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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周一嶽醫生

自一九九五年成立至今，康青會一直以互助精神致力為青光眼病者發展多元化服

務，以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並協助他們融入社會。貴會與政府及其他機構不斷

保持緊密合作，為青光眼病者提供醫院探訪、電話輔導、健康講座及病友分享會

等多項重要的社區支援服務，成績有目共睹，實在令人鼓舞。

欣逢康青會服務十年紀念誌慶，我謹向貴會全體人員致意，感謝各位多年來竭誠

服務社會，並且表揚各位的卓越表現。

祝願貴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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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會主席
李文彬

助人自助  共創光明

「久病床前無孝子」，這句話充分反映了長期病患為病人及家庭所帶來的壓力及負擔。

孤立無援是長期病患者常有的感覺。一般來說，患者為了避免加劇對家人的負累，未能將心

中的憂慮與家人傾訴。家人亦未有經歷過有關病患，對患者的感受缺乏切身的體會，對患者

的情緒困擾束手無策。病人自助組織的產生，正是針對上述的情況，為患者帶來情緒的支持。

在病人自助組織內，患者以同路人的身分，彼此支持，發揮「同病相連」的效應。

康青會是香港唯一的青光眼病人自助組織，在十年前由一群熱心的青光眼患者及一群醫護人

員的支持下成立。雖然政府所提供的資源極為有限，但在他們的積極參與下，會務蒸蒸日上，

會員數目直線上升，在青光眼患者中發揮助人自助的功能。康青會更積極參與社區教育活

動，與其他關注眼疾的團體合作，促進市民對青光眼的認識，避免青光眼於無聲無息下偷走

了我們的視力。

在此祝賀康青會在過去十年成功發揮助己助人的精神，又祝願康青會更進一步，為香港、為

國內的青光眼病人共創光明。

社會褔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陳肖齡女士

人生在世，只要曾經患病或經歷過至親生病的情況，都可體會到健康並非必然。嚴重疾病亦

往往帶來很多問題，如身體殘障、需要他人照顧、經濟困難、家庭成員角色轉變等，使病患

者及其家屬均感到焦慮和不安。康復路上，除了尋求和信任專業人士的幫助及治療外，若能

夠與同路人分享經驗和交流資訊，也可大大提高病患者及其家屬面對治療及康復過程的信心。

病人自助組織一向積極推動同路人之間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為焦慮不安的病患者及其家屬

揭示生命的積極意義，並提供各類支援，協助他們適應病患所帶來的種種困擾。除此以外，

病人自助組織更經常以過來人身分倡導疾病及殘疾的預防，在推動公眾健康教育方面，貢獻

良多。

事實上，自助運動在香港的發展已有相當歷史，早於六十年代第一個殘疾人士的自助組織已

經成立。自九十年代開始，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自助團體的活動更為活躍。一直以來，社會

福利署都十分支持自助互助組織的發展。我們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津助社區復康網絡服務，為

長期病患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並協助病人自助組織的發展。我們亦自二零零一年開始，撥

款資助自助團體的互助及發展計劃，康青會便是獲社署撥款的自助團體之一。

康青會創立至今已有十年，一直努力不懈地為青光眼病患者提供互助服務，並積極向社會大

眾推廣護眼知識，成績有目共睹，實在值得嘉許。適藉貴會出版十年服務紀念特刊，我謹祝

你們的會務發展更進一步，並期望你們充分運用社會上各方面的資源，發揚自助互助的精神，

合力推動香港成為一個健康、互助關懷的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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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贊助人
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
賴福明醫生

康青會是一個專為青光眼病患者而設立的非牟利互助組織，自創會以來，一直不遺餘力，努

力不懈，為青光眼的患者、康復者與及家人，在治療和康復的道路上，提供適切的輔導，支

援及關懷。

青光眼是非常普遍的眼疾，任何年齡人士均有機會患上，而年紀越大，則患上青光眼的機會

則越高，故此青光眼已經成為全球成年人主要致盲的眼疾。青光眼較為特別之處，就是患者

通常並不易察覺病症逐漸形成，至後期視覺出現明顯問題時，可能已嚴重損害視力。因此，

只有越早發現及治療，才是最有效控制病情的最佳方法。

視覺是每個人最珍重和無法取代的感觀之一，故此青光眼患者和家屬在治療前、治療過程中

及康復期間均可能會面對恐懼、憂慮、情緒低落、精神困擾及生活上亦因視力衰退而有很多

需要適應的地方。幸好一群青光眼患者於一九九五年，在竭力克服自身的病患困惑之餘，還

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以同路人身份，關懷其他病友，分享復康心得，攜手步過一段崎嶇的

