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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比斯義務眼科醫生Dr. Oetting強調模擬
技術是加強手術技巧的最佳工具。

用最先進的
模擬技術
促進手術培訓

Geoff Oliver Bugbee / 奧比斯

被譽為「人生必到一次」的秘魯，擁有馬丘比
丘「天空之城」，是全球旅遊人士趨之若鶩的
美境。美麗背後，該國卻有超過170萬視障人
士，看不清他們身處的紅色土壤。他們迫切需
要基本的眼科醫療來預防及治療眼疾，當中包
括早產嬰兒視網膜病變和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今年四月，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飛抵秘魯
特魯希略進行為期三周的培訓項目，與長期伙
伴–眼科培訓組織The Regional Institute of
Ophthalmology再次攜手合作加強當地眼科人
員的醫療技術。這已是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自
1982年後第六次在秘魯進行的救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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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以往不同，今次行動以模擬技術來加強整體
的培訓效果。嶄新的模擬中心和培訓計劃融合
了最先進的模擬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科學、外
科手術和醫學知識，為整個眼科醫療團隊，包
括醫生、護士以及麻醉師進行全面的培訓。計
劃還特別擴展至實習醫生，讓新手醫生有機會
處身不同的模擬手術環境，反覆練習複雜的手
術技巧，加強日後治療眼疾患者的信心。

來自美國愛荷華大學的眼科教授及奧比斯義
務眼科醫生 Dr. Thomas Oetting 直言:「眼
睛是非常寶貴的器官，當我們為別人進行
手術時必須謹慎，盡最大的努力好好為患
者治理雙眼，力求萬無一失。對眼科醫生
來說，模擬訓練絕對是一個最佳的工具讓
他們做到最好。」
除了運用模擬技術培訓外，為期三星期的
眼科飛機醫院行動亦進行了不同講座、病
例討論、手術觀察、實踐培訓、研討會和
專題討論等，為當地眼科團隊提供持續的
醫學教育，合力預防可防治的失明個案。

青光眼是永久失明的致盲眼疾，致盲率位居全球第
二，奧比斯一直在發展中國家傳授青光眼的預防知
識，並重點培訓醫護人員診治技巧。
小 兒 眼 科 醫 生 D r. Ok t a r i a n a 於 2 0 0 5 年 接 受 了 奧
比斯培訓，今日已經成為一位小兒青光眼專
家，她說：「奧比斯給予我多方面的裨益，從
如何處理眼疾個案，到手術時的安全性以至細
緻的手術縫合技巧等，看似微小的培訓內容，
卻令我對先天性小兒青光眼有更多的了解，
終生受用。」

超過14萬名秘魯失明人士需要你的
支持，讓他們走出黑暗。
主要致盲眼疾:早產嬰兒視網膜病變、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早產嬰兒出生率: 7.2% (每年)

成人糖尿病患率: 5.2%

失明人口: 145,000人

視力受損: 1,750,000人

了解更多

放
眼
全
球

美國:

秘魯:

加勒比地區:

全身檢查迎接更多
救盲任務

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上街發聲

模擬訓練加強醫護人員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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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這社區的女性對眼睛健康根本沒有
任何認識，對於眼疾治療的知識更是貧乏。
很多眼疾患者除了要等待一段很長時間才能
得到治理外，她們總是需要長途跋涉才能到

/奧

眼見當地女性受著不公的待遇而得不到公平
的治療機會，奧比斯以及當地的合作伙伴，
透過Qatar Creating Vision計劃，成立了孟加
拉的眼科中心Singra Vision Center (SVC)，
讓當地女性重拾光明的希望。SVC由三位眼
科醫護人員Minufa、Kalpona 和 Rumpa負責
管理，跟其他眼科中心不同，這三位管理人
員清一色是女性。她們積極為當地女性爭取
醫療權益，付出的努力人所皆知，受到她們
的感染當地不少婦女主動尋求眼疾治療。

醫院接受治療。現在，中心已成功每兩星期
轉介五位白內障患者到醫院進行白內障手
術，讓她們再次重拾光明。」SVC醫護人員
Rumpa說。

/奧

位處貧困國度的孟加拉，接近一半人口活在
貧窮線下，他們在溫飽的邊緣上掙扎，由於
醫療制度落後，一家人若不幸患上眼病，就
只有一家之主擁有治療的機會，女性和兒童
地位偏低，再苦再痛也只能默默承受。

be

b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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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孟加拉盲疾、
貧窮和性別不公，說不！
奧比斯

