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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鏡店員教她在鏡框髹上深顏
色，別人就看不見圈圈，她照

部缺氧令血管增生致經常眼紅

的何小姐戴隱形眼鏡時間愈來愈

也不會好受亦不會好看！所以到

紅，這些年來經歷多次爆微絲血

做，感覺上雖然好一點，但厚厚

了中五有能力補習賺到錢後，馬

管︙︙而最近十年由於近視已超

長，眼乾情況愈見嚴重，加上眼

上給自己配上隱形眼鏡，從此脫

過二千度，令她再增添煩惱。

大眼鏡架在小女孩鼻樑上，怎說

離四眼醜八怪行列。而這時，她
已經是一千五百度的近視妹！

近視加深速度雖然慢下來，但度

二千度，如超過此度數需要醫生寫

﹁原來隱形眼鏡最深只去到

新法矯盡三千度
數仍然悄悄地隨年月日遞增。而

證明，再送交外國廠家訂製，非常

全家都有近視的她，成年後

由於工作關係，任職大企業公關

置換 超
超級人工晶體風險：
超級

1 一萬分之一機會細菌入眼，視力永久變差！
一
一萬分之
之一機
機會細菌入眼，視力永久變差！
2 二
二萬分一機會晶體不正常，例如手術中晶體後囊裂開
萬
機會
或跌去後面，需要兩小時手術時間才能取回。
或
3 五
五十歲以下患者，手術後五百個中有九個會視膜網脫
落；五十歲以上，就大約五百分之一至一千分一。
落
4 超
超聲波傷及角膜，可能需要移植角膜，如之後產生排
斥，病人會有失明風險。
斥
5 一
一百個當中有六個患者的白內障晶體，在兩三年後有
機會重新生長，形成一層膜（posterior capsular
機
opacity），但到時可以輕易地用激光清除增生的薄
膜！
藝人江欣燕患深近視，
很早便有白內障，換了人
工晶體。

麻煩；如不，就戴

足二千度隱形眼鏡外，

再加一副有框眼鏡︙︙戴有

框鏡實在太醜了，我寧死也不

戴，往後的日子就靠二千度的隱形

眼鏡了︙︙﹂何小姐說。

而在近視繼續加深下，最近

這幾年她右眼已達二千五百度，

左眼亦有二千三百度，在只得

二千度的隱形眼鏡幫助下，她就

在右眼五百度，左眼三百度近視

情況下生活，平日活在矇矓中，

開會時為了能看到清楚投影幕上

影像及文字，必定
的 Power point
要坐最前。情況又回到當年小學

上課坐第一行一樣，眯起小眼睛
看世界。

大近視之苦，真是要當事人

才明白。何小姐不是沒想過以矯

視手術改善，但最先進的飛秒激

光矯視，頂多只能矯正約

一千二百度近視，超過此度數

的，暫時無能為力。而數年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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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超級人工晶體，可
矯正達三千度近視。圖為燈
光下的晶體可見很多圈
圈。下圖為一般光線下的
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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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le

香港的近視眼有幾嚴重？統計數字顯示，六歲的小朋友有兩成近視
患者，在十七至四十歲組別人更高達七成，深近視患者更是大不乏人。
雖然近年激光矯視技術成熟及普遍，十五分鐘輕輕鬆鬆矯走近視者
不計其數，但超過二千度的大近視，沒有單一技術可以幫到你！
幸好科技永遠在進步，今天深至三千度近視，也有一種超級人
工晶體可解救。以下的何小姐，就是新技術的受惠者！
撰文：陳旭英

