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三年一月十九日這天高中學測正在進行

席開三桌，跟以往相比，排場或許沒那麼大，出席人數

中。這天中午也是我們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第

沒那麼多，但是很感謝理事長還自掏腰包送我們精緻伴

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第二次籌備會的籌備會全

手禮。

體組織人員及理監事們第九屆第三次理事會開

今年這場尾牙，如同過去幾年一樣，先由理事會會議

會的日子。由於年關將近，理事長體恤各位理

開啟序幕，理事會會議結束後，可想而知的就是理事長

監事、顧問可能很忙，會有好多尾牙宴要赴，

與諸位理監事們及顧問們熱鬧非凡的寒暄敬酒了，大家

所以特別安排將本會的尾牙宴定在中午的籌備會與理事會會議後舉行。當

互許新的一年能平安、健康、心想事成。尾牙席開三桌，除蘇志鵬、陳信

日上午，理事長特別致電請我來寫尾牙記事，恭敬不如從命，會後立即著

光兩位顧問另有喜宴要趕場先離開外，參加的有：理事長戴文根醫師、蔡

手此篇尾牙花絮。

爾輝醫師、周志真醫師、張宏博醫師、蘇明圳醫師、高嘉澤醫師、林春長

今年是我進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參加的第五次尾牙，過去幾年台灣口腔

醫師、林伯璣醫師、閻以煇醫師、鄭文明醫師、李文正醫師、蔣金玉醫

矯正醫學會正面臨經營轉型的危機，經過多事之秋的這數年，在例任理事

師、方柏敦醫師、蔡政道醫師、黃偉德醫師、梁孟淵醫師、王慧茹醫師、

長、理監事的共同努力下，我看到學會正努力尋找改變的契機，調整經營

許瑛祺醫師、陳建豪醫師、陳建成醫師、余宗坤醫師、潘建誠醫師…等，

的方向，站穩腳步，繼續前進。此次尾牙在天成飯店十七樓悅華廳舉行，

當然還有辛苦為我們服務的學會小姐筱婷。

NEW 自瑣式矯正課程

我來為你們做東，我在我的家鄉除了做一位牙醫之外，還在RAGAS牙醫大學裡
任教推廣我的理念與知識24年，並且在其中牙科門診部服務了7年了，目前擔

紀錄及匯整醫師：閻以煇 醫師/台灣口腔矯正醫會學理事．齒顎矯正專科醫師
日期：１０２年９月２９日

任齒顎矯正科主任，RAGAS牙醫大學是印度目前少數的私立醫療機構。

地點：台師大進修推廣大樓2F

夠認識這種矯正器，今天我想讓大家一起去思考矯正器的未來發展是如何？要

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29號

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理事長 戴文根醫師致詞：

今天我要與你們分享的是自鎖式矯正器，我要將我的心得分享，讓大家更能
如何運用這種自鎖式矯正器？什麼時候要讓這矯正器做到被動式或是主動式矯

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及星期假日來到這裡，與我們一同研究自鎖式矯正器，我

正呢？是否有需要拔牙呢？它是如何去移動牙齒的？大家想必也想知道它是不

們很高興今天能夠請到Krishnaswamy醫師，因為嚴永強醫師與這位主講者有很好的

是很有效率，所謂效率就是如何用最小的花費及心力來達到最棒的結果，這是

交情，也對他的背景比較了解，所以我們請嚴永強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謝謝。

牛津字典裡的解釋，因此身為一位齒顎矯正醫師我們要考量的就是如何減少看

世界矯正聯盟(WFO)，“國家與地區專科醫師院士甄審委員會”委員，嚴永強醫師

診次數、看診所花費時間、更舒適的看診過程、簡化的技巧、減少拔牙的機會

致詞：

及降低病人的疼痛及焦慮。因此我們要做到這樣的效率看診，就必需縮短治療

早安，各位醫師大家好，親愛的戴理事長、廖理事長，還有蘇顧問、陳顧問、

時間及避免牙根吸收與牙冠脫鈣的機會，最後要提升我們所做出來的成果。

蔣醫師、范醫師及各位會員，大家早，今天很高興能夠在這邊為大家服務及介紹

因此提升治療的效率是矯正醫師不斷追求的目標，以往在bonding不成熟

Dr. Krishnaswamy，因為我們知道他是位很有經驗的醫師及教授，很高興能夠在這

的時代，安裝固定矯正器是很費時的，隨著bonding不斷推陳出新，技術更

裡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臨床上非常好的經驗以及學理上的研究，我自從事一些國

成熟， 且能夠提供更快更牢固的黏著效果，這除了讓我們牙醫師更方便操作

際事務工作，可以很感慨的跟大家報告，這幾年國際的大廠願意支持國際大師來

外，更使病人能縮短看診的時間；當然還有pre-adjusted appliance，在以往非

到台灣真的不多了，而American Orthodontics是少數世界大廠中願意支持台灣的，

常花時間調整矯正線，這是很需要經驗的，有些矯正醫師現在可能很難去想像

我先來介紹今天講者的學經歷，他是印度矯正委員會還有矯正學會前會長Former

以往還沒有Pre-adjusted appliance的矯正治療；推出Ni-Ti線之後更不會讓病人

President 2007到2008，然後是Ragas牙醫大學的教授、齒顎矯正科主任，Chennai

在齒列移動過程中感覺到疼痛，最近電腦的模擬也是現代矯正的一大幫手，讓

醫院的副院長，除了在他的國家以外，也在日本Tsurumi大學training 大約一年多

我們的治療計劃更貼近實際的結果。

的時間，K.M.C Manipal矯正外科碩士學位，Mandras牙醫大學牙醫學士，也是日本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多年來的矯正器發展，從我所提供的圖看到許多不同的

牙醫學會研究員，最後在講者上台分享之前還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們能夠進亞太

矯正器，每項都各有其優缺點，時至今日我們甚至有陶瓷的矯正器，當然成效

齒顎矯正學會，有三個人在印度幫我們最多，一位是Dr.Girish、一位是Dr. Shing，

性及費用是醫病雙方的考量，各式各樣的矯正器更隨著牙醫師及病患的治療需

還有一位就是Dr. and Professor Krishnaswamy，在他的幫助之下我們在去年才能夠

求而普及抑或淘汰。

在亞太齒顎矯正學會用Taiwan Association of Orthodontics加入世界矯正聯盟，這

以往我們是如何來固定矯正線的？我們有各式不同的結紮線，從一開始的金

也意味著未來大陸沒辦法再阻止我們加入，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份很大的幫助，他

合金結紮線至今日的不鏽鋼結紮線，讓我們來探討最理想結紮線所必要的條

其實是很幫助我們的一位教授，各位！這是我的榮幸來為大家介紹來自印度的Dr.

