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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文
時序芢苒，自 2014 年舉辦第二屆亞太牙醫顯微年會後，臺灣又有榮幸舉辦第四屆的牙太牙醫顯微年會。在這不到兩年的時光，
臺灣牙醫界在立體顯微鏡的使用，如同指數般的爆發倍增，這可由至少六家以上的立體顯微鏡代理商的狀況，以及今年全台超過十
場和立體顯微鏡使用的相關演講可知。這也說明臺灣牙醫界在提昇工作品質上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品質的提升，直接反應到更好的生活，除了更好的生活品質外，生命的尊嚴也照顧到。這次年會，我們莫大的光榮邀請到國際
顯微外科界的教父，也是臺灣之光的魏福全教授，作為年會的兩位主講人之一，另一位主講人，是現任日本牙醫顯微學會的會長，
Dr. Masana Suzuki。
魏福全教授投身顯微外科多年，其初衷是要盡力維護生命的尊嚴，尤其是在頭頸部癌症或是嚴重外傷病友，如何在延長生命後
依然保有尊嚴，是魏教授的職志，這也是教人十分動容與感動的地方：生命品質的維護！這和牙醫的工作相同，如何提供病友質佳
的生命、生活品質，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與目的！而質佳的生活品質，在顯微牙醫界上，Dr. Masana Suzuki 是一個代表性的顯微手術醫
師：十九年來不斷精進手術品質、提昇病友術後長期穩定的治療結果。我多次參與 Dr. Suzuki 的演講，從他報告的超過五年長期追蹤
案例，以及其他醫師追隨其腳步處理的長期結果，深感顯微牙周手術處理，實為解決植牙、矯正等牙根暴露的單純良方！此外，Dr.
Suzuki 將近二十年來的處理，絕大多數皆是針對亞洲人種的經驗，這肉嫩皮薄的經驗對於我們而言，更顯得寶貴與特出！此次大會
能邀請他做顯微牙根覆蓋長期回顧的特別演講，更顯難得可貴，值得把握！
下午場的報告，更是台日的精華呈現，內容包含了根管、 復補綴、牙體復形、牙周手術、植體種植與鼻竇墊高的處理。牙醫
治療上的立體顯微鏡使用，真可謂大開大闔，無所不及！上次參加過第二屆年會的醫師們，這次肯定您有上回一樣瞋目結舌、驚訝
得不知如何回應的精采治療結果！
各位夥伴，排定這個時間來參加大會吧！對於已經在使用立體顯微鏡的醫師，可有總結年終與展望未來之效；而還未使用與正
在徬徨的醫師，就讓我們為您展示，未來的世界，就是如此！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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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現代的牙醫師不僅要在技藝與觀念上日益求精，而所使用的各項材料與儀器，在近幾十年來也
發展非常迅速，在牙醫師這門行業尚未被機器人取代之前，我們有幸可以使用更先進的儀器來輔助臨床治療，讓我們的治療做到比
以往更快，更細，對病人的傷害更少，而且得到更好的結果！立體顯微鏡可說是近年來值得掌握的一項強有力的利器，目前已經被
應用在各種不同的牙科治療，然而以往在學校裡並沒有學習到這些使用方法，如今有了立體顯微鏡的協助，這項利器可以應用在那
些臨床情境？使用時該怎麼做？可以做到甚麼程度？我們傳統的治療方式、治療計畫是否會有所不同？在今年的亞太牙醫顯微年會
中，您將可以見識到整形外科界的台灣之光魏福全院士，如何利用顯微鏡的輔助完成許多不可能的任務，造福許多顏面缺損的患者；
還有國內外多位醫師分享他們在利用顯微鏡輔助的各種牙科治療，將是您開始學習掌握這項新技能的絕佳機會，請您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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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Morning
09:00~09:10
09:10~10:20
10:20~10:50
10:50~12:00

Topic

Speaker

Welcome
Oro-Maxillo-Facial Reconstruction with Microsurgical Free
Tissue Transplantation
Break
Microscopic Approaches for Root Coverage: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Recipient Sites of Connective Tissue Grafts

