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故休會一天。

Patrick秘書報告，提醒社友

Rudy社友父親公祭時間是2月19

日(日)下午2:40，請社友撥冗參

加。

Patrick秘書報告，社長今天

有準備一朵巧克力花，讓社友能

夠帶回去送給夫人，因為今天是

情人節，祝福大家情人節快樂。

Patrick秘書報告，家庭懇談

會感謝大家的支持，上星期有好

幾位社友舉辦完成，目前已有十

二位社友接續報名舉辦，希望還

沒報名的社友趕快報名。

生送給女生禮物日子比較好過。

Alumi社長報告，上週女賓

夕感謝節目主委Doctor用心將元

宵女賓夕活動辦得熱鬧非凡，尤

其是歌唱擂台賽，大家玩得很高

興，但是對Kneader很不好意思

，讓他準備的燈謎沒有派上用場

，沒關係，明年還可以繼續用，

聽說Kneader準備了三十幾個燈

謎，辛苦了。

今天很高興邀請Eyes蒞社演

講，兩夫妻演講的都是人體最精

密的地方，Ears主張盡量不要吃

藥，現在讓我們聽Eyes說說到底

需不需要吃藥？

Patrick廖俊榮秘書報告下週

2月21日例會節目，邀請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轉譯醫學中心副

院長徐偉成醫師蒞社演講，講題

：「幹細胞新革命、疾病治療新

曙光」，相當吸引人，請社友踴

躍出席。

2月28日因逢二二八連續假

上週民國106年二月十四日第

1163次例會，邀請劉禮修

眼科聯合診所 院長劉禮修Eyes

（台中台美社)，做演講『情人的

眼淚』的專題演講。

Alumi賴文瑞社長報告，各

位社友、夫人情人節快樂！我記

得一年有三個情人節，有西洋情

人節、日本白色情人節及中國的

七夕情人節，印象中情人節都是

男生送禮物給女生，為什麼不是

女生送男生呢？這個問題我想了

幾十年，不過這樣也好，還是男

今天第1164次例會 2017民國一○六年 二 月 廿一 日【第二十二卷．第廿七期】

節目
專題演講：幹細胞新革命、疾病治療新曙光

主講人：徐偉成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轉譯醫學中心副院長)