件為何？首先要很安全並且有效的固定矯正器及矯正線，如果矯正器沒有與矯

Krishnaswamy，他實在是一位我們台灣口腔矯正學會的益友，我們都知道台灣口腔

正線正確固定就無法達到所預期的成效；矯正器及矯正線二者之間更不能存

矯正學會一直以來為台灣無私的奉獻，在學術及臨床經驗上也使台灣在國際間的

在著太大的摩擦力，Hivapuja醫師與Berges醫師認為結紮線的摩擦力應該要比

地位提升，而今天Dr. Krishnaswamy願意來與我們一同分享他個人的臨床及學術上

Elastomeric Rings更低，牙醫師能夠更快速且有效的操作且簡易就能達到固定

的經驗，這是我們在座各位的榮幸，Dr. Krishnaswamy我們歡迎您來到台灣。

的效應，最後能使病人簡便的清潔及提高舒適感。

Dr. Krishnaswamy 教授致詞：

那我們現行的結紮方式有什麼問題嗎？以不鏽鋼結紮線為例，它是非常操作

我是來自於一個非常多元文化的國家，我知道在座各位是來自台灣各地的牙醫

耗時而且會產生中高度的摩擦力、對於矯正器的力道過大反而使得牙齒移動變

師，大多數來印度旅遊都會來拜訪我們印度北方的泰姬瑪哈陵，那是一個富有歷

慢，治療時程拖長，更可能在過程中對口內軟組織造成傷害；至於橡皮固定圈

史意義的地方，非常值得各位去親臨一次。

的問題點在於其固定的效應會在一天左右的時間內耗損約４成左右，當然其初

而我住的地方是印度南部的文化之都，因為那裡住著許多不同的人，許多如佛

始力道也不小、也會造成齒列移動變得緩慢，但承如剛所提到在彈性耗損後則

教、基督教、回教徒等都融合在這個城市裡，我們的文化裡除了融合了不同的宗

會失去固定功能，反而會讓齒列移回到原先的位置，因此病患常必需要頻繁回

教外更融合了許多不同的文化與音樂，從這裡出去討生活的居民最後總還是回到

診更換，且其缺點除了與不鏽鋼結紮線類似，同樣會造成軟組織受損，另外也

這裡來，因為這裡是印度最棒的地方，如果你們要來參訪印度，請你們一定要讓

會形成染色，這對於在乎外觀而使用陶瓷或透明矯正器的病患更要格外小心。

P2
傳統不鏽鋼結紮線常會帶給矯正醫師在操作上的不便，也會產生過大的摩擦力延

當作用力過大會使牙周韌帶受損，進而壓迫到血管，減少養份供給，促使細胞活

遲齒列的移動； 橡皮固定圈則是因為其彈性耗弱後無法有效固定，使得矯正線

性降低，產生間接性骨吸收多於直接性骨吸收，造成所謂的Lag Phase而停止移

及矯正器位置在治療過程中脫位，不鏽鋼結紮線及橡皮固定圈二者對於口內清潔

動，當過了這段時期之後牙齒才會再開始移動，所以我們知道矯正力道與摩擦力

非常的不便，且拆裝非常費時。

過大所造成的創傷會拉長治療的時間，我們可以在顯微鏡底下看見如果使用過大

因此自鎖式的矯正器就因此問世，它一舉免除了傳統固定方式所帶來的困擾，

的拉力就會出現微血管增生不足的現象，因此我們得知在牙周的生理上較適合給

更在許多矯正醫師的見証下發表了許多獨到的治療效果，有人認為自鎖式矯正器

予持續性的輕柔拉力， 在Iwasaki的研究團隊論文指出，如果使用適當較低的拉

將會是未來的趨勢，這種趨勢好比以往牙科Ｘ光從２維走向斷層的３維圖像，現

力反而能避免遭遇到Lag Phase而減緩牙齒的移動速度，更能有效提供牙齒的排

在牙科界愈來愈多看診準則就是需要以斷層的３維圖像來做診斷；而從其問世至

列移動，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使用Ni-Ti矯正線，因為它俱備這項特性，我們也