Prof. Li-deh Lin
( 林立德 )
Prof. Fu-Chan Wei
( 魏福全 )
Dr. Masana Suzuki

顯微鏡的應用，縮小了我們的視野，卻放大了我們的眼界，顯微鏡的使用讓我們看到了
許多過去看不清楚或是看不到的事物，配合顯微器械的使用，更能完成以前做不到，無法完
成的手術。而在頭頸顏面部位，顯微鏡最早是運用在頭頸部腫瘤或顏面外傷後重建的皮瓣手
術，在顯微鏡輔助下將游離皮瓣之血管縫回正常的血管上。提到顯微重建手術最受全世界推
崇的就是魏福全醫師和他領導的團隊，大家可以在這次大會中親炙魏醫師的風采與領略他創
造出許多顯微皮瓣手術的思維。而除了顯微鏡下的血管重建外，Massns Suzuki 更會帶領大家
進入顯微牙醫的世界，讓大家了解到許多牙醫界的先鋒，如何利用顯微鏡與特殊的器械在牙
科各類手術，復形與贗復治療中創造出過去不可能完成的許多驚嘆號！

花蓮慈濟醫院牙科部主任 黃銘傑醫師

台大牙周病科 兼任主治醫師 謝怡婷醫師

Afternoom
13:00~13:30

Microscope - A predictable way in our daily precise work

13:30~14:00

The new operative procedure to the compromised molars
Full mouth ceramic reconstruction using heated adhesive
resin technique
Break
New Approaches for Esthetic and Periodontal Plas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of facial tissue volume around the implant:
Immediate/Early implant placement
Essential Point of Vertical Approached Sinus Lift
Panel Discussion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Dr. Cheng-Han Yan
( 顏成翰 )
Dr. Daisuke Nagao
Dr. Yuichiro Yoshiki
Dr. Takuya Satoh
Dr. Hirofumi Takai
Dr. Itaru Yoshida

Speaker

欣聞第四屆亞太牙醫顯微年會即將在台北舉行，回憶去年受邀前往日本鶴見大學，參加
第三屆年會，親眼目睹日本醫師提出精彩治療案例，獲益良多！
近年來我個人投身顯微牙科治療，除了臨床治療選項增多，收穫最大莫過於身體職業傷
痛消除！
人的眼睛是有極限的，長時間工作會加重眼球周圍肌肉負擔，引起眼睛疲勞與加速老花
眼。而額外增加各種穿戴式裝置，如 loupes 放大鏡與頭燈，只會加重頸椎負擔，引起肩頸酸
痛與背部肌肉不適，這就是牙科職業病的由來，也是年過半百的牙科同仁，不能說的祕密！
牙科顯微鏡即時放大影像，可以加深患者對自己牙齒疾病的印象，醫病之間可以充分溝
通，增加患者參與感與進一步接受新的治療模式，達到整體治療 value up 的效果！遠勝過傳
統“賤“保 cost down 治療模式，達到差異化診所經營成效！
近 年 來 牙 科 顯 微 鏡 的 運 用 已 如 寶 可 夢 般 進 化 神 速， 從 傳 統 的 根 管 治 療 與 aesthetic
dentistry，進化到牙周手術， implant placement 與 sinus lifting 等全面化治療！在此建議年
輕的牙醫師，眼界決定寬度，觀念決定高度，腳步決定速度，思想決定你的未來！不要遲疑，
把握機會前來聆聽此次盛會，也歡迎各位醫師，勇敢加入顯微牙科的新世界！ See better,
work better ！