路途。他們那份堅毅及無私奉獻的精神，令人敬佩萬分。

康青會過往十年來的成績實在有目共睹，服務更日趨多元化，包括醫院探訪、「同路人」電

話輔導、病人分享聚會、健康講座、義工服務及興趣小組等。欣逢康青會出版服務十載紀念

特刊，本人藉此機會衷心祝賀  貴會，願康青會會務繼續茁壯成長，自強不息，惠澤社群，

並祝願每位參與康青會的會員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
莊陳有

憑著信念，康青會發揮了病友間「自助、助人」之共濟精神，共同為青光眼疾病而奮鬥，十

年的成果，是過往經過各位不斷的付出和努力而得來的，這實在是值得鼓舞的十年。

如有病患，當然希望得到醫治，重見光明；但假若失去了視力是否等於失去了一切？其實，

還有兩種醫治是同樣重要的：心靈治療和社會治療。「心靈治療」告訴我們，只要增強自信，

失明是可以克服的。然而，沒有「社會治療」，諦造平等的機會讓我們參與社會，沒有法例

保障我們有平等的權利接受知識和機會，醫治並不是週全的。

我深信，只要我們攜手合作，在不同的層面獲得醫治，光明的天空必然在我們的眼前出現。

再次祝賀康青會服務社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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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第十一屆幹事會主席
廖繼成

康青會會務顧問
許少萍醫生

康青會成立至今剛過了十年了，回想它從構想、凝聚「同病人」、收集過來人(其他病友組織) 

的經驗和指導、尋求醫護人員和眼科醫生的支持及社會賢達的贊助，在在都有賴很多會員的群

策群力和熱忱。

康青會 — 復康青光眼病者 — 之命名，在創會時由一位現已移民海外的青光眼病友所擬出，當

時各人認為這名字很有積極鼓勵性，所以一致贊同，以名言志，作為康青會成立的宗旨。

經過這十年的耕耘，康青會雖然規模不大，但它已開始得到政府部門、眼科、醫療、社福和各

界的認識和認同其宗旨。四年前得到社會福利署撥款聘請會務助理，令會務能更有組織和系統，

奠定將來發展的基礎。除了提高市民對青光眼的常識外，推動會務、發揮病友互相鼓勵、互相

扶持的精神、送暖人間，亦是這些年來看到的成果。

在這本紀念特刊，我希望向所有「康青」耕耘者致意⋯⋯名單實在太多⋯⋯不能盡錄。只要想

一想市民大眾在十多年前對「青光眼」的認知，和現時普羅大眾對「青光眼」的常識及關注、

就不難對這些耕耘者有個交代，沒有浪費了他們的支持和力量。

謹祝康青會各會員、會友和所有人「前景光明」，會務穩步發展，將來可以服務更多的病友和

市民。

康青之路 — 
病友互助互勉之耕耘路 回想十年前，當康青會尚在雛型時，整個會就只得寥寥數位病友和他們的家屬；但在本會顧問

許少萍醫生、梁錦滔先生和陳萃菁小姐的積極鼓勵和大力協助下，我們便戰戰兢兢的踏上了 

「病人自助組織」的第一步，雖然這第一步只是一小步，但對本會的發展來說，郤是勇敢的一

大步。

 

在這十年來，我們見證了康青會的成長；會員人數由四十多增至四百多，起初零星的活動發展

成為現在多元化、定時定點舉行，備受會友歡迎有益身心的活動，部分經費亦獲得社會福利署

撥款資助，大大增加了本會的認受性。我們的服務宗旨和對象也不再單局限於會員朋友，而是

擴展至社會大眾，包括學校、醫院、老人中心和其他社區人士等。

展望將來，康青會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把過往累積的經驗發揚光大，力求進步；除了加強會

員間的溝通聯繫外，更要在實際生活上為會員送上關心和支持，使病人的互助精神發揮更大的

效益。

另一方面，我們也會進入社會，向市民推廣宣傳護眼知識，特別是介紹青光眼病，讓大眾認識

青光眼病所造成的傷害，使患者能及時發現眼疾，接受治療。

本人謹祝康青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各位朋友眼睛明亮，生活愉快。

主席的話

許少萍醫生被眾康青會會友寵稱為「康青之母」。

為了使青光眼病患者可以互助互勉，患者及家人可以加深認識青光眼病的治療，減少他們的焦慮

及徬徨，許醫生發動病人及家屬，組織了「康青會」這個病人互助組織；並一直擔任會的會務顧

問，指導及協助會務的成長，使康青會除了是病友的快樂大家庭外，更能扮演教育社區人士認識

青光眼病的角色。

自有康青會，便有廖繼成的出現，可以說是與康青會一起成長的。外表沈默、踏實，心裡則滿肚

密圈，是執委會內智囊團的中堅份子。雖然他的眼疾對他的影響頗為深遠，但是，憑著他的堅持、

熱誠及家人的支持，對康青會一直不離不棄，堅守崗位，與大伙兒並肩作戰，推動會務不遺餘力。

除了出席康青會活動外，他更積極參與其他有關視障人士的專業學術研究，不斷增值自已。他對

生命充滿希望，積極面對的精神，對一群青光眼病人來說，實是一個正面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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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第十一屆幹事會主席
廖繼成

康青會會務顧問
許少萍醫生

康青會成立至今剛過了十年了，回想它從構想、凝聚「同病人」、收集過來人(其他病友組織) 

