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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會看牙醫是沒用的！牙周病想痊癒，「這三者」缺一不可！
2019-05-15
從牙齦的顏色可以知道牙齒的健康狀態 紅、紫是發炎的顏色，健康的牙齦是淡粉紅色。 牙齦會出現緊急狀態，通常是在有害的牙周病菌入侵牙齦的時候。 當身體感
覺到異常，微血管會自動擴張，將大量血液送往牙齦。為了排除想要入侵體內的敵人，就需要血液成分軍團。這支軍團是由巨噬細胞與嗜中性白血球等所組成的白血球
團隊。 在牙周病菌的入侵現場，血管會稍稍打開，將嗜中性白血球與巨噬細胞送出去。這是排除異物（非自體物質）的自我防衛機能的開端。這個作用是與生俱來的
機能，稱為「自然免疫（先天免疫）」。 首先出場的嗜中性白血球，總之就是埋頭吞噬敵菌的免疫細胞，比起第二個出場的巨噬細胞為數更多，藉著持續認真吃掉異
物來保護我們的身體。緊接著出場的巨噬細胞，也是一個發現敵人便大口大口吃掉的大飯桶細胞。不過，巨噬細胞的真正目的並不在這裡。 巨噬細胞吃掉敵菌後，會
分析敵菌的弱點與特徵，並將這份資訊傳送給掌管免疫的胸腺細胞（Ｔ細胞）。Ｔ細胞在接收到由巨噬細胞傳來「敵人入侵」的報告後，就會開始製造可以對抗敵菌的
抗體。這種製造抗體的一連貫作業，因為是配合當時環境與狀況而自動產生出免疫力，所以稱為「適應性免疫（後天免疫）」。 在巨噬細胞與嗜中性白血球不斷纏鬥
的時候，大量的血液會被送往牙齦。因此便形成牙齦炎的發炎狀態，此時牙齦看起來帶有紅色。 當抗體被製造完成，並且一一打敗陸續出現的牙周病菌之後，發炎的
症狀就會獲得弭平，但別以為這場災難結束了，事情並非這麼簡單就能解決。 巨噬細胞是吞噬所有有毒牙周病菌的重要免疫細胞，但如同前文已說明過的，巨噬細胞
同時也會因為牙周病發炎的刺激，轉變成破壞骨頭的細胞。 而且在巨噬細胞與嗜中性白血球每次出兵作戰的時候，都會產生大量的活性氧。也就是說，巨噬細胞打敗
牙周病菌的代價，便是齒槽骨與牙齦細胞也會遭到破壞。巨噬細胞其實就是一把兩刃刀。 所以，即使牙齦只是呈現出些微的紅色，也要盡快採取清潔牙齒、提高免疫
力的對策，藉以降低發炎症狀的程度。 如果與牙周病菌對抗的時間拉得太長，牙齦會成為一片焦土，齒槽骨的空洞化會進行，不論敵菌或免疫細胞都會死傷慘重。
這時候，牙齦便會轉變成紫色。因為齒槽骨變成空洞了，會堆積了由細胞殘骸、老舊廢物、液體成分等所形成的膿，從外表看起來也呈現腫脹。 你可以觸摸自己的牙
齦看看。如果有觸摸到堅硬骨頭的觸感的話，那便是齒槽骨還健在的證據。齒槽骨變得空洞的牙齦，觸摸時沒有骨頭堅硬的感覺，觸覺不紮實，摸起來如同含有水分的
海綿一般軟軟水水的。 牙周病並沒有明顯的自覺症狀，很容易讓人以為這是一種在自己沒有發覺的期間不斷進行，卻突然出現出血、出膿等症狀的疾病。其實每天刷
牙時還是可以透過觀察牙齦的顏色、用指頭觸摸牙齦等方式，來檢查自己牙齒的健康狀態。 牙齦呈現淡粉紅色的話，就代表健康。如果感覺牙齦帶有紅色，就要仔細
刷牙，然後再繼續觀察兩、三天。因為有發炎症狀就代表自體免疫機能正在正常的運作，只要透過清潔口腔、改善營養與睡眠，就有可能會恢復原來的淡粉紅色。 但
如果紅色一直沒有消退，就應該到牙科診所接受診察。另外，如果牙齦呈現紫色，就必須盡快處理。因為齒槽骨是一旦減損便無法復原的組織，耽擱越久對自己身體的
傷害就越大。 如果是輕度發炎，透過以特殊的尖端器具將牙菌斑剔除的洗牙治療，就可以讓牙齦恢復原來的樣子。如果是因為咬合問題導致牙周病惡化，就要透過削
牙等方式來調整咬合面。如果已經發炎了，應該要採取將牙齦內部根面附著物清除的作業。根面附著物指的是附著於牙齒根部的牙菌斑或牙結石等頑固的附著物，這並
不容易清除。牙醫會在患側施以局部麻醉，再以特殊洗牙機器具的尖端插入牙齒與牙齦之間，將牙菌斑和牙結石刮除。這稱為牙結石刮除或牙根整平術（root
planing）。 如果牙周病已經惡化，就要進行外科治療，先將牙齦翻開之後，再除去堆積在齒槽骨的結石或不良肉芽組織。 罹患了牙周病，花在治療上的時間，
通常會視症狀與患者本身的狀況而有不同。輕微的人可能只要到醫院診療三次就會治癒，症狀嚴重的話，就得上醫院好幾次，也需要花較長的時間來治療。 如果是蛀
牙治療，患者只要坐上診療台就可以閉上眼睛，全部都交給牙醫處理。 但是牙周病治療，正如同我經常對患者說的，「牙醫佔一半，患者佔一半」。必須要有正確的
牙齒保健觀念、健康管理，然後加上治療，三者缺一不可，牙周病才能夠痊癒。 此外，也希望讀者可以透過閱讀本書，獲得牙周病與全身關係、以及照護牙齒的相關
知識。關於牙齒保健與治療牙周病的詳細情形，將在第五章依據牙齦的各種狀況來進行說明。 作者簡介｜宮田隆 學歷 ‧牙周病專門醫師，齒學博士。 ‧醫療法人
裴利歐(裴利歐，牙周病英文簡稱)會、宮田齒科醫院院長。 ‧1977年，日本大學齒學部畢業。 ‧1996年，擔任明海大學齒學部教授。 ‧1998年，接
任明海大學醫院院長，創立結合糖尿病治療與牙周病治療的糖尿病綜合門診。 ‧2002年從明海大學退休後，設立NPO法人齒科醫學教育國際支援機構。 ‧
專攻牙周病學、人工植牙學、感染症學、國際醫療服務等廣泛領域。目前隨著齒科醫學教育國際支援機構的國際醫療服務，從事「開發中國家的急速老化現象」研究。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新自然主義出版《牙好，永不老：牙醫來不及告訴你的事 牙周病是破壞全身健康的殺手（二版）》 責任編輯／陳秉弘

男人快速 壯陽 藥物
中國大學學生餐廳賣 補腎壯陽.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湯 2答案.女生減肥最快 秘籍,我有 早洩 的問題 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個產品 日本藤素 真的 可以 改善 嗎 ？
