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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講 演
１．血糖コントロール指標と国際標準化

武井 泉 教授（東京歯科大学内科 市川総合病院糖尿病・内分泌センター長） ……４９５
２．「生体多機能化インプラント」を目指して

吉成 正雄 教授（東京歯科大学口腔科学研究センター・歯科理工学講座） ……………４９６
３．口腔外科病理診断学 －開かれた病理へ Sherlock Holmes like oral health care の実践－

田中 陽一 教授（東京歯科大学市川総合病院臨床検査科病理室） ………………………４９７
４．“スポーツパフォーマンスに咬合の関与はあるのか！”

石上 惠一 教授（東京歯科大学スポーツ歯学研究室） ……………………………………４９８

シ ン ポ ジ ウ ム
超高齢社会における歯科診療を考える

「高齢社会が抱える諸問題－医学・医療経済の視点から」
井藤英喜（地方独立行政法人東京都健康長寿医療センターセンター長） …………………４９９

「認知症高齢者の口を支える視点」
平野浩彦（地方独立行政法人東京都健康長寿医療センター研究所専門副部長） ……………５００

「超高齢社会におけるかかりつけ歯科医が担う口腔機能管理」
片倉 朗（東京歯科大学オーラルメディシン・口腔外科学講座教授） ……………………５０１

口 演
１．Capnocytophaga ochraceaの IX 型分泌機構のバイオフィルム形成への関与

○喜田大智１），菊池有一郎２）３），今村健太郎１），国分栄仁２）３），柴山和子２），黒田美智代４），
山之内一也５），齋藤 淳１）３），石原和幸２）３）（東歯大・歯周）１）（東歯大・微生）２）

（東歯大・口科研）３）（栃木県）４）（千葉県）５）……………………………………………………５０２
２．Treponema denticola ECF シグマの機能解析

○藤瀬和隆１），菊池有一郎１），国分栄仁１），柴山和子１），石原和幸１）２）（東歯大・微生）１）

（東歯大・口科研）２）………………………………………………………………………………５０２
３．Treponema denticolaの抗菌薬感受性

○関野 仁１）２），柴山和子３），藤瀬和隆３）４），中川種昭５），齋藤 淳２）４），石原和幸３）４）

（東京都立心身障害者口腔保健センター）１）（東歯大・歯周）２）（東歯大・微生）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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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歯科大学水道橋校舎新館８F，１２F

血脇記念ホー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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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ちあき，山田将博，上田貴之，石崎 憲，櫻井 薫（東歯大・有床義歯補綴） …５０３
５．高齢者における咀嚼運動の自律神経活動への影響

○太田 緑，上田貴之，櫻井 薫（東歯大・有床義歯補綴） ………………………………５０４
６．硫化物によるチタン合金の変色挙動

○武本真治１）２），原田麗乃１），染屋智子１），田中健介１），木下英明１），吉成正雄１）２），河田英司１）

（東歯大・理工）１）（東歯大・口科研）２）…………………………………………………………５０４
７．『ファブラボ TDC』のための３D プリンタ精度検証

○松永 智１）６），小高研人１）６），田坂彰規２）６），神尾 崇３），勝見吉晴４）６），菅原圭亮４）６），
山本信治４）６），澁井武夫５）６），片倉 朗５），阿部伸一１），吉成正雄６）（東歯大・解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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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成正雄３），櫻井 薫１）（東歯大・有床義歯補綴）１）（東歯大・解剖）２）

（東歯大・口科研）３） ………………………………………………………………………………５０５
９．３D モデルを作製して手術に臨んだ外骨腫の一例

○澁井武夫１）３），松永 智２）３），吉成正雄３），根木沙枝子１），木村絵美子１），市島丈裕１），
片倉 朗１）３）（東歯大・オーラルメディシン口外）１）（東歯大・解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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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象牙芽細胞におけるイオンチャネル型 ATP 受容体サブタイプ（P２X７）の機能的発現

