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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顯示， 中國每年為約 2 萬名弱視患者提供輔助器和康復

服務， 而中國共有 7百萬弱視患者。透過視力第一的撥款資

金， 這些新的弱視中心將配備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 並可獲

得各種眼科檢查設備、弱視輔助器及視力設備。中國政府計

劃在廣東省和遼寧省建立弱視中心試點。從這些試點專案中

吸取的經驗教訓將用於全國擴展計劃。深圳獅子會弱視中心

的正式奠基儀式將是 2011 年獅子會世界視覺日活動的一部

分。 

最後， 視力第一將在遼寧省支援一個專案， 以助更好地

連結一級、二級和三級眼科保健機構。希望該專案將能證

明， 高質量的眼科保健服務（目前僅城市人口可獲得）也可

以提供給農村地區。資金將用於所需設備與視力保健專業人

員的訓練。遼寧省政府期待將所學經驗在全省推廣。

透過視力第一 II 募捐的資金使得這些專案能夠得以開

展。獅友繼續致力於消除盲症主要病因的專案和計劃， 但也

在開始實施新專案， 以解決新出現的危害視力的病因。

視力第一中國行動進入新階段
致力於弱視及沙眼

在為全世界民眾預防可避免性失明與恢復視力提供支援方

面，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是領導者。在中國開展的視

力第一中國行動（SightFirst China Action， SFCA）已成為

LCIF最大和最成功的活動之一。透過治療白內障和改善其他

服務、SFCA已實現頭兩個階段的目標， 即幫助實施大規模地

預防盲症， 現在獅友將開始該行動的新階段， 以便幫助更多

的人。

中國對視力活動有很大的需求；據估計， 全世界的白內

障盲症患者有 20%多居住在中國， 而且每年新增 40 萬個病

例。病例數量持續增加的一個原因是， 大部分的鄉鎮醫院沒

有設立眼科診所， 也沒有訓練有素的人力與設備。 

為滿足中國大陸的盲症預防需求， SFCA 與國際獅子會和

中國政府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迄今為止， LCIF已撥出兩筆

SFCA撥款， 業已證明這是視力第一活動歷史上最重要的撥款

之一。自1997年開展該活動以來， LCIF已投資3,080多萬美

元， 共資助了5百多萬例白內障手術並強化了300多座眼科保

健機構。中國政府還為這些資金提供了 2億美元的對應資

金。在中國大陸成立的獅子會分會反映了中國專案所取得的

成就， 使得國際獅子會成為首家在中國建立分會的國際義工

服務組織。國際獅子會在中國和香港目前擁有 396個分會，

會員人數達 10,587 名， 而且還在不斷增長。

當格桑摘下眼睛的繃帶時， 她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並表

達了感激之情。「感謝您們治癒了我的雙眼」， 她說。這位

77歲的婦女只是透過 SFCA恢復視力的成千上萬人之一。格

桑五年前因患白內障而失明， 不得不由 8歲大的家人照顧

她。然而， 受益於 SFCA 提供的免費手術， 格桑現已恢復視

力並能重新獨立生活。 

在 2011 年 5月召開的視力第一顧問委員會會議上， 批准

了視力第一中國行動第三階段 267萬美元的撥款， 其中包括

160 萬美元的沙眼防治啟動資金。視力第一資金將用於幫助

中國政府消除致盲性沙眼這一重大健康問題。

LCIF 國際基金會主席西得史古洛格斯三世表示， 「我們

非常高興能夠繼續在中國擴展我們的視力與人道主義服務。

中國獅友在減少盲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們正在透過數

項新舉措幫助更多的貧困者。」

第三階段行動的另一個構成部分將包括視力第一與當地

獅友在中國共同建立兩座弱視中心。中國政府提供的統計數



在菲律賓， 只有不到 5%的視障兒童能

夠上學。視力第一與柏金斯盲人學校

（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合

作， 以確保所有兒童都有機會上學， 並

能發揮其潛力。 

學校缺乏接納視障兒童的能力， 加上

社區對視障兒童的權利和教育需求缺

乏教育， 是視障兒童獲取機會和獨立的

主要障礙。為了應對這些挑戰， 視力

第一和菲律賓獅友與柏金斯盲人學校

以及當地的合作夥伴一起合作， 以促

進融合性教育， 並幫助學校系統更好

地接納失明或視障學生， 包括有其他

殘障的兒童。 

LCIF 視力第一活動主要資助致力於消

除主要致盲病因的專案， 並改善視障

人士的生活。由於視力第一活動 II

的募捐工作成就卓越， 獅友目前正在擴

展他們的視力第一活動， 新活動的重點

是弱視和視障者。LCIF 的菲律賓專案

重點在呂宋地區， 是視力第一首筆用於

資助教育和康復工作的撥款， 因而具有

特殊的意義。

柏金斯盲人學校校長 Steven Rothstein

表示， 「我們很榮幸能夠與 LCIF 一起

實施這個新專案。長期以來， 獅子會

在改善世界各地視障人士的生活方面

擁有良好的聲譽。作為培養了海倫凱

勒及其老師安妮莎莉文的學校， 本校

認為， 只要有機會， 個人克服障礙並

為社區作出更大貢獻的潛力是無限

的。我們很高興能夠與獅子會一起合

作， 為菲律賓的兒童和他們的家庭創

造更大的可能性。」

透過擴大教育機會並使家長成為其子

女的倡導者， 視力第一菲律賓專案將

為整個地區更廣泛的社會融合奠定了

基礎。當社區見證了有機會上學的殘

障兒童所取得的成就時， 恥辱和歧視

將開始消失。

家長是其子女權利最好的倡導者。Marie

Alonzo 的兒子 John患有視障並伴有輕

度自閉症， 而Marie Alonzo自 2004年

以來就已一直是視障兒童家長倡導者

協會成員（Parent Advocates for Visu-

ally Impaired Children， PAVIC）， 並

獅友與柏金斯盲人學校
幫助菲律賓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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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 獅子會在改善世
界各地視障人士的生活方面擁
有良好的聲譽。」 

以下是受到 LCIF 與視力第一的合作夥伴柏金斯盲人學校共同幫助的視障兒童的例子。視力第一活動 II
募捐的資金使得這個活動得以實現， 而這個專案屬於視力第一對教育和康復工作的撥款。

