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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 — 無形的視力殺手

青光眼是甚麼
青光眼是全球（包括本港）一種相當常見的，致盲的主要疾病。估計每一百位四十歲以上的

成年人，便有 1-2位患有青光眼。

青光眼在香港歷年來都是名列第二位的致盲眼疾，僅次於白內障 (白內障經手術治療可以完

全恢復視力，但青光眼造成的視力衰退卻大部份是永久性的，不可回轉的)。

青光眼並非傳染病，它不會在你我之間傳染。它一般是指由於一隻或兩隻眼內的眼球壓力異

常升高，而持續一段時間居高不下，引致視神經頭萎縮及視野缺損，而致視力下降等徵狀的

統稱。雖然亦有部份病人由於視神經特別容易受損，引致即使在眼壓正常的情況下，亦會出

現青光眼的病徵。

一些早期的青光眼，可能沒有明顯的病徵，因而往往被病人忽略，到病人發覺自己眼睛有問

題時，病情很多時已經十分嚴重，故青光眼的別號是「無形的視力殺手」。

所以如果我們能及早發現青光眼，及早診治，可望減低喪失視力的風險。

怎樣形成青光眼
在眼球內，有一種透明的營養液體（前房水）不斷地流通。眼球前房水如分泌過多或排水淤

塞，眼球內的壓力便會增加，令到視力損壞，甚者導致失明。

欲清楚眼壓如何增加，不妨留意下圖 

青光眼有何癥狀
初患青光眼的人，很多都沒有任何癥狀。有些人或會出現頭痛現象，有時或會感到眼前出現

一層薄霧或視覺模糊。急性的在凝視光源時有彩虹般的光環。嚴重時因為視野範圍收窄，所

以經常會不覺地踫撞著周圍的物件因而受傷。一旦發覺有這類情況出現，就應該向眼醫求診。

青光眼的分類
青光眼可分類為急性或慢性，先天性或後天性，原發性或繼發性。什麼年紀的人都可以患上

青光眼。

急性青光眼
急性青光眼主要成因是由於虹膜與眼角膜的前房角過於狹窄，引致房水難以經由此路徑通到疏導房水的小樑組織，

形成高眼壓。

急性青光眼病情來得突然、很急。患者忽然有紅眼、視力模糊、虹視（在凝視光源時有彩虹般的光環）、眼痛、頭

痛、甚至噁心、嘔吐等現象。

因為急性青光眼病情來得快與急，所以必須盡早診治，以減少視力損失。一旦發覺有以上這類情況出現，就應該即

時向眼醫或就近急症室求診，不容拖延。

慢性青光眼
患慢性青光眼的病人，早期沒有明顯的病徵。他們的視力慢慢減退，視野範圍慢慢收窄。慢性青光眼因病徵不明顯，

所以很多病人到病情十分嚴重時才察覺。

慢性青光眼主要成因是由於負責疏導眼內房水的篩狀排水管道──即小樑組織──阻塞，引致不能被排出的房水積

聚在眼球內，形成高眼壓，並使視神經因受壓而致損害。初期會先影響周邊視力，故此病者不容易察覺，但若果繼

續得不到適當的治療，病者最終會完全失去視力，導致失明。

先天性青光眼
雖然青光眼患者年紀較多超過四十歲，但有些嬰孩是天生前房水排水角不正常，導致先天性青光眼。

先天性青光眼普遍的病徵包括眼球特別大、突出、畏光、流淚；九成以上的患病嬰兒在出生後或一歲前便會有徵狀。

病徵包括：眼球比正常兒童大，突出、或一邊大一邊小、角膜混濁不清，常有畏光及流淚等症狀。

繼發性青光眼
繼發性青光眼的病人，其青光眼是由其他眼疾或身體毛病引致的，例如過熟的白內障、眼外傷、虹膜炎、眼球內部

出血、糖尿眼、眼球腫瘤、或長期不適當地使用含有類固醇成份的眼藥水（某些病者）等。

　

治療繼發性青光眼，須先治療引致青光眼的基本眼疾。

非高壓（正常眼壓）性青光眼
雖然青光眼主要病理是「眼內壓」過高，但有些患者的「眼內壓」處於一般正常水平，卻有「青光眼」般的病徵及

視野逐漸衰退。其視覺神經能承受的「眼內壓」比正常人低，這是所謂「非高壓性青光眼」。因此要診斷這種青光

眼，需要較多的檢查。

近年在香港，「正常眼壓性青光眼」的個案有明顯增加的趨勢，為此，以下將有另文探討這個現象。

(圖二) 前房水出水位遭到堵塞，液體失去流走的渠道，但新補充的液

體又不會因此而停止製造流入眼球，於是眼前房水不斷增加，令視網

膜的神經受到不斷增大的壓力，如果得不到及時醫治更正，視覺神經

便會因而壞死，視力亦因此受損。而已壞死的神經不會再生，失去的

視力不能補償。因此，越早發現治療，視力損失便會越少。

(圖一) 這是正常眼睛的剖視圖，從圖中，可

以見到眼前房水的正常活動情況，它會不停

地流走及補充，令眼睛保持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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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查眼晴
以下較高危一族最好能定期檢查眼睛：

