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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歯大・解剖）３）（東歯大・口科研）４）…………………………………………………………４８８
３７．口腔外科における３D 模型の使用経験

○勝見吉晴１），菅原圭亮１），濱田裕嗣２），渡邊 章２），笠原清弘１），髙野正行２），齊藤 力２），
柴原孝彦２），森田純晴３），小高研人３），松永 智３），阿部伸一３），吉成正雄４），片倉 朗１）

（東歯大・病態口外）１）（東歯大・顎顔面口外）２）（東歯大・解剖）３）（東歯大・口科研）４）…４８９
３８．顎顔面再建手術のための基礎的研究：腓骨の三次元骨形態計測

○是澤和人１），松永 智１），廣内英智１），小髙研人１），笠原正影１），矢島安朝２），阿部伸一１）

（東歯大・解剖）１）（東歯大・口腔インプラント）２）……………………………………………４８９
３９．CAD/CAM により製作した総義歯による治療の満足度の検討

○竜 正大，櫻井 薫（東歯大・老年補綴） …………………………………………………４９０
４０．太平洋戦争開戦直後の本学入学５１期生 T が残していた兵役手続き書類７枚についての考察

○五十嵐康夫（山形県） …………………………………………………………………………４９０

示 説
４１．卒後研修課程第３８期生による症例展示

○大木章生，大塚亜理沙，高田 彩，海老澤朋宏，安村祐香，岩渕訓子，上杉陽子，
松野智美，立木千恵，末石研二（東歯大・矯正） …………………………………………４９１

４２．卒後研修課程３８期生による症例展示 －インプラント固定による矯正治療の安定性－
○海老澤朋宏，大塚亜理沙，高田 彩，安村祐香，大木章生，岩渕訓子，上杉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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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野智美，立木千恵，末石研二（東歯大・矯正） …………………………………………４９１
４３．個性正常咬合者の２０歳代から４０歳代にいたる歯の捻転度の変化について

○茂木悦子１），岡野 繁２），桜井愛子３），齋藤裕香４），惣卜友裕５），立木千恵１），木村絵美子１），
古川裕美１），野村真弓６），末石研二１）（東歯大・矯正）１）（東歯大・口科研）２）（東京都）３）

（千葉市保健福祉局健康支援課）４）（神奈川県）５）（千葉県）６）…………………………………４９２
４４．大学移転に伴う千葉病院総合診療科における歯科医師臨床研修の変化

○太田悠策，角山明日香，藤原由起子，高橋俊之（東歯大・千病・総合診） ……………４９２
４５．歯周病学講座ポストグラデュエートコース第１６期生による症例提示 重度広汎型慢性歯周炎患者に対しクロス

アーチスプリントにより口腔機能回復を図った一症例
○後藤弘明１）２），齋藤 淳１）（東歯大・歯周）１）（東歯大・千病）２）………………………………４９３

４６．歯周病学講座ポストグラデュエートコース第１８期生による症例提示 －歯列不正を伴う広汎型侵襲性歯周炎に対
し歯肉剥離掻爬術を行った一症例－

○喜田大智，今村健太郎，備前島崇浩，齋藤 淳（東歯大・歯周） ………………………４９３
４７．歯周病学講座ポストグラデュエートコース第１８期生による症例提示 垂直性骨欠損を伴った中等度広汎型慢性歯

周炎に対し歯周組織再生療法を行なった一症例
○備前島崇浩，今村健太郎，喜田大智，齋藤 淳（東歯大・歯周） ………………………４９４

４８．大口蓋管の形態計測学的観察
○大峰悠矢，笠原正彰，山本将仁，松永 智，阿部伸一（東歯大・解剖） ………………４９４

４９．勤務形態が口腔内に及ぼす影響 －夜勤を含むシフト勤務者と日中勤務者との比較－
○石塚洋一１），吉野浩一１），髙柳篤史１），佐藤涼一１），鈴木誠太郎１），上條英之２），杉原直樹１）

（東歯大・衛生）１）（東歯大・歯科社会保障）２）…………………………………………………４９５
５０．３介護施設入所者の要介護度と口腔内環境との関連について

○野村真弓１），高市真之１），山本雄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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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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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５
５１．MMASA を用いた慢性期脳卒中患者の摂食嚥下障害のリスク判定精度の検討

○大平真理子１），大久保真衣１），酒寄孝治２），杉山哲也１），眞木吉信２），石田 瞭１）

（東歯大・口健・嚥下リハ）１）（東歯大・社歯）２）………………………………………………４９６
５２．東京歯科大学摂食嚥下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科開設７年間の臨床統計

○杉山哲也１），大久保真衣１），山本昌直１），大平真理子１），田代宗嗣１），小川 真１），
平木圭祐１），井口達也１）２），石田 瞭１）（東歯大・口健・嚥下リハ）１）

（東歯大・口腔がんセンター）２）…………………………………………………………………４９６
５３．東京歯科大学歯科衛生士専門学校卒業研究について －過去１０年間の研究テーマとアンケート結果－

○永井由美子１），門田枝里子１），緒方恵子１），山本茉里１），江口貴子１），多田美穂子１），
白鳥たかみ１），久永竜一１）２），杉山哲也１）３），髙橋俊之１）４），井上 孝１）５）（東歯大・衛生士校）１）

（東歯大・クラブリ補綴）２）（東歯大・口健・嚥下リハ）３）（東歯大・千病・総合診）４）

（東歯大・臨検病理）５）……………………………………………………………………………４９７
５４．臨床実習における３D プリンターを用いた支台歯形態の評価と指導法の検討 －３D 支台歯モデルに関するアン

ケート調査－
○四ツ谷 護１）２），佐藤 亨１），梅原一浩３），松原秀憲４），小山 拓１），小高研人２）５），

松永 智２）５），吉成正雄２），阿部伸一５）（東歯大・クラブリ補綴）１）（東歯大・口科研）２）

（青森県）３）（愛媛県）４）（東歯大・解剖）５）………………………………………………………４９７
５５．３D プリント技術の外科的歯内治療マネージメントへの活用

○加藤広之１），神尾 崇２），関谷紗世１），宮吉教仁１），村松 敬１），古澤成博１），柴原孝彦２）

（東歯大・保存）１）（東歯大・顎顔面口外）２）……………………………………………………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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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歯周病学講座ポストグラデュエートコース第１８期生による症例提示 －広汎型侵襲性歯周炎に対しフラップ手術
と結合組織移植を行なった一症例－

○今村健太郎１），喜田大智１），備前島崇浩１），杉戸博記２），齋藤 淳１）（東歯大・歯周）１）

（東歯大・保存）２）…………………………………………………………………………………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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