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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加入會員

伍杏修 先生

池中齊 醫生

何志平 醫生

何誌健 醫生

吳玉儀 小姐

周國安 醫生

林順潮 醫生

邵志遠 醫生

胡志鵬 醫生

唐柏泉 醫生

高永文 醫生

梁大成 醫生

許少萍 醫生

陳麗雲 教授

黃德慶 律師

黃澤銘 醫生

蔡浩強 醫生

鄭慕潔 會計師

鄭澤鈞 醫生

盧小萍 小姐

謝國璣 醫生

鍾曼霞 小姐

龔甲龍 先生

主　席：王歡愛    

副主席：張鳳鳴    

財　政：黃麗娟    

文　書：黃旭華    

角膜之友（義工）

黎松毓　秦莉鈴

角膜病友及其家屬

蕭新發　關拾伍　盧美施　黎嘉偉　李國英　王兆英

陳家豐　周美珍　李文德　何兆霖　黃敬弟　秦莉鈴

趙佩賢　李玉貞　李玉芬

徐雪萍　何佩玲　余倍桂　無名氏

4月18日迎新會、4月24日眼科尖端手術講座

及7月10日眼角膜新療法講座 的即場捐款 

捐款名單未能一一盡錄，謹此致謝！

（排名跟筆劃序）

本會訊由「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

贊助出版，特此鳴謝！
出版日期：2010年第二季
印刷數量：2000本

聯　絡：何惠芳、陳月嫦

　　　　黃連大 

總　務：邵　妹、姚玉桂

幹　事：胡瑞祺

2 0 0 9 - 2 0 1 1 年 度 第 八 屆 執 行 委 員 會

您的點點心意，

絲絲關注

能喚起生命的鬥志！

感謝各方熱心人士的愛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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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人語

「重見光明」是每個活在黑暗裡的朋友極其渴望的一

件事情，若您嘗試過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環境，或只

感覺到光與暗的景況裡，必然認同，箇中挫敗的滋

味，使人沮喪。

　　隨著現今醫療技術日新月異，要使失明者復得光

明已不是沒可能發生的事情，要相信希望在人間，只

待合適時機．．．正如今期新刊載之「銘志澤文」

裡，病友李先生的處境得改變一樣！

　　在等候科技進步的時間，本會一班同病相憐的人

士不感怠慢，願意走出來，與其他病友們分享歡笑、

分擔痛悲、建立一個使人振奮的平台，從不同會友的

點滴舒發，各位可體會情常在呢！

1
本會網頁已從新設計，資訊增加，內容更豐富，

記得上網瀏覽一下！ www.cornea.org.hk 

好
消息

「毋負青春」

「銘志澤文」

中醫對眼角膜病變的認識與防治（三）

「矯正老花新技術」（一）

陪診服務通告

健康新知：有營飲食護眼小貼士

會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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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珍外表溫文爾雅，談吐大方得體，予人平易近人

之感，一直以來都是本會的核心探訪義工，也是

眼角膜移植手術的康服者，直至三年前因健康理由退避

義務工作，轉而為探訪對象，所以拾多年來我們的聯繫

從未間斷。

　　祖藉廣東博羅，在香港出生，並居於灣仔近太源

的鐵閘新街唐樓第三層，木構建築梯級從地面大直斜

上三樓，小黎珍就曾因一不留神從三樓滾地葫蘆落地

面。兒時的回憶，喚起舊地重遊，只可惜灣仔地貌已

翻兩翻，鐵閘新街早已不復存在。

　　黎珍老師是教育世家，她11歲那年正值日本佔領

香港，全家回鄉避戰事，,並在鄉間繼續學業，16歲

訂親後繼續學業，18歲結婚後繼續學業，全村只她

一女子繼續學業，21歲時大陸風雲色變，家人唯陸續

來港，為生活展開教學工作，家翁教書的，丈夫教書

的，黎珍也是教書的。

　　50年代香港經濟蕭條，生活艱辛，能覓一教席，

已屬幸運，初期在砵蘭街「柴炭商會小學」任教，後

分配李鄭屋村居住，轉至「基愛學校」教書兩年後，

在家中自設私塾教學，一天分多四個時段上落課，學

生往來穿梭，教學非常繁忙，學生不能多收，若遇到

屋村區長示察，超額的學生是要「走鬼」的，全職教

文：王歡愛女士（病友分享）

「毋負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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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她身兼母職，5子1女陸續出生後，69年後停教