Geoff Oliver Bug

Geoff

Geoff Oliver B
ugb

1

2月

4月2至20日

5月14至25日

奧比斯經常提醒大家每年要進行
一次眼睛檢查，確保視力健康。
知道嗎？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都
要定期驗一驗，今年二月，這架
「鐵翼天使」飛抵美國亞利桑那
州，進行年度大維修及檢查，確
保飛機上所有自給自足的設備包
括發電機、冷氣機、濾水機以及
手術時所用的氧氣設施等等，合
符安全標準，以迎接下半年在蒙
古、加勒比地區以及非洲的救盲
行動。

眼科飛機醫院已第六次在秘魯
進行醫療培訓項目，與以往不
同，這次救盲之旅，奧比斯眼
科飛機醫院的機組人員被當地
政府及合作伙伴醫院共同邀
請，參與當地傳統升旗儀式，
並高舉寫上預防「糖尿病」的
標語，表態關注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的危機，同時呼籲民眾每
年進行眼睛檢查。奧比斯相信
只要能夠團結各地的決策者，
提倡眼科護理服務的重要性，
才是最有效打擊盲疾的方法。

今年第二個眼科飛機醫院救盲行
動已在加勒比地區的巴貝多進
行。為期兩個星期的醫療培訓項
目中，首個星期是利用模擬技術
向眼科醫生、護士及麻醉師進行
技巧培訓，而第二個星期是手術
教學示範，針對眼疾包括青光
眼、白內障、斜視以及視網膜病
變等。來自牙買加、千里達島、
蓋亞那以及巴貝多的眼科醫護人
員積極參與有關培訓，以及與來
自世界各地的頂級眼科專家進行
交流及學習。

再次感謝Minufa，Kalpona和Rumpa三位救
盲女傑，向孟加拉盲疾、貧窮和性別不公勇
於說不！

每月捐助

HK$500
或以上

資助補給眼科飛機醫院醫療行動所需物資或選
購獨特的飛機紀念品。
www.orbis.org/supportstation
奧比斯

每月捐助港幣500元，持續資助眼科飛機醫院救
盲項目，幫助眼疾患者接受手術同時作育眼科
專才。
www.orbis.org/partnersinsight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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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眼體驗x分享會
全年

眼
睛
透
視

捐出Club積分
全年

星月瞳賞中秋義賣
7月至9月

本
地
籌
款
活
動

06
07
今年2月奧比斯舉辦了一場蒙眼體驗x
分享會，邀請「奧比斯Running Woman」
方健儀分享去年參與埃塞俄比亞路跑及參
觀當地救盲項目的點滴。未來數月，我們
會再舉辦分享會，除了嘗試於黑暗中享用
茶點外，參加者還可了解更多奧比斯的工
作，請留意電郵通知。

The Club 鼓勵會員捐出 Club 積分，以行
動支持奧比斯的全球救盲工作，實行以愛
心成就光明希望。

一年容易又中秋! 今年很高興繼續得到著
名漫畫師「馬仔」鼎力支持，設計今年的
低糖月餅盒。大家注意今年將推出限量版
馬仔「Tote Bag」中秋套裝。中秋禮品將
於7月中開始接受訂購，詳情請參閱奧比
斯網站。

