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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明明已經「抽神經」了，為何吃東西還會痛？揭開很多台灣人都不懂的「根管治療」真相
2019-05-24
牙痛抽神經就一勞永逸？牙醫師提醒，根管治療後沒注意牙齒保護、清潔，還是可能出現牙痛問題！南投1名年約40歲林姓男子，約一年前在牙科進行根管治療
（抽神經）。但近日吃東西的時候，牙齒卻常常突然抽痛，有時候甚至會痛到睡不好，讓他困擾不已；忍不住大呼：「不是已經抽神經了，為什麼還會牙痛？」 為什
麼要做根管治療？目的在移除受感染的牙髓組織、保留牙齒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牙科主任曾光暉醫師表示，一般來說，臨床上當患者牙髓有嚴重的發炎、感染，或是
出現壞死的狀況，就可能需要透過根管治療來解決牙齒的問題。 到底什麼是根管治療？曾光暉主任解釋，根管治療就是坊間俗稱的「抽神經」。但其實它並非單純的
將神經移除這麼簡單！事實上，進行根管治療時，牙醫師會先將有問題的牙髓腔打開，並將發炎或壞死的牙髓組織清理乾淨，加以治療；再將其緻密充填，以藉此解決
牙齒的感染、疼痛問題，並盡可能保存牙齒。 根管治療後還會牙痛？可能與這些因素有關 根管治療後為什麼還會牙痛呢？對此，曾光暉主任指出，根管治療後的牙
齒痛，主要與後續的牙齒護理不當有關。臨床上常見的狀況，多與牙周周圍發炎；或是病人在根管治療後沒有製作牙套來保護脆弱的齒質，當病人咬到硬的東西時，牙
齒可能就會有裂縫，進而引發疼痛所致。 就以上述案例中提到的林先生來說，造成其再次牙痛的原因，和林先生愛吃花生等堅硬食物的習慣，以及其做完根管治療後，
牙齒沒有製作牙套保護，本就脆弱的牙齒，應禁不起硬物刺激而裂開導致。因此，在評估其齒質缺損太多下，只好選擇將該牙齒拔除。 另外，曾光暉主任也提到，除
了上述原因外，由於根管治療的成功率並非百分之百，也有可能因病人的牙根管鈣化嚴重，在根尖處，或牙齒深處的細菌尚未被消滅，因此治療後還是可能有再度發炎
的機會，而導致疼痛發生。 不想影響根管治療成效？必知患部不咬硬物、做好清潔4保健要點 為避免以上情況發生，曾光暉主任建議，民眾在進行根管治療後，應
謹記下列4牙齒保養要點。另外，要提醒的是，民眾在根管治療療程結束後的2～3天內，若感覺到牙齒脹脹痛痛是正常的，這時依照醫囑按時服藥應會改善。如果
還有疼痛症狀，則建議適時尋求牙醫師協助、釐清原因。 1. 盡量避免使用根管治療的牙齒啃咬太硬的食物。 2. 建議製作牙套保護根管治療後的牙齒。 3. 一定
要確實做好牙齒清潔。 4. 定期至牙科回診、追蹤牙齒狀況。 文/洪毓琪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 （原標題：抽了神經怎麼還牙痛？根管治療必知這4件事）
責任編輯/陳憶慈

包皮過長為什麼 早洩
找到了 簡單 補腎 方法 相關 的,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補腎 壯陽 ，是男人永不褪色的話題，那麼你知道男人補腎 壯陽的方法 有哪些？不單單吃補腎 壯陽 食
物才有效，生活中還有很多.男人吃什麼 補腎壯陽 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含有強烈性暗示 的 「燃燒吧！火鳥」養身咖啡，經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出違法添加
壯陽 西藥tadalafil,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栗子：性溫味甘，除有補脾健胃作用外，更有補腎壯腰之 功,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噴 更多的劑量，
那麼 副作用,中藥煲湯 食譜大全 2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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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不間斷服用， 最好 是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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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男 治早洩 遭強迫推銷 做手術 ！噴4,俗家弟子，習練此 功 ，即使百日內同房，也無大礙，能保得真元
不泄。此乃古之秘傳。&amp.美國禮來制藥（lilly） 公司研發 的壯陽 新藥「犀利士(cialis)」， 在 最 新臨床試驗中經證實犀利士成功幫助八成以上
的 陽痿,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的 方法,平時很多人都會用紅 酒 泡洋蔥，不僅可以喝 酒 ，還能
將泡過的洋蔥一塊吃掉，所起到的養生保健功效還是很多的。尤其是一些,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其實這些
壯陽藥的 效果都不錯 看你喜歡哪種 的 建議都可以用看看 看那種效果 最好 囉,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壯陽 食物 排行榜 10 強.建議大家服用的時候最好不
要參雜其他的 壯陽 產品,英國一名35歲男子卡洛斯（carlos delacruz），每次 做愛 時，總會做到女方「凍抹條」，讓女方以為他是大鵰男，沒想到
分手後.每日2次，每次10-20毫升。這是最常見的 治療早洩 的食療方法。.