（一）血緣親屬患有青光眼

（二）高度近視（如超過九百度）

（三）糖尿病

（四）其他眼病患者

（五）患心血管病的人士，其患青光眼的風險雖未實証，亦請多加留意或定期檢查眼睛 

  視力

（六）睡眠窒息症的病患者亦可能有較高風險

  

青光眼的治療
不同類別的青光眼，需用不同的方法治療。治療青光眼可用眼藥水，口服藥物，激光或手術。

有時病人可能只是一隻眼睛患有青光眼，但另外一隻眼睛亦可能需要用藥物或激光來預防青

光眼。

藥物治療
對於輕微眼壓增加的患者，可以用藥物調節眼前房液體的流量，從而達致減低眼壓的目的。

激光治療
方法是以激光在虹膜上或將堵塞的去水孔道重新射穿一個孔，讓循環系統恢復正常。但年輕患者由於再生機能

較強，此方法雖然有效，有時候被擊穿的孔道會再次癒合，令循環系統再度失效，眼壓又重新增加。

手術治療
動手術切開新的孔道，讓循環系統得以復常，此舉患者可能要留醫數天，雖然孔道再次癒合的機會也存在，但

效果會比較顯著和時效較長，因此，越來越多的青光眼患者寧願接受這項手術。

在經過治療後，患者仍需定期接受檢查，以確定治療後的情況是否穩定。

雖然青光眼獲得治療，但在日常生活上除了注意眼睛的休息和保護之外，更要在服用其他藥

物，留意是否適用於青光眼患者，最好隨身攜備一張青光眼診病證明咭，在治療其他疾病時

向有關醫生出示（口述亦可），醫生就會開出一些不會令眼壓增加的藥物；至於日常食物，

當然要遠離煙酒等刺激物，這樣，眼睛視力即可長久保存。

青光眼是一種引致永久性盲眼的疾病，如果我們能及早發覺及治療，可防止視力受損。

建議四十歲以上的成年人，特別是高危一族應每1-2年作一次眼科檢查，以防患上早期的青

光眼。

淺談「正常眼壓性青光眼」
(Normal Tension Glaucoma NTG)
許少萍醫生

當我們眼睛內的液體（前房水），因各種病理原因，在眼睛內的流通循環及吸收受到障礙阻塞

時，會使其液體壓力過高（眼內壓）（Intraocular Pressure），使視覺神經受到損壞，視野收

窄，視力下降，這是「標準」青光眼的病理概念。在這裡我想和大家談一談青光眼和「眼內壓」

的微妙關係及深入一點的概念。

其實「正常眼壓性低壓性」青光眼（NTG/LTG）並不是新的青光眼病種。以前，眼科醫生都

知道這個病理現象，但並不十分清楚箇中原因。在歐美等高發展國家較常見，在本地、亞洲和

發展中地區則不算多。可是近年在本港、日本和其他亞洲地區卻似有明顯增多的趨勢。「正常

眼壓低壓」性青光眼跟傳統的青光眼不同，這些病者的眼內壓雖常處於一般正常的水平，但他

們的視覺神經（Optic Nerve）及視網膜神經纖維層（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卻出現青光

眼一樣的病變，視力及視野逐漸衰退，而眼科醫生卻找不出其他明顯的病因。為什麼呢？

究竟什麼是「正常」的眼內壓水平呢？嚴格來說，要準確地量度「真正」的眼內壓，需要把探

針放進眼球前房水內（Manometry），但臨床上這方法並不可行。近今雖有多種嶄新的眼壓量

度儀器，但臨床上最標準的仍是 GOLDMAN Applanation，即利用「隙燈顯微鏡」（Slit 

Lamp）配合一個特別的錂鏡（Applanation Prism），壓在眼球角膜表面上來量度眼內壓。不

過，這種量度方法仍會受眼角膜的厚薄、彈性和其他的生理特質所影響，而這些特性卻因人而

異。舉個例說，眼角膜較一般人薄的患者，量出來的眼內壓度數會比真正度數稍偏低，而眼角

膜較厚的人，它量出來的眼內壓數字亦會比真正眼內壓稍偏高。

近年，激光矯視很普及。青光眼和矯視雖然沒有直接關係，但曾做過矯視手術的，因其眼角膜

已改薄了，度出的眼內壓度數便因此可能會低估了實際的眼內壓。因此，驗眼時應把矯視手術

的詳情告知醫生。

所謂「正常」的「眼內壓」，其實是以科學統計大量人口來檢定，「正常」只是「統計」上的

標準，並非「絕對性」的標準。概觀「正常眼壓性/低壓性」NTG/LTG的病理現象，似乎每個

人的視神經能承受的壓力都不同。少數人會因種種複雜或不明的因素，即使「正常」的眼內壓

也受不了，視神經慢慢出現了變化。相反地，也有些人的眼內壓常稍稍偏高一點，但很久也沒

有出現問題，即所謂 Ocular Hypertension。

近年的醫學研究使我們瞭解，除了眼內壓這個重要的風險因素，其他如青光眼家族史、深近視

眼，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偏頭痛，睡眠窒息症等等因素，都會增加「青光眼性視覺神經病變」

