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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比斯

救盲最前線

足球如何改變女孩的命運？

4

放眼看世界

印度比哈爾邦位於尼泊爾鄰近邊界，當地的貧窮率高之餘，更面對著一個嚴
重的問題－女性的性別規範：對女性的經濟剝削、童婚問題，以及不接受女
性得到學習和教育機會的傳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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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全接觸

2

- 向孟加拉盲疾和性別
不公說不

- 奧比斯在秘魯

比 哈 爾 邦 當 地 的 眼 科 醫 院 － Akhand
Jyoti Eye Hospital (AJEH) 於 2006 年創
立，是奧比斯的其中一間合作夥伴醫院，
明白到眼科護理和女性教育是當地兩大
急切的需求，因此想出一個方案，把這
兩個需求結合，打破當地對女性的傳統
觀念與成見：只要父母允許他們的女兒
學習足球，AJEH 便會為這些女孩提供免
費教育，並在女孩畢業後，培訓她們取
得專業資格，成為該醫院的視光師和護
理人員。

- 眼瞼下垂可大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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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不出所料，很多父母也很抗拒這個
概念，亦只有少部分的父母願意讓女兒
嘗試。然而，發展至今，當地已有 140
個女子加入了這間眼科醫院的「足球學
校」，當中有 7 個女孩更成為了比哈爾

邦足球隊成員；2 個女孩已是印度國家
隊的足將；25 個女孩是實習視光師。這
10 年 間，AJEH 已 進 行 了 65,000 個 眼
科手術，當中有 80% 是免費，每年更為
300,000 個病人配眼鏡，這些成就都歸
功於這些「足球學校」畢業的護理人員。
現時醫院和附屬眼科中心的醫護人員有
78% 是女性；當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
這些女生的家庭也能告別貧窮生活，而
被她們醫好的病人，也能步向光明前路。
奧比斯與 AJEH 的合作，是改變當地女
性階級問題與當地眼疾人士命運的重大
里程碑；我們希望延續取得的成就，繼
續支持 AJEH 的「足球學校」計劃，以
倡導眼科知識和培訓更多女性眼科醫護
人員，讓更多女性能看見頭上的一片天。

www.or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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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盲最前線
感謝您過去一年的支持
衷心感謝本澳各界在過去一年對奧
比斯的熱心捐助。在2017年，奧比
斯澳門辦事處籌得澳門幣逾一千九
百萬元善款。感謝您們的慷慨捐助，
點亮無數眼疾患者的希望，讓他們
有能力自力更生，重見自信人生。
奧比斯的義務醫生在培訓醫護人員

及治療病人的同時，也燃亮更大的
救盲使命感，為更多眼疾患者帶來
光明。
去年奧比斯在多個發展中國家推行
了一系列長期防盲治盲項目，眼科
飛機醫院分別到訪越南、喀麥隆和

孟加拉，重點培訓當地的醫護人員，
以及進一步提升發展中國家的醫療
技術。2018年眼科飛機醫院亦計劃
於四個國家進行救盲任務，為全球
眼疾患者帶來光明希望。

2017 年國際奧比斯救盲成果

醫護人員培訓
62,381 項

視力篩查
5,044,198 人次

手術或激光治療
96,398 人次

其他眼科治療
8,776,120 人次

向孟加拉盲疾、貧窮和性別不公，說不！
位處貧困國度的孟加拉，接近一半
人口活在貧窮線下，在溫飽的邊緣
上掙扎，在落後醫療制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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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痛苦也只能默默承受。
眼見當地女性受著不公的待遇而得
不到治療機會，奧比斯以及當地的
合作伙伴，透過 Qatar Creating
Vision 計劃，成立了眼科中心
Singra Vision Center (SVC)，讓當
地女性重拾光明希望。SVC 由三位
眼科醫護人員 Minufa、Rumpa 和
Kalpona（相片左至右）負責管理，