Jelbert�
Jelbert 和他的弟弟 Jericho 兩人都患有先天性白內障， 並被轉介至盲

人資源有限公司（Resources for the Blind, Inc., RBI）的達沃醫療協調

機構（Davao Medical Coordinators）進行白內障手術。在等待手

術的同時， 這兩名男孩都參加了 RBI 的早期干預和康復活動， 使他

們能夠發展他們的行動、認知和溝通技能。剛來時， Jelbert 無法與

學前班的朋友們一起參加活動， 因為他缺乏溝通和玩耍技能。儘管這

裡是菲律賓的大城市， —但幾乎沒有專為像他這樣的視障伴有殘

障的兒童提供教育的服務。現在， 透過柏金斯兒童發展潛力/菲律賓

（Perkins Possibilities for Children/Philippines， PPCP）專案，

Jelbert 有了個性化的教育方案， 可促進言語前的語言和溝通技能，

並側重提高他的玩耍技能的學習活動。Jelbert 非常急切地學習了各

種口頭說明和暗示， 使他可以與同伴一起參加群組活動。



Rican， 「Adi」：
Rican Uy， 她的家人戲稱她為「Adi」， 透過柏金斯盲人學校與

獅子會當地合作夥伴提供的教育服務， 她現在正在茁壯成長。

Adi 出生後不久， 她的母親 Uy 女士就帶她四處求醫， 但 Adi 的

各種診斷使她不知所措， 對 Adi 的未來不抱什麼期望。Adi 在

三歲時開始接受一名職業治療師的治療。8 歲時， 她被轉介到盲

人資源有限公司（Resources for the Blind, Inc., RBI）。在 RBI

活動的幫助下， Adi 成功地學會了日常生活技能。她在早上只需

一點幫助即可準備好上學， —令她母親喜出望外的是， —她甚至

要求開始幫助做家務。Adi 愛唱歌和擊鼓；Uy 女士說， 只要是

用她的手能擊打出好聽的聲音的東西， Adi 都會擊打。由於 Adi

的快速成長， 她現已參加一項由接受過 RBI 訓練的教師主導的

特殊教育活動。如今她正在發展學習盲文前的技能。 

剛卸任該協會的主席。Marie表示， 「每位家長都擔心， 如

果將自己的孩子單獨留在家中會發生什麼。有了PAVIC

的活動， 我相信我可以為 John 做好準備。」

301複合區的獅友、PAVIC 和柏金斯盲人學校也攜手合作，

與盲人資源有限公司（Resources for the Blind, Inc., RBI）一

起， 為視障兒童提升當地的公眾教育。作為一個組織，

RBI 為視障兒童和成人協調各種教育、訓練和保健活動。在

致力於視障兒童融合教育方面， 它是菲律賓首屈一指的非政

府組織。RBI透過 PAVIC 與家長協作並與柏金斯盲人學

校、教育部、教師、管理人員和政府代表合作， 以促進菲律

賓的融合教育質量。他們正在一起協調每年三次的家長研討

會， 主題包括倡導、家長的領導能力和視障兒童的教育。

在學校裡， 是否能成功地納入殘障兒童取決於教師的技能和

知識。在菲律賓， 接受過視障兒童教育正規訓練的教師和管

理人員嚴重短缺。在這個為期三年的專案過程中， 60名教育

工作者將完成教師訓練的大學課程， 並有 60名學校管理人

員將接受訓練， 以確保在學校系統內對融合教育的行政管理

支援。此外， 420名教師將透過短期訓練課程提高自己為視

障兒童提供服務的能力。

為了讓更多的人能獲得高品質教育， 柏金斯盲人學校的國際

工作人員和顧問將透過每年舉辦的高級教師訓練班分享他們

的專業知識， 包括實地考察和課程編排。在即將舉辦的全國

