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轉交
電話：810 77922
傳真：2338 4820
電郵：info@cornea.org.hk
網址：http://www.cornea.org.hk

免責聲明：本冊子力圖為公眾人士及對護眼感興趣的
人士提供資訊，但不會作任何保證。

眼前顯關懷
    明日展睛采



目錄
繼往開來，釋放更多正能量

時間如白駒過隙，轉瞬間，角膜關懷協會已成立了十五
年，其間會務不斷擴展，成績令人鼓舞。

協會於 2005 年首次印製「關懷眼角膜」小冊子。今年適逢
協會成立 15 周年，再編訂第二版，為病友、病人和一眾
關懷眼角膜的朋友提供更多、更新的資訊，蠻有意義。

角膜移植可說是器官移植手術的先鋒。首個成功的手術早
於 1905 年進行，傳統的穿透性角膜移植手術也沿用了多
年。隨着科技的進步和醫療的發展，在過去幾年，內皮細
胞移植手術（即是只需移植角膜的內皮細胞）也取代了部
份傳統的手術，大大減低了因縫線引起的併發症。此外，
近年發展的深板層角膜移植，對於只有角膜前部病變而內
皮細胞健康的病患者，是個喜訊。　

我深切希望角膜手術的新發展能令更多病患者受惠，重見
光明。我也祝願協會繼往開來，發揮病友自助、互助的精
神，為他們及病人注入、釋放更多正能量。

池中齊醫生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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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光明與希望

全世界第一個眼角膜移植手術於 1905 年進行。全賴眾眼科
醫生的創見及努力，讓無數病人重見光明。現代醫學及手
術技巧的躍進、以及先進的手術儀器，令眼角膜移植手術
成為患有角膜疤痕、感染及創傷病人的普遍治療方法。

縱然現今科技日益進步，眼科醫生仍須對抗角膜移植的最
大的「敵人」– 眼角膜排斥。角膜排斥可摧毀一個原本很
成功的角膜移植手術，讓一切努力付之流水。角膜排斥的
發生是難以預料的，有時候就算使用抑制免疫力之藥劑，
角膜排斥仍有可能於手術後三個月、甚至十年後發生。幸
而，一種突破性手術於 5 年前出現了 – 那便是「板層角膜
移植手術」。這種手術只移植患者已病變的角膜層，並保留
正常的角膜層。「板層角膜移植手術」包括「深層眼角膜移
植手術」及「眼角膜內皮細胞移植手術」。「深層眼角膜移
植手術」會保留患者最重要的角膜層 – 內皮細胞層，令排
斥的機會接近零。另外，「眼角膜內皮細胞移植手術」的是
手術切口較小，術後亦無須縫合傷口；這令病人的復元較
快，留院的時間亦大大減少。

除此之外，錐形角膜症病的破壞力強，深深影響著年青及
活躍好動的病人。部份患者最終亦須需要接受眼角膜移植
手術，方有復明的機會。幸而，新的手術方法 – 角膜原
交聯手術及植入弧形膠環的出現，令很多錐形角膜病人的
病情得以控制，更無須接受角膜移植手術，便可重過正常
生活。

雖然現代科學及科技的發展日趨進步，令眼角膜移植手術
更趨安全及完善；但若沒有市民捐贈眼角膜，一切也盡是
徒然。希望你能向家人及親友傳遞角膜捐贈的重要性及正
面價值，延續他人光明與希望！　

鄭澤鈞醫生
香港獅子會眼庫教育總監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顧問

日新月異的角膜治療

角膜治療日新月異，複雜程度亦比以往大大提高，幸好手
術儀器和技術也相應地有重大改良，令社會大眾在接受角
膜治療後的生活素質能有著明顯的改善。

以角膜移植為例，眼角膜包含五層，傳統的角膜移植手術
屬穿透性，即把捐贈者的全層角膜移植給病人。然而穿透
角膜移植的風險和併發症較多，術後康復時間亦較長，故
現在已逐步被部分板層角膜移植手術、簡稱層狀移植術取
代。醫生會針對病人出現病變的角膜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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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技術帶來不少好處，除了手術時出血的機會較低，排斥的
機會亦大大減少，病人康復的速度也比較快。

部份接受角膜移植的病人，因為各種原因導致術後排斥的
機會較高。新一代的抗排斥藥能把排斥率有效減低。此
外，香港在本年初成功進行首宗波士頓人工角膜手術，亦
為角膜患者帶來新希望。

對於各種角膜手術的資料，本書能做到深入淺出，普及角
膜病治療的知識，除了能惠及角膜病友和親屬外，亦值得
市民大眾閱讀。

黃澤銘醫生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顧問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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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與受，共享光明