www.orbis.org

而她們清一色是女性。她們積極為
當地女性爭取醫療權益，在當地人
所皆知；受到她們的倡導，許多婦
女主動尋求治療。
「生活在這社區的女性對眼睛健康
沒有任何認識，對於眼疾治療的知
識更是貧乏。很多眼疾患者要等待
一段長時間才能得到治理，而且要
長途跋涉才能到醫院接受治療。現
在，中心已成功每兩星期轉介 5 位
白內障患者到醫院進行手術，讓她
們再次重拾光明。」SVC 醫護人員
Rumpa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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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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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顯光明
奧比斯慈善獎券2018
奧比斯於 2018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
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奧比斯慈善獎
券」義賣活動，為兒童防盲救盲項
目籌募經費，讓眼疾孩子重見藍天
白雲。今年我們邀得 Monco
Creation Limited 協助，派出可愛
的 Monchhichi 化身宣傳大使，身
穿義工制服、手執捐款袋出現在各
款宣傳品上。

奧比斯

美高梅連續十年支持奧比斯慈善獎券活動，
並再度蟬聯籌款額最高機構榮譽。

「奧比斯慈善獎券」抽獎儀式於 6
月 5 日於奧比斯澳門辦事處舉行，
並由義務核數師梁鳳鳴小姐在場見
證。我們在此祝賀各位得獎者，並
衷心感謝各個支持單位及捐款者的
熱心支持，讓更多孩子「看得見」！
奧比斯

奧比斯小義工支持慈善獎券街頭推廣活動。

我們也必須感謝各位大小義工們與
Monchhichi 看齊，於 5 月份的街頭
推廣日穿上義工制服向市民募捐。
同時，OK 便利店及多間商戶為奧
比斯代售獎券，而永利渡假村、金
沙中國、新濠博亞及美高梅亦邀請
奧比斯到他們旗下各間酒店的後勤
區設置攤位作義賣，我們衷心感謝。

奧比斯鳴謝各支持單位：
AJ Hackett Macau Tower Ltd.，Dora Tam 設
計有限公司，Life by Original，OK 便利店 ( 澳
門 ) 有限公司，Original Technology Ltd.，
V. Casa Spectacles，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氹仔城區有限公司，永利渡假村 ( 澳門 ) 股份
有限公司，加德士石油 ( 澳門 ) 有限公司，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佳能香港有限公司澳門辦
事處，美高梅，泰國亞洲航空，悠生醫療中心，
康泰旅行社 ( 澳門 ) 有限公司，新濠博亞娛樂
有限公司，銀河娛樂集團，噴射飛航，澳門
十六浦索菲特酒店，澳門文華東方酒店，澳門
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澳門國際銀行，澳門
電訊有限公司，澳博新葡京

Dr. Rishi 獲選 IAPB 救盲英雄
加入奧比斯工作十年，Dr. Rishi
Raj Borah（圖右）獲選國際防盲
協會 (IAPB)2017 年救盲英雄，高
度肯定他在印度的救盲工作。現
時，印度兒童救盲計劃由 31 個兒
童眼科中心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
兒童救盲網絡，Dr. Rishi 功不可沒。

願工作。2004 年，Dr. Rishi 加入
了奧比斯在印度東北部的伙伴醫院
擔任項目經理，把社區工作的寶貴
經驗及知識，融入了兒童救盲之中，
協助奧比斯伙伴醫院克服重重挑戰，
發展成全面的兒童眼科中心，他的
工作改變了數百萬名兒童的生活。

國際防盲協會 ( The International

Dr. Rishi 說，在奧比斯的每一日，
都猶如新的一天。他工作上不時會
接收到伙伴醫院的電話，向他分享
成功的喜悅，例如找到了支持項目
的資金，這些都是他一直堅持下去
的動力。「照顧兒童、確保他們生
活快樂及得到保障，是我們作為成

