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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in General

When Laser Light meets Polar Light

當激光遇上極光
蘇鎮江醫師．楊振樺醫師．謝貞妮醫師．柯俊宏副教授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Laser Technology has been utilized in all fields at dental offices for decades since 1960. The 

more we use it, the more we realize how much envelop we may push to the end! Lasing is so 

amazing; but yet, it’s not magic! It’s our privilege to join this unique and luxurious on board 

cruise conference to spread the knowledge of laser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in dental 

medicine. This is the First Annu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f Laser Dentistry hosted by Light 

Instruments with all the famous clinicians and research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update 

and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all fields of oral laser in an enjoyable and 

informal atmosphere. On our way to Alaska, even more surprisingly, all of the delegates 

from Taiwan are the only group who get to see the Polar Light when we were still digesting 

our knowledge from the Laser Light. This is truly a life time experience to witness this 

miracle Polar and Laser Light at the same time!!

Figure 1a.  Learning Laser Light on the cruise Figure 1b. Witnessing Polar Light at the same mi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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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遠地行程邁向楓葉的國度，雖未正式

入秋，但我們也緊緊抱住夏日的尾巴，奔向

遊輪上的雷射(激光)教學響宴。一接到此消

息，想到的只是，“什麼東東，上課不是都

在會議廳就是在大的會議室，怎麼會在遊輪

上呢！”丈二金剛就突然出現於我的腦海

中。對於出發在即的我們，對此次行程又多

了些神秘的期待感。

    經過了將近一天的奔波，終於抵達此行

的 的 第 一 站 ， 溫 哥 華 。 在 當 地 最 大 的 

shopping mall 對面入住 Hilton Hotel， 

當晚參加此次主辦單位 Light Instrument 

Ltd 舉辦的歡迎晚宴後，一間寧靜安逸的房

間與舒服的枕頭正是用來洗淨我們一身疲累

再適合不過的好空間了。

Figure 3. Breakfast meeting，不是morning meeting喔! 原來少了肅殺的氣氛與熬夜的疲累，學習可以變

得如此的輕鬆.

Figure 2. Hilton Hotel in Vancouver with nice sleeping pillows

Prof. Norbert Gutknecht
(Director of Aachen Dental Laser Center; 

CEO of WFLD, World Federation of Laser 

Dentistry)

    Nicolaus Copernicus 教導我們 

"To know that we know what we know, 

and to know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而 Prof. Nor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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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knecht 則認為這個態度是一個牙醫師在

學習雷射與汲取新知的時候，應該有的認真

負責的最重要態度。

    課程以輕鬆詼諧，帶領大家以最輕鬆的

方式進入雷射的的殿堂。內容抽絲剝繭，深

入淺出的方式讓大家了解雷射是什麼，如

何能在實務上運用。想想看 Prof. Norbert 

Gutknecht 在整個旅程剛開始的演說就這

樣引人入勝。讓我更期待整個 course 的內

容，那才令人翹首期盼呀！

Prof. Adam Stabholtz 

(Dean of Hebrew University,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for 20 years, Israel)

    前希伯來大學牙科學院院長，目前為希

伯來大學根管學院的院長，強調為學要有為

學的態度。在對於根管方面的應用，以及

各個根管治療工具優缺點討論比較，更是

讓人無可挑惕，若是有機會再聽一次 Prof. 

Adam Stabholtz 的課， 他的課有如品嚐一

杯好茶，甘之如飴呀！還帶餘韻回甘喔！

   
Prof. Georgi Tomov

(Head of Oral Pathology Department at 

Plovdiv Dental School, Bulgaria)

    今年五月 APLI 的授課講師，大會

時一直忙於會場瑣事奔波。無法全程聆

聽 Prof. Georgi Tomov 的講課內容。

如今我再一次有機會，吃著早餐，慢慢

品嚐課程的甘味。讚嘆還讚嘆呀！聽說

還有更多新的研究噢！我學習的嗅覺雷

達又再次被挑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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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Roly Kornblit

(Scientific Coordinator of the European 

Master Degree in Oral Laser Application, 

Rome, Italy)

    另外一位今年五月 APLI 的授課講師，

再一次聆聽 Prof. Roly Kornblit 的授課，又

是另一番感受。對於幼兒的導引與齲齒的保

存，每次的分享都有不同的發現，感覺每次

都能再進化一次。

Prof. Avi Reyhanyan

(Faculty on Laser Dentistry Department at 

Hebrew University, Israel)

    來到這個雷射的殿堂，怎麼能忘記到我

們最崇敬的 "MENTOR" 臨床導師，Dr. Avi 

Reyhanyan。他一步一步地教導我們使用

最新一代的 LiteTouch，從能量控制，不同

角度切換使用，不同Tips的應用處理方式，

在顯微鏡底下，真是堪稱完美。雷射不跟 

Dr. Avi Reyhanyan 學，我還真找不出第二

人選。導師甚至會分享新玩意，讓我們好好

學習。每一次學習的興奮感我都難以忘記。

 