教師會議上， 教師、管理人員、政府官員和大學教師將聚集

到一起， 分享知識並加強整個地區的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網

絡。該專案還將幫助菲律賓盲文印刷廠（Philippine Printing

House for the Blind）提高盲文教科書的產量， 使視障學生

能與視力正常的同齡人一起學習， 不會因為缺乏合適的教材

而學習落後。

LCIF 正在透過數項新活動幫助解決此問題， 這些新活動將

由視力第一活動 II 募捐的資金資助。為進一步擴大這些工

作的成效， LCIF還與一些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夥伴進

行合作。 

在菲律賓， 獅子會和強生公司的「關心孩子的視力」活動有

一個早期識別系統， 篩檢在校兒童的視力， 尋找有視力障礙

者， 並為他們尋找所需的服務。還需要做的是尋找學校系統

之外的視障兒童。當地獅子會分會會員將發揮關鍵作用， 在

各自的社區制定並實施尋找視障兒童的活動， 並爭取當地政

府官員和民間團體對融合特殊教育活動的支援。該專案還將

訓練 30 名當地弱視專業人員， 由其為學生提供臨床和功能

性弱視評估。在有了適當的弱視評估和建議後， 教師們就可

以根據這資訊對課堂作出適當的修改， 幫助學生充分發揮其

潛力。

在 1990 年之前， 整個菲律賓的視障兒童入學人數不足 300

名。去年， 該國幾乎每個省份都有視障兒童入學， 人數近

3,000 名， 但尚有數以千計的兒童和家庭有待幫助。獅子會

與柏金斯盲人學校聯手協作， 致力於為這些兒童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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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里蘭卡， 白內障是致盲的主要病因。Piyadasa Hewavithana

今年 63歲， 是透過獅子會資助的白內障手術重獲視力的

16,500名斯里蘭卡人之一。他以前幾近失明， 現在他喜

歡讀報紙， 並且能夠重新工作。「我衷心感謝帕納杜拉

（Panadura）獅子會醫院的醫師和醫護人員為貧困者提供

免費的手術， 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 我們這些貧困者將會失

明。我獲得了新生。我希望獅子會將幫助更多的貧困者， 使

他們恢復視力。」

白內障是眼球內阻礙光線穿過的雲狀晶體。大多數白內障病

例與年齡有關， 但會緩慢發展， 造成視力減退。如果不及時

治療可能致盲， 這是視障的首要病因之一。儘管在世界許多

地 區 進 行 的 手 術 治療已有 進展 ， 尚有 1 , 8 0 0 萬 人仍

因白內障而失明， 占所有失明病例的 48%。白內障是發展

中國家致盲的首要病因之一， 主要是因為手術服務不足或難

以獲得。即便是在可以獲得手術服務的地方， 通常也會因為

手術等待時間過長、用品短缺及交通等問題， 阻礙了服務不

足的群體獲得這些服 務 。目前還沒有辦法防止白 內

障， 但手術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2009年 5月， 斯里蘭卡結束了長達 26年之久的內戰。當