www.theclub.com.hk

懷舊盲俠行 今宵聚良朋
11月10-11日
奧比斯年度夜行籌款盛事盲俠行今年大玩

眼瞼下垂可大可小		
雙眼瞼下垂或患嚴重疾病

懷舊風，20公里夜行帶你遊走流金歲月，

Geoff Oliver Bugbee / 奧比斯

在現今智能手機及電子產品泛濫下，大家最關
注的兒童眼疾離不開近視、遠視及散光等，但
是對於眼瞼下垂，大家又知多少? 如果沒有及時
發現及治療，引起的問題其實可大可小。
奧比斯義務眼科醫生李琬微指出，小兒眼瞼下
垂成因主要是提瞼肌發育不良，令眼瞼不能向
上抬起，此病症除了會影響外觀，嚴重的個案
會由於眼瞼壓迫眼角膜，引起嚴重屈光不正，
甚至弱視。她說，大部分兒童個案都是單眼眼
瞼下垂，只有小部分為雙眼眼瞼下垂，而後者
通常都會比較嚴重，部分更和嚴重疾病，例如
心臟病、睪丸發育不良、重症肌無力或腫瘤等
有關聯，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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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醫生解釋，醫學上如果眼珠黑色位置被眼瞼
覆蓋多於一毫米，或眼珠黑色位置有多於五分
之一被眼瞼覆蓋，便可以界定為眼瞼下垂。由
於多數個案是單眼瞼下垂，外觀上出現大細
眼，大部分在一歲左右會被發現問題，其他病

徵包括孩子由於視線被遮擋，會仰頭視物，經
常「頭𩓥𩓥」，甚至出現肩頸痛。病情輕微的
個案雖然只影響外觀，但也有機會影響兒童自
信心發展和社交，嚴重的個案更會做成屈光不
正、弱視、永久影響視力，需要以手術治療。

重溫奧比斯多年來的救盲足跡的同時，更
帶大家回到七八十年代香港的光輝歲月，
重溫舊日好時光，絕對值得期待。今年盲
俠行將於七月底接受報名，不要錯過這個
精彩萬分的夜行派對!

活動日期 : 2018年11月10日 – 11日
步行路線 : 沙田運動場 → 大尾篤
全程約20公里
步行時間: 約六小時

「買走黑暗」換來光明
9月1日至10月11日

奧比斯世界視覺日
10月

埃塞俄比亞路跑光明之旅
11月14至20日

誠邀各大商戶加入「買走黑暗」的行列，
精選黑色/黑暗物件作慈善義賣，將部份
或全部收益捐出，讓顧客購物之餘亦能做
善事，幫助眼疾人士走出黑暗。

在世界各地散播光明種子，絕非輕而易
舉，一次救盲任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 力 和 財 力 。 今 年 10月1１日「 奧 比 斯 世
界視覺日」期盼獲得你的支持，將救盲重
任共同承擔。不論捐款多少，均可獲紀念
襟章一枚，捐款港幣１,000元 或 以 上 更 可
獲限量版襟章套裝。

若你滿腔熱血、喜歡挑戰，就不容錯失這
趟改寫生命的非洲之旅！奧比斯今年將繼
續組隊參與非洲最大型的「埃塞俄比亞國
際路跑賽」。旅程中，參加者除了為當地
眼疾患者跑步籌款外，更可參觀奧比斯當
地救盲項目，並親身體驗埃塞俄比亞獨有
的奇風異土。

在本港眼瞼下垂並非常見疾病，臨床上每年大
概有10宗新症，但她呼籲家長如果孩子有眼瞼
下垂，應定期覆診檢查視力和屈光度數，和醫
生溝通最適合的手術方式和時間，但無須過於
心急讓孩子接受手術。
Benny/ 奧比斯

www.orbis.org/hkwsd_shop

www.orbis.org/hkwsd

www.orbis.org/GER2018

小
支
持
大
意
義

負責分區業務。多年來，他曾到台北、
雅加達等地工作，並最終回到香港度過
餘生。
縱使Walter多年來忙碌工作，但他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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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人
生

且不斷晉升，更先後被派到泰國及香港

生命有限
大愛無限
一封有關奧比斯遺產捐贈者的信

的熱誠不減，生前一直支持多個慈善團
體，當中奧比斯更是他最喜愛，持續每
月捐款從沒間斷的慈善機構，支持時間
超過二十年了。另外，Walter亦是一位
熱心助人、充滿憐憫之心的人，當年得
悉一位年輕朋友遇溺身亡，他便立即