的經驗和指導、尋求醫護人員和眼科醫生的支持及社會賢達的贊助，在在都有賴很多會員的群

策群力和熱忱。

康青會 — 復康青光眼病者 — 之命名，在創會時由一位現已移民海外的青光眼病友所擬出，當

時各人認為這名字很有積極鼓勵性，所以一致贊同，以名言志，作為康青會成立的宗旨。

經過這十年的耕耘，康青會雖然規模不大，但它已開始得到政府部門、眼科、醫療、社福和各

界的認識和認同其宗旨。四年前得到社會福利署撥款聘請會務助理，令會務能更有組織和系統，

奠定將來發展的基礎。除了提高市民對青光眼的常識外，推動會務、發揮病友互相鼓勵、互相

扶持的精神、送暖人間，亦是這些年來看到的成果。

在這本紀念特刊，我希望向所有「康青」耕耘者致意⋯⋯名單實在太多⋯⋯不能盡錄。只要想

一想市民大眾在十多年前對「青光眼」的認知，和現時普羅大眾對「青光眼」的常識及關注、

就不難對這些耕耘者有個交代，沒有浪費了他們的支持和力量。

謹祝康青會各會員、會友和所有人「前景光明」，會務穩步發展，將來可以服務更多的病友和

市民。

康青之路 — 
病友互助互勉之耕耘路 回想十年前，當康青會尚在雛型時，整個會就只得寥寥數位病友和他們的家屬；但在本會顧問

許少萍醫生、梁錦滔先生和陳萃菁小姐的積極鼓勵和大力協助下，我們便戰戰兢兢的踏上了 

「病人自助組織」的第一步，雖然這第一步只是一小步，但對本會的發展來說，郤是勇敢的一

大步。

 

在這十年來，我們見證了康青會的成長；會員人數由四十多增至四百多，起初零星的活動發展

成為現在多元化、定時定點舉行，備受會友歡迎有益身心的活動，部分經費亦獲得社會福利署

撥款資助，大大增加了本會的認受性。我們的服務宗旨和對象也不再單局限於會員朋友，而是

擴展至社會大眾，包括學校、醫院、老人中心和其他社區人士等。

展望將來，康青會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把過往累積的經驗發揚光大，力求進步；除了加強會

員間的溝通聯繫外，更要在實際生活上為會員送上關心和支持，使病人的互助精神發揮更大的

效益。

另一方面，我們也會進入社會，向市民推廣宣傳護眼知識，特別是介紹青光眼病，讓大眾認識

青光眼病所造成的傷害，使患者能及時發現眼疾，接受治療。

本人謹祝康青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各位朋友眼睛明亮，生活愉快。

主席的話

許少萍醫生被眾康青會會友寵稱為「康青之母」。

為了使青光眼病患者可以互助互勉，患者及家人可以加深認識青光眼病的治療，減少他們的焦慮

及徬徨，許醫生發動病人及家屬，組織了「康青會」這個病人互助組織；並一直擔任會的會務顧

問，指導及協助會務的成長，使康青會除了是病友的快樂大家庭外，更能扮演教育社區人士認識

青光眼病的角色。

自有康青會，便有廖繼成的出現，可以說是與康青會一起成長的。外表沈默、踏實，心裡則滿肚

密圈，是執委會內智囊團的中堅份子。雖然他的眼疾對他的影響頗為深遠，但是，憑著他的堅持、

熱誠及家人的支持，對康青會一直不離不棄，堅守崗位，與大伙兒並肩作戰，推動會務不遺餘力。

除了出席康青會活動外，他更積極參與其他有關視障人士的專業學術研究，不斷增值自已。他對

生命充滿希望，積極面對的精神，對一群青光眼病人來說，實是一個正面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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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前主席
姚玉玲

康青會創會主席
鄧國輝

時間的巨輪，不斷地轉動，轉瞬間康青會已經服務社會超過十年了。回想當年，遠在1994年

創會的時候，因時勢的需要，醫管局非常鼓勵不同病類人士自我組織起來，互相照顧及交流。

因此，一群青光眼病人，便由許少萍眼科顧問醫生組織起來，策劃創會事宜。

我們有幸得到「病人自助組織聯盟」前主席陳萃青小姐，及「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梁錦

滔先生幫助及指導下，向警務處及稅務局登記註冊正式成為非牟利慈善團體，康青會便由此時

誕生了。

 

有云「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小弟不才，被幹事們選為首屆主席，遂四出向會友及支持康青

會的朋友募捐，終於籌得港幣二萬多元作為本會之營運經費。

 

在1995年1月，第一屆幹事會終於成立了，本人感到非常欣慰。隨後十年，目睹歷屆主席及幹

事同心努力，推動會務蒸蒸日上。我們的工作可以從以前只照顧病友及家屬事宜，到現在進展

到社區發展，推行健康教育工作。不但在社區，甚至推至學校及廣播媒介進行灌輸對青光眼的

認識。除了邀請醫生講述有關醫學上的知識，更會邀請本會病友分享其心路歷程，並得到各大

眼藥廠之贊助及支持，令此類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本人期望在康青會積極推廣以及教育社會人士及病友認識青光眼之時，更多青光眼病人可以及

