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青會
服務十周年

誌慶

前景光明

石龍慎群敬賀

恭賀 祝賀

康青會

惠澤社群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林錦棠



康青會
服務十周年

誌慶

前景光明

石龍慎群敬賀

恭賀 祝賀

康青會

惠澤社群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林錦棠



祝願

康青會

會務順利
蒸蒸日上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王文德    奚國瑛



祝願

康青會

會務順利
蒸蒸日上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王文德    奚國瑛



鄧國輝 (創會主席) 1995年至今

姚玉玲 (第二、三及六至九屆主席) 1995年至今

廖繼成 (第十及現屆主席) 1995年至今

吳國生 (第四及五屆主席) 1997年至2001年

顧錦池 1995年至今 黃植康 1995年至今

湯麗瓊 1995年至今 許翠琴 1995年至今

麥梅熹 1995年至今 伍碧斯 1995年至2002年

馮錫年 1995年至2000年 吳燕香 1995年至2000年

莊蕙婷 1995年至1997年 鄧世傑 1995年至1997年

余兆豐 1995年至1996年 余兆玲 1995年至1996年

梅鴻成 1995年至1996年 李樹坤 1996年至今

崔志強 1996年至2000年 哈秀麗 1997年至今

關淑儀 1997年至今 梁志清 1997年至2004年

鄺雪雲 1997年至2000年 李倩媚 1997年至1999年

何詠妍 1997年至1998年 張玉芳 1998年至2001年

鈕美霞 1998年至1999年 鄭潔蓮 1999年至2002年

曾振英 1999年至2001年 陳漢良 1999年至2001年

高秀顏 2000年至今 張遙琴 2000年至今

鄧愛芳 2000年至今 何弘偉 2000年至今

陳家駒 2000年至今 石   偉 2000年至今

徐耀良 2000年至2003年 何瑞美 2000年至2002年

郭麗瓊 2001年至今 林道堂 2001年至2004年

郭   永 2002年至今 姚本輝 2002年至今

黃秀英 2004年至今 邵寶蓮 2004年至今

蔡依儂 200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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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音系統熱線電話

公眾人士可以透過話音系統熱線電話 2569 1008，查詢有關青光眼的

資料。也可聯絡本會的資深病友，了解有關青光眼的知識及治療方法。

病友家訪 

家訪服務的目的是定期慰問病情轉差或獨居之患者，給予支持；並希望

透過探訪，讓病情穩定的患者進一步投入互助過程，加強自我價值觀。

每次探訪由2至3名病友義工負責。

服務康青會 香港青光眼病人互助組織

康青會為會員、病人及公眾人士提供多方面的服務，

包括：話音系統熱線電話、醫院探訪、病友家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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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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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人」電話輔導

由於對青光眼病認識不足，不少新症患者在證實患上青光眼病時都容易陷入擔憂、焦慮徬

徨以至恐懼。這時他們極需紓解和減低心理壓力，以便醫生展開長期治療。另外，部份病

友亦會因病情起伏不定而感到不安，也需要關懷、照顧和幫助。透過「同路人」電話輔導，

本會的資深病友向他們提供有關青光眼的知識及治療方法；而透過資深病友的經驗分享，

亦可降低病者和家屬的心理壓力及憂慮。

健康講座

本會每年都會和其他機構舉辦青光眼及其他健康講座，為病友

及社區未接觸本會的朋友提供青光眼及其他健康知識，讓社區

中的青光眼患者認識本會，增加他們的支援網絡。講座主要由

醫護人員及資深的患者主講。

興趣小組

本會成立了多個興趣小組讓患者和家屬參加，如太極班、八段

錦班、跳舞班等，目的除了使他們進行有益身心的活動外，更

希望透過定期的興趣小組聚會，讓會員間保持定期的聯繫，促

進互助關係及經驗交流。而透過每次分工合作過程，讓會員增

強自信及組織能力。

醫院探訪

這活動的目的是透過主動的探訪把有關青光眼的知識帶給患者，

給予患者支持和鼓勵。組員3至4人，分別到醫院的眼科門診及

病房探訪覆診或住院的病人。

病人分享聚會

本會定期為病友及家屬舉行病人分享聚會，促進病友間經驗

的交流及情緒支援；而透過分享及組織小組的過程，使病友

體驗自助助人的樂趣，增強他們的自信及生活意義。

義工服務

為了能順利推行本會的活動和服務，本會需要大量的人手從事

義工服務工作，包括醫院和家居探訪，策劃及帶領小組活動，

出席病人分享交流會，及與本會其他工作人員和幹事共同服務

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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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會員/義工登記表格

