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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南瑤族自治縣“扶貧復明”工作報告 

                 ( 2018 年 9 月 3 日 -  9 月 9 日 ) 

 

    白內障是山區農村致盲的主要病種，為使連南瑤族自治縣貧困白內障患者能

夠早日得到復明手術治療，連南瑤族自治縣衛計局、縣殘疾人聯合會、香港力行

植林慈善基金會、連南縣人民醫院攜手合作，於 2018 年 9 月在連南瑤族自治縣

範圍內開展白內障眼疾的免費檢查及復明手術活動。 

     

本期共為 148 位貧困白內障患者進行復明手術，並加放人工晶體。 

手術經費： 感謝 GOLF FOR VISION 贊助 

 

扶貧復明活動詳細情況：- 

下鄉篩查階段： 

 9 月 2 日，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義工到達連南瑤族自治縣，展開為期 7 日的

“扶貧復明”活動。翌日力行義工，連南縣殘聯工作人員及縣人民醫院 2 位醫生

及 2 名護士，開始下鄉義診篩查工作，經過 3 日的篩查，走訪了 6 個鄉鎮共為

487 人進行義診，並即場發出預約白內障手術通知 161 人。 

 

               登記 

 

             測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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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隙燈檢查 

 

         血壓，血糖檢測 

 

  義診篩查情況： 

義診日期      篩查地點         篩查人數 預約白內障手術 

9 月 3 日 上午 – 大麥山衛生院 93人 37人 

下午 – 寨崗鎮社會綜合

服務所 

158人 47人 

9 月 19 日 上午 – 大坪鎮衛生院 34人 6人 

下午 – 香坪鎮衛生院 45人 9人 

9 月 20 日 上午 – 三排鎮衛生院 60人 28人 

下午 – 連南縣人民醫院 97人 34人 

              合計 487 人 161 人 

 

手術階段： 

    9 月 6 日開始於連南縣人民醫院進行，每日是緊湊的工作，義工和醫護人員

引領持有預約白內障手術通知書，前來報到的患者，依次序進行手術前各項眼科

檢查及體檢 (包括量血壓、血糖及血常規、心電圖) ，完成各項檢查後安排住院。

手術於 9 月 7、8 日由廣東藥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派出 2 名專家教授，兩天共為

148 名患者進行白內障超聲乳化手術，並植入折疊式人工晶體，過程順利。 

 

        鮑炯琳教授 
 

        臧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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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階段情況： 

 預約 白內障手術 預約出席率      義診 

總數  161 人

之人人 

148例    85% 20人 

預約中有 28 人因患病或無家人陪同等原因而未能出席。 

 

手術前的各項程序： 

  

  

    手術後翌日，醫生為患者檢查及測試術後視力，再次叮囑家屬注意術後護理，

服藥，眼藥水，眼藥膏之使用方法。期望患者回家後嚴防感染，早日痊癒。 

    這次篩查及手術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眾多前線工作人員，縣人民醫

院醫護人員、縣殘聯、各鎮政府、村委會，各有關單位全力配合及支持，在此衷

心感謝。 

 

後記： 

    本會自 2010 年開始與連南瑤族自治縣殘疾人聯合會，縣衛計局合作，每年

舉辦“扶貧復明”活動，至今資助免費手術共 1,303 例。 

  今年的“扶貧復明”活動工作，從下鄉篩查至手術階段，醫療技術由連南縣

人民醫院一力承擔。在下鄉篩查期間，雖然義診人數眾多，但見醫生悉心為患者

詳細解釋，也協助其它眼疾患者轉介及解決問題，是一位有耐心的年輕醫生。 

手術階段在醫院裡進行，需要安排患者住院及進行體檢。今次相關流程由醫院

主導及協調，各項工作進行尚算順暢。手術由廣東藥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派出 2

位專家教授進行手術，真是貧困患者的福氣。看見患者術後翌日視力提升，喜悅

情景，令大家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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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所見；縣人民醫院五官科，科室無論整潔、設備、儀器都有明顯改善，

醫護人員都有規律，對患者很照顧。 

眾多工作人員來自不同的機構，不同的崗位，在“扶貧復明”活動期間，立

刻聚合成一個團隊，大家盡心盡力為貧困患者做到最好，期間溫情洋溢，相互照

顧，無分彼此，真是令人感動！  

    再次體會到若有共同目標，上下一心，必定有好效果。衷心感謝各位的關愛

和支持，期望明年能再度攜手合作。 

                                                    義工    關綺媚 

                                                    2018 年 9 月 15 日 

雖然義診人數眾多，但秩序井然，團隊精神盡發揮。 

  

   

  

 

復明者的喜悅， 

是我們工作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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