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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機   可離出高濃度之生長因子
                        縮短患者恢復期一半以上
離心機   可離出高濃度之生長因子
                        縮短患者恢復期一半以上

Leukocyte and Platelet Rich Fibrin

INTRA-SPIN

最多人體實證醫學發表│及論文報告

95% 以上高濃度INTRASPIN  L-PRF 離心機才能提高萃取 生長因子 達

在離心過程，持續保持29oC的溫度，

接近人體體溫37oC，最可保持生長因子的活性。

不同的離心機‧會產生不同的PRF

在台銷售達 400台以上
最多診所醫師採用的 L-PRF 離心機

L-PRF 離心機

         

自 體 加 速 癒 合 進 程 的 技 術



離心機   可離出高濃度之生長因子
                        縮短患者恢復期一半以上
離心機   可離出高濃度之生長因子
                        縮短患者恢復期一半以上 專家推薦

植牙
最佳選擇

感謝諸位採用
INTRA-SPIN 離心機 醫師

給予  衷心推薦

感謝以下診所醫師之推薦

1  No clot No healing

2  立即止血並組成初期網狀架構

3  Leukocyte-含VEGF，生成新的血管細胞-血供

4  Platelet-含PDGF，促進血管內皮組織增生-血供

5  纖維蛋白(Fibrin)為血管重建的基質組織-血供

6  成本最低

好在哪裡？L-PRF

植牙最佳好幫手│上顎竇提昇術‧補骨手術‧牙周手術‧拔牙‧植牙‧加速傷口癒合

總代理：宏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醫學院副教授  張育超教授

台北馬偕醫院牙科部

台南市立醫院  廖連宏醫師

金門醫院 洪長享醫師

方嘉良整型外科 方嘉良醫師

國維牙醫聯盟  曾育弘醫師

ABC牙醫聯盟總院  謝尚廷醫師

現代牙醫診所  馬瑞宏醫師

麗緻牙醫診所  王冠中醫師

光良牙醫診所  趙璟徽醫師、蔡慕璟醫師

潔德美學牙科診所  湯仁牧醫師、阮醫師

維藝美學牙科診所  蘇敏睿醫師

林煌正牙醫診所  林煌正醫師

李廣華牙醫診所  林喬棣醫師

常春藤牙醫診所  沈茂棻醫師

蔡文斗牙醫診所  蔡文斗醫師

吳子偉牙醫診所  吳子偉醫師

盧冠宇牙醫診所  盧冠宇醫師

高正川牙醫診所  高正川醫師

平安牙醫診所  林琦國醫師

亞緻牙醫診所  朱俊銘醫師

富康牙醫診所  洪維志醫師

美澄牙醫診所  林世昌醫師

當代牙醫診所  李營德醫師

群盛牙醫診所  歐亦焜醫師

當代牙醫診所  宋志豪醫師

京敦牙醫診所  劉明友醫師

康軒牙醫診所  陳建綱醫師

崇翔牙醫診所  郭益嘉醫師

豐美牙醫診所  黃煜³醫師

優美牙醫診所  何婉菁醫師

尚品牙醫診所  許明德醫師

佳鴻牙醫診所  陳源華醫師

祐德牙醫診所  郭長熀醫師

尚豪牙醫診所  陳亮緯醫師

敦煌牙醫診所  鐘維焂醫師

亞卓牙醫診所  卓醫師

台元牙醫診所  徐隆祥醫師

旺德牙醫診所  劉永德醫師

風采牙醫診所  謝季欣醫師

天一牙醫診所  蔡維修醫師

全育牙醫診所  郭俊廷醫師

保齡牙醫診所  劉恩平醫師

成功牙醫診所  柯品志醫師

眾多醫師不及備載，敬請見諒！

國際級講師來台分享教學研究

我們也期待  有更多的您

與我們一起加入

富含血小板纖維蛋白--自體纖維蛋白網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S 活動假牙 O-Ring 帽子