沒有人能預知生命的長短，然而，當生

慷慨捐助其太太及兩個孩子，好讓他們

命完結，你希望遺留下怎樣的人生足

不用擔心生活。Walter亦很喜歡結交朋

跡？或許這一封有關一位奧比斯遺產捐

友，關懷他人需要，每年農曆新年，他

贈者的信可能給你一點點的啟發……

也會預備一些寫上自己中文姓名的紅封

支持奧比斯
每月捐款計劃
以自己或親友名義作每月
捐款，讓奧比斯持續推動
世界各地的眼科醫療培訓
及護眼教育，合力掃除全
球不必要失明。

包送給有需要的人。
「作為Walter Robert Kent的摯友及摯
親，我們想介紹一下這位奧比斯忠實支

雖然Walter已經離開我們，但他的大愛

持者的生平。Walter出生於美國紐約布

仍在，他所慷慨捐贈給奧比斯的遺產，

魯克林一個天主教家庭，有六兄弟姐

將會繼續為世界各地的眼疾患者帶來永

妹。他曾就讀於當地的聖法蘭西斯書院

恆曙光。」

(St. Francis College)，並於1967年成
功進入了一所大型銀行工作，表現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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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Bravender 及 Ed Kent
2018年1月31日

Ooboo Lai/ 奧比斯

Hiyuki/ 奧比斯

奧比斯精美賀禮捐獻計劃，帶來「1+1」的愛心
更多詳情:
2595 0263
www.orbis.org/mthly

音樂無疆界
愛心無界限

發揮一技之長
擴大救盲力量

活出有意義的
人生

音樂無彊界，愛心也無界限。一群充滿

雖然只得11歲，年紀小小的鋼琴家璁

想挑戰自我，同時幫助

愛心同時又醉心曲藝的善長仁翁將興

聰已是奧比斯的多年支持者。除了數年

更多眼疾患者帶來生命

趣轉化成愛心力量，去年12月於沙田

前他已開始為奧比斯嘉年華及「食走黑

的改變嗎?立即在奧比斯

大會堂舉辦了一場名為「喜見彩霞襯艷

暗」慈善晚宴義務演出外，近年更將鋼

網站設立你的個人籌款

陽」慈善音樂會，以歌聲為眼疾患者

琴表演的報酬捐助奧比斯，希望所有眼

網頁，隨時隨地廣邀親

重拾光明希望。音樂會當日高朋滿座，

疾孩子同樣擁有學習的機會，跟他一樣

友支持你的善舉。

各位表演者出錢捐助奧比斯之餘，更以

可以發揮所長。2015年，璁聰更想到

動聽的歌聲及精湛舞台造手酬謝一眾

義賣演奏光碟為奧比斯籌款，在父母的

知音。為了募集更多善款幫助眼疾人

支持下開始籌備錄製，並於今年初在奧

士，他們更於現場進行義賣，將籌得的

比斯網站開設籌款網頁，廣邀親朋好友

港幣27萬元善款全數捐贈奧比斯。

支持，將善款全數捐助奧比斯，以音樂
才華為眼疾病人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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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www.orbis.org/
hkonline-fundraising

想在特別日子(如結婚、新生寶寶、生日等等)為親友
準備一份有意義的禮物嗎？當你參與「賀禮捐獻計
劃」，奧比斯會代你將心意賀卡及你所揀選的奧比斯
禮品速遞到親友手中，告訴他/她你已經以他/她的名
義作出捐款，讓他們同時感受你的心意與幫助別人的
雙重喜悅。

體貼小熊
只要簡單一變，可愛的體貼小熊就會變成舒適頸枕，
絕對是收禮人出差或小休時的貼心良伴。
港幣$780 (當中包括港幣$500可扣稅捐款)。
選購詳情及其他精美禮品
2595 0263 捐款服務部

www.orbis.org/gift

Geoff Oliver Bugbee/ 奧比斯

Barcode在手 捐款全天候
奧比斯將向捐款者提供「個人捐款Barcode」，方便大
家於香港各區的OK便利店、VanGO便利店及華潤萬家
超級市場以現金捐助奧比斯。捐款後，奧比斯將自動根
據閣下捐款紀錄上之登記地址或電郵發出捐款收據。請
參閱隨附的捐款表格(如適用)或致電捐款服務部。
2595 0263 捐款服務部

將遺產延續愛的心願
將部份遺產、保險投保額或已故親友的帛金捐贈奧比
斯，你和已故者的愛心將為孤立無援的失明人士和他的
家人帶來曙光。
2508 7003 劉小姐

www.orbis.org/legacy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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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比斯