時醫療資源嚴重短缺。儘管如此， 視力第一還是能夠在該國

的眼科保健體系統發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從 1993 年到

2008 年， 視力第一為獅友提供了近 180 萬美元， 以幫助改

善他們社區貧困者的生活。除了手術外， 還為三座政府醫院

建立了眼科翼樓， 升級了四座政府眼科翼樓， 並透過基礎設

施開發、醫護人員訓練及白內障補貼支援了三座獅子會眼科

醫院。 

斯里蘭卡視力第一技術顧問 S. Chandrashekar Shetty博

士表示， 「在過去二十年裡， 斯里蘭卡的獅友與斯里蘭卡國

家和省級政府部門、其他國內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義工組織

及民間團體一起， 為斯里蘭卡服務不足的民眾按需提供優質

的綜合眼科保健服務。」

由於白內障是斯里蘭卡民眾致盲的主要病因， 獅子會將繼續

致力於白內障手術。確定白內障治療程度的指標之一是白內

障手術率， 或所有視力保健機構為每百萬人口進行的白內障

手術量。根據剛剛公佈的數據 ， 斯里蘭卡的平均數為

3,804， 但這個數字在斯里蘭卡的 25 個地區之間從 571到

8,889 之間波動極大。這些數字將有助於指導獅子會眼科

醫院擴展到服務不足的地區。

獅子會正計劃將其服務擴展至斯里蘭卡大科倫坡以外的地

區， 並已經開始與衛生部和視覺 2020 合作， 在該國其他

地區建立眼科保健系統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視覺 2020

是全球眼科保健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協作。他們與賈夫納、亭

可馬裡和拜蒂克洛的政府醫院開展合作， 升級這些醫院的設

施。此外， 在視力第一撥款和芬蘭獅友與其政府的慷慨資助

下， 在拉特納普勒新建的一座獅子會眼科醫院將滿足該國另

一服務不足地區的眼科保健需求。

透過這些努力， 獅友可以使 Hewavithana 的希望變成現實，

即「幫助更多的貧困者恢復視力。」

獅子會繼續加強在斯里蘭卡的
白內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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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第一資金的運用

一筆給美國堪薩斯州 17 複合區的撥款將

提升全州的弱視服務。透過基礎設施開

發、人力資源訓練、有目標的服務輸送及

弱視教育與宣傳運動， 這些資金將擴大並

加強堪薩斯州盲人學校的幼兒和兒童弱視

活動。由於堪薩斯大學醫學中心這個提供

眼科保健服務的大型醫院不設兒童眼科

部， 而且其弱視服務僅限於成年人， 對這

些服務的需求非常大。據預測， 該專案將

為 400 多名兒童服務， 並教育 1 ,400

多名關鍵的社區利益相關者。

參與本活動的驗光師 Kendall Krug醫師

表示， 「LCIF 最近的視力第一撥款將立

即惠及堪薩斯州所有的視障學生。在這個

人口主要分散地分佈在農村的州內， 利用

過時的集中式方法不能有效地為大多數的

堪薩斯視障學生提供高品質的弱視服務。

有了堪薩斯州獅友和這筆撥款的支援，

我們可確保延續這個重要的活動。它將作

為其他州和國家開發這種類型服務時可遵

循的模式。」 

透過視力第一活動 II 募捐的資金， 視力

第一活動目前正在集中精力發展並擴大弱

視活動。這是首次在美國頒發此類撥款。

在斯里蘭卡， 已有 16,500 人透過獅友提供的白內障手術恢復了視力。以下

是在斯里蘭卡帕訥杜勒獅子會的視力禮物醫院（Lions Gift of Sight Hospital）

對進行了白內障手術的患者的訪談錄：

我的兒子把我帶到了檢查營。在進行了數項測試後， 眼科醫師選擇了我， 問
我是否願意在九月初接受手術。我非常高興。

早上有一輛巴士來將我們所有 26人接到了帕訥杜勒獅子會醫院。醫師和護
理人員對我們照顧入微， 我無法用語言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們的食物和住
院費用都是免費的。當給我換繃帶時， 我雙膝跪地， 對醫師、醫護人員和獅
子會會員表達了我的感激之情。我恢復了視力。醫師向我講了一些注意事
項， 並給了我眼藥水。這也是免費的。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 獅友參與免費白內障手術。醫師告訴我， 如果我不做手
術， 我將在六個月內失明。