的風險機會。看來，這眼病和身體的「微循環」（Micro-circulation）調節機能有關。青光眼

研究近年都著重於視覺神經的微循環和Apoptosis的生理機制上，希望不久能對青光眼治療作出

「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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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查眼晴
以下較高危一族最好能定期檢查眼睛：

（一）血緣親屬患有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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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糖尿病

（四）其他眼病患者

（五）患心血管病的人士，其患青光眼的風險雖未實証，亦請多加留意或定期檢查眼睛 

  視力

（六）睡眠窒息症的病患者亦可能有較高風險

  

青光眼的治療
不同類別的青光眼，需用不同的方法治療。治療青光眼可用眼藥水，口服藥物，激光或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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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正常眼壓性青光眼」
(Normal Tension Glaucoma NTG)
許少萍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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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這個病理現象，但並不十分清楚箇中原因。在歐美等高發展國家較常見，在本地、亞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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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壓低壓」性青光眼跟傳統的青光眼不同，這些病者的眼內壓雖常處於一般正常的水平，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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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一樣的病變，視力及視野逐漸衰退，而眼科醫生卻找不出其他明顯的病因。為什麼呢？

究竟什麼是「正常」的眼內壓水平呢？嚴格來說，要準確地量度「真正」的眼內壓，需要把探

針放進眼球前房水內（Manometry），但臨床上這方法並不可行。近今雖有多種嶄新的眼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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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種量度方法仍會受眼角膜的厚薄、彈性和其他的生理特質所影響，而這些特性卻因人而

異。舉個例說，眼角膜較一般人薄的患者，量出來的眼內壓度數會比真正度數稍偏低，而眼角

膜較厚的人，它量出來的眼內壓數字亦會比真正眼內壓稍偏高。

近年，激光矯視很普及。青光眼和矯視雖然沒有直接關係，但曾做過矯視手術的，因其眼角膜

已改薄了，度出的眼內壓度數便因此可能會低估了實際的眼內壓。因此，驗眼時應把矯視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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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正常」的「眼內壓」，其實是以科學統計大量人口來檢定，「正常」只是「統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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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不了，視神經慢慢出現了變化。相反地，也有些人的眼內壓常稍稍偏高一點，但很久也沒

有出現問題，即所謂 Ocular Hypertension。

近年的醫學研究使我們瞭解，除了眼內壓這個重要的風險因素，其他如青光眼家族史、深近視

眼，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偏頭痛，睡眠窒息症等等因素，都會增加「青光眼性視覺神經病變」

的風險機會。看來，這眼病和身體的「微循環」（Micro-circulation）調節機能有關。青光眼

研究近年都著重於視覺神經的微循環和Apoptosis的生理機制上，希望不久能對青光眼治療作出

「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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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藥物的滴用方法
伍偉聰醫生

由於眼球的前方血管很少，所以口服或其他途徑進入人體的全身性藥物往往難以抵達眼球前

方。因此，用以治療眼疾的藥物一般都製成藥水或藥膏，直接滴注到眼球，以發揮療效。要

達到最佳的治療成效，滴用眼部藥物的方法必須正確。

滴用眼藥水時，瓶子與眼球應保持一至兩吋距離，以免因為瓶嘴觸及眼皮或眼球而導致眼球

受損或瓶嘴受到污染。接著輕壓瓶身，讓眼藥水滴入眼球內。由於眼部僅能容納少於半滴的

液體，因此如非經醫生指示，一般情況下一滴眼藥水已經足夠。眼藥水可以滴在眼睛的任何

位置，包括內眼角、外眼角或眼角膜上。部分病人會把下眼瞼拉下，以增加下眼球表面的面

積，令眼藥水更容易滴入眼內。

塗用眼藥膏時，應先把下眼瞼稍為拉下，然後把藥膏瓶口靠近眼皮以內，輕擠瓶身，把約一

厘米的藥膏塗在眼皮內部，接著合上眼睛，讓藥膏溶化，覆蓋整個眼球。

眼部藥物必須按醫生指示的次數使用。使用次數過多未必可以加速痊癒，相反可能會對眼睛

做成傷害。此外，長期使用某些眼部藥物可能會導致嚴重副作用，因此用藥的時間長短亦必

須導照醫生指示。

治療青光眼新發展
黎少明醫生

青光眼其實是一種視覺神經損壞。其中兩類較為常見的慢性青光眼是開角型 (Primary 

Open-Angle Glaucoma) 和閉角型青光眼 (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有一

部份開角型青光眼患者，視覺神經的損壞是直接由眼球壓力長時間處於高水平而引致。除了

高眼壓之外，其它因素如眼壓晝夜變化的幅度，高齡，性別，深度近視甚至中央角膜厚度都

可能和這類型的青光眼連上關係。上面提及的危險因素有些是可以透過藥物或手術來消除。

這包括眼壓水平和晝夜變化等。但其它因素如年齡，性別，深度近視或中央角膜的原來厚度

等暫時在醫學上都無法可以加以改變。

   