直筒
Abutment

MLSA, MLSAN WCA3 MLAA15 MLPA MLOA MLHC MDLMH MDLMMH MDLOR MDLMOR MLAMLT

直筒加寬
Abutment

15 Abutment UCLA Orthodontic 癒合帽 Metal Housing
印模用牙樁體

Coping
植體替代品

Analog

直徑 2.0, 2.5 mm

SMALL DIAMETER IMPLANTS

最穩定的微型系統

S 活動假牙 O-Ring 帽子

直筒
Abutment

MDLSA, MDLSANMDLSAP WCA MDLAA15 MDLPA MDLOA MLHC MDLMH MDLMMH MDLOR MDLMOR MDLAMDLT

直筒加寬
Abutment

15 Abutment UCLA Orthodontic 癒合帽 Metal Housing
印模用牙樁體

Coping
植體替代品

Analog

印模配件

MILO 3.0mm 假牙配件 印模配件

MDL 2.0 及 2.5 mm 假牙配件

美國ADA認證優良植體系統│在台銷售十年以上的見證

MLSAP

最好的奈米表面

直徑 3.0 mm

3.0mm二階多重選擇

1 2 3

衛署醫器輸字第018038號

衛署醫器輸字第023020號直徑 3.0 mm

直徑 2.0/2.5 mm



總代理：宏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手術工具 印模套件 印模套件(舊款)

Healing Abutment Analog Healing Abutment Analog

註：OPS 專為亞洲區設計，適用於前牙區。

3.0 & 3.75 OP Implants 植體螺紋長度，為植體編號減 2mm。

( 例如：OPS3013 其螺紋長度為11mm )

直徑 3.0,  3.75,  4.0, mm

衛署醫器輸字第023686號

Implant System

奈米磷酸鈣的結構表面，加速植體的癒

合過程，適合纖維蛋白附著、血小板沉

積及讓成骨細胞向內生長之表面。

潔淨的表面處理

增進植體初期穩定

保存齒槽嵴皮質骨的功能

立即性負載（Immediate loading）

上顎竇增高術（Sinus lift）

頸部微細螺紋設計

螺紋設計

減少種植阻力，降低骨頭破壞

並提高植體初期穩定"Mechanical Stress"

可立即負載與臨時贗復



義大利刀刃設計 義大利刀刃設計

義大利品牌

衛署醫器輸字第004277號

取自體骨最佳利器

page 5

感 謝  各 大 醫 院 ‧ 牙 周 病 採 用

刮骨刀
拋棄式



取自體骨最佳利器

拋棄式 刮骨刀│小型 (皮質骨收集器)

拋棄式 刮骨刀│大型 (皮質骨收集器)

衛署醫器輸字第004277號

編號：004049

包裝：1支/盒

編號：003987(彎)

編號：003598(直)

包裝：3支/盒

切削效率最高

加速採集的過程

160度的切削區域範圍

可收集適當大小與厚度的皮質骨削片，

提供植體融入組織

各種骨表面都能有效處理（平面、凹陷、突出）

採集過程中具有優異的操控性

不因裝置磨損而造成污染

拋棄式半圓型刀刃的優點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page 6

義大利製

Dispositttivo mini-invasivo



New Sword 箭 牌 鑷 子

Crown-Master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Top Line 系 列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英 國 製

植牙專用│手術器械

page 9

牙醫師必備專用修整牙冠夾子

‧the crown holder, prevents  accidential 
    injury!
‧heat resistant up to 220°C (430°F)
‧DiaduranR, the bendresistant, heat 
    resistant fibre-glass plier

愛 迪 生

編號：3-L-10-390 (直)

長度11.5 cm

手術剪刀

編號：3-L-10-391 (彎)

長度11.5 cm

編號：3-L-12-540

有齒

鑷子 編號：3-L-21-050

持針器

編號：3-L-10-202

長度11cm

拆線剪

編號：3-SW-11406-15     愛迪生有齒鑷子

編號：3-SW-11406-15-M (Micro)

編號：3-SW-11405-15     愛迪生無齒鑷子

編號：3-SW-11405-15-M (Micro)

