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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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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或是遠心移動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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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將骨釘與Wire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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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N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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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牙根與骨釘之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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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而將來欲植入骨釘

小安全距離(Mi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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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Miniscrew

2. 牙根間頰舌側方向
(B-L dimension)植入
骨釘的考量與對策

and Dental Root)的
3. 牙根間咬合齒頸部

考量

   為避免植入骨釘的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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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醫師在牙根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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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骨釘的考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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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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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Liou等人的觀察，由

維持牙周組織的健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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