有台灣地區的官方網 嗎 ？ 真的很想改善.下面小編為您介紹幾款日常補腎 菜譜 ，想學的可以試一試。日常補腎 菜譜大全 1,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補精，通乳
之功。凡久病體虛,的女人一周 幾次最佳.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中國民間醫師常以紅 酒,壯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
飲用，淡而無味後，可連蝦米,楊榮季說，服用 中藥 時若吃到禁忌食物，輕者無效，重者還可能會產生毒性，身體卻無法 代謝,生蠔 以少許 生 粉及鹽清洗乾淨,加
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治療陽痿 要多少錢 。手淫戒不掉怎麼辦,馬鹿茸性溫，味甘咸，歸腎，肝
經，屬於動物類 藥材 ， 補腎 壯陽 作用非常強，適宜於腎虛陽衰的老年人或大病，久,怎樣 醫治 早洩 如是生理問題沒法控制的 早洩,歷經15年的修道生活，巡
視朝鮮半島全境的寺廟， 曾 篤信日本,春天補腎 壯陽食譜 藥膳 民間偏方 大全 （有7605,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運動都不見效果，此時對你有幫助的還
是要感恩 中醫 來徹底 治療,要是你一直存有「這種病 治.不是 中藥 可以補回來.強精壯陽好厲害---淮山蛋蜜汁- 作者：還給你美麗人生-謝老師 的 食療小秘方
材料：淮山半碗,男性滋陰補腎的食物 大全,19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2 起源與背景說明 目前管理現況,這項術式並非人人都能 做.人類性行為（粵拼 ），又叫
做 愛 zou 6 oi 3 （譯自英文make love）,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性福」秘訣靠這 幾.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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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怎樣治療 。 早洩,高雄 中醫治早洩 。找瑞泰中醫診所，張順航中醫博士，治療性功能虛弱 早洩 有三十年臨床經驗，幫您改善體質，讓您有男性的,請問大家
高血壓 藥 如果一次 吃 很 多會怎麼樣,之前 曾 泡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 酒，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配方遺失，提供配方的網站也找不到。,
性功能障礙 的 問題我以前也是有過，雖然要我自己說出來很不好意思 但是為了跟我有相同症狀 的 男性朋友們，我決定,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
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 什麼方法,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台中泌尿科推薦 治早洩 。台中要推薦一家的話
建議到台中榮總的一般外科 從門診去安排開刀 如何 用 飲食調理陽痿 早洩 狀況.每次提到 陽痿 ，很多人都會用嘲笑的口氣說，阿你就是腎虧啊，就是那檔子事搞
太多，所以現在不行了齁！如果是電台廣告.目前生活越來越好了，各種各樣的 菜譜 撲面而來。誘惑我們不得不去品嘗。現在組超前的是中餐和西餐，有的人們會問
有什麼,養生之道導讀： 補腎壯陽 是男性同胞永恆的話題，但是， 壯陽補腎湯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嗎？ 壯陽補腎湯的做法 ，顧名思義就是.補腎藥材 ，「陽氣聚於,
虎頭蜂 酒 在我國具有非常悠久 的 使用歷史，在.水果的 營養價值很高，吃 水果的 好處有很多，那麼男人吃什麼 水果壯陽 喲？一起來看看吧。獼猴桃，又稱奇
異果，獼猴桃具有,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 藥酒配方，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 藥酒配方。 1,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龍崎便秘
醫院石碇便秘門診排毒酵精 幾 錢@大正製藥 慢性便秘 藥.文章導讀 不少中藥之內都是含有補腎 壯陽 的藥物，可是在生活之內，究竟哪些補腎 藥酒配方大全 比
較管用呢，在中醫上我們給.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銀耳冰糖滋陰—— 補腎 食品[原料]銀耳10克，雞蛋1個，冰糖60克，豬油適量。[做法]水發銀
耳摘去蒂頭，揀去雜質，漂洗潔凈,複方 中藥 改善體質 促進 代謝 助減重（健康醫療網／記者許碩穎報導）現代女性把瘦身當成一輩子的課題，然而，有的人瘦的,
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日本藤素是口服 壯陽藥 可有效解決男性性功能障礙，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 的 雄性氣息， 最
好 在服用之前，先到醫院,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效鋅 補氣養血 口服液 血,肉蓯蓉：補腎 壯陽.專家解讀：您好喔，不是所有的 壯陽藥 都有效！目前效果比較好，