早發現眼疾，得以盡早控制及治療病情。更希望有更多病友及家人能加入康青會有意義的義工

和幹事行列，協助會務發展更進一步，繼續為病友及家屬謀福祉。

康青會十年我見
康青會於一九九五年成立，本人有幸於當日見證了整個過程。

　　　

康青會萌芽於成立前一年，由本會會務顧問許少萍醫生親自發起，召集了十數位青光眼病人及

家屬，並向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徵用了兩位社工協助下，合力進行籌備工作。經歷了無數

的風風雨雨，終於發芽、開花了。

　　　

在過去十年光景內，有六個年頭是本人擔任主席職務的。從第一屆主席鄧國輝先生手上接過這

光榮且艱巨的使命後，本人頓感覺到波濤的衝擊，船身的震動，實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由於沒

有這方面的經驗，又要肩負著這重大的使命，唯有將船速加快，邊學邊做，加上社工的經驗，

會友的團結，共同奮鬥，加快了我們的成長步伐。此時此刻，立定決心，堅定不移地向戎標前

進 ! 一年又一年，感受實在太深、太深了。

　　　

今天，康青會的根基站穩了，會務發展愈趨成熟，逐漸從「保母」的懷中脫離出來，進駐香港

及以外地域，秉承了康青會的精神、宗旨，開拓新的路向、範疇，為病友及市民大眾提供更多

有關方面的資訊及服務。往後日子，希望再有更多的十年回顧，記載我們的一切一切，讓康青

會永遠存在，並在我們的眼前展開了一條更寬更廣的道路。

前主席的話  

鄧國輝作為康青會第一屆主席，策動一群青光眼病患者及家屬組織康青會，從創會籌組階段至成

立，到今天已發展了十年。 作為創會主席的工作成績，己得大家肯定，功勞不少。

卸任主席後，鄧先生並沒有退出康青會，反而居於幕後，繼續協助會務發展。不斷提供寶貴經驗

，積極參與，事事關心。無論外務、內務、探訪、編輯或其他突發工作，總有他的份兒。是康青

會一個不可多得的元老幹事。

姚玉玲從創會開始，已服務康青會。更在十年內肩負了六年主席之責，成績斐然，有目共睹。 

除了作為會的領導，她更不時兼擔各項活動的主持。口材出眾，氣定神閒，多勞任怨，是一個組

織及領導能力高強的「義勇軍」。

目前，她仍然活躍會務。由於她多材多藝，辦事能力高，所以在幹事會中各項會務，她必有參與

的份兒。 這本特刊裡面刊載的相片，大部份也都是她的珍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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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前主席
姚玉玲

康青會創會主席
鄧國輝

時間的巨輪，不斷地轉動，轉瞬間康青會已經服務社會超過十年了。回想當年，遠在1994年

創會的時候，因時勢的需要，醫管局非常鼓勵不同病類人士自我組織起來，互相照顧及交流。

因此，一群青光眼病人，便由許少萍眼科顧問醫生組織起來，策劃創會事宜。

我們有幸得到「病人自助組織聯盟」前主席陳萃青小姐，及「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梁錦

滔先生幫助及指導下，向警務處及稅務局登記註冊正式成為非牟利慈善團體，康青會便由此時

誕生了。

 

有云「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小弟不才，被幹事們選為首屆主席，遂四出向會友及支持康青

會的朋友募捐，終於籌得港幣二萬多元作為本會之營運經費。

 

在1995年1月，第一屆幹事會終於成立了，本人感到非常欣慰。隨後十年，目睹歷屆主席及幹

事同心努力，推動會務蒸蒸日上。我們的工作可以從以前只照顧病友及家屬事宜，到現在進展

到社區發展，推行健康教育工作。不但在社區，甚至推至學校及廣播媒介進行灌輸對青光眼的

認識。除了邀請醫生講述有關醫學上的知識，更會邀請本會病友分享其心路歷程，並得到各大

眼藥廠之贊助及支持，令此類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本人期望在康青會積極推廣以及教育社會人士及病友認識青光眼之時，更多青光眼病人可以及

早發現眼疾，得以盡早控制及治療病情。更希望有更多病友及家人能加入康青會有意義的義工

和幹事行列，協助會務發展更進一步，繼續為病友及家屬謀福祉。

康青會十年我見
康青會於一九九五年成立，本人有幸於當日見證了整個過程。

　　　

康青會萌芽於成立前一年，由本會會務顧問許少萍醫生親自發起，召集了十數位青光眼病人及

家屬，並向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徵用了兩位社工協助下，合力進行籌備工作。經歷了無數

的風風雨雨，終於發芽、開花了。

　　　

在過去十年光景內，有六個年頭是本人擔任主席職務的。從第一屆主席鄧國輝先生手上接過這

光榮且艱巨的使命後，本人頓感覺到波濤的衝擊，船身的震動，實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由於沒

