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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 梓２），小板橋俊哉２）（東歯大・歯麻）１）（東歯大・市病・麻酔科）２）…………………２３７

学 会 講 演 抄 録２１６

― 88 ―



示 説
２９．歯科医学英語教育への導入としての一般英語教育Ⅰ －理念とシラバ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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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石研二３），古澤成博１）（東歯大・水病・歯衛）１）（東歯大・口健・矯正）２）

（東歯大・矯正）３） ………………………………………………………………………………２３８
３１．千葉県の食材を用いた子どもの口腔機能向上に関す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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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実験的下顎偏位の認知機能に及ぼす影響
○黒川勝英１），雨宮あい１），山崎 豪１），成松慶之郎１），額賀英之１），小澤卓充１），

長谷川 賢１），関口千栄子１），中島一憲１），武田友孝１），石上惠一１），辻井岳雄２），酒谷 薫２）

（東歯大・スポーツ歯）１）（日本大学医学部・脳神経外科 光量子工学分野）２）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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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菜穂子１），佐藤 亨２），眞木吉信３）（東歯大・口健・補綴）１）

（東歯大・クラウンブリッジ補綴）２）（東歯大・社会歯）３）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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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原輝純１），野本俊太郎１），佐藤 亨１），小嶋啓嗣１），小柳伸之１），塩崎泰雄２）

（東歯大・クラウンブリッジ補綴）１）（群馬県）２） ……………………………………………２４１
３６．インプラント治療における骨関連検査についての検討

○中島 啓１），康本征史１）２），小林史卓１），武田侑大１），木村 裕１），松岡海地１），橋本和彦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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