保護眼睛 由小開始
奧比斯多年來致力向公眾教育及推廣護眼知識，早前更於3月24日至4月2日假又一城舉行一連十日
的護眼教育展覽，提升本港家長和幼童的護眼意識之餘，並鼓勵幼童養成日常護眼習慣以及進行戶
外活動時戴上能阻隔紫外線的太陽眼鏡。為了讓家長於孩童成長期間更能掌握他們眼睛的健康，是
次展覽於公眾假期設有免費視力檢查，由一視瞳仁義務視光師為三歲以上小童進行測試，整個展覽
期間一共為372位小朋友完成視力檢查。
奧比斯香港於全港幼稚園推行「愛眼小特工」活動，盼提升本港家長和小朋友的護眼意識，參與學
校之學生可獲得《愛眼小特工訓練手冊》，透過為期兩星期的特訓，一步步讓家長和小朋友在日常
生活中學習護眼知識。為鼓勵小朋友於戶外活動時配戴
防紫外光太陽眼鏡保護雙眼，培養良好的護眼習慣，慷
慨捐款的學生更可獲贈由瞳視一家贊助的防紫外線兒童
了解更多
太陽眼鏡乙副，對抗紫外線對眼睛的傷害。
www.orbis.org/eyecareweek

玻璃瓶設計工作坊
美麗與光明結合

「海航 – 奧比斯
跑向光明」慈善跑

國際護膚品牌VALMONT於今年
三月在尖沙咀海港城舉行慈善義
賣，亦別具心思製作慈善玻璃瓶
設計工作坊，讓公眾發揮藝術創
意之餘，慈善義賣的收益及工作
坊的報名費更不扣除成本，全數
撥捐奧比斯為眼疾患者帶來光明
美麗的人生，是次活動為奧比斯
籌得超過港幣15萬元的善款。

海航國際於4月14日(星期六)假
香港科學園舉辦第二屆「海航 –
奧比斯跑向光明」慈善夜跑，承
接去年活動的成功，除了五公里
賽事外，今年更增設十公里及三
公里，吸引接近2,000名跑手齊
帶上發光手帶為失明人士跑出黑
暗。活動報名費用及籌得的善款
不扣除任何成本，全數捐贈予奧
比斯作救盲用途，共籌得超過港
幣58萬元。

以色彩為眼疾人士
帶來希望
Faber-Castell於 三 月 份 完 成 了
首屆大型慈善繪畫創作比賽
《「珍惜‧欣賞」色彩為世界帶
來的美》，透過藝術創作比賽為
奧比斯籌款。參加者以雙手繪出
充滿色彩的夢想，並鼓勵大家學
懂珍惜及欣賞世界。參賽的費用
全數捐贈奧比斯，讓更多生活在
黑暗的眼疾人士獲得重見世間色
彩的機會。想舉辦慈善活動為奧
比斯籌款？詳情請致電 2595 0263。

支持世界視覺日
贊助機構分享:
「我們很高興再次成為奧比斯世界視覺日的首席伙伴，與奧比
斯攜手擊退黑暗，讓愛燃亮世界視覺日。」

比

斯

唐秀珊小姐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策劃部總經理 首席伙伴機構

2018
春
夏

「我們很榮幸能聯同奧比斯，一起幫助眼疾人士重見光明。
看得見並非必然，我們會繼續支持奧比斯的救盲工作。」

/奧

蒙眼午餐
體會視力的寶貴

2017-2018奧比斯學生大使運動已完滿結束，學
生大使們於校內舉行了創意無限的籌募活動。聖
士提反書院本年則舉辦了便服日為奧比斯籌款，
他們更為活動設計出獨一無二的貼紙，並將點字
的元素融入其中。他們更會於六月中旬進行圖書
設計比賽，透過愛心義賣籌款，亦會將完成品派
贈予發展中國家的小朋友，將愛心傳遍世界。

奧比斯獲安盛慈善基金的鼎力支持，於全港小學
推行「蒙眼午餐」，此活動已第七年推行，旨在
讓小朋友以一頓午餐的時間戴上眼罩，體驗失明
人士於黑暗中進食，領悟出視力的寶貴。學生
只須捐款30元就可獲可愛的小玉眼罩及點字書
簽乙套。2018蒙眼午餐已有38間學校參加，約
15,000名小學生進行蒙眼體驗。

en

ny

你我都可出分力
學生籌募活動

B

如欲了解更多奧比斯學界活動詳情，請致電
鄭小姐2508 7026

Mr. Hanspeter Kerner
高樂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 全力支持機構
Stephen/ 奧比斯