今有愈來愈多的醫師使用自鎖式矯正器；在Angle Orthodontics 2013及2010年皆

不用常常更換矯正線，也減少了看診的次數，以往傳統方式需要每三個星期回診

有相關的數據顯示自鎖式矯正器已經愈來愈廣泛的被使用。

調整不鏽鋼矯正線，容易產生Lag Phase，如果換成是Ni-Ti矯正線，放著數周讓

自1933年至今自鎖式矯正器也一直不斷的更新，也有許多廠商投入研發，目前

它自行以形狀記憶去作用反而更能減少Lag Phase，牙齒排列整齊反而能更快的

市面上知名的品牌也有很多，簡而言之自鎖式矯正器是一種可以與矯正線良好搭

達成，所以重點不在於使用何種矯正器而是在於矯正線施與的力量大小和持續的

配及互動的矯正系統。

時間。

那麼使用自鎖式矯正器有什麼樣的好處呢？首先其低摩擦系數可以加快齒列的

Dimitrios Mavreas 在2008年3月的矯正研討會中提出幾個觀點，首先就提到極

移動與排列，也因為其特殊的設計，矯正醫師可以快速的移除及安裝矯正線，我

輕微且持續性的力道才是適合生物細胞產生作用，並且能有效減少Lag Phase 的

們可以不用再花太多的時間在不鏽鋼結紮線及橡皮固定圈上，這可以大大的減少

時間，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我們矯正醫師所想要的，而不是像以往不斷的要求病

牙醫師操作的時間，事實上它的設計更可以妥善的固定矯正線又不會造成太大的

人回診，且上結紮線，這個舉動容易引起Lag Phase並且使移動速度變慢，我相

摩擦力，牙齒移動會更快，整體療程也相較傳統的矯正器快，這也是Damon矯正

信這不是在座各位所樂見的，所以這跟你所用的矯正器無關，而是物理力學與齒

器一直以來主打的強項，在待會我也對此有些許的介紹。

槽骨生物細胞相容性的問題，Super Elastic Wire諸如Ni-Ti線都有著大範圍且持續

然而現在市面上有許多國家及廠商都有自鎖式矯正器的產品，每家都有其特

的超彈性與形狀記憶，能長時間提供作用力道，因此病人不會因為每次回診調整

色，要決定那一種廠牌就好像進入大觀園一樣往往難以抉擇，但大家要以自身

後牙齒移動帶來痛苦，也可以減少回診次數，這不是因為你用了比較不一樣的矯

的需求來決定。其中被動式自鎖矯正器的廠牌有Damon、Smartclip、Glide、

正器，而是鎳鈦合金矯正線的特性，理論上使用了這類的矯正線，病患只需8~10

Carriere、Lx、FLX；主動式自鎖矯正器的有Speed；及互動式自鎖矯正器的有

週再回診，這比以往的矯正線需要約4週回診更具有優勢，除非你需要每4週跟病

TIME、IN OVATION-R、EMPOWER、BIOQUICK、NEXUS、PRODIGY、FLAIR。

患收費。

簡單地說當我們決定購買一項產品前我們會看其產品宣傳的效果及其實際使用的

所以我們來匯整齒顎矯正線所需的條件，首先就是要有低摩擦力、矯正線可以

成效是否相符，其中常見的方式就是使用者或是消費者的見証。讓我們先來看看

自由的滑動、具有Super Elastic和Shape memory特性的矯正線，早期的矯正醫師

市場上最有名的Damon矯正器的行銷手法，因為現在的患者在決定治療前都會先

使用的是有Loop的不鏽鋼矯正線，現在可以使用作用力極輕又不易永久型變的鎳

在網路上先行搜索，不論是矯正醫師的口碑或是其所使用的矯正器品牌都是搜索

鈦合金矯正線。

的項目，我不知道在台灣是否也是如此，但在印度，當病患走進診所時就會指定

當然提到使用低磨擦力又極輕力道的概念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新理論，我不知道

某種治療方式或是特定品牌的矯正器，他們甚至會帶自己所收集到的廣告或是資

有多少人在實際操作上遭遇到同樣的問題，我們以前在學校就一定聽過Begg氏

訊來到診所討論。

技術，他們所注重的就是低摩擦及低作用力，但其論點的問題就是會造成前牙的

Damon矯正器的廣告常會帶給病人很強的吸引力，因為大部份病患都知道，

torque很難掌控，往往最後會很難收尾，因此會設計許多額外的線來調整，我們

Damon比傳統矯正器更能縮短矯正治療的時間，平均可縮短約六個月，約診次數

都知道持續又極輕力道能加快牙齒的移動速度，但是如果沒有使用角線就會使得

更不用傳統矯正器的一半，此外 Damon自鎖式的矯正器更不容易引起口內不適

移動快速的牙齒在移動時失去控制而過度傾斜。

感，其中常見的行銷術語諸如：不用手術，Damon就可以幫你調整顎骨大小；

說到摩擦力，學者Kusy提出三種不同的分類方式，首先就是靜摩擦力，就是當

Damon是最迅速的矯正器；Damon是成效性最快的矯正器；不用拔牙Damon就可

物體沒移動到移動前的這段摩擦力，就好比現在你坐在你椅子上沒有任何移動但

以幫你排好牙齒等等...因此病患前來診所時當然就會說要使用Damon，這就是

其實你與椅子中間就有所謂的靜摩擦力；再來就是動摩擦力，也就是像是我們走

Damon 在行銷上的成功，因為在進診所前病患在心中已經先買單了。

路移動時腳底與地面都會產生的動態摩擦，這也就好比矯正器與矯正線中間的摩

這種行銷手法在齒顎矯正領域裡當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當然我相信這不單單

擦力，如果動摩擦力低,那一開始的移動就快，反之摩擦力大則會影響療程，但一

只發生在齒顎矯正這領域上，如果同樣的事在藥品公司上的行銷手法上以語帶

直處於低摩擦力也不見得好，第三種為滾動摩擦力，這種摩擦力在矯正的過程我

威脅的說如果不用這項藥物就可能有生命危險，相信這會是一項有危公司信譽

們不會遭遇到所以我就在此不多做著墨。

的舉動，然而齒顎矯正治療不攸關生死，所以Ormco公司才會如此的推銷自家的
Damon矯正器。

接下來分析一下什麼因素會影響摩擦力呢？第一就是矯正器的材質，我們一直
以來就使用不鏽鋼的特性來減少摩擦力，再者也有廠商使用鈦合金，但仍無法像

我們來看這個class II Div II的經典矯正案例，其上顎側門牙內縮及犬齒萌發位

