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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3月

1995年1月7日 

在許少萍醫生召集下，同時得到病人互助

組織聯盟及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的協

助，十多位青光眼病友組成籌委會，籌組

成立康青會。

籌組會議、十月懷胎

「康青會」正式成立

籌組委會會議部分成員

籌組成立康青會會議

籌委會合照。大部分成員參加第一屆幹事會，多位

現今仍留在會中服務

經過十個月的艱辛籌備、組織、開會、舉

辦講座及招收會員後，康青會已具備足夠

條件正式成立，並得到前醫管局副總監賴

福明太平紳士及方心讓教授首肯成為康青

會贊助人、十位醫生及教授加入為名譽顧

問及十六位病友組成幹事會，帶領一百零

五位會員和七位基石會員，正式註冊成立

康青會。同時，康青會加盟病人互助組織

聯盟，成為該聯盟第二十個屬會，更去函

稅務局申請慈善捐款免稅優待。

康青會成立典禮，顧問團合照。包括醫生、教授和

復康會多位領導

賴福明醫生、方心淑博士、創會主席鄧國輝、許少

萍醫生、病人互助組織聯盟主席陳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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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

1995年9月3日

定期印發通訊給會員，是推廣會務和與會

員溝通的一個最佳渠道。康青會第一期通

訊在創會半年後出版了。首數年，由於編

輯經驗及人手不足，加上年中舉辦活動頻

密，通訊編印期數不多。及後數年，編輯

組漸趨成熟，已能將會訊轉為季刊定期出

版了。

「康青十載情」這本特刊的資料搜集工作，

也是全靠參閱過去數十份通訊，才可以順

利地整理以往十年經歷的大小事情。

第一期康青會
通訊出版

會員西貢、
沙田一日遊

第一期康青會通訊

康青會創會後第一次的旅遊聯誼節目，是

參觀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和沙田車公

廟。當天，除了旅遊交誼外，還協助舉辦

了「慎防青光眼」講座。整天活動還安排

了亞洲電視「今日睇真╮v隨團採訪，透過

訪問會友及報導康青會活動，讓更多香港

人認識青光眼眼疾。

是次旅遊聯誼活動，會員和他們的家屬不

但可以開開心心地參觀和享受自然美景，

又可以與各會友增進感情。大家一齊到酒

樓享受了地道著名的乳鴿午餐後，便前往

沙田大會堂，協助舉辦「慎防青光眼」講

座，幫助出席的市民免費檢驗眼壓。當天

行程充實，可謂服務、教育、娛樂兼而有

之，充分體現了康青會「自助、助人」的

精神。

旅遊聯歡，是康青會每年為會員安排的必備活動節目

1995年1月 

1995年7月16日 

第一屆幹事會的成員，大部分人至今仍然

活躍留任康青會幹事，熱心協助不同小組，

服務會員。

第一屆康青會幹事會

屯門大會堂
青光眼講座
透過定期舉辦專業講座，教育公眾人士有

關青光眼病的預防及治療方法，是康青會

成立的其中一個重要服務目的。 

在成立康青會之前，籌委會成員已有多次

以義工形式，協助舉辦這類講座。是次在

屯門大會堂舉辦的講座，是康青會創會後

第一次正式以組織的名義舉辦。當天邀請

了余振邦博士主講「如何能及早發現青光

眼」、許少萍醫生主講「怎樣治療青光眼」

和沈偉翹醫生主講「青光眼患者能否如常

人般生活」，使普羅大眾及青光眼病患者

從中更能明白青光眼的病情和治療，以及

眼睛的護理方法。

舉辦講座同時，幹事顧錦池、李樹坤、鄧國輝準備

展覽資料

第一屆康青會幹事會議

第一屆康青會幹事表，刊於第一期會員通訊

屯門大會堂講座中為市民檢查眼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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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5日

