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角膜塑型術 

 

現在當父母走進我的診所並且問我 “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控制小孩的近視加深?” 我想在

2010 年的今天, 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看著他們, 並用我們 誠懇的態度告訴他們“是的” 

 

角膜塑型術:是一種用在成人身上可以替代雷射近視手術的非手術視力矯正方法. 有機

會減緩小朋友的近視加深. 並且是在睡覺時改進您的視力 

 

我是 John Keriotis 醫師, 執業已經超過 20 年了. 我可以很誠懇的說我從來沒有推薦任何新的治療方

式給我的病人像這次角膜塑型術這樣的讓我興奮萬分. 如果你是近視患者並且已經厭倦白天要帶著

眼鏡或隱形眼鏡; 或你的小孩還很小但已經近視了, 你很想減緩他的近視程度; 或是你害怕做雷射手

術來矯正近視的人, 請你一定要繼續讀下去. 

 

身為一個眼睛醫師, 病人常會問我 “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防止我小孩的近視眼鏡一年比一年更厚?” 

直到 近, 我還只能夠告訴父母說他們小孩的視力,會每年改變直到眼睛停止成長為止, 我們可以做

的就只是給他們較厚的鏡片讓他們可以看得清楚.雖然有人建議太近看東西(讀書及電腦)或其他環境

的因素是近視的主要因素, 但大多數人依然認為近視是有遺傳性且已注定好的.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

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改變視力的 後結果,在不久之前都還算對. 



 

現在我們可以提供一種非手術的治療方式叫角膜塑型術. 這種治療程序經由研究顯示可以減緩小孩

的近視加深. 雖然如何精確減緩近視的機制還在討論中, 但角膜塑型術似乎影響到大腦造成近視加深

的訊號傳遞, 因此就減緩了近視的加深.  

 

角膜塑型術並不只對小孩有效. 同時也作為成人眼睛雷射手術的非手術替代方式 

 

請詳讀下列的常見問題及回答, 他們會讓您更清楚了解這個讓人興奮的近視矯正程序. 我們也提供免

費的諮詢服務($190 的價值), 來確定這個治療程序是否適合你的小孩.  

 

按下左邊的圖像您將看到 Keriotis 醫師向您解釋角膜塑

型術如何矯正您的視力, 及如何減緩你小朋友的近視加

深 

 

 

角膜塑型術 : 常見問題及回答 

甚麼是角膜塑型術? 

角膜塑型術是用一種特別的, 電腦設計的角膜塑型片來謹慎並逐漸地改變眼睛的前面表層(角膜). 這

種眼睛前面表層的形狀改變可以去除或減緩近視及閃光, 讓我們的視覺更清楚. 這種角膜塑型片跟一

般高透氧材質硬式隱形眼鏡鏡片很相似, 並且很特殊的是只要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戴上就可以. 角膜塑型

片在睡醒之後要拿下來,這樣就可以不需要戴眼鏡或是隱形眼鏡了. 角膜塑型片是很舒服也很容易保養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qumsNFl9Os�


如何作用? 

角膜塑型片是針對每個患者來特別設計. 我們用先角膜測量器來測量你的眼睛, 這角膜測量器是一台

非常特別的電腦儀器, 它可以在您的角膜上測量出將近一萬個不同的點. 這些點經由電腦定位及分析

後顯示出精確的角膜彎曲角度及形狀(如同左下圖一樣), 然後再進一步把它顯示如山形的測量圖(如

同右下圖一樣). 這樣做出來的測量數據可以精確到一毫米的千分之一! 也就是這樣的精確度加上特

殊設計的軟體讓測量到的數據, 讓做出來的角膜塑型片可以精確地適合你的眼睛. 這種角膜塑型片會

在您睡覺的時候謹慎並逐漸地改變眼睛的前面表層曲線, 因此可以降低您的近視或閃光.角膜塑型片

要每晚配戴才能維持您的視力. 

                     

圖一: 角膜測量圖(左上圖)顯示眼睛前方表面的詳細形狀就如同山形測量圖(右上圖)顯示出整座山的

地形一樣 

 

我從來沒有聽過角膜塑型術,這是新的東西嗎? 

可說是也可說不是. 角膜塑型術也可以用比較學術的名詞來說, 就是 orthokeratology 角膜矯正術. 

這種矯正術已經存在大約 50 年了. 但是之前由於測試診斷的技術限制, 塑型片的設計與材質的限制, 

使得角膜矯正術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完成而且效果無法預測. 就是這樣的原因, 角膜矯正術就被排除在

主流矯正技術之外, 也很少醫師和患者願意試用這種方法. 但是拜於 近角膜測量技術, 鏡片的設計, 



鏡片的材質及鏡片的製造都獲得很大的進步, 因此立即讓角膜塑型術的效果跟使用族群都大量的增

加 

 

角膜塑型術可以讓我的小孩眼睛不會更糟嗎? 