我今天回去後， 我的家人肯定不會相信我恢復了視力。我以前是我的孩子和
妻子的累贅。上帝看到了我的痛苦， 透過獅友送給了我一件一個人可以擁有
的最珍貴的禮物。請向獅友轉達我的感激之情， 感謝他們讓我恢復了視力，
使我又生活在幸福之中。上帝保佑獅友。

Piyadasa Hewavithana， 臨時工：

我來自阿庫拉撒， 是一名臨時工。我今年 63 歲， 還要養活一
家三口。 

在此之前， 我幾乎失明， 我無法閱讀報紙或單獨出門。我開始
在寺廟中工作。廟中的僧人知道了我的處境後， 為我和我的
孩子提供飲食。雖然我還有體力工作， 但沒有人願意雇用
我， 說我是一個盲人。

廟裡的僧人從阿庫拉撒獅子會分會得到消息， 安排我來到這個馬特勒的獅子
營， 這裡離我家 55 公里（34英里）遠。 

獅友安排將我送到帕訥杜勒的獅子會醫院。就這樣， 我來到了這家慷慨的獅
子會醫院。我簡直不敢相信這裡的獅友、醫師和護士為了人道主義所作出的
巨大犧牲。我們所有的膳食、住宿、醫療援助和手術都是免費的。 

我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對每個人的感激之情。我現在恢復了視力。今天早上給
我換了繃帶， 又給了我免費的眼藥水。他們告訴我至少要注意一個月。我的
視力會改善， 我將能夠看得更清楚。

我衷心地感謝帕訥杜勒獅子會醫院的醫師和醫護人員為貧困者提供免費的眼
科照護， 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 我們這些貧困者將會失明。我重新獲得了新
的生命。我祈禱獅子會將幫助更多的貧困者， 使他們恢復視力。獅友的及時
干預挽救了我的視力。謝謝您。

有了視力第一活動 II募捐的資金， 世界各地更多像 E.W. 和 Piyadasa 這樣的人

的視力將得以改善。自 1990 年開始以來， 視力第一在全球幫助拯救了 3,000

多萬人的視力。

擴展美國堪薩斯州
的弱視服務

E. W. David， 農民：

我是一個農民， 過去 35 年裡一直在一個租賃的農場裡工作。
自去年開始， 我的視力開始衰退， 幾乎失明。六個月前， 我
的兒子帶我去馬塔拉的政府醫院。醫院眼科醫師要我購買眼
鏡和許多其他藥品， 但我買不起。我兒子在馬塔拉的主廟見
過一張宣傳橫幅， 內容是將有一個白內障檢查營， 由帕訥杜
勒獅子會醫院和千年女士（Millennium Ladies）獅子會分
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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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第一新聞簡報