○塩崎雄大２），佐藤正樹１），木村麻記１），澁川義幸１），佐藤 亨２），田﨑雅和１）（東歯大・生理）１）

（東歯大・クラウンブリッジ補綴）２）……………………………………………………………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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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澤 馨１），佐藤正樹２），木村麻記２），小島佑貴２），東川明日香２），小倉一宏２），望月浩幸２），
川口 綾３），西山明宏４），塩崎雄大５），佐藤涼一６），澁川義幸２），田﨑雅和２）（東歯大・学生）１）

（東歯大・生理）２）（東歯大・歯麻）３）（東歯大・オーラルメディシン口外）４）

（東歯大・クラウンブリッジ補綴）５）（東歯大・衛生）６）………………………………………５０７
１３．ラット象牙芽細胞における電位依存性 Ca２＋透過性チャネル発現の検討

○小島佑貴，東川明日香，木村麻記，佐藤正樹，澁川義幸，田﨑雅和（東歯大・生理）
……………………………………………………………………………………………………５０８

１４．歯髄細胞の有無によるラット歯根膜細胞のメカニカルストレスに対する IL‐６と PGE２の発現
○森川泰紀１），安村敏彦１），中島 啓２），松坂賢一３），井上 孝３），末石研二１）（東歯大・矯正）１）

（東歯大・口科研）２）（東歯大・臨検病理）３）……………………………………………………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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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歯大・生理）…………………………………………………………………………………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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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純晴，梅澤貴志，大峰悠矢，松永 智，阿部伸一（東歯大・解剖） ………………５０９

１７．斜角筋群の筋繊維特性に関する形態学的および免疫組織化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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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倫之，北村 啓，梅澤貴志，山根茂樹，山本将仁，阿部伸一（東歯大・解剖） …５１０
１８．舌内部における神経の分布について

○廣内英智，北村 啓，小高研人，芹川雅光，福田真之，阿部伸一（東歯大・解剖） …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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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史枝，村松 敬，佐古 亮，佐野陽祐，杉内亜紀奈，月野和 隆，間 奈津子，
末原正崇，古澤成博（東歯大・保存）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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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澤枝里１），山﨑貴希２），山本 仁２），新谷誠康１）（東歯大・小児歯）１）

（東歯大・組織発生）２）……………………………………………………………………………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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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橋尚子１），上條英之２），加藤哲男３），杉原直樹１）４），望月隆二１）５），山本 仁１）６），河田英司１）７）

（東歯大・歯科医学教育開発センター）１）（東歯大・歯科社会保障学）２）（東歯大・化学）３）

（東歯大・衛生）４）（東歯大・物理学）５）（東歯大・組織発生）６）（東歯大・理工）７）…………５１２
２３．老人性骨粗鬆症モデルマウス（SAMP６）の骨髄細胞に対するフルバスタチンの影響

○高橋由香里１）２），佐々木穂高１）２），吉成正雄１），矢島安朝２）

（東歯大・口科研・口腔インプラント学研究部門）１）（東歯大・口腔インプラント）２）……５１３
２４．ラジアルフロー型バイオリアクターを用いたラット骨髄細胞の三次元培養

○神田雄平１）２），西村逸郎１）２），宮井友理２），佐藤 亨２），吉成正雄１）（東歯大・口科研）１）

（東歯大・クラウンブリッジ補綴）２）……………………………………………………………５１３
２５．オッセオインテグレーションのメカニズム解明 －インプラント表面の血液反応－

○三浦 直１），田辺耕士１）２），黄 怡１），吉成正雄１）

（東歯大・口科研・口腔インプラント学研究部門）１）（東歯大・薬理）２）……………………５１４
２６．周術期口腔機能管理患者におけるデンタルインプラントについての調査