這就是這個治療程序 令我們興奮的事. 近的研究報告顯示角膜塑型術可以停止或減緩小孩近視

的速度. 整體的機制是很複雜的, 但是在以下的網頁當中有一段影片可以告訴您角膜塑型術是如何控

制近視的加深. http://www.myopiaprevention.org/prezi_intro.html (需要一些時間下載, 按前進的箭頭

往下一頁). 有更多的長期研究還在進行中以確定真正的作用機制, 但我們建議您的小孩如果近視速

度很快就要帶這種角膜塑型片來試著減緩近視的加深. 

 

雷射屈光手術(準分子雷射層狀角膜重塑術)與角膜塑型術之間有甚麼不同? 

雷射屈光手術與角膜塑型術都是在改變眼球前表面的形狀. 這種改變會讓進到眼球的光線聚焦在眼

球後端的感應中心上, 才能產生清楚的視力.(如下圖 2) 雖然這兩種方式得到的效果一樣, 但是他們

達到效果的機制卻有很大差別. 

 

雷射屈光手術 (準分子雷射層狀角膜重塑術) 

• 雷射屈光手術是一 種外科的手術過程 

• 會造成組織傷害- 在雷射屈光手術過程中, 醫師先用板層刀 (一種很特別的刀片可以在眼睛的角膜組織上畫出刻

痕) 及雷射來破壞角膜下面的組織及神經, 讓眼球的前方表面變平坦. 因此使用雷射屈光手術會讓組織及神經都

受到傷害.  

• 乾眼 – 一般的報告都顯示出雷射屈光手術之後會有惱人的乾眼症狀. 似乎乾眼症是很小的問題,但是如果你問那

些乾眼症的患者, 他們會跟你說那是多麼痛苦的事情. 



• 無法回復的過程 – 雷射屈光手術本身及其後遺症是沒有辦法回復的. 甚至如果還需要再做一次手術的話, 那角膜

會變得更薄弱了.  

• 角膜變弱 – 在角膜上面做出的這些刻痕是沒有辦法癒合到像未動手術之前的強度, 因此眼睛就更無法承受任何

外在傷害了. 用雷射讓角膜變薄會造成眼球表面更容易突出且讓視力更容易受扭曲. 

• 只有大人可以做 – 適合做雷射屈光手術的人必須是眼睛度數 少一年以上不變, 而且要年滿 21 歲以上的成人才

行. 

• 有感染的風險 – 如同其他的外科手術一樣, 都有機會受到感染. 

• FDA 核可 – 經由 FDA 核可的手術. 

角膜塑型術 

• 角膜塑型術不是一種外科手術過程.  

• 不會造成組織傷害 – 不需要切割眼角膜, 不需要動到維持正常生理運作的角膜神經, 也不需要破壞任何維持眼睛

原始強度的角膜周邊組織系統.  

• 也適合乾眼症的患者 – 角膜塑型術適合於各種乾眼症的患者, 甚至對很嚴重的乾眼症患者也適用.  

• 可以回復的 – 角膜塑型術是可以調整跟回復的, 所以若是達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角膜塑型片可以再重新製作改

進矯正效果, 或是就乾脆停止使用. 如果選擇停止使用, 那過一陣子角膜的形狀就會逐漸地恢復原來的形狀了. 

• 沒有年齡限制 – 角膜塑型術對任何年齡都適用, 包括小孩. 角膜塑型術甚至可以用在眼睛度數還在增加變化當

中.  

• 有感染的風險 – 如同所有的隱形眼鏡一樣, 有少許感染的可能性. 

• FDA 核可 – 角膜塑型術在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都經由 FDA 核可. 

           

 

 

 

 

 

 



比較角膜塑型術及雷射屈光手術的結果 

                                      

             角膜塑型術      雷射屈光手術 

圖 2 (上圖):比較角膜塑型術與雷射屈光手術的 後結果. 比較上面的圖形. 圖形說明了使用兩種矯正方式(角膜塑型

術)(雷射屈光手術)之前與之後的角膜外型測量圖. 請同時注意上右圖及上左圖的中間曲線. 這個圖形代表在各自矯正方

式之前眼睛的外型及輪廓. 在各自下面的圖形中, 請注意中間的中央藍色陰影部分. 藍色的部分表示在各自矯正方式之

後眼球變扁平的區域.就如同你所看到的, 角膜塑型術及雷射屈光手術兩者的效果皆是讓眼球表面形狀變扁平. 就是這樣

的扁平效果讓你的近視度數降低並改善你的視力. 