一個「眼庫」的成功，是來自社會人士對「捐贈眼角膜」
的認同。善心的家庭將他們逝世至親的眼角膜捐出，透過

「眼庫」摘取、保存、評估後，交予眼科醫生為眼角膜病
人進行移植手術，改善視力，重見光明。

「眼庫」是由國際獅子會總會港澳三○三區及香港眼科學
會於一九六二年創立，並於一九九二年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成立第一間眼角膜庫，聘請眼角膜聯絡主任及技術人員勸
捐及處理眼角膜。「眼庫」的使命是「助人重見光明」以病
人需要為本。這二十年來，本港市民在逝世後捐出的眼角
膜並用於移植手術的，平均每年有一百八十片。這些眼角
膜捐出來不易，亦需要妥善保存，加以評估確定每一片眼
角膜是適用於移植，才交到眼科醫生手中。

由於眼角膜移植手術不斷提升，令病人接受手術後的併發
症大大减少，視力有更快的康復，「眼庫」的責任是提供
質素良好的眼角膜，促進病人的視力康復。

當眼庫工作人員面對善心慷慨的捐贈家庭及因捐贈而康復
的病人時，心中感到無比欣慰，這真是眼庫工作人員努
力的最大動力！藉此希望「角膜會」與「眼庫」繼續携手合
作，推動社會人士認同捐贈眼角膜，讓施與受之間的精神
聯繫與關懷擴展到每一個市民心中，實在是社會之福！

序言

吳玉儀小姐
醫管局獅子會眼庫經理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顧問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的 
誕生及成長
時間似箭，轉瞬飛逝，1995 年我女兒在我教會舉行婚禮，黃
昏也在樂富酒家喜宴嘉賓。

我的旅行隊王歡愛領隊是我的嘉賓，當天王領隊突然向我請
求，要在酒會籌伍仟元作為成立「角膜會」的開辦費，我立刻同
意支持，經多位領隊和義工協助下，向親友、隊友、教友和議
員們，在不足半小時籌足「角膜會」成立的開辦費。

1996 年「角膜會」在威爾斯醫院成立。我也應邀出席，在王領
隊介紹下，有幸認識林順潮醫生。交談中提及我的右眼因一次
嚴重意外引致失明，經林醫生檢查後，確診是角膜破損穿洞失
去視力。經過 10 多年醫治，現已回復約有兩成視力，能見到
影子晃動。藉此感謝創會顧問林順潮醫生和創會主席王歡愛
女士。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邁進 15 周年，她無私地向全港有需要病
友服務、提供關懷幫助，發揚互助自助、助人助己精神。在同
路人裡分享眼疾心得，建立情誼，也期盼在不斷進步的醫療技
術裡，讓病友們早日重見光明！                                                                                

林勤漢先生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副主席
(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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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角膜的結構
什麼是眼角膜 ?

眼角膜的功能

眼角膜是眼睛最前端的一層透明薄膜，形狀如隱形
眼鏡。

眼角膜可分為五層，其內皮細胞
是眼角膜移植手術成功的重要因
素。健康的內皮細胞呈六角形，
大小相若。

呈六角形的眼角膜內
皮細胞

呈六角形的

眼角膜內皮細胞

(1) 透明的眼角膜可讓光線進入眼睛呈現影像。

(2) 眼角膜上有大量神經細胞，對極輕微的刺激也
很敏感，會立即產生閉瞼動作，保護眼睛。

晶狀體
鞏膜

眼角膜

眼角膜的 5 層細胞圖

基質層

後彈力層

內皮細胞層

上皮細胞層

前彈力層

資料來源：醫管局獅子會眼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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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好像汽車頭的玻璃，若玻璃被弄髒或打破， 需
要清洗或更換。

同樣地，當病人的眼角膜混濁、有疤痕或穿破時，
病人便不能清晰地看東西，甚至失明，所以要進行
角膜移植手術，才可恢復視力。

• 意外受傷而導致眼角膜
潰瘍或發炎

• 眼角膜感染後留下疤痕
• 眼角膜退化
• 先天性眼角膜疾病

角膜創傷

眼角膜的病變

角膜潰瘍

先天性 – 圓錐形角膜

需要角膜移植的原因

資料來源：醫管局獅子會眼庫

角膜捐贈知多少
現時，香港每年約有五百人輪候移植眼角膜，而需
要鞏膜的病患者約為三十至四十人。

年齡

• 眼角膜捐贈者的年齡由足月嬰兒至八十歲 ;
• 鞏膜捐贈者則沒有年齡限制。

時間限制

• 捐贈者的眼角膜在逝世後 12小時內取出最佳，
時間越短，角膜質素越好 ; 