至於閉角型青光眼，大部份患者的視覺神經損壞都是因為眼壓水平過高而引起的。在這類型

的青光眼眼壓增高是因為眼內角被焦疤封閉，令到前房水排出受到阻塞而引致眼壓升高。治

療閉角型青光眼和開角型大同小異，是可以依靠藥物或手術去降低眼壓。和開角型青光眼不同

的是，閉角型青光眼基本上是一種眼球結構失調，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激光 (Laser Peripheral 

Iridotomy, Laser Peripheral Iridoplasty 圖一) 或手術 (Goniosynechialysis, Cataract 

Extraction) 去改變前房的結構從而將己封閉的眼內角重新打開。治療閉角型青光眼未來的

重點將會被放在篩選出那些可能會發展閉角型青光眼的高危人士 (如曾患急性前房內角關閉，

眼球長度較短，前房較淺和內角較窄)，在他們病發前利用激光或手術如晶體摘除 (Lens 

Extraction) 阻止或防止內角被焦疤慢慢地封閉。

   

治療上述兩種青光眼未來發展路向都注重在預防性方面。所以醫生可能在你的眼睛還未出現

症狀時便給予藥物，激光或手術作預防性治療。病人應該遵從醫生的指示而不要等到視覺神

經受到永久性的損壞，視野收窄或視力模糊才接受治療。

圖一 

接受激光 (Argon Laser Peripheral Iridoplasty) 

治療後虹膜形狀被改變(藍色箭嘴)令到封閉的內角重

開，而沒有被激光照射的虹膜則仍封閉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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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內障 — 手術治療可重獲光明

白內障是由於眼睛內晶狀體混濁而引起的。最常見的原因是晶狀體隨年齡增加而導至硬化和混濁，

因此白內障的患者大多是較為年長者。此外糖尿病、虹膜炎、眼睛創傷或長期服用藥物，如類固

醇等藥物，都會引起白內障較早出現。因此白內障的患者並沒有一定的年齡局限，更有些白內障

會在孩童期已經出現，如遺傳性白內障、先天性過濾性病毒感染等等。

雖然白內障的成因有多種，但晶狀體混濁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所引起的徵狀都多為慢性。