不鏽鋼矯正器可以與矯正線有良好的搭配，其次因為鈦合金在製造上不如不鏽鋼

置過高，家長要求不拔除牙齒來進行矯正，醫師使用Damon自鎖式矯正器進行治

來得容易並且摩擦系數也較大，另外還有陶瓷矯正器，跳脫出僅做陶瓷假牙的用

療，從圖片看來也的確得到相當好的矯正成果，從study cast可以看到上下齒列

途。

咬合關係良好並且成功的擴張上下牙弓，這就是Damon矯正器的典型做法，因此

當然矯正器的設計也是重點之一，設計也是影響矯正器摩擦系數的關鍵，好比

Ormco公司聲稱這一切成果都歸功於Damon自鎖式矯正器與其搭配矯正線，其良

你用一般傳統的矯正器，但其設計如果可以使摩擦力減少，那就比摩擦力較大的

好的治療後照片及成果不容否認，但我相信在坐各位也一定有幾個像這樣完美的

新式矯正器更好。

案例，但我質疑的是，難道每一位病人都能夠如此單單僅靠Damon矯正器及矯正
線，而且不用拔牙就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最後從病人的口內外照片，我們能看到的是排列整齊的齒列，當然在廣告上可
以看到Damon矯正器不只可以排好齒列，更標榜能夠擴展牙弓，能讓上下顎擴展
生長以創造我們矯正排列時所需要的空間，病患的呼吸品質更可以得到提升。

除了矯正器外，矯正線的材質與其加工處理也很重要，先前提到鎳鈦合金矯正
線的摩擦系數較不鏽鋼矯正線大，但我們仍會使用的原因是即使其摩擦力稍大於
不鏽鋼矯正線，但相對於彈性較差的不鏽鋼矯正線，鎳鈦合金矯正線更適用於初
期矯正上。
在200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比較了傳統與Damon矯正器，在左右兩側牙弓上各

你們有聽過有那一款矯正器可以讓齒槽骨生長的嗎？我做矯正醫師已經34年

安裝傳統與Damon的矯正器，最後的結果與先前所說的一樣，的確是Damon的系

了， 我們知道好的牙齒排列與齒槽骨有關連，但未曾聽說用特定的矯正器就能

統在排列上較傳統的快了近6個月並少了近4~7個回診次數，這與我們所認知的被

夠刺激生成齒槽骨。在齒顎矯正的歷史當中，醫師們一直企圖以擴展牙弓以獲得

動式自鎖矯正器所帶來的結果一樣，當然是否是因為使用了Damon的矯正器才得

更多的齒列空間，但時常達不到所想要的結果。

到這樣的結果呢？在下一個病例我可以給你不一樣的想法。

Damon矯正器聲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門牙前傾，這也是因為前述擴展牙弓後從

在我過去的一個案例，一名年輕女性也是在家長要求不要拔牙的情況下做矯

後牙區得到一些空間，所以前牙就不會前傾，更可以減少拔牙的需要，低摩擦力

正，在Ｘ光片中的確也覺得似乎可行，所以我那時選了一家被動式自鎖矯正器，

也較不會產生疼痛，提供更快的牙齒移動，也因如此可以減少看診的次數與時

當然它不是Damon系統的矯正器，至於你要問我它是什麼牌子，我覺那就不是重

間。

點了，我並不是在做產品的推銷，但值得一提的是，過程中雖然因為要拉出它的

問題是如何達到物理與生物的相容性？在Dr. Burstone與Dr. Koenig的研究下，

上顎犬齒又不要讓前牙暴出來確實有些辛苦，但最後我還是得到與Damon矯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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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結果，因此我在此要說的就是不見得一定要堅持某些廠牌，而是因為這就
是被動式自鎖矯正器的特性，持續且微小的拉力與低摩擦力。

鑑於Dual Slot System中的不足，Rinchuse & Miles在2007年的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dontics and Dentofacial Orthopedics第132冊中提出了改良的方

再分享另一個類似案例，病人家長提出不希望經由拔牙來進行矯正，然而經過

式並取名為Hybrid Self-Ligation System，其應用於治療上更為靈活，關鍵在於其

Ｘ光片及Pano的分析後，認為是必需經由拔牙改善其空間不足的問題再進行矯

矯正器多了互動式或是被動式系統的選擇，矯正醫師可以依治療計劃的需求來決

正，當然為了尊重病患家長的意見我也試著用其它方式來達到不拔牙矯正，這位

定是以互動或是被動式自鎖矯正器來治療，至於互動式與被動式矯正器的差異為

小病患同樣也是class II 咬合，較為特別的是右邊後牙區大範圍的錯咬，許多後

何？在矯正器鎖夾凹槽的高低設計差異（下圖），能帶來互動式或被動式的作用

牙都還有著旋轉的情況，而且下顎前牙也有擁擠及上顎二顆犬齒萌出位置過高，

差異。

以我個人的看法其實是比方才所提到的Damon經典案例更加困難，為了處理這樣

就以American Orthodontic出品的Empower 018互動式矯正器系統為例，當使

的案例我當中也穿插使用了較大的拉力與高摩擦力的治療方式，隨後在幾項較為

用小於018矯正圓線，與016x016以下的矯正方線，其表現等同被動式矯正器；

頭痛的問題處理好之後，我馬上回到低拉力與低摩擦力的矯正方式，最後達成了

當使用016x022以上的矯正線時，等同主動式矯正器。

不拔牙矯正治療，並且結果顯示雖然我過程中使用了較高的拉力，沒有造成任何

又以Empower 022互動式矯正器系統為例，當使用016x022以下的矯正線，其

一顆牙根吸收，這裡我要說明的是，不必全部療程都要像Damon矯正器一樣低拉

表現等同被動式矯正器；當使用017x025以上的矯正方線時，等同主動式矯正

力與低摩擦力，有時需要靈活調整矯正的力道，最後在這案例中同樣也不是使用

器。

Damon系統的被動自鎖式矯正器。
在Damon官方網站所提出的論點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以Case Reports的方式來

