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2˙2022∣



2 ALIVE

一雙小小的眼睛，為你帶來生命中的無限驚喜，

哪有理由不好好愛護它？

眼睛會說話，一個眼神，你已能了解對方的心意；

洞悉對方的喜怒哀樂；

更可以透過眼睛了解世界。

眼睛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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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不離手

眼睛．人體照相機

護眼營養素 為眼睛進補

讓眼睛好好休息

睛明眼．快問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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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2-time-spent-with-connected-tech

全球   

香港

起身、搭車返工，第一時間睇電話；

返工，用電腦；

食lunch，用電話覆message；

放工後，難得忙完一日，

「碌」電話、online shopping、 

上網打機、睇片……

然後，又到第二日。

試計算一下，一天之中，

你花上多少時間使用電子產品？

香港人每日使用

每日使用互聯網時間*(小時)

機不離

互聯網時間

6.58小時

6.46小時

調查顯示，香港人平均每天花上接近1/4時間上網，機不離手；除了

休息，大部分時間也投入在網絡世界中。有沒有發現，生活上的大小

事情，我們也習慣依賴手機？這就好像把腦部的功能「過戶」給手

機；過度依賴手機，最直接影響的就是社交技巧，特別是發育中的小

朋友，他們或會變得不懂與他人溝通，或依賴以Emoji表達；而成年

人則因過度依賴手機而令處事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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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勞損和疲勞的

幕後黑手

電話
政府統計處於今年5月出版《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75號報告書》，當中關於互聯網和個人電腦普及程

度的調查指出，香港的互聯網及智能手機使用持續普

及。2021年，7成65歲及以上長者，在統計前12個月

內曾使用互聯網，至於擁有智能手機的相應比率亦上

升至超過7成。

調查結果亦顯示，本港超過600萬10歲或以上人口擁

有智能電話，當中不少人更不止「一機傍身」，擁有

兩部智能手機人數逾25萬，持至少三部智能手機人口

更達1.4萬。

出街可以唔帶銀包，

           但唔可以唔帶

我們每天接近1/4時間花在網絡世界，長期玩電話更可

能患上「手機手」，意即由於長期使用手機而引致手

腕或手指的痛症。除了手的痛症外，我們的眼睛從早

到晚也曝露於紫外線或藍光下，這種強烈的光線會導

致眼睛勞損和疲勞，影響眼睛健康。

不要讓                  

                  俏俏溜走

眼睛健康

˙	使用電子屏幕

˙	眼睛缺乏休息

˙	曝露在強光下

˙	壓力或疲勞	
身體的損傷尚可透過合適的方

法作治療或舒緩，但是視力一

旦受損，卻是無法逆轉的。保

護眼睛，防患於未然，不能讓

視力俏俏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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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的直徑平均只有2.5厘米，無論是形狀還是大小，都

與一個乒乓球相似；我們能看到眼睛上下眼瞼之間的部

分，不過這只是眼睛的一小部分，眼睛的大部分被圓錐

形的骨骼包圍著，這部分稱作眼眶(或眼窩)。眼睛體積

雖小，卻極其重要；可劃分成很多不同的部分，各司其

職，為我們帶來繽紛的色彩。

眼睛，就像一部性能非常良好的相機。

眼睛是人體最精密的感覺器官，

可以分辨不同的顏色和光線；

在接收物體所發出或反射的光後，

把所識別的圖片和影像轉化成神經訊號，

再把訊號傳送至大腦，

讓我們看到五光十色的世界。

大腦中約有一半的知識和記憶都是透過眼睛獲取的；

試想想，如果失去了視力，

我們將會失去很多接收訊息的機會。

認識．靈魂之窗

人體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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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光細胞所在之處，將光轉化為視覺的細胞