○久保浩太郎１）３），矢島由香２），並木修司２），三條祐介２），片倉 朗２），矢島安朝１）

（東歯大・口腔インプラント）１）（東歯大・オーラルメディシン口外）２）（東京都）３）………５１４
２７．ブラケットの処方の違いによる治療結果への影響

○惣卜友裕，茂木悦子，末石研二（東歯大・矯正） …………………………………………５１５
２８．東京歯科大学市川総合病院における医科歯科共存型電子カルテシステムの開発

○山内智博１），浮地賢一郎２），片倉 朗１）２），高松 潔３），松井淳一４），髙野伸夫１），西田次郎５）

（東歯大・口腔がんセンター）１）（東歯大・オーラルメディシン口外）２）

（東歯大・市病・産婦科）３）（東歯大・市病・外科）４）（東歯大・市病・内科）５）……………５１５
２９．東京歯科大学市川総合病院における全身麻酔下での頭頚部蜂窩織炎手術の臨床統計

○川口 潤１），小鹿恭太郎１），岡田玲奈１），小薗祐紀１），加藤 梓１），加藤崇央１），大内貴志１），
芹田良平１），小板橋俊哉１），星野照秀２），澁井武夫２），片倉 朗２）（東歯大・市病・麻酔科）１）

（東歯大・オーラルメディシン口外）２）…………………………………………………………５１６
３０．東京歯科大学千葉病院手術室における麻酔症例の臨床検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２月）

○萩原綾乃１），佐藤彩乃１），二宮 文１），川口 綾１），岡本聡太１），久木留宏和１），岸本敏幸１），
神戸宏明３），井出智子１），佐塚祥一郎１），塩崎恵子１），松木由起子１），松浦信幸１），
笠原正貴２），一戸達也１）（東歯大・歯麻）１）（東歯大・薬理）２）（千葉市立青葉病院・麻酔科）３）

……………………………………………………………………………………………………５１６
３１．東京歯科大学千葉病院歯科麻酔科外来症例の臨床統計（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２月）

○平田淳司１），澤口夏林１），若杉由美子１），遠藤真唯２），岡田玲奈３），征矢 学４），神戸宏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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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出智子１），佐塚祥一郎１），塩崎恵子１），松木由起子１），松浦信幸１），笠原正貴６），一戸達也１）

（東歯大・歯麻）１）（北斗病院・歯科口腔外科）２）（東歯大・市病・麻酔科）３）

（東京大学附属病院・麻酔科）４）（千葉市立青葉病院・麻酔科）５）（東歯大・薬理）６）………５１７
３２．東京歯科大学水道橋病院総合歯科における平成２６年度外来初診患者の動向

○山本真志１），山下秀一郎１），齋藤 淳２），佐藤 亨３）（東歯大・口健・総歯）１）

（東歯大・歯周）２）（東歯大・クラウンブリッジ補綴）３）………………………………………５１７
３３．東京歯科大学千葉病院口腔外科における平成２５年度初診患者の臨床統計

○有泉高晴１），関川翔一１），山田 祥１），太田亮輔１），大竹祐輔１），花房秀行１），船越彩子１），
渡邉美貴１），岩本昌士１），大金 覚１），右田雅士１），山本雅絵１），恩田健志１），別所央城１），
成田真人１），薬師寺 孝１），野村武史１）２），須賀賢一郎１），大畠 仁１），髙木多加志１），
髙野伸夫１）２），柴原孝彦１）（東歯大・口外）１）（東歯大・口腔がんセンター）２）………………５１８

３４．東京歯科大学水道橋病院口腔外科における平成２５年度外来初診患者の臨床的検討
○勝見吉晴，石田結実香，多田海人，福田有美香，藤原 亘，前山恵里，志賀勇昭，

高田 満，長谷川大悟，濱田裕嗣，菅原圭亮，村松恭太郎，渡邊 章，山本信治，
笠原清弘，髙野正行，齋藤 力，柴原孝彦（東歯大・口外） ……………………………５１８

３５．東京歯科大学水道橋病院における最近６年間の口腔外科手術症例の臨床的検討
○石田結実香，勝見吉晴，濱田裕嗣，菅原圭亮，村松恭太郎，渡邊 章，山本信治，

笠原清弘，髙野正行，齊藤 力，柴原孝彦（東歯大・口外） ……………………………５１９
３６．積極的に摂食嚥下の介入を行った重複癌症例の１例

○井口達也１）４）５），萩尾美樹２）４），鈴木大貴３）４），酒井克彦３），山内智博４），野村武史４），
石田 瞭５），佐藤道夫６），新井 健７），片倉 朗３），柴原孝彦１），髙野伸夫４）（東歯大・口外）１）