張叔銘醫生說二、三千度近視患
者並不罕見，而他們就算戴上足度
數的眼鏡，視物時仍然很辛苦。

攝影：張文智

設計：章可儀

眼球內的晶體隨着年齡增長而退化混
濁，形成白內障，患者可更換人工晶體，
並一併解決遠視、近視及散光問題。

是怎樣得來的？他們生

後，通知她同校的哥哥及姐姐，轉

被老師發現無法看清楚黑板的字體

小學一年級坐第一行的她，

活是怎樣過的？當沒有眼鏡時，

告父母帶她去驗眼，結果一驗已經

、三千度超級近視眼，

他們怎樣看世界︙︙記者帶着一

是八百度大近視，才六歲的她，便

二○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東周刊

H543`114/joee!!!2

二

個又一個疑問，希望何小姐能給

開始戴厚眼鏡過日子。

由於深近視的眼鏡從側面看

有超多圈圈，怪難看的，好心

我答案 ──
﹁我小學時每條算術題都答

對，可是我抄錯題目，結果答案

全錯了︙︙﹂何小姐向記者說。

三千度的大近視就算戴眼鏡後都
無法完全看得清，生活在矇矓
中，現在終於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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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到車牌，晚上駕車時亦毋須
戴眼鏡。
另外亦有兩位近視分別達
一千五百度及一千九百度的近視
患者，並有三百至五百度散光，
在手術後亦得到相當理想效果，
近視全矯走，只剩及五十及
七十五度散光。
不過張醫生提醒，效果不一
定是百分百，要視乎每位病人情況

患者，手術後亦剩下一百二十五度

光。有位一千六百七十五度近視的

到零度近視，卻仍有一百五十度散

少！﹂張醫生說。而目前接近

都有眩光，但他們會感覺比前減

已有很多眩光，換了晶體後雖然

﹁另外是深近視患者視物時

的電腦屏幕，換上隨時可移近的手

散光。雖然如此，他們仍然感到非

一百名換上超級人工晶體的大近

而定，像有位二千八百度近視及

常高興，因為手術後大大提高了他

視患者，沒有人投訢術後的眩光

提電腦。

們的裸眼視力，同時大大減低了他

問題。

一百五十度散光患者，手術雖然達

們對眼鏡的依賴。
而換上人工晶體後，由於是

厚變薄去控制焦距，故術後我們的

原本人體的晶體靠睫狀肌將晶體變

一個選擇，就是植入隱形眼鏡，

解救嗎？張醫生說病人可以有另

深近視患者目前只有此技術

下一站：激光換晶體

大腦和眼睛協調需要時間去適應，

矯正近視度數可達二千度。如超

靠晶體上的遠、近焦距視物，不像

一般一至數日便能視物自如，有些

過此數字，可在植入後再進行激

不過張醫生說如病人超過

則可能要較長時間。惟這種超級人

離較難看清，張醫生說很多換雙焦

四十歲就不建議，因置入鏡片

光矯視。

晶體後，看中距離影像時惟有靠近

後，病人很快會有老花，效果不

工晶體只有遠及近兩個焦距，中距

一點，變成近距離，例如工作枱上

長久。就算植入鏡片時用上單視

線 ︵ m o n o-v i s i o︶
n 技術，預留
一百至三百度近視，效果仍然不
夠理想。

所以如果要求矯視人士年齡

在四十歲以上，可考慮換人工晶

體，因為可一次過矯走近視、遠

視、老花及散光，並免除日後患

白內障之憂。

而像何小姐一驗之下發現有

早期白內障的，更慶幸自己及時

進行了換晶體手術。﹁原來白內

障手術愈早做愈有利。﹂何小姐

向記者說。

張醫生解釋，以前很多人認

為白內障夠熟才容易做手術，其實

近十幾年的白內障摘取手術都是採

超聲波乳化技術，將濁化晶體打成

乳狀然後抽出，白內障愈熟，所用

超聲波愈多，亦有較高機會令角膜

受傷；角膜受傷後需要時間復原，

故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得清。而何小

姐的左眼比右眼康復快，就是因為

左眼未有白內障。

而目前技術不斷發展中，張

醫生透露稍後將引入激光手術系

統，整個換晶體過程以激光進

行，取代人手及手術刀，相信準

確度會再提高，對身體組織的傷

害更少，病人康復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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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換人工晶體手術只需局部麻
醉，需時15分鐘。圖為張醫生
正為病人進行換晶體手術。