例如患者會覺得視力逐漸模糊、顏色不夠鮮明，在夜間駕駛時覺得迎面駛來的汽車車頭燈刺眼而

感不適等。

當病人接受眼睛檢查而證實患有白內障，衰退了的視力仍然可以補救。目前要徹底治療白內障，患

者只需接受白內障切除手術便可。首先醫生會根據患者的視力、白內障的狀況、視力減退程度對生

活和工作的影響，而建議病人接受手術，而並不是一定要等候至白內障「成熟」才能動手術。

現在大多數的白內障手術都可以在局部麻醉下進行。病人除了可以避免全身麻醉的併發症外，康

復和出院期都會較快。

在手術期間醫生會將病人混濁了的晶狀體切除。但切除晶體手術後通常會造成嚴重的遠視性屈光

不正。即一般眼睛，切除晶體手術後會有千多度的遠視，所以需要配戴深度數的凸透鏡或隱形眼

鏡來調節。但現時大部份的病人在接受白內障切除手術時，都會同時植入人工晶體。這樣既可矯

正深度遠視，又沒有配戴重重的眼鏡或隱形眼鏡的不便。不過並不是每一個病人都需要或適合植

入人工晶體，例如深度近視的病人往往在接受晶體切除手術後便抵消了手術前的屈光不正；又如

慢性虹膜炎患者眼睛可能不適合植入人工晶體。

現代醫學進步，絕大多數的白內障患者在接受手術後，都可以在短期內恢復視力。不過以下幾點，

病人是應該注意的：

(一) 假若患者同時有別的眼病，如視網膜疾病、青光眼等，則白內障手術後也未必能夠完全恢復視力。

(二) 雖然白內障手術大多數是成功的，但亦有少部分的病人手術後產生併發症，如細菌感染、青光眼、虹膜 

 炎等。因此病人必需依時用藥和覆診以防止和盡早治療併發症。

(三) 手術後初期病人應有適當休息，盡量避免震動和感染傷口（如洗頭時污水入眼）。除了依時用藥外，還應 

 進食容易消化和有足夠營養的食物。多吃蔬果可以預防便秘時對眼睛傷口的影響。

(四) 若然手術後視力突然減退，眼睛發紅或疼痛，病者便應盡早求醫。

隨著人口老化，香港白內障的病人佔了眼科病人一個很重的百分比，輪候手術亦需要相當的時間。

絕大部分的白內障患者並不會因為輪候時間的長短而影響手術的成功。而輪候期間醫生亦會替病

人覆診以防止併發症的發生。

光相干性斷層造影眼底掃描
最新視網膜及視神經盆之檢查方法
許少萍醫生

光相干性斷層造影眼底掃描是甚麼？
此眼底電腦掃描是利用低能量的「近紅外線」激光，以指定的電程序，高速投射在視網膜的

指定範圍並進行掃描，感應器將收集由視網膜反射回的光線，然後採用先進的電腦程式，分

析其反射回的光線之光學特質（低“相關幹涉”測量法），此特質將因應視網膜的結構層和

視神經的粗幼度而有所改變，從而能分析出視網膜及視神經的分層性結構。

眼底斷層掃描有何優點？
毋侵犯性地，這部眼底電腦掃描儀就能分析出視網膜的層次結構（視網膜是眼睛負責感光的

部份，就像攝影機的底片一樣），解析度高達10微米（縱向）和20微米（橫向），效果細

緻如一部超級顯微鏡。

臨床應用
這種眼底電腦掃描儀之應用，讓眼科醫生能夠了解及掌握許多複雜的視網膜及與視神經有關

之疾病的病理，有助下列眼疾之診斷、評估和監察手術前後的變化進度，包括：

(一) 黃斑點病變：黃斑點破洞劈裂脫落、深度近視黃斑點病變、老年性黃斑點退化、黃斑點水腫等

(二) 視網膜病變：糖尿性視網膜病變及其黃斑病變、中心漿液性脈絡視網膜病變、視網膜前膜病變

(三) 視神經層病變：如青光眼視神經層損壞和變薄

(四) 視神經病：如青光眼視神經萎縮、視盤小凹、視盤隱結等

採用這種先進眼底電腦掃描的技術，令診斷更為迅速可靠及安全，並可重複進行，以跟進病

情變化，大大提升治療眼疾的質素和效果。

如果你患了上述的一些眼疾，可向眼科醫生查詢進一步詳情，以了解你是否適合及需要接受

此種眼底電腦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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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黃斑病變

一直以來我們較常聽到影響長者的眼疾為白內障、青光眼，但大家有否留意有一名為「老年黃

斑病變」的眼疾出現呢？近年，「老年黃斑病變」已成為香港引致失明眼疾中的第三位。不幸

地，認識這眼疾的人卻很少 !

　　

四個多月前，七十歲的何伯左眼開始看不清楚東西，視野模糊，視野中央愈來愈暗，看東西變

了形，連看報紙、打麻雀都不成；朋友、兒孫的面貌也看不清。後來視力中央出現一團黑影。

兒子特別請假帶父親求診後，方被發現患上晚期的濕性老年黃斑病變。

     

何伯左眼所出現的情況，是由於視網膜的黃斑區出現不正常新生血管出血所致。黃斑區接收影

像被影響，而令視像變形。由於出血部份未能及時制止而出現結疤情況，致令視野中心出現永

久黑影。通常濕性黃斑病變出現比較突然，如果在血管增生出血後數月內未能及時求診治療，

便很可能出現永久性視力破損。

　　

病發初期如果做手術，應可保持視力。臨床研究亦證明，約兩成病人手術後可改善視野清晰度，

有六成病人則可保存視力，避免病情惡化。但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新生血管，有時在康復後又

再重生，所以有需要再次接受治療，但再接受治療次數則要視乎出血之位置、大小、滲漏的情

況、出血後多久去求診及對治療反應而定。

　　

始終預防勝於治療，所以醫生建議五十歲以上人士每年應檢查眼睛一次。如有上述病徵則應盡

早尋求治療。每天進食多些含抗氧成份的食物能有助減低老年黃斑病出現的機會，例如綠葉蔬

菜、紅蘿蔔、蕃茄等等。又可以日常服食一些含高抗氧成份的維他命補充劑 (如A、C、E) 

和一些礦物質 (如鋅、錳等)。

糖尿病 — 視力無形殺手

時代雖然日趨進步，人類對飲食反而越來越不懂節制，暴飲暴食又不刻意選擇，使糖尿病發

病率不斷上升，估計目前全港人口大約有百分之一至二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很多是初

期沒有特別的病徵，只是容易口渴，多尿〈特別是夜尿〉及容易疲倦；這些病徵在生活緊張

的香港很易為人忽略。所以早期的預防性檢查是相當重要的。

糖尿病影響身體多個器官，使腎功能衰退，引致血壓高、冠心病等。同時糖尿病更是一個無

形的視覺殺手，糖尿病患者致盲的機會是普通人的「二十五倍」。由於糖尿而引致眼睛受影

響，在初期是絕對無徵象讓病者察覺的，當有徵象顯現時可能已是為時晚了。即使醫好，視

力也大打折扣，所以「糖尿眼」萬萬不能忽視。

糖尿病對眼睛會有以下影響：

(一) 白內障 — 糖尿病病者比一般人較早有白內障。

(二) 屈光不穩定 — 當糖尿病病者的血糖波動較大時，眼睛晶體的屈光便受影響，而導致短暫性的遠視或近視 

 的加深。要穩定血糖，勿讓其有大波動。

(三) 視網膜病變 — 分為基幕性和增殖性兩種。糖尿病病者身體內的微血管會出現內壁增厚、粥樣化、曲張和 

 囊腫化等等，令組織缺乏養份和氧氣致微血管壁沁出血漿、出血或導致視網膜神經細胞壞死〈基幕性〉，甚 

 至產生脆弱的新生血管，使玻璃體出血和視網膜纖維化〈增殖性〉。這些情況雖然並不會出現在患上糖尿 

 病的初期，可惜很多人都患了糖尿病而不自知，一旦知道患病時，可能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視網膜病變了。 