是不是所有的眼科醫師都可以做角膜塑型術? 

不是的. 請您了解一點, 角形塑型術並不是“配戴適合的隱形眼鏡”這麼簡單. 角膜塑型術代表的是在

眼科專業中一種 複雜的矯正程序. 塑型片是用於精確地改變及維持眼睛組織的形狀. 也就是, 角膜

塑型術必須用 精細及 謹慎的態度來施行. 大部分的醫師都不想花時間和精神來專精這個程序. 角

膜塑型術需要額外的教育過程, 證書及特殊的儀器才能有效的執行此程序. Keriotis 醫師是有合格證



明可以幫人配戴下列塑型鏡片的醫師: Paragon CRT 鏡片, the Euclid Emerald 鏡片, 及 the 

Dreamlens 鏡片; 以上所有的鏡片都經由 FDA 核可為安全有效. 

 

角膜塑型術對所有度數的患者都有效嗎?  

角膜塑型術其實是有限制的, 並非所有的人都可以從這個程序獲得改善. 適合做角膜塑型術的患者是

近視在 600 度以內及閃光在 175 度以內. 但是也有不少有紀錄的案例是成功使用在更高度數的患者

身上. 經由為您做過完整的檢驗之後, 我們會詳實地告訴您是否適合做角膜塑型術. 角膜塑型的速度

會因人而異, 原始度數高的人會花比較久的時間來減低度數, 而原始度數低的人可能花的時間就較

少. 

 

講到眼睛方面的事情我會比較小心, 到底安不安全? 

戴上任何隱形眼鏡都有少許的風險存在. 角膜塑型片的風險不會比長效型隱形眼鏡,或軟式隱形眼鏡

大.角膜塑型術是一種很安全的方式. 我們現有的矯正計畫都是著重在減少風險和增加矯正成功的機

率. 我們是用 FDA 核可的物質和隱形眼鏡鏡片以確保您眼睛的健康. 大人及小孩都可以很安全的使

用, 並且對剛剛近視的小孩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替代治療方式.   

 

 

 

 

 



看看我們的病患怎麼形容角膜塑型術. 

 

 請在左邊的圖片上輕按一下, 你將會聽到角膜塑型術的 新成功故事及這

個患者對角膜塑型術的經驗之談. 

 

 

  

 請在左邊的圖片上輕按一下, 你將會聽到我們的患者在討論角膜塑型術

的問題與經驗 

 

 

  

請在左邊的圖片上輕按一下, 你將會聽到這個父母對小孩做角膜塑型術的

觀點與經驗. 

 

 

  

你會覺得你的小孩還很小, 不適合做角膜塑型術嗎?  請在左邊的圖片上

輕按一下, 你將會聽到我們 年輕病患(八歲)的母親告訴你一些須注意的

事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AntQdR5wo8&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YjYe3r_Cq8&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ojYnxRljYk&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zTNu7Vy3sA&feature=youtu.be�


角膜塑型術也是用於成人嗎? 

絕對可以的. 角膜塑型術對改進成人的視力也有幫助. 這是種替代雷射屈光手術的非外科手術型矯正

方式. 

我的健康保險或是折扣視力計畫會支付這種矯正方式的費用嗎? 

很抱歉的, 健康保險把非手術的角膜塑型術和須手術的雷射屈光手術都視為美容整形手術, 因此並不

支付這些費用 

角膜塑型術是否可以申請員工退款帳戶計畫, 醫療節省帳戶計畫等等? 

是的, 角膜塑型術是可以申請雇主贊助的健康照顧退款帳戶計畫, 而且很多的客人都已經利用這些帳

戶的好處來支付矯正的費用. 

如果我中斷了角膜塑型術的治療, 我的視力會回到平時的狀況嗎?  

是的, 不像雷射屈光手術會造成永久性, 不可回復的過程. 在停止配戴角膜塑型片之後你的眼睛會逐

漸地回到治療前的狀況. 一般來說, 近視度數減少得越多, 角膜的曲線要回到治療前的樣子會花更多

的時間. 例如, 你在治療前是近視 450 度, 如要回到原來的狀況會比近視 150 度的人花更多的時間. 

 

有興趣了解更多嗎? 今天趕快打電話給 Keriotis 醫師, 安排免費與 Keriotis 醫師的小孩近視諮詢. 價值

$190 元! 請打電話 (205) 979-EYES(3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