全球視障幾乎有一半是由未矯正屈光偏差（Uncorrected 

Refractive Error， URE）導致。據估計， 有 1.53億人因

未矯正屈光偏差造成視障， 8 百萬人因此失明。

當眼睛無法正確地將圖像對焦在視網膜上而導致視力模糊

時， 就會發生屈光偏差， 這方面的例子有近視、遠視、散光

和老花眼。若不進行矯正， 未矯正屈光偏差可以導致嚴重的

視障和失明。 

獅子會在中國紀念世界視覺日 

獅子會於 2011 年 10月 9日在中國深圳紀念第 13屆獅子會

世界視覺日， 國際獅子會主席譚榮根主持了此次活動。獅友

為兒童、老人和外來務工人員進行了篩檢並提供了眼鏡，

還在深圳醫院舉行了弱視診所落成儀式。獅子會也宣佈了其

在中國多年的視力第一活動成果， 並啟動了視力第一中國行

動 III。譚主席、LCIF董事會成員、中國各地的獅友和中國政

府、衛生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出席

了此次活動， 獅子會在中國的合作夥伴也出席了此次活動。

獅子會透過獎金支援泛美眼科基金會

在 2011 年 4 月舉行的 LCIF執行董事會會議上， 批准了一

個與泛美眼科基金會（Pan American Ophthalmological Foun-

dation， PAOF）相關的年度獎金。該獎金將授予一位有倡導

防盲業績記錄的拉丁美洲眼科醫生。這筆 1,000 美元的獎金將

包括差旅費， 讓得獎人可以參加區域泛美眼科訓練課程。將

由一個委員會從區域泛美課程舉辦國的提名人名單中抽選出

得獎人。

繼續與博士倫進行合作

博士倫早期視力研究所和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繼續其合作夥伴

關係， 一起識別、資助並促進治療兒童白內障創的新方法。

該合作夥伴活動於 2010 年 6 月開始， 致力於預防和治療

嬰幼兒及兒童白內障， 並促進兒童早期視力篩檢。博士倫在

第一年向國際基金會捐贈了 35 萬美元以啟動此合作活動。

在第一年內， 兒童白內障防治行動（Pediatric Cataract Initiative，

PCI）側重幫助中國的兒童， 在那裡估計有 4萬兒童患有兒童

白內障。該活動也將為一些基本研究專案提供資金， 以識別

兒童白內障的病因和/或探索療法。經過一年繁忙的試行後，

LCIF 和博士倫承諾將這項重要的工作延續到 2012 年， 而博

士倫將追加撥款 35 萬美元。

如欲瞭解更多有關 PCI 的資訊， 請造訪
www.pediatriccataract.org。

兒童白內障防治行動頒發的研究撥款

兒童白內障防治行動（Pediatric Cataract Initiative， PCI）

撥出兩筆撥款， 每筆金額為 5 萬美元， 用於資助研究兒童白

內障病因和/或改進治療工具及方式的符合資格的個人、機構

或組織。這筆撥款是為了支援創新研究， 在 12 個月內利用有

限的資源就可以完成。提案的截止日期為 10月 14 日， PCI

顧問委員會將於 12 月作出最終決定。預計專案/撥款的開始日

期為 2012 年 1月。去年的兩筆撥款分別為：蘭毗尼眼科研究

院對於在尼泊爾和印度西部綜合兒童白內障手術後續制度的

成本和臨床效果研究；卡拉巴爾教學醫院對尼日利亞兒童嚴

重視障和盲症原因和負擔的調查。

如需更多詳情， 請造訪 www.lcif.org。

在哥倫比亞消除了河盲症

自 2004年以來， 視力第一一直是美洲蟠尾絲蟲症消除活動

（Onchocerciasis Elimination Program of the Americas，

OEPA）的合作夥伴， 旨在巴西、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瓜地

馬拉、墨西哥和委內瑞拉消除蟠尾絲蟲症（河盲症）及其傳

播。迄今為止， 由於健康教育和分發Mectizan® 的成果， 在受

影響地區一直沒有新的蟠尾絲蟲症致盲病例。世界衛生組織

（WHO）將於 11月份在美洲國家間蟠尾線蟲病會議（IACO）

上宣佈， 已在哥倫比亞消除了蟠尾線蟲病， 使哥倫比亞成為

收到這種認證的第一個國家。六個參與國的代表將出席會

議， 慶祝哥倫比亞所取得的成就。美洲蟠尾絲蟲症消除活動

正朝著其目標邁進， 要在 2012 年消除河盲症的傳播。

視力第一在非洲的各種專案
旨在改善未矯正屈光偏差服務

在衣索比亞的沙眼治療

衣索比亞的獅友在防治沙眼的活動中

十分活躍， 特別是在沙眼流行的阿姆