 亦有一些懷孕婦女，其糖尿病「上眼」的情況會在懷孕期加深，故在妊娠期要定期作眼科檢查。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病患者，因視網膜缺乏養份和氧氣，視網膜神經細胞容易壞死，如果不

及時治理，視力完全喪失的機會很大。所以，戒煙減肥，定期覆診內科及眼科，遵從醫護指

引，則致盲的機會便會大大減少。

簡單測試：

用手遮蓋一隻眼睛，再用另外的一隻眼睛

注視在中間的黑點，然後看看周邊的橫／

直線條有否變形或曲了。發現線條變曲便

可能有黃斑病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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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紅蘿蔔、蕃茄等等。又可以日常服食一些含高抗氧成份的維他命補充劑 (如A、C、E) 

和一些礦物質 (如鋅、錳等)。

糖尿病 — 視力無形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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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大打折扣，所以「糖尿眼」萬萬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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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屈光不穩定 — 當糖尿病病者的血糖波動較大時，眼睛晶體的屈光便受影響，而導致短暫性的遠視或近視 

 的加深。要穩定血糖，勿讓其有大波動。

(三) 視網膜病變 — 分為基幕性和增殖性兩種。糖尿病病者身體內的微血管會出現內壁增厚、粥樣化、曲張和 

 囊腫化等等，令組織缺乏養份和氧氣致微血管壁沁出血漿、出血或導致視網膜神經細胞壞死〈基幕性〉，甚 

 至產生脆弱的新生血管，使玻璃體出血和視網膜纖維化〈增殖性〉。這些情況雖然並不會出現在患上糖尿 

 病的初期，可惜很多人都患了糖尿病而不自知，一旦知道患病時，可能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視網膜病變了。 

 亦有一些懷孕婦女，其糖尿病「上眼」的情況會在懷孕期加深，故在妊娠期要定期作眼科檢查。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病患者，因視網膜缺乏養份和氧氣，視網膜神經細胞容易壞死，如果不

及時治理，視力完全喪失的機會很大。所以，戒煙減肥，定期覆診內科及眼科，遵從醫護指

引，則致盲的機會便會大大減少。

簡單測試：

用手遮蓋一隻眼睛，再用另外的一隻眼睛

注視在中間的黑點，然後看看周邊的橫／

直線條有否變形或曲了。發現線條變曲便

可能有黃斑病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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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青光眼手術需知

當青光眼的病情不能用藥物控制時，眼科醫生會考慮用激光手術清理阻塞房水疏導的障礙物。

一般情況下毋須住院，可在門診部由眼科醫生在顯微鏡的配合下，將高能量的激光束射在虹膜

上，形成小孔以助房水流向小樑組織（這種叫做周邊虹膜切除術），或利用激光打開部份排液

管道（這種叫濾簾切開術），增加房水流出眼球的速率，以達到治療的效果。

適用於青光眼的顯微手術有很多種類，最常用的是青光眼引流手術。眼科醫生會在手術顯微鏡

配合下，利用微細的手術儀器在眼球白色的部份（即鞏膜）與透明的部份（即角膜）的接合處

做一個小窗口，然後將一部份小樑組織從窗口處切除，再以合適的鬆緊度將窗口縫合。手術後

房水便能繞過被阻塞的排液管道，經由人造的小窗口流出，以防止眼壓過高。

手術前及手術當日要注意事項

* 手術前要小心起居飲食，避免感染流行性疾病，如感冒等；

* 如需經常服食某種藥物，應預先通知你的眼科醫生；

* 手術前一日應將頭髮及身體清洗乾淨，因手術後可能短期內不宜洗頭；

* 手術當日應請教醫護人員是否繼續服用日常的藥物 (由於每間醫院的安排可能略有不同， 

 故此記緊向醫護人員詢問，並將所有藥物帶同入院)；

* 不能面部化，亦不應塗指甲油；

* 避免過頭穿之衣物，如樽領毛衣、內衣，以免手術後出院更衣時發生困難；

* 護士會利用輪椅將你護送至手術室，會讓你安臥在手術床上，再將一些觀察儀器安放在你 

 身上；手術時會有消毒布覆蓋在你的面上及身上，如你有任何不適，記緊不要隨便移動， 

 只需輕聲示意讓你的醫護人員知道便可；

* 大部份手術都是在局部麻醉下進行，手術過程中你仍然清醒及聽到周圍的聲音，一定要根 

 據醫護人員的指導保持安靜，放鬆鎮定便可。

激光治療

激光是利用先進儀器，發射出密度極高的單色性光束，把它集中在身體的組織上，產生熱力

或其他適當的生物化學效應，以達到治療的目的。激光可以使血管凝固和用來切割組織。

　　