（東歯大・有床義歯補綴）２）（東歯大・オーラルメディシン口外）３）

（東歯大・口腔がんセンター）４）（東歯大・千病・摂食・嚥下リハ）５）

（東歯大・市病・外科）６）（東歯大・市病・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科）７）………………………５１９

示 説
３７．卒後研修課程第３７期生による症例展示

○島 秀輔１），飯島由貴１），内山沙姫１），栗田容輔１），吉住 淳１），諸星（二宮）華奈子２），
府川弘明３），坂本輝雄１），末石研二１）（東歯大・矯正）１）（愛媛県）２）（神奈川県）３）…………５２０

３８．卒後研修課程３７期生による症例展示 －リテンションケース－
○吉住 淳１），飯島由貴１），内山沙姫１），栗田容輔１），島 秀輔１），諸星（二宮）華奈子２），

府川弘明３），坂本輝雄１），末石研二１）（東歯大・矯正）１）（愛媛県）２）（神奈川県）３）…………５２０
３９．東京歯科大学２病院矯正歯科における平成２５年初診患者の動向について

○加瀬利美１），岩本真奈美１），岩田周子２），有泉 大３），内田悠志３），野村真弓４），片田英憲３），
茂木悦子３），末石研二３）（東歯大・千病・歯衛）１）（東歯大・水病・歯衛）２）（東歯大・矯正）３）

（医療法人社団徳風会髙根病院歯科）４）…………………………………………………………５２１
４０．口腔内環境と要介護高齢者の摂食嚥下機能との関連

○野村真弓１），高市真之１），高松ユミ１），大平真理子２），石田 瞭２），茂木悦子３），末石研二３），
髙根 宏４）（医療法人社団徳風会髙根病院歯科）１）（東歯大・千病・摂食・嚥下リハ）２）

（東歯大・矯正）３）（医療法人社団徳風会髙根病院外科）４）……………………………………５２１
４１．ガム咀嚼はストレスを緩和するか（第３報）

○紺野倫代１），武田友孝１），川上良明１），鈴木義弘１），河野克明１），中島一憲１），小澤卓充１），
石上惠一１），近藤祥弘２），酒谷 薫３）４）（東歯大・スポーツ歯）１）（東歯大・千病・総合診）２）

（日本大学工学部電気電子工学科）３）（日本大学医学部脳神経外科学系）４）…………………５２２
４２．３D プリンタによる歯・顎骨立体モデル造形の実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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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尾 崇１）７），西川慶一１）７），和光 衛１），松永 智２）７），中島一憲３）７），石崎 憲４）７），
髙木多加志５）７），吉成正雄６）７）（東歯大・歯放）１）（東歯大・解剖）２）（東歯大・スポーツ歯）３）

（東歯大・有床義歯補綴）４）（東歯大・口外）５）（東歯大・理工）６）

（東歯大・口科研・FabLabTDC）７）……………………………………………………………５２２
４３．東京歯科大学千葉病院歯科医師臨床研修の協力型研修施設において生じた問題事例 －第２報－

○杉山節子１），高橋俊之１），山倉大紀１），野呂明夫１），近藤祥弘１），杉山利子１），中島一憲２），
亀山敦史３），春山亜貴子３）（東歯大・千病・総合診）１）（東歯大・スポーツ歯）２）

（東歯大・口健・総歯）３）…………………………………………………………………………５２３

学 会 講 演 抄 録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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