• 鞏膜在捐贈者逝世後 24小時內取出最好。

手術前的眼角膜 – 混濁不清 移植後的眼角膜 – 清晰亮麗

手術前 手術後

合適的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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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全層角膜移植手術
Penetrating Keratoplasty (PK)

全層角膜移植術 

當病人的眼角膜發生問題，變得混濁不清，無法視
物時，便需要更換眼角膜了。患者的眼角膜會被整
層移除，然後換上捐贈者健康的整層眼角膜，才可
恢復視力。但是術後病人可能出現內皮細胞排斥問
題，或是因縫線施力不均勻而造成的高度散光問
題。因此，促進了其後角膜板層移植的發展。

圖片來源：新加坡全國眼科中心

前角膜深層移植手術
Deep Anterior Lamellar Keratoplasty 
(DALK)

當角膜基質層發生問題時，角膜就會變得混濁不透
明，光線影像無法透過，視線因而受阻。但是患者
的角膜內皮細胞層仍然是健康的。這項手術就是要
保留患者自己健康的內皮細胞，只移植混濁的基質
層和上皮細胞層。這樣就可大大減低內皮細胞排斥
情況。

前角膜深層移植手術

眼角膜治療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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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角膜內皮細胞移植手術
Descemet Stripping Automated 
Endothelial Keratoplasty (DSAEK)
胡偉君醫生　香港獅子會眼庫董事局成員

當患者的角膜內皮細胞壞掉時，例如角膜內皮細胞
失養症，或手術後引起的內皮細胞受傷等疾病，我
們只需換掉角膜內皮細胞層，而不需換掉全層角
膜。這樣，只換掉有問題的內皮細胞層，患者便可
恢復視力。術後，病人的視力恢復較快，而且可避
免因傳統的全層角膜移植術後，縫線施力不均勻而
造成的高度散光等問題。 技術員在手術室進行角膜切割手術

• 手術後，傷口只有五毫米，只比
白內障手術傷口大一點。

• 此項手術是在一個封閉式系统下
進行，安全性較大。

• 手術後，不需要針線縫合眼角
膜，因此，沒有因縫線施力不
均而造成的高度散光等問題，
而且，病患者手術後視力康復
較快。

全層眼角膜移植
手術後，需以大範圍針
線縫合角膜。 

眼角膜內皮細胞移植
手術後，不需作縫線處
理，亦不需換掉全層角
膜，令術後效果更佳。

文章節錄自香港獅子會眼庫網頁 http://www.eyebank.org.hk 

眼角膜內皮細胞移植手術（DSAEK) 的特點是：

• 只要移植內皮細胞，產生排斥機會低，而且手
術後視力恢復較快。

眼角膜治療新技術（續）

內皮細胞移植術

圖片來源 : 新加坡全國眼科中心

圖片來源 : 醫管局獅子會眼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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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人工眼角膜手術
Boston keratoprosthesis
黃澤銘醫生

 
部份患有嚴重角膜疾病的病人，例如患上史蒂芬強
森症候群、瘢痕性類天疱瘡、受到嚴重化學損傷、
角膜緣幹細胞缺乏症、嚴重角膜結膜乾燥、或角膜
新增血管的人士，在接受傳統角膜移植後，手術失
敗率比一般患者高。

針對這個難題，美國哈佛大
學醫療團隊一直致力於研發
波士頓人工角膜，並在 1992
年通過美國食品藥物檢驗局
認證，為傳統角膜移植手術
失敗的個案，提供另一選擇。
波士頓人工角膜由生物合成
材料組成，分為四個部份，
當中一部份屬聚甲基丙烯酸
甲（PMMA， 某 些 白 內 障 手
術植入的人工晶體亦屬此物
質），不易出現排斥反應。

波士頓人工角膜分為 4 個部份，合而為一後被縫在
眼角膜位置。

波士頓人工角膜手術

病人只需在手術後 2-3 個月使用類固醇藥物，比傳
統角膜移植時間較短，但需長期使用抗生素眼藥水
及配戴隱形眼鏡來保護人工角膜。波士頓人工角膜
目前是全球最被廣泛使用的人工角膜，而且結果令
人滿意。根據外國研究顯示，在術後 16 個月，波
士頓人工角膜的保持率達 97%，56-83% 患者在手
術後的視力為 20／200 或更好。但亦要留意，因人
工角膜體積的問題，患者在手術後的視野會較小。

2011 年初，香港成功進行第一宗波士頓人工角膜 
手術，為一名鹼性化學角膜損傷的病人移植。他
在手術前僅看到手影，在術後兩個月已進步至
6／15，並維持至今。波士頓人工角膜無疑為角膜
病患者帶來新希望。