這種依矯正線大小而決定主動式抑或被動式矯正的矯正器稱之為互動式矯正
器，被動式矯正器則不依矯正線大小而改變被動式的特性。

證明其優點， 但我反要來說這其實是不科學的論證方式，因為它缺乏Systemic

當在擬定治療計劃時，前牙區需要良好角度上的控制，後牙區需要較自由的滑

Review和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在我多年嘗試下，我發現其它

動時，前牙可以選擇互動式矯正器、後牙選擇被動式矯正器； 當前後牙都需要

廠牌自鎖式矯正器與矯正概念都可以達到與Damon廣告相同的效果。

良好的角度控制時，就可以全部

以上我們說了許多自鎖式矯正器的優點，就讓我們來看看其矯正器的發展的理

選擇互動式矯正器，再搭配不同

念及歷史 Dr. Schudy and Schudy在1975年發表的Bimatric System論述中所提到，

矯正線尺寸來達到主動或被動的

前牙用016 standard edgewise矯正器及後牙用022 standard edgewise矯正器，合

表現。

併利用016x022 之矯正線來達到前後牙的調整，矯正線只要扭轉90度就能同時
engage矯正器線槽中，此一類型的矯正器系統被稱作為Bimatric system，至於齒
列中有那些牙位是使用016或022矯正器呢？我們可從右圖中得知，從上下顎3

最後在此強調我不是在推薦任何一種系統，而是我個人在各系統使用上的見
解，在座各位請自行抉擇那一個系統適合自己的看診流程及習慣。
所以最後我希望我能讓各位知道的不是我目前用什麼矯正器，而是如何針對各

到3的位置皆使用016矯正器，上下顎第一小臼齒開

式不同的病例需求去提供適當的矯正器。然而決定醫師是否在治療時有著流暢的

始轉為使用022矯正器，在其交界處將016x022矯正

過程，取決於醫師本身完善的知識及治療計劃，而不是被產品廣告宣傳的特性所

線轉90 度使線能置入後牙022矯正器中，也被稱為

凌駕。今天這個empower interactive self-ligating bracket產品也是如此，大家不

precision-fit principle。

可不知這項指標性產品，但最後還是必須由各位自行依需求去衡量，我僅能協助

隨後Dr. Gianelly從Bimatric System 中研發出另一套
新的矯正系統，也是所謂的Bidimensional System，它
改良了Bimatric system前牙矯正線過細所造成的扭力
不足， Bidimensional System將前牙提升為018x025
preadjusted edgewise矯正器，後牙022x028 preadjusted
edgewise矯正器的規格，右圖為該系統矯正器裝置的
分配圖，其上下顎正中門牙及側門牙所使用的皆為
018x025矯正器，其餘皆使用022x028系統之矯正器。
其系統所使用的概念也不相同，在 Bimatric system

各位瞭解並提供我對此產品的經驗及見解。
最後我要與各位分享一段我個人認為非常中肯的話，你我都知道在市場上許多
產品一直都會推陳出新，不管是iphone或是三星的手機，許多人在這二者間有諸
多徧好與論戰，然而這皆為產品使用者的個人使用經驗，並無所謂的絕對好壞。
在新產品上市時，有種所謂的新產品期待高峰值，但其期待值背後並沒有穩固的
實證研究來支撐，往往使得新產品最後令使用者有挫敗感，最後落得被大家誤解
棄而不用，此項產品問世至今也同樣有著相同的經歷，然而隨著其它使用者良
好經驗及適當使用，慢慢也出現一線曙光，產品的期待與使用回饋也漸趨對等

中為了使矯正線完全貼合矯正器 slot 中而90度扭轉了

於產品本身的價值。這個現象在許多新產品上都可以看見，好比前的Ni-Ti矯正

矯正線，Schudy & Schudy稱之為Precision Fit，

線及數位化預測治療程式，也包括今日與各位介紹的Empower interactive Self-

然而在Bidimensional System中使用018x022矯正線，
這個作法在後牙區使矯正器與矯正線之間留有0.004英

Ligating System的矯正器。
身為矯正醫師我們對此產品在使用上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為它在使

吋的移動空間，先將犬齒單獨向後移動關閉空間後，

用上十分簡單迅速，更能減少我們在平日看診上繁雜的手續。最後感謝在座各

以crimp-on hook夾在側門牙矯正器後方的矯正線上，

位醫師參與這次的討論會，有些醫師甚至遠從其它國家而來，我也歡迎在座各

以鎳鈦彈簧後拉向大臼齒hook上，以滑動機制來關

位能與我在學術上有所

閉門牙與犬齒之間的空位，但該系統使用018x022矯

交流，以下是個人在學

正線，對犬齒與後牙區並沒有3維的掌控性( Torque,

術上交流的電子信箱：

Angulation與In-Out)，需要將矯正線自側門牙之後扭

Ennar@vsnl.com，謝謝

轉90度成022x018來密貼矯正器線槽，

大家今天到場聆聽也歡

來達到對犬齒及後牙區的3維角度控制，

迎與我聯絡。

這個觀念Dr. Gianelly稱之為Precision

口腔矯正學會理事長戴文根醫師致贈感謝狀

Dr. Krishnaswamy與前台灣口腔
矯正學會理事長蔣金玉醫師合影

with practicality，矯正醫師是需要大量
的經驗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
Dr. Rinchuse & Dr. Rinchuse所提出的Dual Slot
System，此系統的特點就是自鎖式矯正器，在矯正器的
選擇中前牙使用018 矯正器系統，後牙使用022矯正器
系統，比前二項矯正系統概念更為完善的是，矯正器被
細分為前牙主動自鎖式與後牙被動自鎖式，不同於傳統

Dr. Krishnaswamy與貴賓們合影

Dr. Krishnaswamy與筆者合影

矯正器需綁上結紮線或是O-Ring，前牙矯正器可利用自鎖
式的開關固定矯正線，後牙區被動自鎖式矯正器可以減少
摩擦力，提供矯正線於後牙區自由的滑動。
對於後牙區牙齒角度較為不理想的病患，在矯正後期所
需要的3維角度控制(Torque, Angulation與In-Out)仍然是不足
夠，同樣需以扭轉矯正線來達到3維角度移動控制。