姓名（中文）：  年齡：                

 （英文）：  性別：                

地址 ：                                                 

                                                        

                                                        

聯絡電話 ： 流動電話 ：              

電郵地址 ：                                             

職業 ：    

會員類別 ： 正式會員 (青光眼患者)

 附屬會員 (青光眼患者家屬)

 與正式會員姓名              

  關係              

 康青之友 (義工)

本人有興趣參加康青會 ：  籌劃活動

   出版通訊

   義工服務

   病友探訪

   幹事會

申請人簽署 ：     日期：                   

康青會會員制度

1. 正式會員 － 願意加入康青會的青光眼患者。

2. 附屬會員 － 願意加入康青會的青光眼患者的親屬。

3. 康青之友 － 願意加入康青會的其他人士。

4. 基石會員 － 願意加入康青會並捐助二仟圓或以上的任何人士。基石會員終生豁 

  免會費。

5 名譽基石會員 － 願意加入康青會並捐助壹萬圓或以上的任何人士。名譽基石會員終 

  生豁免會費。

6. 名譽顧問 － 凡被幹事會邀請作義務顧問之醫生或有關人士，均可成為名譽顧問， 

  毋需繳付何會費。

入會及義工登記

入會手續及會費

康青會歡迎有心人士加入成為會員或登記成為義工。凡願意加入請填妥「會員/義工登記表」，

並繳交會費便可。

正式、附屬會員及康青之友，2005年度首次入會費為港幣80元，以後每年會費80元，需於每

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繳付。

繳費方法

1. 郵寄劃線支票，抬頭寫上「康青會」，並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寄回本會。

   地址 : 香港蒆蔓F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或 香港北角郵政信箱 54633號
   

2. 存入本會銀行戶口：

 香港匯豐銀行 ：004-025-4-067036

 中國銀行     ：012-893-1-0138643

 請將銀行收據寄回本會上述地址或傳真至 2573 3535，以便紀錄。收據上請寫上會員 

 姓名。

3. 親自到本會康山辦事處繳交會費。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2573 7788 與本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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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基石會員 

感謝下列人士/機構捐助港幣＄2,000成為康青會基石會員，終生豁免會費  

Allergan Asia Ltd. 哈馬慧文 曾美倫  

王文德 哈雲龍 湯麗瓊  

王蘭桂 柯朝清 鈕美霞  

白金泉 胡妙玲 馮雪英  

何瑞美醫生 胡燕卿 馮滿林  

何靄璇 凌哈施 黃向葵  

何詠妍 奚國瑛 黃淑芬  

何瑞嫻 容量達 黃麥潤棣  

何鏡波 徐雅琴 黃漢雲  

余兆玲 袁文娟 黃霓虹  

余兆豐 高秀顏 廖慧明  

余志仁 高登程 劉宏炎  

余錦雄 張肖儀 潘桓聲  

吳汝池 張惠文 潘凱昌  

吳悅照 張鎮漢 鄭潔蓮  

吳亮 曹振華 鄧世傑  

吳國生 梁志清 鄧國輝  

吳婉華 梁惠芳 鄧愛芳  

吳惠蘭 梁錦燕 鄧潔玲  

吳鎮新 梁麗鶯 鄧潔美  

李月嬋 梅鴻成 黎淑銘  

李玉蘭 許素芳 盧煥珍  

李  英 許翠琴 龍慎群  

李振強 陳月明 龍慧怡  

卓少英 陳  好 謝信真  

周志基 陳淑玲 簡沃禧  

林雪華 陳  雄 藍碧儀  

林錦棠 陳敬金 鄺雪雲  

邵美華 陳潔瑜 羅月寬  

邱梅雲 麥梅熹 龔可元  

哈秀麗 彭瑞珍 龔  全  

名譽基石會員  

捐款

凡認同康青會宗旨及支持康青會服務的熱心人士，歡迎透過捐款支持我們的活動。康青會是

一個註冊非牟利團體，每年捐款給康青會超過港幣一佰元者，可憑收據作免稅項目扣減。

捐款方法

1. 郵寄劃線支票，抬頭寫上「康青會」，並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寄回本會。

 地址 : 香港蒆蔓F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或 香港北角郵政信箱54633號

   