成份：細陶瓷

編號：Q-6848   ARKANSAS

Sharpening stone
磨刀石

編號：Q-5072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植牙專用│手術器械

包裝：100片 / 盒

補皮、切牙肉專用刀片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1400號

進 口 手 術 專 用 刀 片

顯 微 手 術 專 用 刀 片

◎比一般刀片直徑較小

美製

#12
一般刀片

#11
一般刀片

#15
一般刀片

包裝：100片 / 盒

#15c   細頭微彎

W-00037315

#12d   雙面刀片

W-0036212

KOHLER  微 型 器 械

特殊微整形手術專用刀片、刀柄！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1400號美製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page 10

‧ Stainless steel

‧ 0.6mm thickness

113-6400      #64      24/Pkg.

113-6500      #65      24/Pkg.

113-6700      #67      24/Pkg.

113-6900      #69        6/Pkg.

786-1320     6＂, 15.5cm

STERILE MINI BLADES 微型刀片

MINI BLADE HANDLES

64 65 67 69

CASTROVIEJO
長度14cm
Q-4388

CASTROVIEJO
長度14cm
Q-7660

長度14cm
Q-4389

長度18cm
Q-5631

長度18cm
Q-6532

長度17.5cm
Q-7663

長度17.5cm
Q-7667
(thick jaws)

長度17.5cm
Q-7662

CRILE-WOOD
長度15cm
Q-4068

GOLDMANN-FOX
長度13cm
Q-4652

微型金把持針器

微型剪刀微型刀片│握把

Q-5032

Q-5034

Handle for micro scalpel blades  Ø 6.5 mm

Q-6747

Micro scalpel blades

每支刀片都付白色護套



‧反角針

尼 龍 線

台製

包裝：24條 / 盒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1400號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1400號

可 吸 收 縫 線 衛署醫器輸字第002825號

ETHICON VICRYL 可吸收 縫線

Johnson & Johnson

衛署醫器製字第002667號

56-70天可吸收
平均63天

30-60天可吸收

衛署醫器製字第000034號

白色‧反角針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Silk  黑 絲 線

PGA 可吸收 縫線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台製

植牙專用│手術耗材

page 11

能平滑的穿過組織，不割傷組織，不割手。

顏色：紫色和未染色

編號
P-GC-AVJ423H
P-GC-AVJ442H
P-GC-AVJ422H
P-GC-AVJ386H
P-GC-AVJ421H
P-GC-AVJ304H
P-GC-AVJ433H
P-GC-AVW9105
P-GC-AVJ494G
P-GC-AVJ493G
P-GC-AVJ510G

規格
3-0 反角針/未染色 VICRYL 3-0/70cm 3/8C  19mm (36條/盒)
3-0 反角針/未染色 VICRYL 3-0/70cm 3/8C  24mm (36條/盒)
4-0 反角針/未染色 VICRYL 4-0/70cm 3/8C  19mm (36條/盒)
4-0 反角針/紫色 VICRYL 4-0/45cm 3/8C 13mm (36條/盒) 
5-0 反角針/未染色 VICRYL 5-0/70cm 3/8C  19mm (36條/盒)
4-0 圓針/紫色 VICRYL 4-0/70cm  1/2C  17mm (36條/盒)
5-0 圓針/未染色 VICRYL 5-0/70cm  1/2C  13mm (36條/盒)
5-0 圓針/紫色 VICRYL 5-0/75cm  1/2C  17mm (12條/盒)
4-0 特製 微尖端整形 反角針/未染色 VICRYL 4-0/45cm 3/8C  13mm (12條/盒)
5-0 特製 微尖端整形 反角針/未染色 VICRYL 5-0/45cm 3/8C  13mm (12條/盒)
6-0 特製 微尖端整形 反角針/未染色 VICRYL 6-0/45cm 1/2C  11mm (12條/盒)

編號   規格
NC193L    3-0 75cm19mm-3/8c Blue (反角針)
NC194L    4-0 75cm19mm-3/8c Blue (反角針)
NR165L    5-0 75cm16mm-3/8c Black (正角針)
NC125L    5-0 75cm12mm-3/8c Black (反角針)
NC126L    6-0 75cm12mm-3/8c Black (反角針)
NC127L    7-0 75cm12mm-3/8c Black (反角針)