眼角膜治療新技術（續）

前部分（PMMA）

捐贈者角膜

後部分（PMMA）

鈦金屬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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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緣幹細胞自體移植手術
Limbal Stem Cell Transplant

一些被化學物品灼傷眼角膜的患者，只要利用本身
沒有受損的角膜組織，取下幹細胞，在實驗室進行
培養後再重新移植回患者受損的角膜上。在美國曾
經 有 112 名 患 者
接受這項實驗，結
果 有 7 成 8 患 者
因此恢復視力。

「骨齒人工角膜手術」又名「以牙換眼」，當一些病
人的角膜及眼球表面患有嚴重疾病的情況，例如嚴
重的化學腐蝕，有角膜混濁兼有嚴重乾眼症，嚴重
的藥物過敏等，患者的角膜無法以藥物治癒及角膜
移植後出現重複排斥情況時，便可嘗試此方法，幫
助患者恢復視力。人工角膜是以很堅硬的透明膠製
造而成；但為了減少排斥，必須以患者自身健康的
牙齒組織及周圍的牙骨去支撐，這個透明膠才能保
留在眼睛裏。此
手術過程複雜，
但成功率可達八
至九成，是同類
患者復明的最後
希望。

骨齒人工角膜手術
Osteo-odonto Keratoprothesis (OOKP)

海峽時報
2004年8月24日

眼角膜治療新技術（續）

唐恩布爾 ( 右 ) 接受了幹細胞移植法，終於讓失
明的眼睛重見光明。

資料來源 : http://www.nownews.com/2009/12/23/327-2549995.htm#ixzz1dykJCn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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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過往對錐形角膜的治療，只限於使用硬性隱形眼鏡
來防止角膜繼續變形，這實屬治標方法。因為問題
出於角膜纖維組織上，所以一般近視眼鏡並不能矯
正此類患者的視力問題。近年，香港引入已在瑞士
進行了多年的治療新技術，不但能防止角膜進一步
變形，還可以復原角膜本來的弧度。

最新的「錐形角膜」治療方法

此治療包含兩部分，首先是為患者進行角膜原交聯
手術（Corneal Collagen Crosslinking），方法是於
眼睛滴上維他命 B2（Riboflvin）藥液，再照射紫外
光射線，令角膜組織釋放一些粒子，使角膜纖維中
的骨膠原緊扣一起，角膜因此而變得堅韌穩定。

單此項治療已有九成療效，可令角膜不再變形。於
此治療數個月後，角膜纖維便會自然緊扣，變形情
況亦會穩定下來。這時候醫生可為病人進行第二部
份的手術。

病因

「錐形角膜」（Keratoconus）是屬於角膜發育異常
的基因突變疾病，問題出於角膜第一層的表皮細胞
層（Epithelial Layer）上，因為此層分泌不明酵素，
令第三層佔角膜組織九成的基質層（Stroma）變脆
弱及下塌，導致角膜由外圍向內收縮，弧度變成錐
形。大部分患者多發生於兩眼，但通常其中一隻眼
發病的速度較快。此眼疾非常罕有，每年約只有二
至三個病例，突變原因尚未十分清楚。

左圖： 當角膜被滴上維他命 B2 及經紫外光照射，會變得堅韌及挺身。 
（下）若沒有為病變的角膜進行上述的特別處理，角膜便會維持平坦，
沒有弧度。

右圖：醫生正為病人進行角膜原交聯手術。

錐形角膜治療新技術
 鄭澤鈞醫生　香港獅子會眼庫教育總監

眼角膜治療新技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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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錐形角膜」的第二部分手術

此手術是於角膜第三層植入兩小片的弧形膠環
（Intracorneal Stroma Ring）， 利 用 膠 環 的 張 力，
來復原角膜原本的弧度。於手術前，病人需進行角
膜細胞掃描，以檢查角膜是否有足夠厚度來植入膠
環。手術當日，醫生首先會在眼滴上痳醉劑，然後
利用激光於角膜層製造通道，隨即植入膠環，最後
用極幼細的縫線補 1–2 針，治療才終告完成。整
個手術約半小時，無須留院觀察。

嚴重的「錐形角膜」患者

約有 5% 的「錐形角膜」病患者，其角膜已嚴重變
形，需要進行角膜移植來救治。但如果整塊角膜更
換的話，當中約有 5 至 10% 排斥機會。幸好現今
有較新的角膜移植方法，能大大減低組織排斥可能
性。最新做法是只換走三層角膜組織，而保留患者
自身的後彈力層及內皮細胞層，排斥機會降至零。