深近視患者大多是遺傳，但近年青少年專注打
機，用智能手機上網看影片，會加速視力惡化。

香港不少兒童小小年紀便患深近視，要架上
很多圈圈的近視眼鏡生活。

時，得知置換人工晶體亦可以救

看來我刻不容緩，不能再拖了︙

退化迹象，並且有早期白內障，

徹底檢查，當時已經發現右眼有

﹁我在去年十二月已經做了

半小時。當日手術後何小姐回到

工晶體，整個過程連準備只不過

體打碎、抽出，然後置入超級人

切口，置入超聲波乳化工具將晶

醉藥水後，便在角膜上開一個小

了，我要放下工作，重新感受這

了這麼多美麗的景象，日後不會

來是如此美麗，原來我以前錯過

﹁我第一次感受到這世界原

望向燈光時不再有光暈！

新世界是色彩鮮明，影像實淨，

晰，約一個月後，何小姐看到的

近視，但同樣無法拯救她這個超

︙﹂何小姐。

病房時，醫生為她檢查，當時她

世界，到處去看美麗的風景！﹂

式，張醫生在何小姐眼部滴上麻

級大近視。

由於這種度數達三千度及可

已急不及待睜開眼睛看新世界，

何小姐說。她其後在十月接受左

投下一線曙光。

以治老花、近視及白內障，但一
矯正散光的人工晶體訂購需時，

但卻仍然矇矓一片，幸好在休息

眼換人工晶體手術，這次康復快

醫生說，人工晶體中的多焦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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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母親到養和進行白內障手術

般矯正近視度數為八百至一千
何小時要在今年五月才能入手術

多天後，矇矓的世界逐漸邁向清

養和醫院眼科部主管張叔銘

度，亦未能矯正散光度數。如患

室動手術。手術採局部麻醉方

行的字體。雖然未能達
20/30

法通過駕駛考試，現在不

到最理想的 20/20
行字體，但她已
經非常開心，之前戴上眼鏡都無

到第

光，在視力表上的字體，她能讀

數回到零度，只剩下二十五度散

手術後，張小姐雙眼近視度

手術效果因人而異

物件才能看到。

能用臉貼近物件，鼻子差點觸到

日睡前摘下眼鏡如要尋物，她只

近視鏡片亦像玻璃樽一樣厚，平

戴足二千度隱形眼鏡外，外加的

近視，左眼是二千八百度，除了

的，還有張小姐，她右眼三千度

像何小姐能重新看清世界

化及未有白內障有關。

速及理想，相信是這隻眼未有退

者超過此近視度數，本身已有白
內障的，如要解決，可先置換人
工晶體減去一千度近視，之後再
用激光矯視技術處理剩下的近視
度數。當然，如果患者近視超過
二千度，則兩種手術加起來，都
無法完全矯走近視眼。﹁幸好大
約在六七年前德國已經研發出可
以矯正三千度近視的人工晶體，
經過多年商討終於獲廠商供應香

深近視患者會較早出現白內障、角膜退
化等疾病，故必須定期檢驗眼睛結構。
最新的超級人工晶體

港市場。﹂張醫生說。

多焦人工晶體
自動對焦人工晶體 針孔形人工晶體
自動對焦人工晶體

重新看清美麗世界
當聽到三千度近視時，一般
人都會嘩一聲，以為好罕見，但
張醫生表示，以他為例每月最少
有一名二千度以上近視患者求
醫，而三千度近視患者大有人
在，絕不稀奇，其中一名患者正

另一種可以矯正視力的植入式
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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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小姐。自從知道有這種新晶
體後，為她每況愈下的矇矓人生

各種人工晶體：

f 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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