NC193      3-0 45cm19mm-3/8c Blue (反角針)
NC194      4-0 45cm19mm-3/8c Blue (反角針)
NC125      5-0 45cm12mm-3/8c Black (反角針)
NC126      6-0 45cm12mm-3/8c Black (反角針)
NC127      7-0 45cm12mm-3/8c Black (反角針)

編號         規格
W-0032487    3-0  45cm/DS18
W-0032489    4-0  45cm/DS18
W-5152122    5-0  45cm/C26(15mm)

包裝：12條 / 盒

編號 規格
SC193    3-0  45cm/針19mm-3/8c
SC194    4-0  45cm/針19mm-3/8c

包裝：24條 / 盒

編號          規格
W-0033930     3-0  45cm/DS18
W-0034220     4-0  70cm/DS18
W-0034930     5-0  45cm/DSM13

包裝：12條 / 盒

規格：Gore-TEX SUTURE 

包裝：12條 / 盒 (5-0)

Gore-TEX 

衛署醫器輸字第006741號CV-5 縫線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植牙專用│手術耗材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止 血 材 料

手 機 專 用 保 養 油

W&H MD-4 手機專用保養油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3479號

編號：A1ETS04 (不含配件)

W&H 手機保養油

專用接頭

編號C-001： 圓狀裝 0.5 x 0.7CM  60PCS/盒 

編號C-002： 塊狀裝 1.5 x 1.5CM  60PCS/盒

可溶性止血癒合紗布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4219號

快速止血紗布可吸收性 (Surgicel)

‧ 3至5分鐘達到止血，5-10日內完全被人體吸收 

‧ 止血是它的功能，幫助傷口癒合才是它的效果 

‧ 快速止血、快速吸收、快速癒合 

‧ 高分子聚合物高黏度，體表結合性強不易脫落 

‧ 吸收組織液提供快速癒合環境 

‧ 塊狀、圓狀包裝，不需剪裁，符合您所需的規格

特色：
1. 拔牙後傷口癒合使血凝塊，可填滿傷口達到快速骨生長
2. 撐鼻竇時可用小規格搭配使用

2.5克 / 個

Made From Beeswax And Othe Natural Materials

衛署醫器輸字第006172號

Bone Wax 骨臘

編號：A1YSCS01

其特性：

‧ 2至8分鐘達到止血（另有"Nu-Knit"厚片規格，只須1至5分鐘

    即可達成止血）

‧ 7至14天內完全被人體吸收。

‧ 含殺菌性-對Gram Positive / Negative微生物有殺菌性。

‧ 以植物為原料，可減少動物或人體病源的污染。

SURGICEL止血氧化再生纖維：
是由pure alpha cellulose所製造的止血棉，能在微血
管、小靜脈、小動脈及其他滲血的部位促進血小板的
附著並形成凝塊以達到止血的效果。

編號：P-C-B1903GB (24片/盒)
           P-C-B1903GB-1 (1片)

植牙最佳利器

特色：
1.快速止血
2.用於取皮臨床手術
3.下顎取骨塊可填傷口

page 12



編號： 規格：

0-CA003 1 x 1 (30x30cm)

0-CA004 1.5 x 1.5 (45x45cm)

0-CA005 2 x 2 (60x60cm)

0-CA006 3 x 3 (90x90cm)

手 術 衣 ( 布質  )

包布

規格：107x146cm, 口袋19x19cm 2個，加綁帶

編號：

0-CC001 洞口10cm

0-CC002 洞口9cm

0-CC003 洞口12cm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手 術 包 ( 拋 棄 式 )

植牙專用│手術耗材

編號： 規格：

0-CB002 1.5 x 1.5 (45x45cm)

0-CB003 2 x 2 (60x60cm)

0-CB004 3 x 3 (90x90cm)