「世界視覺日」定於每年十月第二個星期四舉行，目
的是要教育公眾保護視力，並強調杜絕可預防盲疾的
重要性。藉著今年10月11日世界視覺日，奧比斯希望
公眾關注眼睛健康之餘，更鼓勵各工商機構、政府團
體、學校以至個人一同關愛失明人士，踴躍參與「奧
比斯世界視覺日」活動。大家只要作任何捐款，均可
獲得奧比斯紀念襟章乙個，活動將於七月初接受報名。
2508 7033 蘇小姐

www.orbis.org/hkwsd

「我們致力透過提供光去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很高興今年能
與奧比斯攜手支持全球救盲行動，幫助眼疾人士重見光明。」
周家俊先生
飛利浦照明香港有限公司 高級市場經理 伙伴機構

「很高興繼續參與支持2018年世界視覺日！那份團隊精神，用
諸我們的工作上，一直起著鼓舞性的作用，使我們獲益良多。」
陳祖成先生
新豐珠寶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 伙伴機構

鳴謝
賀禮捐獻計劃 — 婚禮篇
James & Connie
Kan & Jackie
Ryan & Carman
Tony & Ellen
Vincent Law & Savita Chong
庚浩及可凝
國良及美雅
天樂及曉靆
穎銘及春怡
宗樑及麗珍
卓倫及安瑩
駿龍及健秋
智恒及倩雯
恩亮及穎琳
莊振邦先生及李芷茵小姐
盧至信先生及謝天欣小姐
陳正豪先生及蕭賽璇小姐
陳衍龍先生及黃靜小姐
陳禧信先生及林逸寧小姐
馮慶然先生及莫惠玲小姐
朱潤堂先生及羅靜雯小姐
安聲彪先生及趙令珩小姐
夏健基先生及陳詠芝小姐

鄭國俊先生及周安沂小姐
陳俊傑先生及區嘉欣小姐
桂昶先生及呂慧英小姐
宋栢恒先生及葉㛢嫻小姐
吳偉藝先生及鍾寶瑩小姐
鍾思琪先生及陳梓榮小姐
何春明先生及張燕珊小姐
鄭家豪先生及許天恩小姐
林澔弦先生及虞姿婷小姐
賴柏堅先生及唐玉純小姐
何鑑亨先生及柳曉彤小姐
周文泰先生及林翠怡小姐
蕭子文先生及梁曉彤小姐
陳震宇先生及陸美靜小姐
楊璟璘先生及李碧盈小姐
李子嵐先生及丘穎琳小姐
黃兆基先生及伍恩嬅小姐
黃樂培先生及何倩文小姐
毛海龍先生及蕭穎賢小姐
羅裕庭先生及何幗靖小姐
林天恩先生及黃裕婷小姐

賀禮捐獻計劃 — 生日篇

步步獻光明2018

奧比斯慈善獎券義賣2018

Christina Chak
Gabriel Deom
劉鳴蕙小朋友
蔣幸澄小朋友
高承皓小朋友
何君兒小朋友
梁鎧琪小朋友
洪阡洋小朋友
劉倩芠小朋友
李妍喆小朋友
柯卓琳小朋友
崔始源先生
黃偲妍小朋友
黃晟琅小朋友
鄧漢平先生
譚少鳳小姐

場地贊助
香港國際學校
贊助
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聯邦快遞
源真號電子商貿有限公司
利高印刷有限公司
匯泉國際有限公司
寬泰貿易有限公司
Tim Tam
永安旅遊
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Cityfit
媒體贊助
I Love MAMA
晴報
Sunday Kiss
TOPick

3M香港有限公司
雅蘭企業有限公司
阿甘蝦餐廳
牛頭牌
大家樂快餐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張毛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港麗酒店
香港沙田萬怡酒店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法特意有限公司
Erborian
香港四季酒店
六國酒店
GODIVA Chocolatier (Asia) Limited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香港黃金海岸酒店
捷成集團
Le Creuset Hong Kong Limited