（左圖）弧形膠環十分細
小。醫生會把此膠環植入
病人的眼內；

（右圖）讓病人恢復視力。

角膜捐贈是與非

人造眼球 人造眼角膜

資料來源 : 醫管局獅子會眼庫

患有近視、散光或視力不佳的人，不適合捐贈眼角膜。

無論患有近視、散光、遠視，甚至白內障或做了激光矯
視手術（LASIK）的人士，都可以捐贈眼角膜。

捐贈眼睛會影響逝世者的遺容，對逝世者不敬。

醫護人員會替捐贈者配上一片人造眼角膜；若捐出鞏膜，
則安放人造眼球，以保持捐贈者遺容安祥自然。

長者的視力衰退，不適合捐贈眼角膜。

一般而言，足月嬰兒至八十歲人士都可以捐贈眼角膜，
醫護人員會先檢定眼角膜質素才進行眼角膜摘取手術。

捐贈眼角膜會阻礙辦理親人身後事。

為確保眼角膜質素良好，眼角膜最好在捐贈者逝世
後十二小時內取 出，因此不會阻礙辦理身後事。

眼角膜治療新技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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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Jessie 吳玉儀經理
採訪：王歡愛、陳永康    撰文：陳永康中醫師

無私的奉獻，讓逝者遺愛人間，
   助人重見光明！

香港目前約五百人輪候眼角膜移植手術，有些時候
是突發和緊急的手術，病患者能否重見光明，有賴
眼角膜的供應，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眼庫就擔當
重要的角色。
 
香港最早的眼庫成立於 1962 年，由國際獅子會港
澳 303 區及香港眼科學會共同創辦，命名為「香港
獅子會眼庫」，其後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加入醫管局，
是香港唯一的眼庫。

Jessie 是「醫院管理局獅子會眼庫」的主管，她在
1992 年加入「香港獅子會眼庫」，以前是一位社工，
負責勸捐眼角膜的工作。她推動和見證著香港眼睛
捐贈的歷史，由她來作介紹，實在是最適合不過了。

吳姑娘說 ︰「香港早期的眼角膜都是來自斯里蘭
卡，當地人篤信佛教，相信輪迴，捐贈器官，以作

記認，下世便可再度為人。捐贈眼角膜既簡單，又
不妨礙辦理後事，舉國樂捐，因此有足夠眼角膜供
應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原來如此，為什
麼在 1992 年會在香港開展勸捐眼角膜工作呢？「眼
角膜的供應數量和時間，都是由斯里蘭卡決定和通
知，香港收到通知後，第二天就要到機場接收眼角
膜。斯里蘭卡只供應角膜，沒有捐贈者的病歷和角
膜質量評估資料，在量在質而言，眼庫都很被動。
因此我在 1992 年開始，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勸捐眼
角膜。」

90 年代初，器官捐贈是一個很新的觀念，中國人
對死亡諸多忌諱，更講求『死後全屍』，相信妳會遇
到不少困難和挑戰：「是啊！常常被人拒絕，我能
理解，但不好過。我在病房是屬於不受歡迎人士，
無論是醫生、護士、病人或病人家屬，都不願意看
到我。誰被我勸捐，誰就意味著是瀕危、或者是至

訪問醫院管理局獅子會眼庫
吳玉儀小姐

醫管局獅子會眼庫經理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顧問



24 25

親摯愛離世。雖然如此，見一事，長一智，再加上
當過社工，也開始有成功的例子；那份喜悅，不言
而喻。」

勸捐眼角膜不是硬銷，沒有定額指標，更沒有立竿
見影的成果，是一項移風易俗的工作。有意義的工
作，都需要有先行者，一時間不為人所理解，只要
不氣餒，鍥而不捨，心誠則靈，成功只是遲早的
事。吳姑娘強調 ︰「捐贈者縱使生前有器官捐贈的
意願，但死後還需要得到家屬同意及簽署同意書，
她的遺願才能被完成。」

在 1992 年，香港收集了 43 片眼角膜，其後捐贈
者日眾，自 1997 年開始，就停止從斯里蘭卡輸入
眼角膜，全部靠本地供應及檢定：「2011 年的目標
是 220 至 230 片可用的眼角膜，一般 80–90% 摘
取的眼角膜都可用。眼角膜有 5 層細胞，以往是全
層角膜移植，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2008 年開始，
香港引進角膜切割手術；眼角膜前層有事，換前層，
後層有事換後層。一片捐贈的眼角膜切割為前後兩
片，可使兩名患者受惠。」今天因你的捐贈，別人
受惠；日後你的家屬親友，也會因別人的捐贈而得
益，因此，這份無私的愛可循環不息。