哈拉地區。將於今年 11月進行為期

一週的瘧疾沙眼防治週活動， 旨在控

制瘧疾和沙眼。由活動合作夥伴輝瑞

制藥有限公司捐贈的抗生素阿奇黴素

（Zithromax®）， 是獅友和合作夥伴在不發達的鄉村地區與這

種致盲疾病進行抗爭策略的重要部分。2010 年 11月舉辦

的第五屆瘧疾沙眼防治週共收治了 1千萬人。與此同時， 獅子

會及其合作夥伴設法透過社區教育提高認識和治療方法， 以預

防沙眼和瘧疾 ， 並篩檢瘧疾。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

告， 沙眼是全世界可預防性失明的主要病因， 約有 8百萬人因

此導致不可逆性失明， 另有 8,400 萬人罹患此疾病亟需治療。

另有 5百萬人有感染此疾病的風險。阿姆哈拉是沙眼最嚴重

的地區， 有 1,700 萬人有感染的風險。



8

喀麥隆， 403-B 區 
162,409美元用於在中心醫院（Hopital Central）

建立一座光學工作室， 以幫助提高杜阿拉市提

供的未矯正屈光偏差服務

衣索比亞， 411-A 區 
172,229美元用於一項為期兩年的專案， 在

全非洲麻風病康復和訓練（All African Leprosy

Rehabilitation and Training， ALERT）醫院

建立一座光學工作室， 幫助改善阿地斯阿貝巴

提供的未矯正屈光偏差服務

衣索比亞， 411-A 區 
285,264美元用於在阿地斯阿貝巴的全非洲麻

風病康復和訓練（All African Leprosy Rehabil-

itation and Training， ALERT）醫院設立眼科

護士訓練獎學金

衣索比亞， 411-A 區
2百萬美元用於與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

ter）合作， 繼續協助阿姆哈拉區衛生局在阿姆

哈拉地區的 10 個行政區實施完整的 SAFE（手

術、抗生素、洗臉和環境變化）策略。

幾內亞， 403-A1 區 
251,380 美元用於柯那克里東卡大學中心醫院

（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de Donka）

的眼科護士訓練

印度， 321 複合區 
17,045 美元用於在沙哈巴德已故VeenaChowdhry

博士獅子會眼科醫院資助 1千例白內障手術

印度， 322 複合區 
180,681 美元用於在印度東部 34個低收入地區

資助 10,600例白內障手術

印度， 322-C1 區
7,500 美元用於支援密那波爾獅子會眼科醫院

代表的人力和管理訓練

印度， 322-C3 區
57,831 美元用於升級獅子會塞瓦眼科醫院， 以

提升其白內障手術量

印度， 322-E 區 
155,045 美元用於升級斯里塞獅子會 Netralaya

眼科醫院， 並在比哈爾邦各地建立20 個視力中心

尼泊爾， 325-A 區  
253,750 美元用於在尼泊爾東部資助 9,750例

白內障手術

尼泊爾， 325-B 區
39萬美元用於在尼泊爾西部資助 14,000例白內

障手術

巴基斯坦， 305-N2 區 
144,000 美元用於支援在希法信託（Al-Shifa

Trust）的巴基斯坦眼科研究所訓練中層眼科人員

斯里蘭卡， 306 複合區
21 萬美元用於在斯里蘭卡西南部的五個獅子會

眼科醫院資助 7 千例白內障手術

烏干達， 411-B 區 
25 萬美元用於資助烏干達北部地區的一項蟠尾

線蟲病治療和保護活動

美國堪薩斯州， 17 複合區 
71,137美元用於創建一個永久性全州弱視網

絡， 建立 10 個二級弱視診所， 並支援擴大堪薩

斯獅子會全州兒童弱視專案 

中國獅子會世界視覺日， 380 區 
75,000 美元用於支援在中國深圳舉行的獅子會

世界視覺日活動。活動包括篩檢和分發眼鏡，

獅子會弱視診所落成典禮和啟動視力第一中國

行動 III。

• 為102個國家的1,005個專案批准了2.55億美元

• 透過白內障手術恢復了768萬人的視力

• 提供了1.47億次河盲症治療

• 建造或擴建了315所眼科醫院/診所/病房

• 升級了389個眼科中心的設備

• 為186 個機構提供了管理訓練

• 訓練了65.9萬名眼科醫師、眼科護士、其他眼科保健專業人員及鄉村衛生工作人員

• 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發起世界上有史以來首次消除兒童盲症的行動；建立或增強了