洞巾

編號：  規格：

0-CL-718M M

0-CL-718L L

0-CL-718XL XL

手術衣一般型

訂製洞巾有口袋

規格：90x100cm, 領口20cm

編號：0-CD001

訂製圍巾
規格：10x102cm

編號：0-CK001

管帶布套

146cm

107cm

口袋

綁帶

90cm

100cm

領口20cm

編號：0-AA001

包裝：16包 / 箱

植牙手術包(拋棄式)

內容物：

治療巾 x 3條、洞巾（覆蓋至腿部）x1條、燈把無菌膠膜 x 4

張、紙膠 x 1卷、紗布塊(2x2) x 1包、消毒管帶 x 4條、 患

者圍巾(防水) x 1條、手術帽 x 1頂、治療盤 x 1個、桌面覆

蓋巾 x 1條、透明垃圾袋 x 1（方便手術後清潔打包用）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page 13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植牙專用│手術耗材

手 術 衣 ( 拋 棄 式 )

抗靜電手術衣，特殊防水處理

消毒手術衣(薄)
編號：0-AB002

包裝：50件 / 箱

消毒手術衣 (抗靜電)

編號：0-AB001

包裝：45件 / 箱

無菌洞巾(藍色)
編號：0-AC-50*50R10

規格：50x50cm, 洞口10cm

包裝：300片 / 箱

無菌治療巾
編號：0-AC-E08001

規格：50x50cm

包裝：300片 / 箱

無菌-治療巾+洞巾組合包
編號：0-AC-E109

內容物：洞巾50x50cm, 洞口9cm x1片  治療巾50x50cm, 藍色 x1片

包裝：170片 / 箱

手術帽
編號：0-BA-HT03

包裝：100頂 / 包，20包 / 箱

摺花(藍色)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page 14



規格                            編號

2吋    5cm x 200m      0-BC002

3吋    7.6cm x 200m   0-BC003

4吋    10cm x 200m    0-BC004

6吋    15cm x 200m    0-BC005

8吋    20cm x 200m    0-BC006

10吋  25cm x 200m    0-BC007

12吋  30cm x 200m    0-BC008

可依所需大小訂製

植 牙 手 術 耗 材

消毒管帶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植牙專用│手術耗材

編號：0-BA-A18001

規格：2 x 2 x 4P

包裝：200片/束, 50束/箱

不織布紗布塊

3M滅菌指示帶

編號：0-BC001-1

可清楚分辨消毒是否完成的好幫手！

編號：0-AC006

規格：100 粒/包

包裝：120包/箱

消毒棉球

棉絮較少，可避免棉絮殘留傷口中。

編號：0-AC001

內容物：大袋 x 1，小袋 x 2，紙膠 x 1

包裝：200包/箱

無菌器械管袋包

編號：0-BA-A0124-02

規格：9 x 15 cm

包裝：120PC/箱

冷 / 熱軟敷墊 （附不織布隔離袋）

編號：0-BA001

包裝：5支/包

軟毛牙刷（植牙專用）

（植牙手術、PRF專用）

規格：1x3mm  2x4mm  3x5mm  4x6mm

           7x11mm  9x14mm  10x14mm

矽膠管 （可高溫消毒）

植牙機專用，吸引器專用

超軟毛牙刷，可

有效清潔傷口，

且較不會對傷口

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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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植牙專用│手術耗材

Open / Tray 全塑膠牙托

W&H原廠沖洗套 9cm(拋棄式)

W&H 原廠植牙機沖洗套

編號：S532F0139

包裝：10包 / 盒

拋棄式矽膠管

・ 植牙馬達專用拋棄矽膠管包

O-F-071  適用W&H(9cm)

O-F-012  適用NSK(11cm)

包裝：30條/盒

可高消式矽膠管

・ 植牙馬達專用高消矽膠管包

O-F-070  適用W&H(9cm)

O-F-011  適用NSK(11cm)