醫管局獅子會眼庫架構精簡，除 Jessie 外，還有
3 名角膜聯絡主任，負責勸捐眼角膜的工作，其中
兩位是社工，運用輔導技巧；一位是註冊護士，熟
悉醫療系統；另外有兩名技術員，負責摘取角膜、
檢定及切割角膜的工作，稍後會增加多一名技術人
員。吳姑娘重視員工培訓 ︰「醫院內的防感染控制
措施，每 18 個月要重溫及練習；聯絡員必須定期
總結經驗和學習溝通技巧。技術員則派往美國培訓
各樣技術，學習掌握及運用儀器的操作，特別是角
膜切割技術。同時也了解外國先進眼庫的運作管理
系統，取長補短，精益求精。」眼庫有嚴格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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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醫院管理局獅子會眼庫（續）



26 27

監控，除了要知道捐贈者的病歷及死因外，還要抽
血化驗四種病毒，包括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愛
滋病毒 及梅毒，並對角膜細胞的狀況進行評級。檢
定過程嚴謹，務求達到世界級的安全水平

眼角膜供應的多少，有
賴香港市民的支持，故
市民的認知和認識，非
常重要；因此，社區宣
傳、網站呼籲，仍然是
重要的：「網站更設有
紀念園地，內有捐贈
者家屬和受惠者心聲，
有“ 施 ”與“ 受 ”的 祝
福。」捐贈者雖然與世
長辭，但愛卻長存，以
其靈魂之窗，帶給別人
希望和光明，那是多麼
的奇妙和精彩。

眼角膜摘取手術流程
訪問：周淵技術主任及汪筱莊眼角膜技術員

周先生說：「當收到眼角膜聯絡主任的通知後，便
會帶著一個黑色的大箱子（手術裝備），趕到醫院的
急症室 ／醫院殮房 ／公眾殮房工作。抵達現場後，
先核對捐贈者的個人資料，然後檢查捐贈者的眼
睛 ﹑身體及四肢有否異常情況，接著進行眼角膜或
全眼球摘取手術，及抽血化驗。眼角膜被摘除後，
會為捐贈者配戴人工角膜；若捐出鞏膜，則安放人
造眼球，再閉合捐贈者的眼睛，清潔及整理遺容，
以確保捐贈者的遺容安祥自然。」整段過程需時個
多小時，捐贈者的眼角膜會被放置在特殊容器內保
存：「回到眼庫實驗室後，必須用儀器測量角膜內
皮細胞的數量、密度和形狀，評估角膜五層細胞的

健康狀況；然後撰寫報
告，等待捐贈者的血液
化驗報告及死因，整理
檔案資料後，沒有異常
情況，便會按照公平及
危急次序的原則，分發
眼角膜到各眼科醫院或
眼科診所，為病人進行
移植手術。」

摘取後的眼角膜，被保存於有藥液的
容器內。

訪問醫院管理局獅子會眼庫（續）

BE A EYE DONOR
H E L P I N G   T H E   B L I N D   T O   S E E

眼角膜是一片如隱形眼鏡般的透明薄膜，
形狀雖小，卻是病人唯一的復明關鍵。

於逝世後捐贈一對眼角膜，便可讓兩名病人重拾視力。
請作出這寶貴的決定，捐贈角膜，遺愛人間！

眼角膜是一片如隱形眼鏡般的透明薄膜，
形狀雖小，卻是病人唯一的復明關鍵。

於逝世後捐贈一對眼角膜，便可讓兩名病人重拾視力。
請作出這寶貴的決定，捐贈角膜，遺愛人間！

眼角膜患者的視力受損，
眼前影像模糊不清；
視力更會逐漸下降，
甚致失明。

捐贈一片小小的眼角膜，
透過移植手術，
便足以改寫病人生命，
創造復明奇蹟！

捐贈眼角膜，
延續愛心與光明，
你、我也可以！

‧ 無論近視、遠視及患上白內障的人士皆可捐贈。

‧ 足月嬰兒至八十歲的人士均可捐贈眼角膜；捐贈鞏膜更沒有年齡限制。

‧ 乙型肝炎帶菌者亦可捐贈眼角膜及鞏膜予同樣患上乙型肝炎帶菌的角膜病人。

‧ 大 部份宗教包括佛教 (Buddhism)、基 督教 (Protestant)、天 主教 (Roman 
Catholic) 及道教 (Taoism) 均支持及認同眼角膜及鞏膜捐贈。