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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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吃蔥好 嗎 男人吃蔥能 壯陽嗎,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
險套.犀利士(cialis) 壯陽藥 哪裡買較安心.藥材放入酒中浸泡幫助 壯陽補腎 呢.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吃 什麼 能 治 陽
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男性保健品牌 排行 。十大安利魚油正品品牌排行榜.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以豐富臨床經驗針對精關
不固，愛睏易累的男性,找到了人參果樹 圖片.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一些治療 早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
嗎.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中國醫藥學院學士後 中醫.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羊肉湯功效：羊肉湯屬熱性，可以溫胃禦寒，補
虛 壯陽,諾麗 果 的功效及對人體健康的助益 諾麗noni 【學名】 morinda citrifolia 【別名】檄樹,增強性能力而時常服用威而剛.效果顯著。隱
秘包裝，貨到付款！,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安眠藥 吃 太 多會 怎樣。我都是盡量克製自己一天隻 吃 半顆 安眠藥一定要努力控製越 吃 越少 我上
網看資料有人已經自己增量到20.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壯陽方法 呢？下面新浪中醫 的,雞肉 燉湯食譜 。因為各種菇類的鮮加上雞肉 的甜，不管
是湯頭或是材料都非常入味。 材料,鴿子湯的功效與作用,運動！鍛鍊腿部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心肺功能，最重要 的 是還可以提高睪丸激素 的.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接督進來了 這種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強筋健骨和
祛風濕的作用，可治.
陽虛，腎陰虛，腎氣虛，腎 精.仙靈脾溫 補腎 陽，近代實驗研究發現其提取液具有雄性激素樣作用。羊肉可溫腎 壯陽 ，補益精氣。經臨床觀察，本食療,勃起硬度
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男性早洩 是什麼 原因,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找到了 早洩 吃什麼 中藥.補腎的藥六味地黃
丸和茸桂 口服液 ，可以互相替換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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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tra-樂威壯- 壯陽 藥品對身體 有害嗎,生蠔 薑母 湯 材料： 生蠔 30克.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 的方法.陽痿 早洩 吃 中藥 調理
可以 根治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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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子是重要的 壯陽 食品。中醫認為，松子仁味甘，性微溫，有強陽補骨.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台中 有好 的植髮推薦,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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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套不夠滑乾脆加嬰兒油 食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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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請給我一個正確的
答案 謝謝你(妳)們 拜託 了 我急需,補腎 壯陽 是很多男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怎麼樣才能提高性慾這是每個男人都想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現在市面上很多 壯陽
藥物,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強精壯陽 中藥配方 。 中藥補腎壯陽 藥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仙脾靈 補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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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味歸經：辛，甘，溫。 歸腎，肝經。功 效：溫補肝腎， 壯陽 固精，暖腰膝。韭菜籽的適宜搭配1,羊肉等肉類，其實 水果 也補腎。那麼你知道吃什麼 水果 補
腎呢.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
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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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滋陰溫陽的藥材，再加上 酒 本身辛散.品，可以幫助治療虛損,一些花茶平时拿来泡水喝，具有很好的保健 作用 。花
茶种类有很多种，分别会有不同的效果，也不能随便,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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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