35 座兒童眼科保健中心， 影響了1.21億兒童的生活

獅子會透過兩個募捐活動籌得 4.15 億美元， 用於支援視力第一活動。該活動

自 1990 年啟動以來成績斐然：

未矯正屈光偏差的治療非常容易， 佩戴眼

鏡或其他屈光設備即可。儘管治療簡單，

但各種原因可能使屈光偏差未能得以矯

正， 包括個人或家庭缺乏屈光偏差的認知

與自知、能力有限或無法負擔屈光服務與

眼鏡， 以及不鼓勵使用眼鏡的文化傳統。 

視力第一批准了三個在非洲的視力第一專

案， 用於確定並治療未矯正屈光偏差。這

些專案將在喀麥隆、肯亞和衣索比亞試點

的基礎上創建獅子會視力中心。

喀麥隆公共衛生部部長 Andre Mama Fouda

表示， 「喀麥隆政府願意支援該專案， 並

將參與 LCIF 的後勤工作。」

在非洲的這些各種視力第一專案旨在透過

改善基礎設施、設備、耗材及訓練提高未

矯正屈光偏差服務。在基礎設施升級完成

後， 所有設施都將建立光學工作室， 訓練

員工使用屈光室和重要設備。這些未矯正

屈光偏差單位還將接收非醫療設備， 如鏡

框陳列台、儲存倉庫以及正常運營這些設

施所需的其他傢具。國際眼睛保健教育

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yecare 

Education， ICEE）將訓練一名眼鏡技術人

員和一名驗光助理， 以確保工作室高效運

營並有適當的問責制。

喀麥隆、肯亞和衣索比亞的獅友將是專案

委員會委員， 倡導提供更好的眼科保健服

務， 並圍繞這些獅子會視力中心進行各種

活動， 如在學校進行視力篩檢。ICEE 專案

經理 Stephanie Looi 表示， 「很高興聽到

獅子會視力中心正在蓬勃發展。我真的很

期待參與其中。」

最近在非洲的這些專案建立在視力第一活

動成功的基礎上， 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LCIF 與視力第一正致力於解決世界各地

服務不足社區的盲症和視力減退問題。在

非洲進行的消除未矯正屈光偏差試點專

案是朝著消除可預防性失明目標邁進的

下一步。

在 2011 年 8月召開的視力第一顧問

委員會例會上獲批的視力第一撥款

17 筆撥款， 總額達 4,683,271 美元

視力第一活動統計

撥款

LCIF 與視力第一一起正致力於

解決世界各地服務不足

社區的盲症和視力減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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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第一在非洲跨步前進
Jacqueline 今年 17 歲， 住在非洲布隆迪西部， 已失明一

年。醫師認為她失明的原因是糖尿病， 她在五歲時就被確

診患有糖尿病。Jacqueline自從失明後就閒散下來， 並

停止治療她的糖尿病， 從而導致病情迅速惡化。Jacqueline

失去了希望。

多虧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

dation， LCIF）最近在非洲東部開展的視力第一專案， 一

名眼科醫師為 Jacqueline 進行檢查後發現， 她的失明原

因不是糖尿病， 而是因為她患有雙側白內障。就在第二

天， 她接受了白內障手術， 恢復了視力。在這一瞬間，

Jacqueline 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並使她重新

拾起生活的希望。

視力第一與視力 2020 活動：
改變非洲眼科保健的未來

自從 2008 年在吉力馬札羅社區眼科中心（Kilimanjaro

Center for Community Opthamology， KCCO）眼科部開

展視力第一區域訓練和能力建設活動以來， 在東非有成千

上萬的人進行了篩檢、接受了跟進治療並進行了白內障手

術， Jacqueline 是其中的一名。這項為期三年的專案透

過訓練、推廣到農村地區、改善設施與研究正在對該區域

內的 10座眼科保健設施進行能力建設。該專案由 KCCO

協調， 有瑞士獅友的協助， 並有坦尚尼亞當地獅友的支

援。該專案還包括蒲隆地、吉布地、厄立特里亞、衣索比

亞、馬達加斯加、馬拉威、坦尚尼亞、烏干達及桑比亞等

國。LCIF 視力第一撥款了 150 萬美元用於支援這個影響

極大的專案。 

這項工作有助於獅友實現視力 2020 的目標， 即在 2020

年以前消滅可預防性失明的主要病因。視力 2020 是國

際防盲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the Prevention of

Blindness）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聯合主辦的一項活動， 有眾多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專業協

會、眼科保健機構和公司參與。視力第一是視力 2020 實

現其目標的主要合作夥伴。

蒲隆地：一個正在進行的成功故事

蒲隆地與參與該專案的每個國家一樣， 對眼科保健能力建

設有著很大的需求。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在非洲有近

50% 的盲症病因是白內障。然而， 蒲隆地在 2008 年僅進

行了 342 例白內障手術， 這些手術由其僅有的兩名眼科

醫師完成， 而整個國家的人口有 850 萬人。在 2010 年，

—由於獅子會和視力第一的支援， 共完成了— 2,650例白

內障手術。由於採取了改善該地區眼科保健的進一步措

施， 這個數字將繼續增加。 

那些直接參與該專案

的人見證了這項工作

的持久影響力， 該專

案為今後該地區的眼

科保健奠定了基礎。

KCCO 聯席董事 Paul

Cou r t r i gh t 博士表

示， 「眼科保健已經

從一個抽象的概念發

展成為一個可行的國

家計劃。透過地方能

力建設和保健計劃，

蒲隆地現在已為實現視力 2020

做好了準備。」

在獅友的支援下， 視力第一將繼

續在世界各地建立綜合眼科保健

服務。獅友已捐贈 4.15億美元

資助視力第一活動並為成千上萬

的人帶來了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