‧ 於捐贈眼角膜後，眼庫工作人員會把人造角膜置於捐贈者眼內，妥善保存捐贈者
的外觀。工作人員會細心地處理每一個步驟，讓捐贈者的容貌保持安祥、自然。 

工作包括： 

‧ 致力推動眼角膜移植的發展，包括購置嶄新醫療儀器及提供專業意見。

‧ 宣揚眼角膜捐贈及推行防盲教育，增加公眾對角膜移植的支持與認識。

‧ 舉辦慈善復明計劃及眼科服務，幫助眼疾患者早日復明。

香港獅子會眼庫
創立於1962年，致力倡導眼角膜及鞏膜捐贈，
是本地唯一的眼角膜與鞏膜收集中心及分發中心。

香港獅子會眼庫
 Lions Eye Bank of Hong Kong

行政辦公室：九龍亞皆老街147Ｋ香港眼科醫院2樓222室
查 詢 電 話：2762-3076/2711-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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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mological Society

香港眼科醫院

眼庫宣傳海報（由香港獅子會眼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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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眼角膜質量，最好在捐贈者逝世後 12 小時
內取出。取出的角膜 14 天內必須用作眼角膜手術：

「如果角膜被切割成兩片，便可給兩位病人移植。
遇到緊急手術時，早上完成細緻的切割，下午就送
達醫院進行手術了。」 

周先生如是說：「捐贈者是偉大的，我們是懷著尊
重和感激的心情，用高水平的服務，去推動器官捐
贈文化。」汪小姐接著說：「捐贈者家人的決定很關
鍵，這是改變別人一生的事，遺愛人間。」

角膜摘取手術，是一項需要獨自完成，高度集中的
精細工作，也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在此向周主
任和汪小姐致敬。

我的哥哥 Ivan 是在去年 3 月初因缺血性心臟病逝
世，享年 37 歲。由於事前並無任何徵兆，所以當
時也不能一下子接受這噩耗，但由於哥哥多年前已
簽下器官捐贈卡，我們也尊重他的意願，於是媽媽
便主動提出將哥哥的器官捐出 – 眼角膜及鞏膜。

面對著摯親的驟然離世，當中的傷痛我深深體會
到，但既已成事實，無論怎樣也改變不了。但從另
一角度去看，將親人的器官捐贈予他人，卻可改變
受助者的命運，甚至可惠及其家人，將自己的不幸
化成別人的祝福，更可看成是親人生命的延續，家
人亦可從中得著安慰！

眼淚成祝福，生命得延續 ─
妹妹 Justina

永恆的愛訪問醫院管理局獅子會眼庫（續）

用於切割眼角膜的儀器

圖片來源：http://vimeo.com/tag:dsa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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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延續 ─ 梁太

先夫在三年多前因車禍離世。記得在當天晚上，我
看著昏迷的他閉上了眼睛，什麼話都沒說就離開
了我。

當我想到，我倆曾經有一個承諾：如果誰先離世， 
就把身體有用的器官捐出，幫助有需要的病人。所
以當下我就毫不猶豫，向護士主動提出，將先夫有
用的器官捐贈給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
 
結婚十二年以來， 我和丈夫有著很多難忘的回憶， 
這一點一滴的回憶和思念都存放於內心的深處，永
不磨滅；肉體是短暫的，最終會跟隨死亡化為塵土； 
但如果，將有用的器官捐贈給有需要的人，那虛幻
的肉體便可在世上延續下去。

因為身體嚴重受傷，先夫最終只能損出一對眼角
膜。我相信他捐出的眼角膜，一定可以令受助者重
見光明，把世界看得更清更遠。
 

器官捐贈不但能令受助者重獲健康，還將愛在世上
延續。生命的長短是很難預知的！唯有「愛」是永
不磨滅。 

積極豁達的偉儼，死後捐出的眼角膜幫助兩位受助
者重見光明，使April（太太）深感安慰。

永恆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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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和祝福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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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器官捐贈
眼角膜捐贈手術進行前，逝世者家屬必須簽署同
意書，因此，請你將器官 ／眼角膜捐贈的意願告
知家人。使你偉大無私的愛得以實現及燃亮別人的
生命。

生命因你再現姿彩

http://www.organdonation.gov.hk go

可登入器官捐贈名冊，進行網上登記 :   

器官捐贈咭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簡介

我們是一群眼角膜病人及其家屬，在接受治療的日
子裡，深深感受到病人之間互相關懷的重要性。所
以，我們於九六年四月創立本港第一個眼角膜病
人互助組織，名為「威爾斯親王醫院眼角膜關懷協
會」。由於病人們的熱烈參與及需求，令會務迅速
發展。我們遂於九九年八月正式註冊為「香港眼角
膜關懷協會」，致力聯繫全港各公立及私家醫院的
同類病人，為他們舉辦活動，藉此互相分享及扶持。