激光可以治療下面幾種常見眼疾：

（一） 封閉視網膜中的裂縫或嚴重薄化，從而防止視網膜脫落。視網膜有裂縫或退化的症狀包括視野突然出現 

 黑點 (俗稱飛蚊症)，或無故有閃光的感覺。但視網膜如已經脫落，便需要動手術。

（二） 防止不正常血管的產生及摧毀不正常的血管。糖尿病人的視網膜可能會產生一些功能不正常的新生血管。 

 這些新生血管會在眼睛內引致出血，視網膜和黃斑點病變及水腫，而使視力減退。因此糖尿病人須定期 

 作眼部檢查，以便及早發現及治理。

　　

（三） 周邊虹膜造孔手術：青光眼疾的病人因為長期眼壓過高而引至視覺神經萎縮，視力減退及視野收窄。在某 

 些情況下青光眼是可以用激光在虹膜上開一個小孔，從而矯正眼內前房水液體的循環，以防止眼內壓力 

 突然增高。

（四） 白內障手術後產生的眼膜造孔手術：一些病人在白內障切除手術後，原來晶體的薄膜逐漸厚化，使視力 

 逐漸模糊。激光可以在薄膜上開孔，使病人回復視力。

治療的過程

* 激光治療是在診所內進行的，病人無需住院。

* 治療前會用藥水局部麻醉眼部（有些病人還需要滴藥擴大瞳孔）。

* 病人會坐在顯微鏡及激光儀器的前面，而醫生會坐在另一面給予治療。

* 一個適當鏡片會放在病人的眼睛上而病人會看到閃光射進眼內。

* 病人可能感到少許不適，但不會有嚴重痛楚的感覺，病人必須保持頭部和眼睛的位置穩定不動。

* 過程視乎情況而定，但大約需時10分鐘至半小時不等。

注意事項

（一） 激光後會有短暫視力模糊的情況，所以要避免駕駛，也不適宜粗重工作和運動。

（二） 在大部份情形下激光治療主要目的在於防止病情的惡化。所以這些情形下病人不能期望恢復已失去的視 

 力。(註:不包括矯屈光不正，近視這類的激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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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保存眼藥水需知

如有戴隱形眼鏡者，滴眼藥水前，先除下隱形眼鏡；

* 每次滴眼藥水前先洗手；

* 頭仰後，眼向上望，用手指把下眼皮輕輕向下拉；

* 滴眼藥水時，把眼藥水從眼角內側滴入眼袋內，切勿讓樽咀接觸眼球表面及染污樽咀。閉 

 上眼睛後，同時眨眼數次，然後休息5分鐘；

* 如同時使用多種眼藥水，請滴後等5分鐘後才滴另一眼藥水；

* 使用眼藥水後，不要沖洗或抹乾樽咀，應立即放回藥水樽內並蓋好；

* 切忌使用已變色或過期的眼藥水；

* 為了防止傳播病菌及避免耽誤病情，切勿將自己的眼藥給予他人使用；

* 存放眼藥的溫度要求大部份都印刷在眼藥瓶上，一般來說存放溫度約為攝氐15至30度，你 

 只需將藥水存放在陰涼的地方便可；

* 若你需要往熱帶地方旅行，可將眼藥水存放於雪櫃 (切勿存放在冰格)，外出時可存放在小 

 型發泡膠盒內；

* 眼藥水在打開封口後一般可保存一個月，但如意外地沾污瓶口或發現藥水顏色轉變便不應 

 再使用。若眼藥水並未開封，則存放期可參閱印刷在瓶身上的有效日期。

護眼知識 眼睛健康享用一生

當你閱讀時，你應該注意

* 要有充足、均勻、穩定、柔和的燈光或天然光線

* 桌椅高度要適中

* 書本和眼睛要有適當距離(約30釐米)