    這次除了吃喝玩樂還增加了不少的新知

識。感謝講師們不吝嗇的分享和研究。對我

們在臨床上的治療和碰到的難診有很大的幫

助。1. 在 Prof. Brugnera 的其中一個 case

有 black triangle，他利用20mJ / 10hz在

牙齦邊緣滑一下給他流血，刺激幹細胞，再

用 diode 雷射照牙齦，一個禮拜一次，做

五個禮拜，牙齦就長回去；真是牙醫師的

福音。2. Dr. Tomov 分享在根管治療上，

molar bifurcation 處有嚴重的膿腫，做完

RCE，用EDTA沖，30mJ / 13hz， 水雷射

各60秒兩次，先用次氯酸鈉沖過，再用蒸

餾水沖洗，能夠完全去除 smear layer，放

了三個月的氫氧化鈣，這顆牙就痊癒。還有

很多講不完的知識和學習，十幾個國際大師

與十幾個國家的交流，每一位都是雷射專

家，這趟真是賺到了激光知識，還賺到了極

光美景。

    這次行程的主要目的是要看極光和參加

激光雷射的學術研討會。要看極光是要付出

代價，犧牲睡眠，到頂樓去迎接極光；但肉

眼是看不到，要有特殊的相機才看得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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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只有那天有極光被我們台灣代表團碰

到，剛好也是剛剛上完激光雷射的學術會

議。看極光和激光會議真是雙極光的雙重幸

福。說了那麼多學習的導師，還是要說說遊

輪上風景吧。不然極光哪裡來的呢？

    加拿大的遊輪，名人無限號 Celebrity 

Infinity。停在離蒸汽鐘不遠的地方，港口

之大，城市鄉巴佬的我，還是頭一回坐上遊

輪。這次的吃喝玩樂都不用錢，因為我們早

買了一套玩到底的票，當然除了精品之外。

雖然我也買了不少，回想起來，還真是值得

的。

    沒吃過船上晚宴還真不知道什麼是“鐵

達尼號”，真是多說無益！去了才知道甚麼

叫做享受呀！沒去的人，沒關係，我有準備

照片讓大家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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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處下船點: Icy Strait Point

    從離岸處拍船，煞是壯觀。在此處我吃

了人生第一次帝王蟹，我的媽媽呀！真是美

味！若非要用言語來敘說，我只會說，我吃

不下了，但我可以再吃！

    極光是我們當晚凌晨一點在最頂層的最

黑暗處開始等待，一直等到三點到四點之間

才發生的，要不是蘇鎮江醫師（豹哥）的特

殊單眼相機，我還真不知道什麼是極光。眼

睛看到的那瞬間，真是感動莫名。同團還聽

說一堆人整個禮拜想看都看不到。我們實在

是太幸運了。

 

    隔天在 Icy Strait Point 的正確位置，

才了解到李奧納多說的巴黎氣候條約是真

的，北極熊都沒東西吃了。冰壁一處處的崩

落，短短的時間內，在我們看著冰壁時就崩

了三次。我們真的要好好愛護我們的環境， 

畢竟地球只有一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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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下一站來到朱諾，一個大港小城

市，首先我們先去 Mendenhall Glacier 冰

河拜訪一下，那麼大的冰河凝結在半空中， 

才知道國中老師沒騙人。

下一站，鮭魚工廠......

    一處教導鮭魚迴游的工廠且養殖與販賣

的場所， 我們還遇到了一隻 mandibular 

shifting 的魚 (魚曰：傻子，我是長瘤啦！) 

他們將一對對的公母鮭魚同時排出鮭魚卵與

精子，讓牠們受精後畜養到存活能力足夠

後，就再放養至大海裡，令人意外的是那裏

有那麼多的養殖工廠，這些鮭魚卻是又沿著

照片上的階梯洄游至原工廠，等待著下一個

迴游循環而不悔！

    接著來…我們坐上了直升機去俯瞰長年

冰河，一種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感覺，原來有

些感動真不是用筆墨可以形容的。一生中不

知能有幾回有這樣的感動，這次的行程， 

真的是值回票價。喝了一口萬年冰水或許也

能活過百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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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行程終於邁入了尾聲，四方的景

象更加讓人意猶未盡，我們行駛在內航道，

歸港時，正是太陽下山的時候。這樣的景

色， 使人無限的留戀…

    風景無限好，但總有歸鄉時，這次的旅

程我們有幸同時感受了極光跟激光，兩者都

有了深刻的體驗。希望能與各位朋友分享我

們悸動的喜悅。將一切歸於敬愛的上帝所賜

予。希望大家能有機會同去感受一下天地的

奧妙。
    最後，學習碰上了玩樂，遊玩遇上了研

究，有學又有玩，真不知哪裡還可以找得

到。在此特別感謝 Eric 與 Adi Ben Mayor 

以及 all stuff in Light Instrument Ltd. 這

次用心安排的活動，讓我們一起期待下一次

的旅程~
    有誰知道是哪位幸運兒買了那台閃閃發

光的 Swarovski 晶鑽柔觸水雷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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