楊偉澤牙醫診所負責人 楊偉澤醫師

Prof. Fu-Chan Wei
魏福全

Dr. Masana Suzuki

Dr. Cheng-Han Yan
顏成翰

Dr. Yuichiro Yoshiki

Dr. Takuya Satoh

Dr. Hirofumi Takai

在 2013 年，我到東京參與 Dr. Masana Suzuki 的顯微手術課程，並在這幾年裡與他所帶
領的顯微團隊持續的交流學習。
Dr. Suzuki 所展示出來的，是臨床實用性極高的顯微手術操作，在顯微工具的協助下，
經過充分的診斷計畫，與對軟硬組織的理解，不需要複雜的切線，不過度的加入外來骨粉、
生長因子與軟組織，精準的達成病人穩定美觀的治療效果。我在跟隨老師的過程裡學習到這“
減法的手術慨念”。減少組織創傷，達到最理想癒合，清爽簡潔的治療。
在放大影像的幫助下，我們可以更投入，更專注的觀察病患，學習尊重正常的組織生理，
發展創新的治療術式。日本病例的臨床條件，和我們台灣的患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給我
們許多經驗上的分享和觸動。邀請你一起來向顯微世界的前輩們學習！

Dr. Daisuke Nagao

Dr. Itaru Yoshida

“精準”是現代牙醫學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標，因為精準代表著高品質的治療結果，我在
2012 年初次接觸到牙科用的顯微鏡，從此之後愛不釋手，每天的忙碌工作中，有了顯微鏡的
幫忙，在一個優良放大倍率下精確地從事牙科醫療行為，我可以找到平常肉眼之下看不到的
病徵，做出更正確的診斷，精確的移除生病的組織，避免不必要過多的犧牲，手術傷口的癒
合也更加迅速，做出密合度更加優良的補綴物，除了增進自己的醫療水準之外，也提供病友
更好的醫療福祉。
去年有幸到日本去參加了第三屆亞太顯微大會，會中見識到了各個領域的牙醫師們藉由
顯微鏡的幫助治療下拿出一個接著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病例，大大開了眼界。今年大會邀請
到享譽海內外的顯微整形外科權威魏福全教授及日本非常有名的牙周顯微手術大師鈴木真名
醫師，另外還有多位台日兩地在顯微牙科醫療各執擅場牙醫師們為我們做專題的演講，想一
窺顯微醫療的奧妙，你千萬不能錯過。

和顏牙醫診所 主治醫師 洪英凱醫師

牙科顯微醫學已經成為熱門的話題，無論是應用在贋復、補綴，甚至是手術方面都成為
各方矚目焦點。我有幸能在日本參加 Dr. Suzuki 的課程，雖是基礎課程卻已令我大開眼界 !
Dr. Suzuki 的顯微手術已達出神入化的地步，雖然我只是初窺門徑，卻見識到了顯微手術的不
同凡響，現在能邀請到 Dr. Suzuki 蒞臨演講，省卻我們往來日本的時間，這次機會怎能錯過 !

美國牙周專科醫師 長春牙醫 鄭華菁醫師

Dental surgical microscope is widely used in endodontics, but the application in
periodontics is still not very common. As a periodontist, I never knew I will need a surgical
microscope until I met Dr. Masana Suzuki, the maestro of periodontal surgery, who uses surgical
microscope in all of his surgeries. I was amazed by his “mission impossible” cases, such
as dental papilla reconstruction, difficult soft tissue augmentation around old crowns and
esthetically-failed implants. I sincerely recommend his outstanding speech!

美麗潔美學牙醫診所院長 李寧芝醫師

Micro 在 矯 正 治 療 應 用 約 70%-80% 是 checking view, direct bracket bonding (DBS) 和
debonding 這兩項治療最適合用在 working view ,micro 視野下 , 在 bracket 周圍不足或多餘的
resin 一覽無遺，減少矯正器周圍蛀牙或牙周發炎產生，在中倍率視野 debonding 可以 100%
去除牙冠 resin, 也是 Micro 的一大優點，checking view 最常見是 bracket slot 變形，welding
bracket 脫落 ... 等很多肉眼看不清楚的視野。
矯正醫師若將牙科顯微鏡技術應用到預防治療，如 plaque control, initial caries, band
loosening.. 除了達到理想咬合也同時維護整體口腔健康，尤其面臨老化社會，需矯正治療配
合全口重建治療計劃，治療範圍涵蓋“牙周”“根管”“補綴”“矯正”，臨床面臨這類複
雜且困難的案例，牙科顯微鏡可以讓你掌握更正確治療計劃，治療過程更順利更有信心。

東北牙醫診所院長 王德信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