個人籌款網頁及活動

L'Occitane en Provence
Maximal Concepts Limited
香港海洋公園
飛利浦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毅成戶外用品
香港萬麗海景酒店
隆堡集團有限公司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有限公司
銀鑛灣渡假酒店有限公司
聖諾盟健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
牛奶有限公司－惠康
柏寧酒店
香港半島酒店
中環·石板街酒店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國際繽紛郵輪

Megan & Mama
薛凱琪歌迷會
黃曉南先生
Prudence Soul / Sport Club

愛眼小特工2018

蒙眼午餐2018

捐款滿港幣50,000元或以上之機構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

贊助
天皇星企業國際有限公司
瞳視一家眼鏡有限公司
媒體贊助
Baby Kingdom
Baby-mo
黃巴士

全力支持
安盛慈善基金
贊助
天皇星企業國際有限公司
媒體贊助
Baby Kingdom
Baby-mo
黃巴士
其他支持
奧比斯義務眼科醫生 李琬微醫生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4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imited
Asia Elite Incorporation Ltd
金得來投資有限公司
Bloomberg L.P.
BOS Trustee Limited
嘉富高洋行有限公司
紫霞園有限公司
智韜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China Daily Hong Kong Limited
Club HKT Limited
Cosmopolitan
CVL Cosmetics Hong Kong Ltd
Dao Yin Chinese Medical Ltd
鼎權慈善基金
謝婉儀醫生紀念基金
經濟一周

使命伙伴

昂坪360有限公司
澳加光學有限公司
Openrice Limited
Protech Century Ltd
Raymond And Company
Rena Creative Products Ltd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道德善堂有限公司
Unique Treasures Ltd
許文貴父子基金會有限公司
偉高模型有限公司
英華書院

e-Zone
高意兄弟環球有限公司
Golden Bond Capital Resources Limited
孩之寶遠東有限公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HSBC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Kam Lee Fung Watch Products Ltd
奇華餅家有限公司
Lighting Enterprises Limited
L'occitane (Far East) Ltd
義生洋行
麥銘昌福音慈善基金
Maxson Services Limited
都市日報
金濤實業製品有限公司
新假期

行動伙伴

辦公室贊助

愛眼伙伴
天德行海陸產品有限公司
Teem Luck Hong
Sea-Land Products Co Ltd

泛亞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Fantas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九龍觀塘鴻圖道21號訊科中心5樓C室

Orbis Hong Kong

W. www.orbis.org | T. +852 2595 0263 | F. +852 2505 5179 | E. info.hk@orbis.org

慷慨解囊
一次性捐助港幣$

每月定期捐助港幣$

公司捐款（CY1873211）

個人捐款（CY1870832）

信用卡捐款
Visa

Master

UnionPay

AE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月

年

( 須於三個月內有效 )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信用卡簽發銀簽行

英文姓名/ 公司名稱

信用卡持有人簽署

中文姓名
聯絡人

日間聯絡電話

出生日期

香港身份證號碼

地址

奧比斯香港

（只用作避免捐款者記錄重複）

(請盡量以英文填寫)

簽名必需與閣下之信用卡簽名完全相同，表格上如有任何塗改，請在旁簽署。
每月捐款 本人授權奧比斯由本人之信用卡戶口每月轉賬上述賬款。
此授權在本人信用卡之有效期過後及發新卡仍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收據

一年內累積捐款達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免稅。
每月捐款正式收據將於每年四月寄奉，以便你填寫報稅表。

郵寄收據

捐款者編號(如適用)

日期

電郵收據

本人不需收據

若收據抬頭並非捐款者本人，請以英文列明

電郵地址
通訊語言

中文

英文

支票一次性捐款，支票號碼:
(抬頭請寫「奧比斯」)
網上捐款

www.orbis.org/donate-online

若捐款人姓名或地址/電郵欠奉，恕不能發收據。
您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以上資料只會用作寄發收據、報導救盲活動、籌募及各項活動推廣用途。如不希望收
到： 1. 所有奧比斯郵寄的郵件； 2. 所有奧比斯的電子郵件，請在適當的空格加上「X」號，並可選擇以
郵寄、電郵或傳真交回。
請將此回條連同捐款寄回香港郵政總局信箱7419號奧比斯收。
信用卡捐款者可將此回條傳真至(852)2858 8888 以代替郵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