有這方面的經驗，又要肩負著這重大的使命，唯有將船速加快，邊學邊做，加上社工的經驗，

會友的團結，共同奮鬥，加快了我們的成長步伐。此時此刻，立定決心，堅定不移地向戎標前

進 ! 一年又一年，感受實在太深、太深了。

　　　

今天，康青會的根基站穩了，會務發展愈趨成熟，逐漸從「保母」的懷中脫離出來，進駐香港

及以外地域，秉承了康青會的精神、宗旨，開拓新的路向、範疇，為病友及市民大眾提供更多

有關方面的資訊及服務。往後日子，希望再有更多的十年回顧，記載我們的一切一切，讓康青

會永遠存在，並在我們的眼前展開了一條更寬更廣的道路。

前主席的話  

鄧國輝作為康青會第一屆主席，策動一群青光眼病患者及家屬組織康青會，從創會籌組階段至成

立，到今天已發展了十年。 作為創會主席的工作成績，己得大家肯定，功勞不少。

卸任主席後，鄧先生並沒有退出康青會，反而居於幕後，繼續協助會務發展。不斷提供寶貴經驗

，積極參與，事事關心。無論外務、內務、探訪、編輯或其他突發工作，總有他的份兒。是康青

會一個不可多得的元老幹事。

姚玉玲從創會開始，已服務康青會。更在十年內肩負了六年主席之責，成績斐然，有目共睹。 

除了作為會的領導，她更不時兼擔各項活動的主持。口材出眾，氣定神閒，多勞任怨，是一個組

織及領導能力高強的「義勇軍」。

目前，她仍然活躍會務。由於她多材多藝，辦事能力高，所以在幹事會中各項會務，她必有參與

的份兒。 這本特刊裡面刊載的相片，大部份也都是她的珍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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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第四屆及第五屆主席
吳國生

康青會自一九九五年成立以來，一直為本港青光眼患者提供適切服務對患者及其家人給予幫助

和支持。

康青會在許少萍醫生帶領下，盡心服務社會的熱誠，我深為敬佩。社會需求隨時代變遷，但康

青會服務社群，互助互愛的精神郤始終不變。

謹借康青會十年紀念特刊出版之際，向幹事會仝人致敬。我深信康青會今後仍會秉承助己助人

的宗旨，再接再厲，為青光眼病者謀取福利。

最後，希望各位會友能夠團結一致，繼續支持康青會，使會務蒸蒸日上。

前主席賀詞

因一次小意外吳國生患上青光眼，亦因一次偶遇令他加入了康青會。在經歷旁觀者、會員、幹事，

而至主席步伐期間，在不計其數的聚會中，都流露了他沉實穩重和心思慎密的風采。

另方面，他平易近人，處理會務及會議，井井有條，信心十足。在主席任期內，他加強內部幹事

及會員間的協調及溝通。同時，亦加強與傳媒及其他機構合作，令康青會在他領導下得到空前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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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十載情康青

康青會健教顧問
譚志勤

轉眼間康青會已踏入她的第十一個寒暑，當日各會務顧問和創會會員在籌組會議上的熱切討

論，至今仍瀝瀝在目。

一屆接一屆的執行幹事新舊交替，至終不變的是他們的熱情和誠意，最叫我感動不已的，是

他們並未有因為自己本身作為長期病患者，而對社會或其他人要求更多；反之，常在他們心

裡縈繞的，是自己可以為其他人付出甚麼，這從康青會的多元化會務發展中，我們可以充份

體會到這份高尚的情操。

我謹借此機會在這裡向各位致敬，並祝願康青會同人的努力，能繼續為病友帶來支持、勇氣

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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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十載情康青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伍杏修

自助組織進一步發展的反思
首先恭賀康青會成立十周年，我謹代表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同寅祝賀各會員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會務更進一步。

　　

過去十年間，康青會和社區復康網絡在推動病友自助互助和社區復康方面緊密合作，互補不

足，為康青會會友和患眼疾朋友提供適切服務。在此，我非常感謝康青會在過去的日子，一

直支援我們的工作，盼望在往後的時間也能繼續給予我們鼓勵和指導。

　　

近年來，病人自助組織在醫護人員和社會工作者的協助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紛紛提出他

們的訴求。這種現象，除反映出病人積極參與和社會工作者較有意識和系統推廣互助網路的

成果外，也凸顯了現行醫療與復康服務的隙縫和不足之處。這正是病人自助組織發展的契機

和空間。隨著自助運動趨向成熟，自助組織的工作和效益亦漸漸被政府和市民大眾認同。年

前，社會福利署開始為自助組織提供較為穩定撥款，這實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在面對病人自助組織的進一步發展，我想提出幾個關鍵的課題供各會友反思和討論。第一：