席，專心相夫教子，當孩子漸長，76年大子結婚，77

年做嫲嫲，才46歲的嫲嫲呢，丈夫仍任教職，生活安

穩多了。

　　88年左眼患急性青光眼，經手術後再覆診2次，

效果良好，但友人介紹見另一有名的眼科醫生，再作

檢查，該醫生建議做激光以預防右眼眼壓升高，不久

眼底經常見紅，2年間視力漸漸減退，到過很多眼科

醫生診所治療，仍未見好轉，95年經友人介紹到沙田

威爾斯親王醫院內中文大學眼科部見林順潮醫生，後

第一次接受右眼眼角膜移植手術，時藉農曆年廿八，

在年三十出院，只住院兩天。後林醫生為她轉介到威

爾斯親王醫院政府眼科診所繼續治療。

　　96年丈夫因病離世，黎珍夫婦非常恩愛，這是沉

重的打擊，加上照顧兒孫，兩地往返，經常接觸清潔

劑，都可能導致01年排斥的出現，尚好能及時控制病

情，住院兩天出院，但在07年再次排斥後卻住院三

星期，此後漸漸減少義工活動，為保住眼睛健康，每

天都做晨運，現在視力不如當初好，但仍保持心境開

朗，感恩每一天。

  即使為治療眼疾身經百戰，仍從容面對，無負此

生，毋負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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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化名)是我在公立醫院診

症時認識的病友，從第一次

在角膜科專科門診見到他到現在已

經有幾年的時間。六十多歲的他，

年輕時是車仔麵店的大廚，可惜左

眼因為患上青光眼而又延誤求診而

導致失明。更不幸的是，大約十年

前，他的右眼角膜受到細菌感染，

嚴重發炎，經治療後角膜中央留下

大面積的疤痕，視力大大減退，只

能辨認到近距離的事物。他的日常

生活不但大受影響，被迫辭去車仔

麵店的工作，心情亦因而轉差，變

得自暴自棄，有些時候更拒絕覆診

和接受治療。

　　其實在幾年前，我們曾經建議

他接受角膜移植。不過李先生因為

曾聽別人說角膜移植是一項大型手

術，不但有一定的風險如容易引發

出血，手術後又有機會出現排斥或

其他併發症，隨時有很長的「手

尾」，所以他對角膜移植手術十分

「銘志澤文」

「您更易掌握重見光明：
　部分板層角膜移植術」

文：黃澤銘醫生（本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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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拒絕接受我們的安排。然而，隨著

年齡日增，2009年李先生的白內障亦變得

嚴重，令他的視力更退一步，獨居未婚的

他甚至連日常生活也無法應付得來。

　　這時候，香港的「部分板層角膜移植

手術」科技已經日趨成熟，我們的醫院亦

曾為病人進行這項嶄新的角膜移植手術，

效果良好。跟傳統的全層角膜移植手術不

同，「部分板層角膜移植手術」能針對病

人角膜組織受損的部份，精確地將眼角膜

的前板層或內皮細胞層切割移植，無需移

植全層角膜，因此帶來不少好處，包括手

術時出血的機會較低，而且大大減少排斥

的情況，病人康復的速度亦比較快。

　　我向李先生介紹了這項嶄新的角膜移植

手術，同時亦安排他在同一手術移除白內障

及植入人工晶體。李先生終於決定一試。手

術結果十分成功，李先生的視力不但由手術

前僅能看到手影移動進步至0.5，而且手術

至今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暫時並沒有出現

排斥或其他併發症。李先生現在不但能應付

自己的日常生活，更令我安慰的是他臉上出

現了久違的笑容。聽說他現在有時甚至會回

車仔麵店「客串」煮麵呢！

　　從李先生成功的例子，我希望鼓勵各

位角膜病友千萬不要諱疾忌醫。其實現在

香港治療角膜病的科技和水平都已經十分

成熟，所以大家遇有甚麼問題都應該盡快

向眼科醫生查詢，不要放過任何一個能夠

重見光明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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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對眼角膜病變的
認識與防治（三）
主講：王冠明（醫學博士、註冊中醫師）