包裝：1條/包

（冷卻沖洗輸液器）

The implant-ready / general purpose impression tray

Open Tray 可直接用三合一鑷子拉開，達到您想印模的正確位置

編 號  規 格 

IT-DDS-U1 Small Upper 上顎‧小

IT-DDS-L1 Small Upper 下顎‧小

IT-DDS-U2 Medium Upper 上顎‧中

IT-DDS-L2 Medium Upper 下顎‧中

IT-DDS-U3 Large Upper 上顎‧大

IT-DDS-L3 Largel Upper 下顎‧大

（冷卻沖洗輸液器）

W&H/NSK 植牙機專用 W&H/NSK 植牙機專用

全口重建最佳利器

可用 3合1鑷子 

直接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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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品牌‧品質保證

植牙好幫手

  整組工具明細

W-055-60201 2.5mm Bone Expander

W-055-60301 3.1mm Bone Expande

W-055-60401 3.6mm Bone Expande

W-055-60501 4.3mm Bone Expande

W-04-9734-01 Connection Driver Tool (Hex)

  for CA Handpiece

W-96-002-28 Universal Ratchet

W-20-1558-11 Driver Extender (Hex)

W-96-004-49 Square Titanium Bowl

W-20-1950-11 Autoclavable Tray 收納盒 

編號：U-S-SAW-DISC-231DC070
直徑：7 mm   長度：約22cm

編號：LD

編號：V-186RF018-1

可 搭 配 器 械

操 作 方 法

彎機/手動 兩用擴骨組
ACE Ridge Expanding Kit

page 7



螺絲/圖釘 二合一組

優點 /

 1  立即擁有螺絲/圖釘2種功能

 2  專利設計自攻/自鑽螺絲設計

 3  獨特八角設計不易掉落，臨床使用更順手

美國品牌‧品質保證

獨特八角設計不易掉落，

臨床使用更順手

使用TruFix BoneScrew 固定 bone block

truSCREWTMSCREW

2.5 TD  truTACKTM

5mm

3mm

圖  釘

工具操作   SCREW特色

植牙好幫手

螺  絲

page 8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植牙專用│PRF耗材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page 17

編號：0-BA-A18001
規格：2 x 2 x 4P
包裝：200片/束, 50束/箱

不織布紗布塊

不鏽鋼小盤SABS 沙普 不鏽鋼碗 玻璃器皿

試管架-可高溫高壓消毒

PRF 專用盒子

綁帶(止血帶)

採血管固定器的採血針 A-PRF 採血試管

真空採血試管

i-PRF 採血試管

棉絮較少，可避免棉絮殘留傷口中。

100ml /瓶   20瓶/箱

剪刀

鑷子

PRF膜專用放置工具

(21G針頭) 拋棄式不可重複使用

50組/盒(針50包、Hold50個分開)

每管9毫升，拋棄式不可重複使用

包裝：100個/盒

PRF專用剝離器 -2

PRF專用剝離器 -1



植牙好幫手

臨 床 病 例

編號：TEX-200 (凹面)
規格：25 x 30mm（5片/盒）

TEF-GuardTEXTURED 

不可吸收再生膜

凹面設計 

CYTOFLEX
美國品牌‧品質保證

page 18

微 孔 隙 設 計 平面設計 

編號：TEF-002(平面)
規格：25 x 30mm（5片/盒）

Membrane

編號：TEF-001T (凹面)
規格：12 x 24mm（5片/盒）

衛署醫器輸字第017451號

4 6

手術後3個星期抽再生膜，抽出再生膜一星期後拆線，一星期後追蹤-傷口已癒合 

31

5

植入Implant放入骨粉及不可吸收再生膜(TEF-GUARD)縫合，一星期後拆線

2



鈦網製造造骨空間

CYTOFLEXCYTOFLEX
骨脊增高專用 Ti-Mesh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植牙好幫手

page 19

CRT-0200
Ti-Enforced
19 mm x 26 mm

CRT-0100
Ti-Enforced
11 mm x 21 mm

CRT-0300
Ti-Enforced
23 mm x 29 mm

Ti-Enforced Regenerative PTFE Barrier

Ti-PTFE Barrier

Titanium MESH Precision Titanium Mesh

MESH (金色-鈦網)