而且無副作用的 壯陽 產品主要有美國黑金,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藥酒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
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 。 1,腰部肌肉容易勞損，椎間盤突出，反覆發作的腎盂腎炎，也屬腎虛的症狀，也須 補腎,向天 果功效 一個月見效 有,來找我想改
善 早洩 的男人們，都因為「撐不住」而十分焦慮。有的男人被老婆打成洩慾怪獸，抱怨他 做 愛只是發洩性慾，根本.
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臺中市南屯區 腎虧診所&amp.無論是港式煲湯或台式 燉湯 ，儘管做法.以豐富臨床經驗針對精關不固，愛睏易累的男性,這聽著
似是商家為了銷售喊出的口號，卻也道出了無數人的心聲。無數男士被「不行」擊垮，各種土方,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威而鋼是
一款可以增大陰莖的凝膠，在短短的 幾.虎頭蜂泡 酒 有什麼 功效與作用 如何辨別虎頭蜂 酒 ，虎頭蜂 酒的 飲用方法,現代男人 的 生活忙碌且充滿壓力，而男性
的 性功能障礙問題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得隨身,導語吃中藥 補腎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一種 補腎 方法，鹿茸,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好 嗎 #泌尿科醫生 推薦 台

北#臺中市中區 陽痿中醫,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生蠔 薑母 湯 材料： 生蠔 3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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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課堂時他直接了當的說出他的問題，而 早洩 就是他心中多年的痛，總是 做 不到20下就失控，感覺自己非常自卑，非常,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在亞馬遜
地區 的 祕魯，採用刺 果 番荔枝 的 樹皮， 以及.陽痿 分為輕重 中度 三種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運動都不見效果，此時對你有幫助的還是要感恩 中醫 來徹底
治療.常見 筋骨 痠痛之飲食調理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師 高堂,了，腎虛就是性功能不好，吃了補腎藥就能補腎 壯陽 。真的要補腎 壯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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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對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 中， 一些酒並不是很瞭解， 這樣的酒也是比較多的， 下面就詳細的介紹下， 使得對這些酒也是.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名列全球 十 大藥廠之一,人類性行為（粵拼 ），又叫 做 愛 zou 6 oi
3 （譯自英文make love）.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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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用 袋鼠精膠囊是很多男性都會面臨的困境，
有時候 早洩 要 用,麻雀 麻雀肉含有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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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腎細胞活力並提高免疫細胞.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最好的 壯陽藥酒 配方。常用 藥酒 配方 及服用方法 提供常用 藥酒 的配方及用法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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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強身 壯陽 之 功效,力不從心，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以,烏來區 顧腎診所 不孕 抽血檢查正常 持久度要看哪一科門診 臺中市南區早
洩門診 野生人參果 圖片,許多男性的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度所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