本會為認可慈善團體，設有「執委會」包括正副主
席、文書、財政及聯絡員等均由會員擔任。自二零
零四年一月開始，本會獲得社會福利署撥款，聘請
一位半職幹事；及至二零零八年四月聘請全職幹事，
協助推廣發展會務。

請支持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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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團結本港的眼角膜病人，推動他們積極參與和發揮
互助精神，以眼角膜病人的最大福祉為依歸。

目標

• 推動眼角膜病人及其家人參與會務及活動；

• 提供有益身心的活動，促進病人及家人的
身心健康；

• 宣傳護眼知識及協助推廣捐贈眼角膜；

• 關注眼角膜病人的需要及權益。

本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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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乃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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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芷欣醫生

鄭　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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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排名跟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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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會活動剪影
講座
邀請註冊中醫師、西醫專科醫生擔任嘉賓講者，為
角膜會友及公眾人士舉辦健康講座

會員培訓
透過專業人士（註冊社工、護士、資深義工）培訓
會友，服務角膜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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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及陪診服務
於醫院病房探望角膜病人、到訪學校分享心得、也
為行動不便的角膜病人提供陪診服務 

興趣班
角膜病人也可織冷衫、做健體操及製作美味小吃

角膜會活動剪影

40 41



戶外活動

天氣好 空氣好 心情更好

多做運動身體好 !

角膜會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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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及聚餐

團結就是力量 !

   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

參考網站

 • 香港獅子會眼庫網頁 http://www.eyebank.org.hk

 • 衛生署器官捐贈網上登記名冊 http://www.organdonation.gov.hk

 • 新加坡全國眼科中心 http://www.snec.com.sg

 • 醫院管理局  http://www.ha.org.hk

 • 明行動護眼基金 http://www.afv.org.hk

 •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 http://www.chandangfoundation.org

 •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http://www.retina.org.hk

 • 香港移植運動協會 http://www.hktsa.org

 • 奧比斯 http://www.orbis.org.hk

 • 香港復康聯盟 http://www.rehaballiance.org.hk

 •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http://www.ebenezer.org.hk

 • 香港盲人輔導會 http://www.hksb.org.hk

 •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http://www.hkbu.org.hk

 • 長者資訊網 http://www.elderlyservice.com

角膜會活動剪影

44 45



鳴謝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出版日期：2011 年 11 月
印刷數量：3000 本

會員申請

□ 角膜病患者　　□ 患者家屬

會費：□ 年費 $30 ＊（年費計算日期由每年 4 月 1 日至翌年 3 月 31 日）

　　　□ 永久會員 $300
＊　領取綜緩者可豁免年費，請出示有關證明

加入成為「角膜之友」義工

□ 我願意加入成為「角膜之友」義工（登記費 $20）

捐助「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我願意支持「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並捐助港幣：

$100／$200／$500 ／$1000 ／$___________________ 作為服務經費
備註：捐款港幣 $100 或以上可向稅務局申請豁免稅項

繳費方法  ���������������������������������������������������������������������������������������������������������������

郵寄：以 劃 線 支票，抬 頭寫上「香 港 眼 角膜 關 懷 協 會」，並請 於支票背面寫上 
姓名及聯絡電話，寄回本會。或

存入本會渣打銀行戶口：325-2-043-5366，請寄回入數紙或傳真至
2338 4820（入數紙背面請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 入會 ／義工登記 ／捐款表格
個人資料

姓名：（中）＿＿＿＿＿＿＿＿（英） ＿＿＿＿＿＿＿＿＿＿＿＿＿＿＿＿＿＿＿

性別：□ 男  ／□ 女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 月 ＿＿＿ 日

地址：＿＿＿＿＿＿＿＿＿＿＿＿＿＿＿＿＿＿＿＿＿＿＿＿＿＿＿＿＿＿＿

＿＿＿＿＿＿＿＿＿＿＿＿＿＿＿＿＿＿＿＿＿＿＿＿＿＿＿＿＿＿＿＿＿＿

聯絡電話：＿＿＿＿＿＿＿電郵：＿＿＿＿＿＿＿＿＿＿＿＿＿＿＿＿＿＿＿

簽署：＿＿＿＿＿＿＿＿＿＿＿＿＿日期：＿＿＿＿＿＿＿＿＿＿＿＿＿＿＿





請在下列適當地方加上號

請跟紅線剪開，沿虛線對摺並用膠水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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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中齊醫生、鄭澤鈞醫生、黃澤銘醫生、 
吳玉儀女士及林勤漢先生為小冊子撰寫序文

鄭澤鈞醫生及吳玉儀女士為小冊子的內容提
供專業及寶貴之意見

編輯組：

羅笑芳女士

王歡愛女士

黃麗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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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轉交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請貼上
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