接上期：

（五）外治法

１.  點眼： 銀黃注射液（稀釋一倍）、點眼秦皮煎、千里光眼

葯水、穿心蓮眼膏等清熱解毒類眼葯點眼。

２.  球結膜下注射： 除蟹睛症外，均可採用。用銀黃注射液0.5ml注射。

３.  擴瞳： 1%阿托品液滴眼，以防瞳神幹缺。

４.  濕熱敷： 用內服中葯或清熱解毒類葯物煎水濕熱敷。

５.  退翳： 用於病變後期，遺留翳障者。可點用犀黃散、 

八寶眼葯、退雲散等。

６.  包紮： 蟹睛症黑睛潰破脫出者，宜用眼墊加壓包紮。 

忌咳、噴嚏

（六）防護

１.  及時治療各種外障眼病。

２.  保持眼部衛生，防止外傷與感冒。

３.  早期及時治療聚星障，防止病變發展、惡化。

４.  眼部術前、術後注意無菌操作，防止染毒。

二.  混睛障

特徵： 黑睛深層呈現一片灰白翳障，混濁不

清，多從周邊開始，向中央擴張，逐

漸掩蓋整個黑睛，外觀如毛玻璃狀，

其間染有赤脈，呈赤白混染翳障，故

名。類似角膜基質炎（如圖）。



7（以上資料只作參考，用藥前請先諮詢您的主診醫師）

病情發展緩慢，早期症同聚星障，數月後，翳障漸薄， 

但不能全退，遺留厚薄不一的翳障，影响視力。

治療：

早期 ─ 多屬肝經風熱 ─ 祛風清熱 ─ 羌活勝風湯。

中期 ─ 肝膽蘊熱 ─ 清泄肝膽，祛風明目 ─ 銀花解毒湯。

後期 ─ 肝腎陰虛 ─ 滋陰降火，退翳明目 ─ 知柏地黃湯、

　　  　杞菊地黃湯、百合固金湯加減。酌加活血退翳之葯。

外治：參考聚星障。

三．風輪赤豆

是黑睛上有顆粒樣小泡突起，且有赤脈追隨牽絆，色赤如赤小

豆之狀。多見於小兒，常反複發作，癒後遺留瘢痕而影響視

力。相當於西醫的束狀角膜炎。

四．赤膜下垂．血翳包睛

多為椒瘡所致。相當於沙眼角膜血管翳。

五．宿翳

指黑睛疾患痊癒後遺留之瘢痕翳障（角膜瘢痕）

六．眼角膜潰瘍保健湯水

青箱決明木賊粥

材料： 青箱子（炒）、決明子（搗碎）各５錢， 

木賊３錢；粳米２兩，冰糖適量。

製法： 前三種藥材用紗布包裹，煎水去渣取汁，同粳米、 

冰糖煮粥即成。每日１劑，７天為一療程。

功效： 清肝通便，疏風泄熱，明目退翳。

使用注意： 青箱子有擴瞳作用，青光眼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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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4月24日在醫院管理

局大樓閣樓演講廳舉行了一

個綜合眼科講座，其中有關

「矯正老花新技術」講題的

內容，本會得蒙胡志鵬醫生

允許，節錄當中的重點讓各

位讀者參閱！ 眼睛結構

主講：胡志鵬醫生

眼科專科中心顧問醫生

香港大學眼科研究所榮譽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兼任教授

「矯正老花新技術」 

一切從了解開始 (一)

「矯正老花新技術」 

一切從了解開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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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紀之增加，每個人的晶