靠近視網膜的一小層上皮細胞。吸收由晶狀體聚焦到視網膜的

光能，有助保護外層視網膜，免受由光線所產生的活性氧侵害

視網膜內的橢圓形區域，光線會被晶狀體聚焦在此位置上。如

果黃斑部受損，中心視力亦會受損或喪失

1 睫狀肌 –  拉伸晶狀體，讓光線聚焦在視

網膜上達致視覺聚焦

2 睫狀上皮 –  產生及引流淚液，滋潤晶狀體 

並幫助維持正常眼壓

如果相機壞了，我們可以將之修理；一旦眼睛健康

受損，影響不同部分的結構和功能，就未必能恢復

視力了。預防勝於治療，今天開始，好好愛護你的

靈魂之窗，做個「睛明眼」！

晶狀體
視網膜

視網膜色素上皮

瞳孔

結構與功能

保護             由今天開始

黃斑部

睫狀體

睫狀體 – 2部分 :視網膜

視網膜色素上皮 (RPE)

黃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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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不同的營養成分對眼睛特定部分有獨特的功效，以維持視力健康。

乙種胡蘿蔔素集中在眼睛

後方的視覺色素中，稱為

視紫質，對於夜間視力及

應對光線突然變化的視覺

適應非常重要

˙ 維他命A先質

˙ 維持日、夜間視力的必要營養素

˙ 從橙色或黃色蔬菜中攝取，如蕃薯、南瓜、紅蘿蔔和橙紅色藻類等 

˙ 當身體需要時，由維他命A先質轉化為維他命A 

˙ 有助維持正常視力

˙ 支援眼睛適應光線的突然變化

護眼
為眼睛進補

 營養素  

身體肌膚需要定期保養，

眼睛更需要你的呵護。

經常「眼定定」盯著手機或電腦屏幕，

眼睛容易感到疲倦；

除了要讓眼睛有足夠休息外，

也可補充營養素，

維持「睛」靈明眸。

視網膜 – 乙種胡蘿蔔素

可多進食
蕃薯、南瓜、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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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紅素為視網膜感光細胞提供抗氧化支援、有助維持眼睛健康

˙ 存在於番茄中的膳食類胡蘿蔔素

˙ 提供抗氧化保護

˙ 集中在眼睛的睫狀體及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中

˙ 促進感光細胞健康，維持正常視力和視覺敏銳度 

˙ 為晶狀體提供抗氧化保護，有助鞏固影像對焦力

晶狀體 – 茄紅素

可多進食
番茄、西柚、西瓜

˙ 膳食類胡蘿蔔素

˙ 存在於深綠色葉菜、黃色或橙色蔬菜

˙ 天然抗氧化劑

˙ 身體無法製造，必須從飲食中攝取

˙  每天攝取15毫克葉黃素及3毫克玉米黃素(5:1比例)，能增加視網膜的黃斑色素密度

˙ 能過濾和吸收高能量紫外線和藍光

˙ 促進視覺功能及敏銳度

黃斑部 – 葉黃素/玉米黃素

可多進食
西蘭花、菠菜、粟米、蛋黃

葉黃素/玉米黃素佔眼睛的類胡蘿蔔素達80-90%；有助過濾藍光和紫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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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長時間和近距離使用電腦，

眼睛感到疲倦，

偶然會出現一些不適的症狀

如眼乾、眼痛等，很多人會以捽眼或

滴眼藥水解決問題。

如果經常遇到相同的情況，

又沒有好好正視問題，

對眼睛或會帶來更大的影響。

讓眼睛好好

「電腦視覺綜合症」的主要症狀包括：

根據美國眼科協會指出，「電腦

視覺綜合症」(Computer Vision 

Syndrome)是指當我們近距離使用

電腦時，我們的眼睛與視力所產

生的問題，而這些症狀往往只會

在我們使用電腦時才出現。產生

這些症狀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對視

覺的需求已超出我們的視覺系統

可以應付的能力。

電腦視覺綜合症

眼睛不適，例如：乾澀、刺痛、痕

癢及流眼水

眼睛或額頭有沉重感

視力模糊，難以集中精神

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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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學生、上班一族，又或是銀髮族，任何年齡的人，在使用電子