第1163次例會

情人的眼淚

上週民國106年二月十四日第

1163次例會，邀請劉禮修眼

科聯合診所 院長劉禮修Eyes（台

中台美社)，做演講『情人的眼淚

』的專題演講。

Ears介紹他的直屬長官(親愛

的老婆大人)-Eyes，他說在一次社

團聚會中聽到Eyes的演講，驚為

天人，就發想邀請Eyes來南門社

演講，幫助大家瞭解眼睛該如來

保護。

Eyes民國72年從台北醫學

院畢業後進長庚醫院開始學習眼

科，74年不幸嫁給Ears，就從北

部來到當時還很鄉下的台中，她

說嫁來十年才開始習慣台中，那

主講人：劉禮修 院長

時榮總還是鳥不生蛋的地方，76

年結束總醫師後，升為主治醫師

，76年本來要在台中開業，但

開業的前一天接到童瑞隆先生（

2017-18總監）邀請Eyes擔任童綜

合醫院眼科主任，盛情難卻之下

兩邊跑，勉強去了一年多，實在

太累了，77年開始自己執業到目

前已30多年，今天請Eyes簡單介

紹有關眼睛方面的疾病及治療方

法。

Eyes說道，今天講題叫「情

人的眼淚」，目的是要引大家來

聽演講的，事實上內容不是那麼

的浪漫。

Eyes首先介紹眼球的構造：

虹膜(黑眼珠)特色：含有大量

色素細胞隨人種不同而有藍色…

等，虹膜可以控制瞳孔大小，醫

生可以透過虹膜控制瞳孔收縮，

判定病人的生存指數。

瞳孔，亮變小、變大，瞳孔

的功能用以控制光線大小。

鞏膜俗稱的眼白，不透明，

鞏膜功能，硬，可以維持眼球形

狀。

眼瞼俗稱的眼皮，有分泌油

脂的功能，避免眼睛乾澀、保護

眼睛。

角膜是虹膜前方透明組織，

全身唯一透明組織，角膜的功能

是可以聚焦、折射光線。

水晶體的功能和相機的鏡頭

一樣，調節眼睛焦距很重要的器

官，將進入眼睛的光線投射到網

膜（底片），如果水晶有問題，

最常見在發生在小朋友身上的叫

「近視」，因為無法調焦距，就

需靠眼鏡來調節，在中年之後比

較常見的，叫「老花眼」，也是

無法調焦距，也需靠「老花眼鏡

」調節。

席間，Eyes提及看診發現

小朋友太早使用３Ｃ產品，近視

的年齡層逐漸下降，令人憂心。

Ears回家長時間使用手機又不聽

眼科醫師的建議，近距離的看手

機，長期下來，眼睛的水晶體一

定壞掉。

玻璃體的特色，佔眼球內部 

▲劉禮修 院長(台美社 Eyes)演講：情人的眼淚

（劉禮修眼科聯合診所 院長）



也可用雷射把視網膜固定起來就

不會裂開，就不會剝離。

老花眼：四十歲以上的人，

開始就會有一點老花眼症狀。老

花眼，隨著年紀的增加，水晶體

的調適能力降低看近的物體時，

無法準確地聚焦於視網膜上，而

會有〝霧裡看花〞的感覺。

老花眼如何治療呢？配戴老

花眼鏡（是一種凸透鏡）是最簡

單、也是必要的方法，病患常問

老花眼鏡是不是要經常換度數呢

？通常四十歲，老花眼鏡度數約

100-150，之後每三至五年可能要

換一副度數較深的腿鏡，六十歲

以後就不再有很大的變化。

一般人以為有近視以後就不

變老花？其實有近視患者也會發

生老花眼，近視因有「屈光問題

」，看遠看不清，要戴近視眼鏡

（凸透鏡）才看得清楚，老花因

「調節問題」看近伙法調節，要

戴凸透鏡才看得清楚（可減少原

先凹透鏡鏡片度數）

白內障：白內障的成因，當

水晶體因任何原因使可溶性蛋白

質逐漸變成不可溶性蛋白質而形

成混濁，導致視力模糊就稱為白

內障。

老化是最常見的原因，其它

還包括糖尿病、外傷、發炎、遺

傳…。白內障的症狀是視力模糊

，其它包括近視度數加深使老花

眼減輕、影像重疊、光圈光暈、

80%透明、半流動膠狀物質。

睫狀肌的功能，控制水晶體

的形狀，用以對焦。

視網膜，眼球內一層薄而纖

細的感覺組織是眼球實質上感受

光影與色彩的組織層。

接著，Eyes介紹一些常見的

眼睛疾病。

飛紋症：一般上是由玻璃體

變性引起的，是一種自然老化現

象，也即隨著年紀老化，玻璃體

「液化」，產生一些混濁物。常

發生於40以上的中老年人，高度

近視眼患者，以及動過白內障手

術者，其他如眼內發炎或視網膜

血管病變患者，也會形成此病。

患者眼前出現黑點，並且隨著

眼球的轉動而飛來飛去，好像飛蚊

一般，其形狀有圓形、橢圓形、點

狀、線狀等。當病人在看藍色天空

、白色牆壁等較為亮麗的背景時，

更容易發現它的存在。

飛蚊症的分類可分為：1.生理

性飛蚊症。跟老年和近視有關，

如果沒有眼部器官病變，不太影

響視力，是良性的。2.病理性飛蚊

症。主要與糖尿病或高血壓有關

，現在醫學實在很進步，現在治

療跟以前不一樣，如果在定期檢

查發現你視網膜快漏血了，可以

打針治療，只要早期發現就可以

早期治療。

視網膜剝離也是，早期發現

對比視力降

低等目前為

止，無任何

藥物能有效

治療，手術

是目前唯一

有效的治癒

方法。

只要影響到日常生活健保會

給予補助，最佳矯正視力至0.5以

下，白內障太熟會導致急性青光

眼，需緊急手術。

治療方式換人工水晶體：(1)