1999年1月

在康青會成立初期的三、四年間，也曾多

次為會員安排了不同的參觀活動，使會員

了解到更多防治青光眼病的常識和保健資

訊。

這次更為四十多位會員破天荒舉辦了「廣

州、從化交流觀光團」，主要參觀了廣州

中山醫學院眼科中心的設施，進行了港穗

醫學技術交流，這是康青會踏出香港境外

交流服務的第一步。

境外交流第一步 — 
廣州、從化訪問團

舉辦「前景光明」
自助課程
康青會除了每年舉辦多次的公眾教育講座

外，也為會員舉辦一些課程，以提高會員

「自助、助人」的精神。1999年1月，康

青會與東華東院及復康會合辦了一個為期

五個週末的「前景光明」課程，內容專為

青光眼會員而設，包括對青光眼的認識、

鬆弛神經的運動、看醫生的技巧、藥物的

認識、消除心理壓力的研討和病者的福利

權益等題目，效果非常理想。

1999年康青會會員完成自助課程後合影

中山醫院眼科中心醫生向訪問團介紹該院工作

1996年3月30日

1996年10月

於創會後第二年舉辦的第二屆會員周年大

會及聯歡晚宴，在香港摩理臣山道馬會職

員聯誼會舉行。

會上幹事會向會員報告了首年內的會務工

作，同時亦選舉了新一屆幹事。周年大會

後，隨即進行聯歡聚餐，更有會員表演不

同節目助慶。

在此之後，一年一度的周年聚會都得到不

少會員支持，每年參加人數都有百多人。

第二屆會員周年大會
及聯歡聚餐

探訪組誕生
為了貫徹病人自助組織的宗旨，康青會招

募了十多位義工會員，由幾位有醫學知識

及資深社會服務經驗的導師進行訓練，並

於實習課程後成立了探訪組。從此，便開

展了到眼科醫院探訪眼病病友以及日後到

病友家居探訪的重要服務。

探訪組義工在東華東院接受訓練

幹事陳家駒到眼科醫院探訪眼病病友

探訪組義工靜心聆聽健教顧問譚志勤專題講解

第二屆會員周年大會，幹事黃植康、創會主席鄧國

輝、第二屆主席姚玉玲

第三屆會員周年大會會員出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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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3日 

2001年11月15日

康青會每年舉辦多項活動，都需要不少經

費支持，而會費的收入來源只佔很小的比

例，不足以支付有關活動或補貼會員福利

等開支，所以幹事會亦須要舉辦一些籌款

的活動。雖然每次所籌得的款項不多，但

集腋成裘，十年之間也滾存了五十多萬港

元資產。是次在2001年3月3日周年大會後

舉辦的麻雀比賽籌款，也是為此目的而踏

出的一小步。

慈善籌款 
— 麻雀大賽

社署撥款

麻雀慈善籌款大賽，幹事會員熱心參賽

要進一步發展會務，便不能單靠幹事會成

員及會員義工的熱心工作，必須聘用全職

工作人員協助。在復康會的協助下，康青

會成功地向社會福利署申請了「資助撥款

計劃」，並獲得一筆港幣三十多萬元的撥

款，以資助兩年內聘請職員及活動計劃的

費用。

 

繼第一次首兩年撥款期滿後，康青會於

2003年再度向社署成功申請了延續兩年的

資助。

社會福利署通知康青會成功申請資助撥款

1999年9月

2000年4月

康青會除了與其他眼疾病人互助組織經常

性合作舉辦講座外，亦會鼓勵會員積極參

與由醫管局、衛生福利局、復康會社區復

康網絡及病人互助組織聯盟合辦的活動，

以提高市民對康青會和青光眼病的認識，

並協助會員投入參與這些活動，讓他們開

心地融入社區，認識新朋友及服務社會。

積極參與「積極人生   
— 復康嘉年華」

增設「政策關注小組」
及「會務發展小組」
為了進一步推動會務，康青會在世紀之末

成立了上述兩個小組，專注會務在新紀元

的發展，以及向社會反映有關改善公共設

施以照顧視障人士的需要。

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復康嘉年華、康青會展覽攤位

幹事小組會議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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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支持，而會費的收入來源只佔很小的比

例，不足以支付有關活動或補貼會員福利

等開支，所以幹事會亦須要舉辦一些籌款

的活動。雖然每次所籌得的款項不多，但

集腋成裘，十年之間也滾存了五十多萬港

元資產。是次在2001年3月3日周年大會後

舉辦的麻雀比賽籌款，也是為此目的而踏

出的一小步。

慈善籌款 
— 麻雀大賽

社署撥款

麻雀慈善籌款大賽，幹事會員熱心參賽

要進一步發展會務，便不能單靠幹事會成

員及會員義工的熱心工作，必須聘用全職

工作人員協助。在復康會的協助下，康青

會成功地向社會福利署申請了「資助撥款

計劃」，並獲得一筆港幣三十多萬元的撥

款，以資助兩年內聘請職員及活動計劃的

費用。

 

繼第一次首兩年撥款期滿後，康青會於

2003年再度向社署成功申請了延續兩年的

資助。

社會福利署通知康青會成功申請資助撥款

1999年9月

2000年4月

康青會除了與其他眼疾病人互助組織經常

性合作舉辦講座外，亦會鼓勵會員積極參

與由醫管局、衛生福利局、復康會社區復

康網絡及病人互助組織聯盟合辦的活動，

以提高市民對康青會和青光眼病的認識，

並協助會員投入參與這些活動，讓他們開

心地融入社區，認識新朋友及服務社會。

積極參與「積極人生   
— 復康嘉年華」

增設「政策關注小組」
及「會務發展小組」
為了進一步推動會務，康青會在世紀之末

成立了上述兩個小組，專注會務在新紀元

的發展，以及向社會反映有關改善公共設

施以照顧視障人士的需要。

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復康嘉年華、康青會展覽攤位

幹事小組會議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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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26日