產品一段時間後，也應讓眼睛得到適當的休息。不想眼睛在毫無預警

下罷工，緊記善待你的眼睛。

護眼法

光線要充足

保持適當距離

增加眨眼次數

避免日光直射 勿亂滴眼藥水

停止盯著數碼裝置 ， 

休息最少20秒

望向6米外的景物，再

慢慢開合眼睛20次

每看20分鐘手機、

電腦、電視

根據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建議，6至12歲兒童

使用電子屏幕每天不應多於2小時，12至18歲

學童應避免長時間接觸屏幕；途中亦應定時

稍作休息，	並進行20-20-20護眼法。

瞳兒「      」護眼
Tips

應保持環境光線充足；屏幕的亮度

應與環境光線協調，也要留意光源

的方向，避免屏幕反光刺眼。同

時，也可適當調節字體大小及行

距。緊記保持正確姿勢，身體與腳

要保持垂直。

眼睛和屏幕要保持適當的距離：

當全神盯著屏幕觀看時，眨眼的

次數會相對減少。建議可刻意提

醒自己每隔10-15秒眨眼一次，

這樣可讓眼睛保持滋潤。

進行戶外活動時，應避免直視日

光，減少紫外線對眼睛的傷害；

建議佩戴能阻隔紫外線的UV400

太陽眼鏡。

眼睛感到乾澀時，不少人會選擇滴眼藥水滋潤眼睛，

但是一般眼藥水含防腐劑，加上成分有別於自身天然

淚液，不能隨意取代。

14吋以上的屏幕：

至少保持60cm距離

15吋以上的屏幕：

至少保持70cm距離
平板電腦：

至少保持

40cm距離



14 ALIVE

眼睛冷知識，

你又知道多少？

眾所周知，每個人的指紋都是獨一無二的。每隻手指的

指紋大概有40條獨特的記認，而眼睛的虹膜更厲害，每

隻虹膜有超過250條獨特的記認！

眼睛共有10組肌肉，而眼睛的活動就是由這十組非常精

細的肌肉控制的。圍繞著眼睛的是六組細小的肌肉，稱為

外眼肌，另外有一組肌肉控制眼簾。這些肌肉並非十分強

壯，但能迅速活動，也十分精細。眼睛內側有兩

組肌肉負責收縮和放大瞳孔，另外還有一組

肌肉幫助眼睛觀看近的物件。

與全身的肌肉相比，眼睛的肌肉是最活躍的。眼睛六組細小

的肌肉，能夠追蹤物件、素描影像，以及穩定影像，讓視網

膜看得見 。

只需十分之一秒。

        我們平均每分鐘眨眼12次；

一年就會眨眼420萬次！

睛明眼．
快問快答

眼睛也有指紋？

眨眼要幾耐

眼睛有多少組肌肉？

身體最活躍的肌肉是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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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正常現象，因為眼睛內的視網膜除了對光線敏感外，對外力，如拉扯或按

壓等都會產生反應。即使閉上眼睛，如果洗臉或捽眼時感到眼前有白光閃動，

即代表按壓的力量很大，壓力通過眼瞼傳到眼球，向內傳遞到視網膜上，就會

感覺到白色閃光。由於眼睛結構精密，這些對視網膜的外來壓力應盡量避免。

洗臉時把眼睛閉上，再用毛巾抹眼時，

感覺到白色閃光，這是正常現象嗎？

資料來源：星島網、護瞳行動、理大護眼之網頁

為甚麼貓的眼睛在黑夜中會發光，但人的眼睛卻不會？

大部分脊椎動物的眼睛，都有一層稱為「反光毯」的結構，位置在視網膜正後方。只有

少數脊椎動物，例如部分靈長類、人類、部分鳥類、豬及袋鼠等沒有此結構。黑夜中貓

的眼睛看起來會發光，其實就是這層反光毯反光所導致。

人的眼睛其實能看多遠？

如果沒有特別度數問題，人的眼睛

可以把無限遠的物件準確聚焦，只

要物體夠光，即使再細小或再遠也

看得見。目前最遠可看見的紀錄是

在2008年3月：在宇宙中一顆爆發

的星體，由於爆炸時光度提升，讓

人類在地球上也能用肉眼可見，這

星體距離我們有75億光年。

有些人怕高，有些人怕黑，有些人怕昆蟲，原來有人會害

怕眼睛。患上「畏眼症」(Ommatophobia)的人，看到眼睛會

感到焦慮不安。

什麼是「畏眼症」？



如欲購買安利產品，請與安利直銷商聯絡。   

安利體驗館 | 旺角登打士街56號家樂坊15樓 | 2969-6300

www.amwa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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