2. 存入康青會銀行戶口：

 香港匯豐銀行 ：004-025-4-067036

 中國銀行 ：012-893-1-0138643

 請將銀行收據寄回本會上述地址或傳真至 2573 3535，以便紀錄。收據上請寫上會員 

 姓名。

3. 親自到康青會康山辦事處繳交。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2573 7788 聯絡。

聯絡康青會 (香港青光眼病人互助組織)

辦事處 ：香港蒆蔓F英皇道1120號

 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六時正，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郵寄地址 ：香港北角郵政信箱54633號

話音系統熱線電話 ：2569 1008

電話 ： 2573 7788

傳真 ： 2573 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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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基石會員 

感謝下列人士/機構捐助港幣＄2,000成為康青會基石會員，終生豁免會費  

Allergan Asia Ltd. 哈馬慧文 曾美倫  

王文德 哈雲龍 湯麗瓊  

王蘭桂 柯朝清 鈕美霞  

白金泉 胡妙玲 馮雪英  

何瑞美醫生 胡燕卿 馮滿林  

何靄璇 凌哈施 黃向葵  

何詠妍 奚國瑛 黃淑芬  

何瑞嫻 容量達 黃麥潤棣  

何鏡波 徐雅琴 黃漢雲  

余兆玲 袁文娟 黃霓虹  

余兆豐 高秀顏 廖慧明  

余志仁 高登程 劉宏炎  

余錦雄 張肖儀 潘桓聲  

吳汝池 張惠文 潘凱昌  

吳悅照 張鎮漢 鄭潔蓮  

吳亮 曹振華 鄧世傑  

吳國生 梁志清 鄧國輝  

吳婉華 梁惠芳 鄧愛芳  

吳惠蘭 梁錦燕 鄧潔玲  

吳鎮新 梁麗鶯 鄧潔美  

李月嬋 梅鴻成 黎淑銘  

李玉蘭 許素芳 盧煥珍  

李  英 許翠琴 龍慎群  

李振強 陳月明 龍慧怡  

卓少英 陳  好 謝信真  

周志基 陳淑玲 簡沃禧  

林雪華 陳  雄 藍碧儀  

林錦棠 陳敬金 鄺雪雲  

邵美華 陳潔瑜 羅月寬  

邱梅雲 麥梅熹 龔可元  

哈秀麗 彭瑞珍 龔  全  

名譽基石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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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編輯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特別是要編製這本記載了康青會十年發展的紀念特刊，更殊非

容易。

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一個不懂事的嬰兒在十年的時間已成長了成為一個會行會走

認識事物的小朋友了。康青會的幹事們在耐心照顧這小朋友成長所花的心血，可以在這本特

刊中感受到。特刊中每一項資料，每一幅照片，每一段文字，都彌足珍貴，並標誌著康青會

每一段重要的發展里程。

  

我們希望用豐富的圖片，使已加入了康青會這個大家庭的會友，在翻閱這本特刊時，會勾起

了很多美好的回憶。同時，我們也希望其他公眾人士感受到這個家庭的溫馨。更希望大家在

閱讀有關眼睛的保護以及青光眼或其他眼疾的資訊時，能溫故知新，並增加多一些對護理自

己的「靈魂之窗」正確而又權威的知識。

藉此感謝贊助這本特刊，在特刊刊登廣告的商號，康青會朋友，康青會會員，特別是美國輝

瑞科研製藥香港有限公司、愛力根亞洲有限公司和愛爾康（香港）有限公司。有了他們慷慨

的支持，特刊才可以與大家見面。

本刊的籌備及編輯工作限於時間和經驗，錯漏之處在所難免，萬望各界多作包涵，並提出寶

貴的意見及指導。

「康青十載情」紀念特刊面世了，我們誠意獻上這本令康青會自豪的特刊。希望大家在閱讀

時，有歡欣、喜悅的得著。謝謝 !

編輯委員會
姚玉玲   廖繼成   高秀顏   顧錦池   容麥梅熹

鄧愛芳   黃秀英   姚本輝   郭麗瓊   蔡光華     游寶榮

2005年12月

本公司由2001年成立至今，

主要經營原廠配件及手機零件批發。

主要經營市場為本地，內地及海外世界各地。

本公司主要代理品牌如下：

- Sony Ericsson

- Nokia

- Motorola

- Siemens

- Samsung

- LG

- Panasonic

有關產品詳細資料請瀏覽本公司之網頁

www.ehtelecom.net

電話：(852) 2191 8922

傳真：(852) 2547 5298

電郵：sales@ehtelecom.net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6號摩登倉7樓705室

鷹豐電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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