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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人語

「從黑暗到開心」．．．原因沿途有您，結

伴同行！能說出這份心聲實在不容易，當中

有淚、有笑，佷是珍貴。在面對人生旅途的

障礙時，身邊能有人可助您一臂之力，陪伴

您渡過難關。無論是一句慰問、一次探望、

一份禮物，這些都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

扶持，一同分享，一同進退來體驗的。

　　本會推行的「陪診服務」，讓需要的會

友們提供一個這樣子的渠道！各位若細閱本

期會訊可有所感動！

　　實實在在要衷心感謝「光明行動護眼基

金」及「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對本會陪診

服務的支持，才讓有需要者直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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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自助組織資助計劃、會

員年費、公眾募捐…等，資源有限，本會只有一

名職員及僅能應付日常會務開支，若要發展其他

服務項目，必需申請坊間的基

金作為經費補貼之用。

　　「光明行動護眼基金」於

2008-2010年資助本會推行照

顧者支援計劃，項目包括：眼

科陪診、宣傳推廣、探訪、舉

辦講座及年度旅行。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

於2009-2011年資助本會推行

持續支援照顧者的服務，項目

包括：各病科的陪診、接送出

席活動、代購物品、及出版會

訊經費。

　　使本會這兩年間有足夠資

源辦好服務，實在感激以上各團體及熱心人士對

本會的支持及幫助，本會定必盡心盡力辦好所定

的服務計劃，以不負各友好們所托。並懇請各友

好仍繼續支持及參與本會。

本會資源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是一

個在香港註冊的非牟利慈

善團體，由香港陳登投資

發展有限公司創辦人陳登

先生於一九九七年成立，

目的為扶助香港及國內之

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工

作。基金會每年均向香港

及國內多個社會服務機構

捐款，回饋社會。

本會經費主要來自以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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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即將到來，刺眼的陽光和高指數的紫外線都

會帶給我們眼睛的視覺不便和傷害。容我介紹給

各位一副具高效而低廉實用的護眼鏡（太陽眼

鏡）。不論你需否配戴眼鏡，均可適用。

（非普通太陽眼鏡）：

如你已配戴近視眼鏡，該太陽眼鏡可再加在11 

你原有眼鏡之上並同時使用。

該太陽眼鏡的週邊可防止光線射入，避免干21 

擾，故令我們視覺更清晰。

兩邊設有排氣孔，不會有焗、熱的感覺。31 

它可防禦太陽光線和紫外線以保護眼睛。41 

非牟利價約港幣 20 元。51 

建議鏡片顏色選 Light brown（淺啡色） 61 

較適合，購買時試戴感覺舒適才可。

夏日護眼鏡

選購地址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248 號東翼 2 字接待處
香港盲人輔導會（石硤尾地鐵站附近）
購買前請先致電 2778 1772 普通眼科及低視能中心聯絡職員，
以免缺貨而浪費時間

李欣榮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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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實在多謝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的幫

助，會友們對我的關心、慰問、探訪及

協助，我現在開心了很多，那份感激的心情真

的難以形容。

　　本人於1985年夏季，因一次發高燒達104

度，引致雙眼眼皮緊閉，故診斷後需要做手術分

開眼皮，後來眼皮雖然分開了，眼角膜卻花了。

　　常常於養和醫院覆診，其中一隻眼接受了

角膜移植，起初手術倘算成功，但很快因排斥

關係，視力不斷減弱（走下坡），心情灰暗。

　　在1994年認識了林順潮醫生，經他介紹

下轉往沙田威爾斯醫院治療，在覆診期間認識

了王歡愛（本會主席），加入了本會成為會

員。於1998年另一隻眼在威爾斯接受了幹細

胞角膜移植手術，但也因排斥關係，視力不斷

減弱，發展到最後已不能視物，生活大受影

響，心情十分不好。

從黑暗到開心 .... 原因

沿途有您，結伴同行！
黎玉燕 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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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段期間，家人們對本人的支持，尤其是丈