Agency for the Prevention of
Blindness ) 救盲英雄計劃，主要嘉

獎前線人員，肯定他們在社區聯繫
及對恢復視力的貢獻。Dr. Rishi 原
是一名獸醫 ，但他從大學時期開
始，已經在不同的慈善機構擔任志

年人及公民的責任。兒童是我們的
未來，如果我們不去照顧他們，誰
會呢？」

奧比斯

www.or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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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看世界
奧比斯在秘魯
住在秘魯偏遠鄉郊的 Alanis Segura 八歲前從來不知道「看得清」是什麼回事，也不敢想長大後有什麼成就。她
討厭上學，沒有朋友，連做功課和看課本也感到極度困難，學業成績更不堪一提。Alanis 患先天性斜視，兩顆眼
珠內斜。因為她的樣子，同學們常取笑她，Alanis 變得內向，沒人願意和她當朋友。

Geoff Oliver Bugbee / 奧比斯

眼科飛機醫院團隊四年後再遇 Alanis，她已亭亭玉立，而且開朗自信。

直至 2011 年，媽媽得知 430 公里
外的魯名略城 (Trujillo) 有一所眼科
醫院，她毅然帶著女兒經過七小時
車程求醫。奧比斯夥伴醫院
Instituto Regional de Oftalmología
(IRO) 將 Alanis 轉介到奧比斯飛
機醫院，成為教學案例，培訓鄰近
地區的醫護人員兒童斜視手術的技
巧。手術很成功，但 Alanis 仍需長
期配戴一副厚厚的矯視眼鏡，才能
完全改善視力與外觀。
秘魯位於南美洲，人口超過 3,000
萬，擁有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天
空之城」馬丘比丘，是全球旅遊人

www.orbis.org

士趨之若鶩的美境。美麗背後，該
國卻有超過 170 萬像 Alanis 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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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兒童眼科
服務，以及「新興」的眼疾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

醫院亦先後 6 次飛抵秘魯，不單直
接治療眼疾病人，更重要是培訓當
地眼科醫護人員，以提供持續的眼
科服務。飛機醫院每次到訪，都得
到當地傳媒如電視台、報章及社交
媒體的廣泛報導，大大提升宣揚救
盲訊息的效果。

Trujillo 所屬的拉利伯塔德區 (La
Liberated Region) 是農業社會，主
要出產甘蔗及稻米，貧困比率達
50%，是國內資源及知識較貧乏且
交通隔涉的區域，一般居民難以得
到有水準的眼科服務。因此，奧比
斯於多年前與 IRO 合作，眼科飛機

2018 年 4月，眼科飛機醫院再次飛
抵當地進行為期三周的培訓項目，
繼續與 IRO 攜手加強當地眼科人員
的醫療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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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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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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培訓。
計劃還特別擴展至實習醫生，讓新
手醫生有機會處身不同模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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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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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ff Oliver Bugbee / 奧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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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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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救盲項目後四年，眼科飛機醫院再次於 2015 年到訪秘魯，重遇 Alanis 並為她檢查。Alanis 說：
「我一輩
子都不會忘記當天經歷，我還清楚記得護士姐姐給我戴上一個香香的士多啤梨氣味口罩讓我入睡，還有送給我
那可愛的小熊公仔，直到今天它還陪伴著我。我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獸醫，治療貓狗。我會努力，我有信心做
得到！」

超過14萬名秘魯失明人士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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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受損人口
1,750,000 人

每次飛機醫院救盲項目，奧比斯都會培訓當地各種眼科醫護人員，包括：
每一位受訓醫生於不同培訓範疇，如兒童斜視、青光眼、眼部整形、角膜及白內障手術等，都獲得
技術提升。過往他們沒有能力做、做得不夠好或甚至不敢做的手術，現已掌握得更好。許多無助的
眼疾病人，現在有可信任的治療渠道。
每一位受訓護士，都能提供更專業的服務。診所護士學到血管造影、視網膜斷層掃描等技術；而手
術室護士則學會手術室管理、手術流程、各類儀器消毒技巧及如何教育大眾護眼知識。
每一位受訓生物醫學工程師，學會保養各類醫療器材、了解醫院需要、提供新儀器採購建議、及教
導醫護人員使用儀器的正確方法等，讓醫護人員更安心地進行診斷及手術。

www.or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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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展色彩
奧比斯衷心感謝本澳各界市民及機構支持，以各種方式籌募善款，為眼疾病人開展光明視野。