體會產生不同情度的硬度大約

到達40歲或以上，晶狀體改變

屈光度數的能力相對地因著變

硬而下降，再不能有足夠的近

距離視力所需效果

看近時晶體變厚看遠時晶體保持薄的狀態

觀看事物時，焦點可不斷改變，
是取決於晶體之柔軟度的

（下期待續，各位讀者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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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診服務通告

各位親愛的會員： 

本會獲得「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贊助，以致能夠持續推
行陪診服務，為有需要的會友提供協助，支援其家屬，實
感欣慰。
　　本會為求將服務、行政工作辦好，並善用資源，經商
議後定出以下申請服務須知，以供各位參閱！
　　若有垂詢，請致電81077922與職員查詢

本會職員的當值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五 早上10時至下午６時 

星期六　　 早上９時至下午１時

本會直線電話 3188 9484

本會飛線電話 8107 7922

本會傳真 2338 4820 
(傳真請註明：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申請人須知

1.  本會會員申請陪診服務不限病科，惟每月接受服務限額為４次。

　（若會員為眼角膜科覆診及或急診，本會將酌情閣外提供服務）

2.  申請陪診者不可要求指定某一位陪診員，陪診員安排由本會決定。

3.  申請人須儘早或當有下次覆診日期時，即可申請服務。

4.  如取消服務應儘早（至少提前3天前）通知本會。

5.  於接受服務完畢後申請人須填寫及簽署相關表格。

6.  臨時更改始返地點，須雙方同意並確保在安全情況下進行。

7.  應診者請帶備足夠診金前往醫院。

8.  應診者需要將當日覆診的款項收條交給陪診員轉交本會存檔。

9.  若需陪診員陪同購買日用物品,物品單據須交給陪診員轉交本會存檔。

免責聲明

若當日申請人在接受服務過程中發生任何意外，本會慨不負責。

有營飲食護眼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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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為香港保健食品協會會員、營養師

此文自都市日報2010年2月2日轉錄

雖然退化是不能免避，但透過攝取營養物質，有助扺消導

致眼睛退化的的自由基，保持血管健康，促進血液循環，

帶動營養及氧氣輸送，有助防止眼睛退化：

類胡蘿蔔素• 是一種強效的抗氧化物，多攝取有助防止眼

睛退化，以葉黃素及玉米黃質素功效最能有效保護眼睛

免受紫外線傷害，預防老年黃斑病變。一般的綠葉蔬菜

如芥蘭、菠菜等都含有豐富葉黃素及玉米黃質素。

花青素• 是高效能的天然抗氧化劑，能直接於視網膜的神

經細胞產生效用，能保護視網膜的神經細胞

及微絲血管，並有助加速視網膜色素再生，

提升視力，亦有抗衰老和美肌功效。不少深

色水果都含有豐富花青素，例如藍莓、小紅

莓、桑椹等。

DHA• 是一種不飽和奧米加３脂肪

酸，亦是眼睛視網膜脂質結構重

要元素，能提升視覺敏銳度，亦

能改善視神經信息傳送和提升腦

轉數。日常食物中，深海魚含較

豐富DHA。

有營飲食護眼小貼士

健 康 新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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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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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瑩假眼研究院 (香港)
主理：訂製及修改義眼服務
網站：http://artificial-eye.org/price.htm 
　　　設有自動報價系統
收費：收費按個人實際情況，會員照價八折
地址：香港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期1723A室
預約：2384 6749

王冠明註冊中醫

濟昌堂中醫診所
地址：新界粉嶺聯和墟和隆街
 2-8號寶寧樓一樓Ｃ座 
 (創興銀行樓上)
電話：2677 8918
診症時間：星期一、三、五 
(上午8:30-1:00 下午2: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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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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全科學士、中西醫結合碩士、中醫學博士）

香港中醫腎病中心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725號  
 華比銀行大廈6樓601室 
 (旺角港鐵A1出口)
電話：2677 8897
診症時間：星期二、四、六  
(上午9:30-1:00  下午2:30-7:00)
優惠：會員照價九折（敬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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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 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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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1 9266 ext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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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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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7 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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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1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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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意向本會提供任何優惠，造福角膜病友及會員

詳情可與本會聯絡：電話 8107 7922或電郵info@corne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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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