目前不少自助組織發展至會員人數過千，這應該是值得高興的，因為會員人數多反映自助組

織受歡迎，亦較容易獲政府和慈善基金的資助。一般情況下，會員人數多並不等如互助程度

高，相反，執委會要照顧過千會員，會出現力不從心現象。我經常聽到一些會員懷緬昔日會

員人數不多時，互相關顧幫忙的情境；給我的印象是，互助精神已經不知不覺間消失了！我

明白自助組織不能設定最高會員名額，拒人於千里。故此，問題在於自助組織如何能維繫眾

多會友？自助組織的核心服務應是甚麼？如果推動會友間自助是其一，該如何深化自助互助

精神？我看見不少的自助組織已開展了地區互助小組，讓會員可按其興趣、住區、患病的程

度等組成不同的互助小組，每小組由1至2名會友輪流擔任組長，在就近和方便的環境下，繼

續參與自助組織的活動，發揮互助精神。我覺得這個模式不僅可以讓會友發揮互助，同時，

亦可為自助組織培養新血。

　　

第二：目前絕大多數的自助組織都有專業人員的參與，有些是受薪的，有些是義務的。不少

的研究都指出專業人員過量的參與會窒礙自助組織的成長或發展；但過低的參與又不能產生

足夠推動和助燃力量。我覺得專業人員在自助組織中並不是主角，我們可以就問題提供一些

意見，作出轉介，有需要時可協助募集資源；但最不應代替自助組織去作出決定。而自助組

織有時過份「萬能化」專業的力量，逃避自己作出決定責任。我明白有時決定不一定是最好

的，我們在自助組織要學懂接受別人和自己作出錯誤的決定。另外，我看見越來越多自助組

織聘請有職員，究竟自助組織聘請職員是想他做「舵手」還是「助手」，倘若期望錯對，只

會弄巧反拙。較為適切的做法是，自助組織在聘請職員後仍保留核心服務由會友提供，這樣

，會友的角色和參與就不易被取代。

　　

第三：自助運動發展至今已有四十年歷史，而自助組織的理念和運作模式亦受到不少衝擊和

不斷演變，這是歷史洪流，不能逆轉。我看見有些自助組織開始步向社會服務機構模式，當

然這可能是演變需要，但亦可以是一個選擇。當自助組織選擇社會服務機構模式，就得接受

這些遊戲規則包括受到社會人士的監察、向撥款機構交代、檔和檔案化等等。這些規則向好

的一面看是規範化和標準化，從負面的角度來說是官僚化和非個人化。自助組織的特性是用

者主導和強調自助互助，要承受著轉型的衝擊並不容易。另外，在轉型的過程中自助組織已

轉變為服務提供者，當自己都是服務提供者之同時，很難再扮演服務監察者的角色，因為兩

者本質上是矛盾的。不僅是這樣，自助組織要有心理準備要被其他服務使用者監察。 

　　

我提出的幾點只是我個人參與在自助運動的一些反思。願各自助組織朋友共勉！

伍杏修（左）出席康青會第九屆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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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梁錦滔 