夫的不離不棄，在身邊的照顧使我日常生活還可

適應過來。

　　可是好境不常，約2008年，丈夫也因同時

患上柏金遜症及老人痴呆症而變成為被照顧者，

女兒們雖孝順，但為了生計，日間要工作。故此

日間我倆不會外出，整日留在家裡，真的不知所

措，甚感無助及失落。

　　還好，協會裡的會友不時致電慰問關心及前

來家訪，心裡得了一點安慰。協會更為本人及丈

夫提供了陪診服務使我倆在日間前往醫院覆診時

得到了實質支援，實在感激萬分。

　　是年3月29日能夠出席本會舉行的會員大會

活動，實在多得本會安排了義工陪伴我出席，很

多年沒有與會友們共聚暢談，可再次相聚，我真

的十分十分開心，我真的很久也沒有出席這樣的

社交活動呢！

　　藉此機會除了多謝本會外，我也衷心感謝會

友們，如：何惠芳、譚美芳、譚玉珍、王碧茜、

明仁京子、邵妹、黃旭華、王歡愛．．．等等！



協會三友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中，我最敬佩人

物，有三名之多，令我感到驚訝！又感

到高興，現在讓我在此表揚一下三位功績。

　　第一位：口才了得，辦事認真，聯絡重

要人物有法，需人幫忙十拿九穩，編排工作

有力，她的存在已經是協會不可缺的靈魂人

物，是協會的中堅，將來必能大放異彩，邁

向光明，擴大會務。

　　她是誰？ｘｘｘ

第二位：年紀七十多歲，但從辦理事務看來

似五十多未到，做事不怕辛苦，不怕蝕底，

（有需要時連老妻一拼帶來幫手），盡可能

將交來的事辦好，本會舉辦旅遊、往海中、

高山走的時候一馬當先者，非他莫屬，是本

會重要的骨幹人物。

　　他是誰？ｘｘ

文：黃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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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數年前的意外引致行動不方

便，但阻不了她對協會的服務精神，常常

帶同義工隊加入「探訪會員」、「醫院中

派傳單及探望住院中的病友」、「用電話

慰問會員」、「往各小學、中學與同學一

起分享和傳遞護眼知識」，還提著拐杖帶

著大包、小包食品返聚會泡製美食，所以

有「廚神」之稱。

　　她是誰？ｘｘｘ

　　以上三位人物，請各位猜一猜了。 

貼士如下：（邵逸夫、邵　妹、王愛明、王

歡愛、何非凡、何惠芳）

　　當閣下猜對該三位重要人物時，恭喜你

對協會的認識，但有沒有懷著一顆服務的

心，加入協會的執委行列呢？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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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位置圖

健康新資（明眼穴按摩）

　　在我們的姆指上有三個相鄰接的穴道分

別是明眼、鳳眼、

大空骨（如圖），明眼、鳳眼能夠改善眼睛

疲勞和急性結膜炎，大空骨則可改善一切有

關於眼睛的症狀。

明
眼

鳳
眼

大
空
骨

明眼穴 ─ 重要又好用！

這是一位60多歲的師兄分享他原有老花及近

視，做這個穴道按壓半年後去年驗眼，視力

已大為改善。 現在他已不用帶眼鏡，有空

就按明眼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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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要刺激這三個穴道兩次。刺激的方

法是：用另一手的拇指和食指夾住要按壓穴

位的手，以拇指的指甲分別對這三個穴道施

予刺激，只要以稍微感覺到疼痛程度的力氣

來指壓即可。 這是項簡單的按摩方法，可

隨時自行操作。

明眼穴按壓，對以下徵狀均有好處：

上了年紀，容易老花眼。• 

工作離不開電腦的人。• 

長時間注視電視的人。 • 

抑制老人性的白內障。• 

常常會感到眼睛會疲勞，但又不是睡眠• 

的時間，這時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穴位的

按壓法，來舒緩眼睛疲勞的症狀。 

眼睛疲勞往往引發不容易入睡，施用這• 

個穴位按壓法後，除可消除眼睛的疲

勞，便可輕易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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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愛美一族都喜歡佩戴俗稱「大眼

仔」的裝飾性隱形眼鏡。消委會指，

一名本港女士從互聯網購買了一雙彩色隱形

眼鏡，佩戴了１年後眼睛出現缺氧及血管增

生，美國曾有個案因佩戴這類隱形眼鏡，要

進行角膜移植。

防患未然─「大眼仔」

佩戴「大眼仔」可致角膜炎
（資料來源：轉載於2008年12月16日都市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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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委會呼籲消費者，不要長期佩戴外，

應找眼科專業人員驗配，及按指示佩戴和清

潔鏡片，以減少感染機會，否則情況嚴重的

可引致眼角膜發炎。

　　消委會引述專家指，裝飾性隱形眼鏡的

構造，如物質及顏料的著色方法、濃度和厚

度會影響鏡片的透氧度，故佩戴時間必須較

軟性隱形眼鏡為短，鏡片過鬆或過緊都會影

響眼睛，導致眼睛嚴重及永久受損。

　　消委會於2008年首10個月接獲19宗有

關隱形眼鏡的投訴，當中不涉及裝飾性隱形

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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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格中填入數字 1 到 9，