Dr. Krishnaswamy與貴賓們合影

Dr. Krishnaswamy與齒顎矯正學會理事
長廖烔琳及嚴永強醫師合影

Dr. Krishnaswamy與嚴永強醫師及嚴夫人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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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回日本臨床矯正齒科醫會東北大會 - 仙台紀行
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 / 戴文根理事長‧整理撰寫 / 粘嫦娥醫師
本人於2014. 2.9~16偕同內人粘嫦娥醫師，至日本仙台參加第41回日

【2月12日】

本臨床矯正齒科醫會之東北大會，前後共計8天行程，雖然正值日本風
雪乃數十年來最嚴重，終也順利完成參訪任務、及本人一場外賓特別演
講，令人難忘也欣慰！
【2月9日】
由台北搭機直飛日本仙台機場，大雪稍停歇，下榻SENDAI KOKUSAI
HOTAL。由於本人12日有一演講，故暫留飯店準備，未敢外出遠行。
【2月10日】
白天仍忙準備演講事宜，晚上日本
好友 - 池田由幸醫師夫婦和淺井保彥
醫師，專程至本人下榻飯店邀請晚餐
第41回日本臨床矯正齒科醫會正

小聚，盛情難卻！

式開始為期兩天的大會，於“Sendai

【2月11日】

International Center”舉行。在本人未上

由大會安排的海嘯災區(Group

台演講之前，配合大會舉辦的矯正患者
charity visit to the
Tsunami disaster
affected areas)參
訪活動，自下午1
點到5點。主辦單
位極為貼心地為
每位參訪者每人
準備一份茶水點心、外加禦寒鞋墊和手套、及人手一個印有“Save Sendi 311
Tsunami Relief”的祈福手環，著實令人感動！行經宮城縣的災區，來到倒塌
的中浜小學時，時間停止在2011.3.11日本東北地區的大地震後又帶來海嘯、
餘震等所形成的景象，看到仍遺留在現場教室中零亂的小學生與老師們來不及

「希望之笑顏」攝影最佳賞的比賽頒獎，
本人擔任頒獎人之一，倍感榮耀！會中還
播放以前八回的得獎人之矯正笑顏照片作
回顧，且除了表揚得獎者外、也表揚該得
獎者的矯正牙醫師，非常用心！這項比賽
的作法，個人以為非常值得我們國內日後
之效法。
此外本人被安排在下午3:50~4:20上台作
外賓特別演講，題目為“The management
of an anterior ankylosed tooth in
orthodontic treatment”。乃以實際的手術

帶走的課椅書本等物及斷垣殘壁…，可以想見這以前是充滿天真的笑聲與朗朗
的讀書聲！雖然已在重建，大家心情仍為之沉重，天災令人恐懼，但3年來卻
沒打垮堅強的日本人！大會主辦單位又巧妙地帶領大家來到一處名為「鳥之
海」的農海產市場，讓大家以實際購買行動來幫助災區的居民。遊覽車行經之
處都可看到重建的契機，或機場、或公家機關、或民宅…，都在一股不被天災
摧毀之決心中，漸漸復甦起來。且讓我們深深地為這塊土地祈禱吧！

短片介紹如何移動骨粘連的前牙，再
配合齒顎矯正的治療，堪稱一次成功
的國外演講，現場發問及會後請教不
斷，獲得相當高度之肯定！
當晚6點的「懇親會」就在本人下

參訪回來後，當晚

榻的飯店舉

的 Welcome Party，

行餐會，來

本會副理事長蔡爾輝

自全日本各

醫師從東京來仙台會

縣市的牙科

合，承蒙JpAO會長/

矯正學會的

President 富永雪穗

會長、或齒科大學的教授們齊聚一堂，真

(Yukiho Tominaga)、

可謂「嘉賓雲集」！與本人同桌/坐於身旁

副會長/Vice President

的日本齒科大

前田真琴(Makoto
Maeda)、監事/Auditor
池森由幸 (Yoshiyuki Ikemori)、前會長/ 淺井保彥(Yasuhiko Asai)、大
會會長 / Chairperson 曾矢猛美(Takemi Soya)、大會學術主委/ 井上裕
子(Yasuko Inoue)…等人之熱忱款待，共度一個歡愉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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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命齒學部齒科矯正學的新井一仁(Kazuhito

本人與粘醫師感激也感動！當晚兩對夫婦在此溫泉鄉度過一個連日來最放

Arai)主任教授，在互換名片後才發現 - 竟是當

鬆的夜晚。

年本人赴日本齒科大學矯正科進修時的同期日

【2月14日】

本好友！喜悅之情、無法言喻，真是「人生何

一早享用了道地的傳統日本早餐後，

處不相逢」也！還當場邀請本人日後回日齒大

便驅車前往位於山形縣「藏王國立公
園」，從海跋855m的藏王山麓車站坐

參加聚會呢！
而懇親會的重頭戲，除了現場的美酒嘉

纜車、到1331m 的樹冰高原車站、再

餚外，大會更安排了一位唐氏症患者、

到展望台，沿途一望無際的冰山冰樹，
雖然很冷卻是美不勝收，宛如銀色世

宮城縣共同募金會的親善大使 - 荒川知子

界！特別當來到最高點的「地藏王菩

(Arakawa Tomoko)小姐及其音樂家的父母

薩」的神像前，神像早已被冰雪層

親，現場表演歌唱和樂器吹奏，首首動人

層包覆，只剩有心人將仍露出於外

的日本民謠，使得大家如癡如醉，全場動

的神像頭以布包裹著，供遊客膜

容！沒有熱門音樂也無鑼鼓喧天，
只是在這樣的晚宴上，讓大家共
度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溫馨夜晚；本
人感動之餘，希望日後在台灣我們