* 紙質不要反光

* 字體要清晰

* 眼睛疲倦時要稍作休息、遠望或閉目養神

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例如

沙塵入眼

不要用手揉擦，應眨眼讓沙塵隨淚水流出

紅眼

不要胡亂滴眼藥水，應請教醫生

視力不正常

要經常配戴適當的眼鏡

手術後的護理

* 現今大部份是日間手術，手術後當日回家；

* 離開手術室時，動手術一邊的眼睛會有紗布及眼罩掩蓋，通常會保留至翌日早上由醫護 

 人員為你揭下；

* 從手術室回到病房或家中後，你應該盡量留在床上休息，避免不必要的走動。在病房時 

 如有任何需要，應使用床邊按鈴召喚醫護人員；

* 睡覺時頭部應避免轉向動手術的一邊，以免手術後的眼睛受壓；

* 避免用手擦眼，以防感染或令傷口破裂；

* 出院或回家後應更換清潔的枕袋及被舖：

* 應按醫生的處方使用眼藥，並記緊用藥前要洗手；

* 每天應如常洗臉，除非醫生另有指示，每天亦應按醫護人員所指導的方法清潔患眼；

* 應有個人專用的臉巾，並應保持其清潔；

* 如眼睛有分泌物，應用清潔紙巾抹掉，保持眼睛清潔衛生；

* 可回復日常生活時，應避免粗重工作或劇烈運動，如需作任何運動，應先請教醫生；

* 如覺得戶外光線刺眼，可戴上太陽眼鏡；

* 手術後首兩星期，應在睡前戴上保護眼罩；

* 應暫時穿著開胸衣服，以免更換衣服時擦傷傷口；

* 洗頭時應把頭向後仰，並以紗布遮蓋眼部，以免污水濺入；

* 避免到擠逼的地方，以免傷口受到碰撞；

* 避免到空氣混濁的地方，以免傷口感染；

* 避免眼部震盪，不宜突然俯首拾物及攜帶重物；

* 暫時停止眼部化；

* 防止便秘，應多吃水果、蔬菜，及保持正常均衡的飲食；

* 如眼睛嚴重疼痛或傷口出血，視力突然減退，眼有大量滲液或血水滲出、頭痛、噁心、 

 嘔吐及虹視便應立即延醫診治；

* 必需長期按時覆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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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保存眼藥水需知

如有戴隱形眼鏡者，滴眼藥水前，先除下隱形眼鏡；

* 每次滴眼藥水前先洗手；

* 頭仰後，眼向上望，用手指把下眼皮輕輕向下拉；

* 滴眼藥水時，把眼藥水從眼角內側滴入眼袋內，切勿讓樽咀接觸眼球表面及染污樽咀。閉 

 上眼睛後，同時眨眼數次，然後休息5分鐘；

* 如同時使用多種眼藥水，請滴後等5分鐘後才滴另一眼藥水；

* 使用眼藥水後，不要沖洗或抹乾樽咀，應立即放回藥水樽內並蓋好；

* 切忌使用已變色或過期的眼藥水；

* 為了防止傳播病菌及避免耽誤病情，切勿將自己的眼藥給予他人使用；

* 存放眼藥的溫度要求大部份都印刷在眼藥瓶上，一般來說存放溫度約為攝氐15至30度，你 

 只需將藥水存放在陰涼的地方便可；

* 若你需要往熱帶地方旅行，可將眼藥水存放於雪櫃 (切勿存放在冰格)，外出時可存放在小 

 型發泡膠盒內；

* 眼藥水在打開封口後一般可保存一個月，但如意外地沾污瓶口或發現藥水顏色轉變便不應 

 再使用。若眼藥水並未開封，則存放期可參閱印刷在瓶身上的有效日期。

護眼知識 眼睛健康享用一生

當你閱讀時，你應該注意

* 要有充足、均勻、穩定、柔和的燈光或天然光線

* 桌椅高度要適中

* 書本和眼睛要有適當距離(約30釐米)

* 紙質不要反光

* 字體要清晰

* 眼睛疲倦時要稍作休息、遠望或閉目養神

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例如

沙塵入眼

不要用手揉擦，應眨眼讓沙塵隨淚水流出

紅眼

不要胡亂滴眼藥水，應請教醫生

視力不正常

要經常配戴適當的眼鏡

手術後的護理

* 現今大部份是日間手術，手術後當日回家；

* 離開手術室時，動手術一邊的眼睛會有紗布及眼罩掩蓋，通常會保留至翌日早上由醫護 

 人員為你揭下；

* 從手術室回到病房或家中後，你應該盡量留在床上休息，避免不必要的走動。在病房時 

 如有任何需要，應使用床邊按鈴召喚醫護人員；

* 睡覺時頭部應避免轉向動手術的一邊，以免手術後的眼睛受壓；

* 避免用手擦眼，以防感染或令傷口破裂；

* 出院或回家後應更換清潔的枕袋及被舖：

* 應按醫生的處方使用眼藥，並記緊用藥前要洗手；

* 每天應如常洗臉，除非醫生另有指示，每天亦應按醫護人員所指導的方法清潔患眼；

* 應有個人專用的臉巾，並應保持其清潔；

* 如眼睛有分泌物，應用清潔紙巾抹掉，保持眼睛清潔衛生；

* 可回復日常生活時，應避免粗重工作或劇烈運動，如需作任何運動，應先請教醫生；

* 如覺得戶外光線刺眼，可戴上太陽眼鏡；

* 手術後首兩星期，應在睡前戴上保護眼罩；

* 應暫時穿著開胸衣服，以免更換衣服時擦傷傷口；

* 洗頭時應把頭向後仰，並以紗布遮蓋眼部，以免污水濺入；

* 避免到擠逼的地方，以免傷口受到碰撞；

* 避免到空氣混濁的地方，以免傷口感染；

* 避免眼部震盪，不宜突然俯首拾物及攜帶重物；

* 暫時停止眼部化；

* 防止便秘，應多吃水果、蔬菜，及保持正常均衡的飲食；

* 如眼睛嚴重疼痛或傷口出血，視力突然減退，眼有大量滲液或血水滲出、頭痛、噁心、 

 嘔吐及虹視便應立即延醫診治；

* 必需長期按時覆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