使每個直行、橫列和九宮格的數字都不能重複，

在愛心顏色上的數字必須比相鄰的心外數值小！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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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活動獲光明行動護眼基金撥款資助

日期：2009年8月2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3時

地點：橫頭磡村宏禮樓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講者：黎詠雅姑娘「香港復康會註冊社工」

內容：專題講座 / 小組交流 / 美味午膳

名額：40名

費用全免

活動預告

09年情緒健康

專題講座暨

迎新會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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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活動獲光明行動護眼基金及康文署撥款資助　

日期：2009年9月20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4時正

地點：大帽山扶輪公園

　　　極地博物館　　　　

　　　荃灣漢陽苑(韓、日料理)自助餐

　　　嘉道理農場

集合地點：

第一站 上午9時30分九龍塘根德道理想酒店大字側

  （71便利店門口）

第二站 上午9時45分太子運動場道（中國銀行側）

名額： 48位（其中24位為角膜病友）

費用：正式及友誼會員＄30

 （角膜病友會員優先，

 家屬必須陪同角膜病友出席）

 角膜之友及非會員＄40　

新界一天遊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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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義工服務項目，主要包括：

探訪病友• （家訪）

電話關心CALL• （透過電話慰問會友）

推廣宣傳• （醫院、社區機構、學校）

編輯會訊• （中文打字或資料提供）

接送病友出席活動• 

陪診服務• 

能持續推行以上服務，實在有賴會友們及

熱心人士的參與，才可順利讓有需要者受惠。

若閣下有志於以上任何一項或多項服務，

懇請致電 8107 7922 與本會職員聯絡。

特別會員大會 
暨第八屆執委選舉及健康專題講座
備註：本活動獲光明行動護眼基金撥款資助

日期：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１１時３０分至下午３時

內容：專題講座  執委選舉  美味午膳

（地點／講者／費用）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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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員 優 惠

香港眼科中心
每次診金＄120，

（藥費自付）

眼科手術費用另議。

（每日只應診1位會員）

Phillip Law 義眼製作研究所
裝配各類型義眼，均一價＄6,500，可免息分期。

首期＄1,500，餘下每月＄1,000 包括裝配後免費檢查及修改

地址：銅鑼灣東院道2號聖保祿醫院舊翼2樓

「聖保祿激光近視中心」

預約電話：2388 0831

莫應帆中醫師診所
主理：內外全科

優惠：會員免診金，藥費自付

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9時至12時，下午4時至7時

地址：九龍新蒲崗衍慶街衍慶大廈二樓B座三室

預約電話：2323 6255

私家眼科診所
會員每次診金＄300

（包括普通眼科藥物費）

地址：九龍彌敦道677號

恆生旺角大廈3樓

須經本會預約 電話：8107 7922

（各項優惠均須出示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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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用膳優惠

「救世軍卜維廉餐廳」提供免收加一優惠。

只要攜帶本會有效會員証件， 

親臨及或攜同親友於餐廳用膳，即可享有此優惠。

地址：九龍油麻地永星里11號7樓

訂座電話：2771 9266 ext 328

衛康痛症專科治療院
主理：風濕痛症、跌打、皮膚科、內外科

會員可享有八折優惠

地址：九龍深水埗青山道251號閣樓

預約電話：2387 2461

蔡英漢（石波）中醫師診所
主理：內外科，眼科，針炙 會員九折優惠

地址：九龍深水埗元洲街78號兩洲大廈一字樓E座

預約電話：2728 4627

國醫鍼灸綜合治療院　
主理：專治各種痛症　 優惠：會員診金全免

收費：鍼灸＄180/次，中藥＄180/三天，拔罐＄50/次

地址：九龍彌敦道313號康僑大廈15字樓2室

預約電話：2761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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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橫頭磡村宏禮樓地下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轉交
電話：8107 7922 網址： www.cornea.org.hk
傅真：2338 4820 電郵： info@cornea.org.hk

□ 加入成為會員：

 資格：眼角膜病患者 / 眼角膜病患者家屬

 會費：正式會員年費$30 / 永久正式會員$300

 （領取綜援者可豁免年費，須出示有關證明）

 （年費計算日期由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 加入「角膜之友」義工行列：只需繳交$20登記費

□ 捐款：$________（捐款$100或以上可向稅局申請豁免稅項）« 

 繳費方法：郵寄支票—抬頭寫「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或者

 存入現金，直接存入本會渣打銀行戶口：325-2-043-5366

 （支票或入數紙背面請寫上姓名及電話寄回本會，以便發回收據）

查詢電話：8107 7922　瀏覽網址：www.cornea.org.hk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是一個病人自助組織

已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各位可以從以下三個途徑支援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