incisal 1/2與cervical 1/2。gingival reduction設定為even

線，這樣才能確定牙齦的頂端不是整個蓋起來

或supragingiva即可，為chamfer margin。只要是不同

的。另外第二條可以是一條連續的、僅放置於

物質交接處就會有gap，尤其在不易清潔的proximal

labial與proximal margin的排齦線，約五分鐘後，在

area ， gap 會容易造成染色，所以在 proximal margin

印模時取出第二條排齦線，第一條排齦線還是留

要往舌側延伸，將 margin 隱藏起來，但是不能破

在 gingival sulcus裡。有一點需特別留意，印模前需

壞 contact area ，最後還要記得將unsupported enamel

將舌側明顯的倒凹或是embrassure 先用utility wax 封

移除。會修磨 incisal edge 的條件有以下幾點： (1)

填(block out)起來，因為印模材料若從底下穿通到

incisal edge的厚度小於1 mm，(2) 需要改變incisa edge

舌側，很容易在取出印模時造成這一處的撕裂，

的長度，(3) 需要改變牙齒bucco-lingual的角度，(4)

而撕裂若擴及到貼片的 margin 處，則印模就前功

dentine因磨耗已暴露出來。而 incisal reduction的平

盡棄了。

面，要與對側牙齒的長軸呈垂直角度，這樣才能
產生垂直的應力。最後還要將 incisal line angle磨圓
頓，如此可減少對陶瓷的應力產生。

█

Temporization
雖然陶瓷貼片的 preparation 只在 enamel 上，在

另外還有一些特別的考量，比如 diastema 或

技工室製作貼片的過程中，縱使沒有臨時假牙，

者是因為牙齦萎縮所造成black triangle 的出現。這

病人也不會感到敏感才對，但是我們卻應該把這

些類型的病例，治療的準則還是需維持牙齒正常

臨時假牙做到最好，不僅是美觀，功能也要達

的寬度與長度比 (75-80%) ，因為要關閉空間，所

成，理由是diagnositc wax-up從來就沒有在病人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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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裡認證過，有可能incisal plane歪了、中線偏了、

臨床操作步驟，首先將臨時假牙去除，可

frontal plane斜了，而臨時假牙就可以在病人的口腔

在臨時假牙磨上兩道縱向凹溝，再利用scaler將臨

裡達成各方面的測試，確定病人滿意後再翻模交

時假牙撥除。接著對牙齒表面進行處理： pumice

給技工室參考，所以需要多花點時間完成，而不

powder 清潔、 37% 磷酸酸蝕、 primer 、和 bonding

是讓技師去猜你要的牙齒外型。

agent。而陶瓷貼片內表面的處理：氫氟酸≤90秒、

Spot-tacked freehand composite resin 顧名思義就是

沖水、 silanization ( 螯合劑 ) 2 分鐘、完全吹乾、

徒手堆複合樹脂，單顆貼片還不算太花時間，但

bonding agent、與luting compostie。luting composite可

若是連續好幾顆，這就不是明智的選擇了。

分成兩類，light curing與dual curing。light curing luting

Vacuum-formed matrix method 利用diagnostic wax-

composite操作時間長，顏色穩定度好。但是，如

up製作putty index或是翻模再製作suck-down matrix，

果陶瓷貼片太厚(≥ 7mm)，會使得light curing效果不

利用這 index 或是 matrix 再配合 flowable microfilled

足，luting composite聚合會不完全，這時會建議採

composite ，就可以製作臨時假牙的薄殼。不管是

用dual curing luting composite，這材料有高聚合性，

Spot-tacked freehand composite resin 或是vacuum-formed

但相對而言，它的顏色穩定性就沒有光照的樹

matrix method ，採用的是 2 mm one spot etching 的

脂來得好。27,

cementation，我們希望臨時假牙可黏附牙齒上，但

將濕氣完全隔離。bonding順序是由正中門牙先開

又不希望黏得太緊，否則取下的時候可能會修整

始，因為是要維持其對稱性，盡量不要去修整正

到牙齒結構。可以利用 flowable composite resin將這

中門牙，而當側門牙或犬齒有空間不足時，些

薄殼bonding上牙齒表面，之後再開始修理想的外

微調整是可行的。在將 luting composite放置於陶瓷

型，切記在embrassure處一定要打開到能讓病人利

貼片時，建議將ejection tip一直埋在luting composite

用超級牙線或牙線穿引器來清潔。

裡，邊推邊移動，如此才不會產生小氣泡。而尚

28

bonding時，建議使用rubber dam來

未bonding的陶瓷貼片是非常脆弱的，切記在luting
█

Communication with Laboratory

composite 還未完全 setting 前，不可對陶瓷貼片重

與技師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再多的言語與

壓。多餘的cement，可用毛刷沾 bonding agent來清

文字訊息的往返，不如就好好地完成臨時假牙再

除，等聚合後，可先用 12 號刀片與 scaler 將 marign

翻模交予技師參考來得重要與精確。除此之外，

處的cement刮除，臨接面可用diamond polishing strip

還要提供給技師原本牙齒的顏色、要改變的色

來進行修整，接著再用finishing grit diamonds(Micron

階、材質的通透度等等，這些都會影響到材料的

Finishing System)、30-bladed carbide bur將margin修平

選擇來重建陶瓷貼片，至於材料的探討，在本期

順，再使用 porcelain polishing kit ， disc 型態是用在

的會訊由劉閔結醫師做更詳細的介紹。

labial與incisal，bullet型態是用在palatal，cup型態是
用在 cervical margin 。最後才是用 diamond polishing

█

Cementation

paste(≤ 2mm)進行拋光。29 最後的咬合調整非常重

從技工室送回來的陶瓷貼片，通常會伴隨兩

要，前牙在MICP(maximum intercuspal position) 為輕

組cast，第一組cast是saw-cut cast，這是確認貼片的

咬，可用shim stock(8 µm)來測試，而前突時，一定

margin 位置，第二組 cast 是 solid cast ，由這組 cast 可

要由兩顆以上前牙來引導。

了解陶瓷貼片與周遭牙齦組織的相對關係。陶瓷

marginal gap的要求不像傳統假牙那麼高，200∼300
µm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space就由luting composite

25, 26

來佔據。

█

Conclusion
陶瓷貼片不僅是美麗的面具，更是堅硬的

盾牌，它的成功，首先是要慎選病例，在修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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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的時候要盡量保守，保存越多的 enamel 越好，
再來就是選擇適當的陶瓷材料與黏著劑，並熟悉

bonding操作過程，氫氟酸與螯合劑的表面處理是
必須的，完成後的finishing與polishing要仔細，否則
牙齦組織會容易發炎，甚至萎縮，最後就是病人
定期的回診與檢查，若這些都能確實達到，十年
成功率95%應該不是難事。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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