形象數碼由2017年開始舉
辦義賣活動，顧客消費滿一
定金額時，商戶代顧客捐贈
指定金額予奧比斯，活動舉
辦至今年 6 月下旬結束，合
共為奧比斯籌得 21,660 元
善款。

鉅記餅家於 2017年再次為奧比斯
進行禮盒義賣，收益不扣除成本全
數捐贈奧比斯，籌得澳門幣55萬元
善款，讓奧比斯培訓更多眼科醫護
人員，解決無辜喪失視力的悲劇。
義賣活動現今踏入第六年繼續進
行，鉅記餅家將繼續於全澳各分店
義賣四款餅食禮盒，期望幫助更多
眼疾病人和醫護人員。

共贏慈善會於今年 4 月於澳門文化
中心舉行「黑暗與光明」慈善音樂
會，奧比斯獲邀為受惠機構之一，
獲捐贈澳門幣100,000 元。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於今年 3 月舉
行年度步行籌款活動，奧比斯有幸
再次成為受惠機構之一，獲師生捐
贈澳門幣 100,000 元救盲經費。

全城慈善會藉著成立兩周年
會慶，於今年 6 月下旬舉辦
慈善晚會，以主題飾物及慈
善獎券義賣，為奧比斯籌得
澳門幣60,000元善款，支持
救盲工作。

Geoff Oliver Bugbee / 奧比斯

延續生命亮光
請支持保單捐贈
奧比斯歡迎本澳市民遺愛人間，
於投保時將部分投保額捐贈奧比
斯，讓您對生命的熱情，延續為
助人復明的曙光。
若您是保險代理人，我們亦呼籲
您向客戶介紹奧比斯保單捐贈計
劃，有關詳情請與奧比斯澳門辦
事處聯絡。
2830 0787 鄭小姐
www.or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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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全接觸
眼瞼下垂可大可小 雙眼瞼下垂或患嚴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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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比斯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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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兒童個案都是單眼眼瞼下垂，只
有小部分為雙眼眼瞼下垂。雙眼眼
瞼下垂病情通常都會比較嚴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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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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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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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黑色位置多於五分之一被眼瞼覆
蓋，便可以界定為眼瞼下垂。由於

在香港，眼瞼下垂並非常見疾病，
臨床上每年大概有10宗新症，但李
醫生呼籲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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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手術。

Geoff Oliver Bugbee / 奧比斯

慷慨解囊
信用卡網上捐款

www.orbis.org/macau-donate

奧比斯如何運用2017年的捐款?

網上銀行捐款平台

大豐銀行：個人網上通
中國銀行：e 道 / e 網 / 直銷銀行
華僑永亨銀行：網上理財服務

澳門通

手機 app 「 MPay 澳門錢包 」

www.or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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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彩動向
一年容易又中秋！無論您是大人還是小
朋友，歡迎您身體力行，將明月光帶給
眼疾病人！請即登記參加奧比斯「愛心
獻光明」中秋街頭推廣日，在本澳街頭
向市民推廣奧比斯中秋禮品，籌募更多
復明善款！
日期：9 月 15 日
地點：高士德區街頭
登記電話：2830 0787
奧比斯

視障非必然！全球現有 3,600 萬人失明，
但 75% 視障其實可以預防或治療。奧比
斯「愛眼行動 2018」即將舉行，誠邀大
家一起終斷視障，杜絕無辜失明！
活動日期：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
活動詳情：www.orbis.org/mo-afs

奧比斯

歡迎緊貼奧比斯網絡平台，
接收最新救盲情報和活動資訊！
澳門奧比斯 Orbis Macau
www.orbis.org

澳門板樟堂街 16 號 F-L
顯利商業中心 2 樓 32 室
澳門郵政信箱 478 號

www.orbis.org

電話
傳真
電郵

+853 2830 0787
+853 2835 6061
info.macau@orbi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