2003年11月 

在香港舉行健康資訊講座及展覽，已是康

青會歷年的經常性活動。1998年訪問廣州

中山醫學院眼科中心，是康青會踏出香港

服務的第一步。在2002年7月，一行十三

人漂洋過海，到澳門訪問，並在澳門「綠

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舉辦了一次老人常

見眼疾講座，為百多位澳門市民帶來更多

相關訊息。 是次講座邀請了澳門鏡湖醫院

的賴一帆醫生主講，令講座生色不少。而

在外地環境不熟悉的情況下舉辦活動，亦

給康青會幹事們上了寶貴的一課。

康青愛心傳澳門

三會聯席活動

康青會訪問團與澳門綠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負責人

大合照。前排中間三位分別為講者醫生賴一帆、許

少萍、傅子真

香港共有三個眼疾病人互助組織：分別是

「康青會」— 服務青光眼病人組織、「視

網膜病變協會」— 主要服務黃斑點病變眼

病會員及「眼角膜關懷協會」— 服務眼角

膜眼疾的會員。

由於三個組織對眼疾病患者都有共同的服

務目標，於是三個組織再組成一個非正式

的聯盟，從2003年11月起，每六個月開會

一次，討論有關各會會員共同利益的議題。

眼角膜關懷協會主席王歡愛、視網膜病變協會會長曾

建平、康青會主席姚玉玲在康青會周年聯歡會上合影

2003年在樂富商場，三個眼疾病人互助組織聯辦

「光明路上齊共闖」嘉年華活動

2001年11月25日 

2002年3月1日

九十多位康青會會員及家屬，分別乘坐兩輛

旅遊車，抵達元朗公園，沿公園步行徑漫步

籌款，體現了康體、兼有「一家親」的籌款

活動。參加者除每人獲發證書外，還設立了

「最尊敬」及「人強馬壯」大獎，以獎勵高

齡康青會會員參與，同時，亦嘉獎「召集最

多人數參加和籌款最多」的會員。

慈善步行第一步

全職職員上班服務
康青會在獲得社署撥款後，於2002年3月1

日聘用了蔡光華小姐為全職職員，為會員

服務添上了新的一頁。

職員蔡光華小姐 (阿Mon) 全力為會員服務

元朗公園慈善步行籌款開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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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位康青會會員及家屬，分別乘坐兩輛

旅遊車，抵達元朗公園，沿公園步行徑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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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步行第一步

全職職員上班服務
康青會在獲得社署撥款後，於2002年3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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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2日 

在康青會步入十周年的喜慶日子，主席廖

繼成先生代表香港康青會，應「國際青光

眼病人組織」的邀請，到美國路易士安那

州紐奧良市，出席該組織第一屆會議，與

二十多個國家與會代表作了第一次的國際

交流及分享。這是康青會在香港服務十載

之後，走向世界所跨出的可貴的第一步。

這一次的國際交流，收穫最大的是了解多

了些其他國家青光眼病人組織的工作與康

青會的異同之處，進而在策劃康青會未來

工作的發展時，有以借鑒。

參加第一屆國際青光
眼病人組織會議

主席廖繼成參加GIN會議與其他國家代表開會

2003年12月5日 

2004年8月13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在當天下午一時開始，

直播為時兩個鐘頭的「精靈一點」節目，

並同時舉行了「精靈保健月之青光眼檢查

行動」。在電台節目中，除了由醫生及受

訪嘉賓 — 潘迪華小姐和本會現任主席廖

繼成先生，介紹青光眼資訊外，同時還為

出席現場的40多位觀眾進行檢驗眼壓度數

及拍攝眼底相片等檢查分析。驗眼工作由

秦學瑩醫生及東華東院眼科中心派出醫護

人員協助。康青會亦派出義工協助該節目

的製作及到場觀眾的眼睛檢查。透過是次

活動，觀眾對青光眼病有更深入的認識。

香港電台直播

成功申請余兆麒殘疾
人士基金捐款，設立
話音系統熱線電話
經過幹事會的努力，康青會成功地向余兆

麒殘疾人士基金申請到一筆港幣十萬元的

捐款，用於設立話音系統熱線電話，為全

港市民及康青會會員服務。

熱線電話現正在測試階段。2005年底將正

式投入服務，為市民及會友介紹有關青光

眼病的成因和療法，以及康青會的服務和

活動詳情。

這個話音系統熱線電話號碼為 2569 1008。

余兆麒殘疾人士基金通知康青會獲得撥款設立話音

系統熱線電話

香港電台「精靈一點」節目，訪問青光眼病患者歌

星潘迪華和康青會主席廖繼成，介紹青光眼資訊

節目主持李思維、葉韻怡及卲國華與嘉賓潘迪華、

許少萍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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