拜，讓人不覺心生敬畏。我們連忙
於神像前敬禮參拜，祈求保佑平
安；也祈願春神降臨、早日溶雪，
好讓地藏王菩薩重見天日、庇佑眾
生也！

大會的晚宴上，也能將這種表演機

中午就在山下的一

會，留給一些弱勢團體，相信一定

家小餐館用餐，用

更有意義、也更能溫暖人心！

餐畢便直驅下榻的另

【2月13日】

一家溫泉飯店「松

大會的第2天，仍有演講在進行著；本人與粘醫師則到展示場參觀。特別看

庵」。這家更為傳統

到其桌面示範的作品，不禁讚嘆日本人研究學問的認真與成果展示的精美！

的溫泉旅館，我們一

還有一專門賣電腦影像軟體傳輸的公司，只因本人會場留了一張名片，返國

抵達，便由穿著和服

後竟給本人寄來其公司的產品介紹，讓人不得不欽佩日本人作事之注重細節

的接待員引領到會客

也！本次大會的主題：“Making orthodontics more relevant to society”即讓

室小憩。等待另一個

矯正治療與社會相呼應與連結，而大會地點選在「仙台」這個3年前發生大地

也是身著和服的接待員，來奉茶與小點心，並敬謹地跪著說明旅館的規定與

震與海嘯的地方舉行，更是將主題

使用溫泉的時間，讓人見識到這「以客為尊」的日本傳統旅館之精緻文化。

表露無遺！日本人尊重生命、愛護

因為此日正巧為西洋情人節(14/2)，趁晚餐時我們以事前準備的台灣故宮出
品的一對「清宮娃娃」胡椒罐，贈送一路陪伴我們的池森由幸醫師夫婦，除
感謝他倆無微不致的盡心招待外、也祝福他倆情人節快樂(Happy Valentine's
Day)！入夜後，飯店送來簡單夜食，實在已吃不下，但其貼心讓我們感動；
而外面一直飄著細雪，此時那熱騰騰的溫泉，正可以洗滌旅途的疲累和溫暖
夜晚寒冷的身心也！
【2月15日】
一早我們又再度享用非常傳統的日

大自然，不會因仙台是災區而孤立它，

本早餐，由於風雪仍在持續，故改變

反而要藉這樣的一個國際場合，讓世人

行程直接驅車回仙台，池森由幸醫師

看到災區的重建與新生；且連續第9回舉

夫婦送別我們後，也要趕回名古屋；

辦矯正「希望之笑顏」攝影比賽，讓矯

難忘的溫泉鄉之旅在互道珍重聲中，

正民眾與矯正醫師相連結成一社會的關

劃下句點。

注焦點，說明矯正治療可以更貼進民眾的生活，也是目前社會發展中的一種

【2月16日】

人們追求「美」的趨勢。這次的日本仙台行，讓本人獲益良多！
此日傍晚大會結束後，即在池森由幸醫師夫婦的邀請下，展開為期三天
兩夜的溫泉鄉之旅。到達第一站著名的「秋保溫泉」之「佐勘旅館」時，

自仙台返台，深深感謝此行招待我們的日本友人，特別是池森由幸醫師夫
婦、淺井保彥醫師、井上裕子醫師，款待入微、永銘於心！
【後記】

淺井保彥醫師和

此行帶回滿滿的收穫與珍貴的日本矯正界情誼，期待有緣再學術交流與相

井上裕子醫師還

聚。特別一提的是大會的地點選在仙台海嘯災區，關懷意義重大，值得我們

特地趕來相聚並

敬佩與學習！矯正牙醫師能作的就是協助災區醫院提供牙齒矯正諮詢、或牙

一起餐敘後才離

齒受傷醫療服務，這正呼應了此次大會的主題“Making orthodontics more

去，這熱忱款待

relevant to society”。我們除為日本海嘯災區祈福外，並謹將此行珍貴片段

我們的盛情，讓

整理披露分享，也與大家共同省思：矯正牙醫師如何與社會緊密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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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Orthodontics and Orognathic-facial Esthetics
第9屆第2次會員大會學術演講 推薦文

包括各種矯正線的選擇和使用、生物力學的考量、可撤性功
能性矯正裝置、隱形矯正的趨勢、乃至牙齦外露、嚴重開

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 (TOS) 本年度大會又將於

咬、正顎手術等之處理，都將一次整合，呈現矯正新思維 。

2014.8.16~17隆重登場！過去一年裡，想必各位矯正先進與

矯正患者越來越挑剔的「美學」定義與要求，使得矯正醫

同好們，在齒顎矯正學的殿堂中，都有豐碩的成果，謹代表

師從分析診斷、擬訂治療計劃、到矯正過程，都須步步為

TOS向各位問安，並感謝您對本學會的愛護，亦誠摯地邀請

營、謹慎以對，方能達到矯正最終完美的境界。不單是牙齒

您參加TOS一年一度精心策劃的矯正年會和學術饗宴！

咬合的問題，口/ 顎/ 顏等三者的整體因素，都與齒顎矯正

早期矯正治療乃以「理想咬合」為目標，近幾年的發展已
偏向「理想咬合」和「顏面美觀」同時並存。因為咬合與顎

息息相關！此次大會首次將「力學」與「美學」結合深入探
討，與大家共同省思矯正基本功和不斷精益求精的重要性。

骨、臉部肌肉、及協調的美學等，都有著緊密的關係，而矯

大會學術盛會外、另有牙材展，並為您準備豐盛的晚宴、

正中「施力」的「力學」，則又是一切矯正學的基礎；故本

精彩節目、及琳瑯滿目的摸彩品，相信必能讓大家滿載而

次大會特以「力˙矯正˙口顎顏之臨床美學探討」為主題，

歸。期待您的共襄盛舉！

邀請一時之選的國內外學者專家，探討齒顎矯正學之「力
學」基本功，並藉由精闢的論述和各種不同的臨床經驗，與

敬祝喜樂安康

大會圓滿成功

大家相互切磋 – 如何有效地運用「力學」的基本原理於矯正
過程中，以達到矯正醫師及患者心中「美學」的最高境界！

《特別演講》

學

戴文根 敬邀

分：依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

2014年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將於8月16、

教育辦法及齒顎矯正專

17日於台北國賓飯店舉行會員大會暨學術演

科醫師甄審原則登錄學

講，今年度的講題：力‧矯正‧口顎顏之臨床

分

美學探討 (Force, Orthodontics and Orognathic-

齒科、抗老化與健康長壽，
日本同志社大學抗老化研究中心
米井嘉一 教授

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TOS)理事長

訂房優惠

facial Esthetics)。特別邀請8位國際講師及17

2014年8月16-17日(星期六、日)