「和衷共濟」
康青會最突出的特色
在過去十多年與自助組織工作的經驗中，自助組織內部委員間不調和的情況是常見的現象，

其中包括委員間出現處事方法不同而互相指責、有委員感到不受重視而產生怨言、委員間出

現小圈子的現象、每次執委會改選時出現大換班等等。然而，在康青會中並不會出現上述現

象，偶爾委員間出現誤解，很快便會有其他委員擔當「和事佬」的角色，促進彼此的了解。

偶爾有委員對執委會處事方法有不滿，執委會亦會很快安排代表聽取其意見，將矛盾化解。

另一個和衷共濟的反映是執委會委員的積極參與。執委會內各委員均能以愉快的心情參與會

務，每次改選執委會，有委員因個人生活的轉變而退下來，但其他會員均會十分積極參選作

替補，因此，多年來執委會改選皆未有出現不足額的情況，而執委會亦能夠維持健康的新陳

代謝，每次有小量新委員，在大部份舊委員帶動下工作，維持會務的延續性。

康青會作為一個自助組織，並不如一般的社會服務機構般獲得政府每年撥款，聘請社工為會

員提供服務。相反，康青會的會務主要是依靠會員參與，合力推動。在執委會各委員及各工

作小組成員的努力下，康青會多年來均能維持其會務的發展，包括定期到醫院探訪眼科病友、

定期安排醫學講座，促進病友及社會人士對青光眼的認識、安排會員小組聚會及戶外旅行，

促進會員的互相支持、定期出版通訊，促進會員間的溝通⋯⋯。在繁重的會務下，實有賴各

委員的努力，再加上康青會唯一的職員Mon的熱誠推動，始能建立康青會十年的工作成績。

在此，實有需要向十年來出任執委會委員及工作小組組員表達衷心的讚賞。

最後，我希望表達我對康青會末來十年的期望。康青會作為一個病人自助組織，除了要促進

青光眼患者間的自助互助外，亦有需要分擔公眾教育的角色。青光眼是一種在你不知不覺間

出現的眼疾，早期病徵常被忽略，當你發現時，視力已嚴重受損。因此，實有需要作出更多

的社會教育，令市民對青光眼提高警覺，在患病早期已作出診斷及治療，減低視力受損。康

青會在此方面可作出更大的貢獻，包括：

1. 鼓勵更多青光眼患者現身說法，分享其病發的經歷，增加社會人士對青光眼的認識及警 

 覺。

2. 定期出版刊物，邀請醫護人員供稿，刊載與青光眼病理、檢驗及治療有關的資訊，再加 

 上病友的經驗及心得分享，令青光眼患者及公眾人士獲得更多與青光眼有關的知識。

3. 與社會不同的服務團體合作，安排更多社區宣傳教育活動，促進市民對青光眼的認識。

在推動上述的教育活動時，青光眼患者可進一步發揮其助人自助的能力。作為一個青光眼的

患者，不只被動地接受服務，亦可將其不幸患上青光眼的經歷，轉化為動力，促進市民認識

青光眼，減低青光眼的禍害，這便十分有意義。

再次祝賀康青會在過去十年的成就，亦祝願各位康青會的會員，能合力共創未來十年的

光輝。

梁錦滔（前排中）

與康青會第八屆幹事及嘉賓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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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眼科醫生
傅子真

資深醫者的贈言
謹在此恭祝康青會成立十周年。期內承蒙創辦人、各屆幹事及顧問等共同努力，使這個青光

眼病人互助組織能增強社會對青光眼之防治意識及在患者間的自助互助上起了很大作用。

　　

和糖尿病、高血壓病一樣，到目前為止，醫學界仍未有根治方法，一旦患上青光眼，我們便

要與它共存，並與眼科醫生配合，接受定期長期檢查，耐心使用藥物，接受一次或多次手術，

這樣才能保持原有視力，或者是減慢青光眼壓力對視力的損害，讓在有生之年，能保持有足

夠使用的視力。

　　

回顧青光眼治療進展，近年來有非常明顯的提高，手術方面，七零年代的早期，手術都是在

肉眼所見範圍內施行，手術面牽涉範圍較廣，術後組織粘連的可能性較大。七零年代中後期，

隨戌b顯微鏡下施行微創手術，有更幼細精密的手術儀器，加以抗纖維組織增生的藥物和激

光手術等的發展，手術創傷面相對減少，效果大大提高，如果需要重覆手術，手術難度可減

低及效果也更好。

　　

藥物方面，也增加了療效高副作用少，用藥次數也相對減少的藥物，可惜的是這些藥物的售

價也相當高。

　　

近年最見鼓舞的是國際專業青光眼眼科醫生在長期積極鑽研尋找更有效青光眼治療方法中，

除了降眼壓之外，還在視神經細胞的 APOTOSIS上的研究有所突破，希望將來能夠廣泛應

用，那就能更有效讓青光眼患者保存或恢復視力。

　　

在我參加過康青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中，如講座、旅行、週年大會等，我深深體會到會友在各

種活動中起到互助和互相鼓勵的作用，在舞蹈、太極學習班中更能起到配合動作和健身的作

用，希望這些經常性之活動今後能繼續推廣。

　　

當然，由於工作、地理區域、家務或行動不便的原故，有些青光眼患者未能參予各種活動，

但希望他們都要面對現實，認識自己與及青光眼是可治而一定需要治療的病症。目前，雖然

是未有根治方法，隨收儩家的努力，根治是有希望的。我們一定要與醫生溝通，準時用藥，

準時覆診，不要因為感覺不到治療的即時效果，或者是用藥後的副作用 (如滴眼藥水後局部

微痛或眼睛紅，或者是口服藥物後胃部不適，手足麻痺等)，而感到憂心失望或自動停藥，

而應把情況告知眼科醫生加以調整。在用藥的同時還要保持心態平衡，適當地參加合適的運

動，合適的飲食，都是保持視力的關鍵。

在現代高速增長的商業社會，人際關係比較平淡，工作上，上司、下屬、同事間不了解，或

者照顧家人、家務中遇到困難或者自己以為受到歧視，我們都應理解這是社會現象，要自己

解脫心理上的障礙，從而自己樹立自尊的心態。

　　

傅子真醫生為病友舉辦健康講座



The First Ten Years

22十載情康青 The First Ten Years

23十載情康青

資深眼科醫生
傅子真

資深醫者的贈言
謹在此恭祝康青會成立十周年。期內承蒙創辦人、各屆幹事及顧問等共同努力，使這個青光

眼病人互助組織能增強社會對青光眼之防治意識及在患者間的自助互助上起了很大作用。

　　

和糖尿病、高血壓病一樣，到目前為止，醫學界仍未有根治方法，一旦患上青光眼，我們便

要與它共存，並與眼科醫生配合，接受定期長期檢查，耐心使用藥物，接受一次或多次手術，

這樣才能保持原有視力，或者是減慢青光眼壓力對視力的損害，讓在有生之年，能保持有足

夠使用的視力。

　　

回顧青光眼治療進展，近年來有非常明顯的提高，手術方面，七零年代的早期，手術都是在

肉眼所見範圍內施行，手術面牽涉範圍較廣，術後組織粘連的可能性較大。七零年代中後期，

隨戌b顯微鏡下施行微創手術，有更幼細精密的手術儀器，加以抗纖維組織增生的藥物和激

光手術等的發展，手術創傷面相對減少，效果大大提高，如果需要重覆手術，手術難度可減

低及效果也更好。

　　