M4-400
Titanium Mesh
25 mm x 30 mm
H 0.8 mm

M4-500
Titanium Mesh
30 mm x 40 mm
H 0.8 mm

M4-300
Titanium Mesh
20 mm x 25 mm
H 0.8 mm

(金色-鈦網)

(金色-鈦網)

(金色-鈦網)

含鈦支架再生膜

衛署醫器輸字第017451號



W-003-9430    120 x 60mm, 0.1mm thick
W-003-9433    152 x 66mm, 0.2mm thick

12 point center hole locks on top of standard implant hexagon
12 point center hold locks to ACE Drill Point Tenting Screws
Can be secured with ACE Self-Drilling Bone Screws
Commercially pure titanium

A

B

C
D

Mesh

美 國 原 裝 進 口

美國品牌‧品質保證

Titanium Mesh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1400號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page 20



美 國 原 裝 進 口

訂購專線：05-233-2158, 233-2178, 781-2829, 232-3988, 232-2188

編號：P-E-U-2-6 (0.4g)

           P-E-U-2-6 (1.0g)

Synthetic Bioactive Glass

在台銷售

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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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顎前牙補骨 臨床病例

美 國 原 裝 進 口



吉士德百歐士 
Geistlich Bio-Oss

衛署醫器輸字第020576號

Large granules(1-2mm) Quantities：0.5g

Biomaterials

小顆粒 Geistlich Bio-Oss 與周遭骨壁可以緊密接觸，故適用於1-2處較小牙窩缺損之填補，

或用於填塞自體骨植入塊之周緣

大顆粒 Geistlich Bio-Oss 比小顆粒有較多的顆粒間隙，尤其遇到大範圍缺損時，

這樣可以改善大間隔的再生過程，提供足夠空間給向內生長的骨質

Small granules(0.25-1mm) Quantities：0.5g 0.25-1mm

1-2 mm

ReOss SYNTHETIC NAND-HA INFUSED BIOMATERIAL

經   銷：宏國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美 國 原 裝 進 口

奈米結構人工合成生物補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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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Oss® 奈米結構│6-12個月完全吸收 HA Particles  生長 新生骨

衛部醫器輸字第026322號

ReOss® Powder ReOss® Putty
規格：RP-1  0.5 cc

           RP-3     1 cc

規格：RP-2  0.5 cc

           RP-4     1 cc

放大50,000倍電顯圖，可以看到 ReOss 的
HA顆粒吸附在PLGA基質上。

放大5,000倍電顯圖，可以看到 ReOss 具多
孔性的PLGA基質。

HA Particles
可吸附在PLGA上

是成骨細胞最佳成長環境

1. 口內部分骨缺損    2. 牙周骨間或骨缺損

3. 齒槽脊缺損、拔牙窩    4. 上顎竇增高手術
最佳使用：

注入新活力的奈米化 人工合成鈣羥磷灰石 生物材料

可吸收



Guided Bone Regeneration & Guided Tissue Regeneration

GBR & GTR SYSTEM

ACE 螺絲 / 圖釘二合一組

彎機 / 手動 2用擴骨組

TEF-guard 不可吸收再生膜

補骨材料 Unigraft  BioOss

鈦金屬網 圓孔型、特殊型

META 拋棄式刮骨刀

補骨專用外科器械

PRF 富含血小板纖維蛋白

05-233-2158, 233-2178
05-781-2829, 232-3988, 232-2188

訂購專線

北區 展示中心 / 桃園市 同安街 408號

中區 展示中心 / 台中市 南區 建成路 1846號3樓

南區 展示中心 / 台南市 北區 公園南路 345號

HUNG KUO 宏國公司

美 國 原 裝 進 口

螺 絲  /  圖 釘 二 合 一 組

ReOss

衛部醫器輸字第026322號

衛署醫器輸字第001661號

衛署醫器輸字第017451號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4277號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1400號

衛署醫器輸字第012969號

2015.08

嘉義 展示中心 / 嘉義市 西區 八德路 225號

本DM僅供專業人士參考 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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