台北國賓飯店

位國內講師，從 Biomechanical consideration

台北國賓飯店2樓國際廳

A. 單人房不含早餐4100元

for orthodontic force、Simple efficient and

B. 單人房含一早餐4500元
6/30前報名：

C. 雙人房不含早餐4600元

會員6000元.非會員7000元.學生2500元

D. 雙人房含二早餐5400元

7/31前報名：

**來電註明矯正學會訂房優惠

beautiful orthodontic force system、The change
of soft tissue and hard tissue 到Orthodontic
plus Orthognatic Surgery、Facial Asymmetry
Treatment、Miniscrew implants anchorage 、

會員7000元.非會員8000元.學生3000元

Stable Esthetic Profile Goal…

7/31後報名：

天成大飯店

會員8000元.非會員9000元.學生3500元

A.單人房含一早餐3000元

由於少子化是世界未來的趨勢，而且越來越多

(TAO會員比照會員優待價)

B.雙人房含二早餐3200元

的成人們為了追求美麗的外貌，以致於在齒顎矯

*會員及非會員報名兩天大會贈牙材抵用

**來電註明矯正學會訂房優惠

正的門診中，成人矯正的比例正在與日俱增中。

券500元二張

然而成人矯正需要考慮：牙周病、缺牙、假牙、

* 會 員 報 名 並繳清會費加贈學術抵用券

顳顎關節功能、缺牙造成齒列嚴重偏移、根管治

500元一張

療、牙齦外露、顏面骨骼問題…等，相當複雜之

*團報優惠：3人以上9折，5人以上8折
報名洽詢：02-27051969 王小姐

時間：2014/8/16(六)18:30-21:00

報名方式：請至各地郵局劃撥

地點：國賓飯店12樓 樓外樓

      劃撥帳號：19808839

費用：1000元

      戶名：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

晚宴摸彩獎品豐富，歡迎參加

問題，非常需要跨各科專科醫師的全方位團隊治
療，方能達到功能、軟組織、硬組織、齒列排列
穩定之齒顎矯正最重要的治療目標。
大會會長

蔡爾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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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uo Tanne

曾于娟

Kunihiko Otsubo

Yoshikazu Yonei

吳錫堯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所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牙科部 齒顎矯正
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研究所 碩士

大坪淳造

米井嘉一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齒學博士、兼任教授
東京都大坪矯正齒科診所院長
日本臨床矯正齒科學會(JpAO)代表講師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醫學研究所內科學博士
日本抗加齡學會理事
日本同志社大學生命科學研究科教授

T.A.O、W.S.L.O 齒顎矯正專科醫師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T.A.A.D)第八屆理事長
舌側矯正合格指導醫 (Since 2006)

林明輝

陳怡傑

許勝評

Shouichi Miyawaki

林祥建

"大阪齒科大學補綴科博士
大阪大學矯正科研究
大阪齒科大學非常勤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教授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林口長庚醫院學術組助理教授/整形外科
顱顏中心主治醫師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長庚醫院顱顏齒顎矯正科助理教授
美國德州醫學中心The Methodist Hospital
臨床研究員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學術主委

宮脇正一

台北醫學大學矯正助理教授
日本大阪齒大矯正學博士
台灣齒顎矯正專科醫師

范揚橋

Takehiko Daisaku

蘇明圳

林錦榮

張心涪

"台大牙醫研究所齒顎矯正碩士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專科醫師
展新齒顎矯正專科診所主治醫師

大作武彥

台北醫學大學 客座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 特約醫師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 第八屆理事長
(2003~2005)

美國馬楷大學矯正碩士
台北醫學大學矯正科臨床教授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七屆理事長

前台大醫院齒顎矯正科主任
前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理事長
台中圓周牙醫診所主治醫師

丹根一夫
大阪大學齒學博士
廣島大學齒學部矯正科榮譽教授
亞太齒顎矯正學會(APOS)理事長

日本齒科大學齒學博士
日本小金井市、多摩市九重矯正齒科院長
日本成人矯正學會代表講師

日本大阪大學齒學博士
日本鹿兒島大學齒顎矯正學教授
日本九州矯正學會代表講師

賴向華

陳易駿

林久祥

曾明貴

蔡士棹

台灣大學牙醫博士
台灣大學助理教授
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牙科院士

衛生福利部 台中醫院 牙科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博士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 專科醫師"

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 教授、主任醫師，博士
現任北京大學顱面生長發育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華口腔醫學會正
畸專委會主委

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大學齒顎矯正碩士
全方位矯正教室創辦醫師
美國矯正學會專科醫師

臺大齒顎矯正碩士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專科醫師

Tae-Woo Kim

張慧男

蘇志鵬

劉人文

陳彥朋

金泰佑

美國矯正學會院士
國際矯正植牙季刊發行人
台灣貝多芬矯正植牙集團，金牛頓藝術科
技負責人

日本昭和大學齒學博士/客座副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教授
台北市普羅齒顎矯正診所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牙科部主任與副教授
日本昭和大學齒顎矯正訪問教授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學術副主委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專科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齒顎矯正碩士"

韓國首爾大學牙齒醫學博士
韓國首爾大學齒顎矯正學教授
韓國齒顎矯正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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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課程表》

仙台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