藥物方面，也增加了療效高副作用少，用藥次數也相對減少的藥物，可惜的是這些藥物的售

價也相當高。

　　

近年最見鼓舞的是國際專業青光眼眼科醫生在長期積極鑽研尋找更有效青光眼治療方法中，

除了降眼壓之外，還在視神經細胞的 APOTOSIS上的研究有所突破，希望將來能夠廣泛應

用，那就能更有效讓青光眼患者保存或恢復視力。

　　

在我參加過康青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中，如講座、旅行、週年大會等，我深深體會到會友在各

種活動中起到互助和互相鼓勵的作用，在舞蹈、太極學習班中更能起到配合動作和健身的作

用，希望這些經常性之活動今後能繼續推廣。

　　

當然，由於工作、地理區域、家務或行動不便的原故，有些青光眼患者未能參予各種活動，

但希望他們都要面對現實，認識自己與及青光眼是可治而一定需要治療的病症。目前，雖然

是未有根治方法，隨收儩家的努力，根治是有希望的。我們一定要與醫生溝通，準時用藥，

準時覆診，不要因為感覺不到治療的即時效果，或者是用藥後的副作用 (如滴眼藥水後局部

微痛或眼睛紅，或者是口服藥物後胃部不適，手足麻痺等)，而感到憂心失望或自動停藥，

而應把情況告知眼科醫生加以調整。在用藥的同時還要保持心態平衡，適當地參加合適的運

動，合適的飲食，都是保持視力的關鍵。

在現代高速增長的商業社會，人際關係比較平淡，工作上，上司、下屬、同事間不了解，或

者照顧家人、家務中遇到困難或者自己以為受到歧視，我們都應理解這是社會現象，要自己

解脫心理上的障礙，從而自己樹立自尊的心態。

　　

傅子真醫生為病友舉辦健康講座



The Hong Kong Glaucoma Patients’ Associa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24十載情康青 The First Ten Years

25十載情康青

The Hong Kong Glaucoma Patients’ Association has just celebrated its 10th birthday last May. It 
was formed in 1995 by a group of glaucoma patients with the help of some glaucomatologists 
and ophthalmologists.  Over the ten years, the Associ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building up to its 
current nearly 500 membership, comprising glaucoma patients,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volunteers.  The Association Council, with 23 elected council members, mostly glaucoma 
patient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planning, promotion and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Besides some donations, the Association has obtained an annual grant, though not 
a big one, from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since four years ago, which enables the 
Association to employ one full-time secretarial staff to assist in the day-to-day ope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The objectives of the Association include:
(1) promoting knowledge of the disease of glaucoma amongst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2) promoting public eye health education, especially that of glaucoma, in the community;
(3) fostering mutual support amongst glaucoma patients and encouraging a positive attitude of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wards the disease;
(4) facilitating a better patient-doctor rapport and co-operation dur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glaucoma; and advocacy in community health issues relating to visual rehabilitation and  
 patients welfare.

The Association publishes a quarterly newsletter to promote its activities and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its members.  Membership is grouped geographically into two according 
to the members’ residential regions and identical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separately for them to 
facilitate their accessibility to the venues.  In addition, seminars, outings, dinner gatherings and 
visits (such as the library visits), are organized regularly for the members as a whole.  Through 
the activities, members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glaucoma disease, understand how eye drops 

and medicine prescribed are used properly, exchange experience on how to cope with the disease, and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drug compliance in glaucoma management, etc.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members and patients can make use of these chances for sharing, encouragement and mutual support 
among themselves.  By joining the Association and activities, members come to know more friends who 
are in a common situation.  They get together just like a big family and members having visual-weakness 
can feel less socially isolated.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cases where patients have been withdrawing 
from normal life because they cannot get support elsewhere, but rebuild their confidence, social life and 
hope after they have joined the Association as members. 

At times, the Association arranges for its members to be invited to interviews by newspapers, radios and 
TVs to promote public awareness of glaucoma and share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about the disease.  The 
Association also holds regularly free eye screening project, public talks/seminars and exhibitions on 
glaucoma and other eye diseases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the diseases. 

The Association also negotiates with drug companies on granting discounts to its members for purchasing 
their prescribed glaucoma eye-drops.  

The Association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ocating for mor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visually subnormal and impaired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 and takes parts in consultations on 
health issues relating to visual rehabilitation, health care and patients' welfare.  Joint functions are 
sometimes held with other voluntary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s of Patients' support groups, Societies of Retinal Degenerations Patients and 
Corneal Disease Patients etc. In this connection the Association is pleased that Government has reacted 
positively to the special needs of visually subnormal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facilities. After the 
Association’s reflection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glaucoma persons are glad to see improvements including 
yellow colour painting of the edge of staircases, improvements in pedestrian crossings or traffic-light 
alerts, etc. in most public facilities and busy districts. 

Besides, promoting Patient Charter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patients’ associations is also on the 
Association’s agenda.  

Just recently, the Association has successfully applied for a one-off grant from the S.K. Yee Fund for the 
Disabled 2004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setting up a telephone hotline service to promote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glaucoma disease and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mong its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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