硬式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材質傷口

較大，(2)軟式矽膠壓克力傷口較

小。

新型自費人工水晶體：非球

面人工水晶體：可提高對比視力

能，提供更清晰的影像。

可過濾藍光的人工水晶體：

減少短波長藍光對視網膜上皮細

胞的傷害。

多焦點人工水晶體：可減少

對老花眼鏡的依賴。

手術病發症：角膜水腫、高

眼壓、出血、感染。

高風險族群：太熟的白內障

、高度近視、合併有青光眼或虹

彩炎、視網膜手術後，若經適當

處理，大多會恢復良好。

最後，Eyes分享一段最新

ENSX雷視能（無刀）飛秒雷射白

內障影片及社友Ｑ＆Ａ時間。

▲ Ｑ＆Ａ時間



106年3月7日(星期二)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月6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賴文瑞 
出席：廖俊榮、林丙申、陳俊清、邱啟成、黃木村、張廖萬煌、
　　　陳慶璋、張東霖 
列席：謝慶祥、林洽鑫、江輝雄、廖光亮、廖德炯、張國洋、陳重光
　　　湯富淳、林永成、吳為楨、柯富揚、張光瑤、林耀清、陳榮鍠 
議題： 
一、12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enchiku報告。 
　決議：通過 12月份財務報表。 
二、1月7日(六)反毒大遊行/愛心園遊會義賣總額2萬5千元整。 
　說明：請 社區服務主委 Poster報告。(由社長代理報告) 
　決議：因本社認養攤位愛心園遊攤位2萬元(其中1萬元由主辦社-惠

民扶輪社代捐款)，故此次義賣費用暫入南門社服務計劃經
費。 

三、2月21日(二)新春女賓夕慶元宵的活動地點確定-台南擔仔麵 

　說明：請 節目主委Doctor報告。 
　決議：更改為2月7日(二)新春女賓夕活動合併舉辦2月份慶生會暨

新社友宣誓入社，地點定於台南擔仔麵公益店。活動內容
尚請節目主委Doctor詳細規劃安排。2月21日(二)改為正常
例會。 

四、4月15日(六)春季旅遊事宜。 

　　(備註：5月19日(五)台北南門社授證、5月26日(五)新店碧潭社
　　　　　 授證) 
　說明：請 聯誼主委 Home報告。 
　決議：因逢5月份2週需參加2社授證，故改為5月19日(五)台北南門

扶輪社授證(社內自行舉辦-台北林口球賽5月份月例賽)，5
月26日(五)新店碧潭社授證(社內舉辦春季旅遊)，原預計4
月18日(二)改為正常例會。 

五、臨時動議。 

台中南門社2016-2017年度元月份理事會 

【 3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活動 】

劉銖淇節目主委報告
感謝大家慶生會新春女賓夕

的幫忙；感謝社長不惜重資讓我

們在台南擔仔麵這麼好的場地舉

辦，讓我們渡過一個歡樂的夜晚

；當然感謝社長夫人率領十位美

麗的社友夫人組成的小雞歌舞團

歡迎新社友Bob入社；謝謝紅藍

對抗賽的隊長Poster、King及兩

位可愛的Show Girls及十位歌星

，帶給我們整場歡樂的氣氛，唯

一的缺點是人家唱歌三分鐘，二

位隊長講了快十五分鐘，講到最

後佔用到猜燈謎時間，在這裡跟

Kneader說聲對不起，我會請明年

的節目主委留意，明年一定要讓

Kneader上台。最後感謝社友及夫

人的支持，沒有大家的掌聲、笑

聲、尖叫聲，上星期的女賓夕活

動無法這麼精彩。

林耀清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隊長Rich報告，本

週四與台北南門社打球聯誼，當

天台北南門社預計十八位參加，

打球地點在南峰球場，請當天有

報名打球的社友提早於10:20分到

達球場，歡迎台北南門社友的社

友。晚上6:30於音樂餐廳用餐，

請大家踴躍參加，展現我們台中

南門社的熱情。

原訂3月10日要北上桃園大溪

與碧潭社打球聯誼，因Printing父親

當日公祭，故打球日期順延至3月

31日(星期五)，地點：大溪球場。

出席率報告
代理出席King報告出席率，

社友總人數66位，免計出席3人，

出席人數41人，上週出席率65%。

陳慶璋糾察報告
Star糾察報告，感謝Eyes講師

回捐講師費。歡喜時間有Kneader

、Ears、Alumi、報告歡喜事項，

Art千金結婚喜訊、Peter千金通過

建築師高考，捐獻箱收穫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