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vember 2020 

 

全球会员通讯 
欢迎浏览会员每月通讯，为您带来世界各地 IACLE 活动的最新消息、资源和地区

更新。 

 IACLE 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新维生素 D 与户外时间在近视

网络研讨会上讨论。 
在我们的近视管理主题全球网络系列研讨

会上，Nicola Logan 教授（如图）首先

发言，讲述了影响近视发展和发育的行为

的变化，包括维生素 D 和户外活动的作

用。该系列的下一个网络研讨会将由美国

休斯顿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的

Mark Bullimore 教授主持， 主题为“接触

镜控制近视的应用”  

 

View the full series agenda. Catch up on Nicola’s talk through IACLETOP 
 

新病例报告系列结业证书 
 

 IACLE Case Report Series 病例报告系

列，已经更新并在 IACLETOP 更换格式, 

每个系列都包含几个案例报告，从而支

持自主学习的会员体验。这是 IACLE 首

次，病例系列完成时，会颁发证书。 

 

More info on the Case Report Series 
 

 

 

 

 

 

https://www.uh.edu/
https://iacle.org/tlc-initiative-monthly-issue-4-2-2/
https://iacle.instructure.com/courses/35/pages/myopia-development-and-its-progression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case-report-series/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top/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case-report-series/


新荷兰会员奖励终身 FIACLE 
 

鲁德·范·特·帕德·博世(如图)已经成为 IACLE 会

员 15 年了，鉴于他对协会的大力支持，因此

退休后被授予荣誉会员资格，获得终身

FIACLE 会员资格。1977 年，鲁德开始了他的

视光事业，他很快意识到接触镜将是他的专业

领域。1990 年他加入博士伦，将教育工作者

的工作与专业服务经理的角色结合在一起。鲁

德说，在发现 IACLE 及哲学之后，它就像一只

手套一样适合他。他相信分享知识、促进教育

和寻找新的教学方法符合他的信念。 

 

“接触镜的潜力是巨大的，成为 IACLE 会员的

一员就拥有了提供最好教学的一个很好的工

具。接触镜是充满活力的!最好的还在后头呢!”

路德说。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ACLE Fellowship Program 

 

即将来临: 呼吁会员参加 2021 年 IACLE 颁奖典礼 

 

 

 
 

 

 

 

 

 

 

 

 

 

 

 

 

 

2021 年 IACLE 会员年度奖和旅行奖（IACLE Contact Lens Educator of the Year Awards 

& IACLE Travel Awards） 的计划已经接近完成。由于 COVID-19 大流行，2020 年的颁

奖被推迟。如果旅行限制允许的话，这两年的获奖者将参加 2021 年的活动并领取奖

品。教育工作者奖由 CooperVision 主办，旅行奖由我们所有的行业赞助商主办。 

 

期待我们 2021 年的奖项公告 

 

https://iacle.org/programs/fellowship-fiacle-program/
https://iacle.org/programs/fellowship-fiacle-program/
https://iacle.org/awards/iacle-contact-lens-educator-of-the-year-awards/
https://iacle.org/awards/iacle-travel-awards/


更新您的会员资格以获得所有权益 

 

 
 

会员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所有会员福利，包括我们的学习管理系统 IACLETOP，新版

ICLC2020IACLE Contact Lens Course ，以及 The TLC (Teach. Learn. 

Connect.) Initiative 下的所有资源和活动，只对 IACLE 成员可用。注意，当会费未交纳

时，会员资格就会到期。如果您对您的会员续费有任何疑问，请与 Siobhan Allen 联

系。  

 

认识会员 

 
Stefan Bandlitz 博士，Höhere Fachschule für 

Augenoptik Köln 高级讲师，英国 Aston 

University 眼前段研究组研究员。Stefan 是一

个真正的隐形眼镜迷，拥有超过 20 年的配戴

经验。在 15 年的教学和研究中，他的目标是

让他的学生成为隐形眼镜爱好者。Stefan 说

IACLE 是一个很好的教学资源， IACLE 

Contact Lens Course 设计得很好，内容丰

富，他把这些幻灯片融入了他的日常隐形眼

镜课程中。由于我有机会在三个不同的国家

学习视光，我鼓励每一个年轻的视光学生通

过出国学习来开阔眼界。 

 

 

 

你愿意向全球范围内的 IACLE 会员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们正在寻找更多的成员参加

“认识会员”栏目。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top/
http://email.iacle.org/ls/click?upn=whuI-2B0GPwgOHBmUD0n-2FQxKcnbUT41wtV4FwafmOHHEo5oDkjN1YICSWGhq-2B-2F79zjPuS8r-2FjsW3tJpowIzLgE98xAtkZmlICgbpJ-2FbVgQlj-2Bfg6gXQlQ3v7uEOsv60HiUYVAL11TXamzQdDNjYoKDVSoMB-2F8i6PbzjbUPF-2FJIV720-2BLkl2MfK95dUBsDdKRY9kqyYQx-2BYmqRPO1e5Owy1Jg-3D-3DcFx4_wo9TNGIAkyJtUPRFSBtqFoF4nOLATF6R38VqoqIVAwyoeZx-2BRrj-2FAtL5J9q7Al5bdr-2FhoAKaNXSr-2F5b6UVg1wFP8DgsPPfcYQw-2BWcN-2Bp0Bk5N2Mhfu6t1R43WQzXhnn8hpSxdBVKRiioTNtt7ppm6gpr029ecxJPlpoUr5wBXPOglgGxeyIxQ2G3HPJTaNgG5ttYEoYa9idiPgoj-2F8XbRhwWb3NRnGldTbTci-2B1-2BQ-2BQ3lhVkEBuR6UVqvJyqKG0IbCT32or-2BZECy-2BhK3ZR3o-2Bw-3D-3D
https://iacle.org/the-tlc-teach-learn-connect-initiative/
https://iacle.org/the-tlc-teach-learn-connect-initiative/
mailto:s.allen@iacle.org
https://www.hfak.de/
https://www.hfak.de/
https://www.aston.ac.uk/
https://www.aston.ac.uk/
https://iacle.org/programs/iacle-contact-lens-course/
https://iacle.org/programs/iacle-contact-lens-course/


精彩图片 
 

双眼视恢复和美容外观 

 

 
 
印度艾哈迈达巴德那 Nagar School of Optometry 的 Atanu Samanta 博士用 OnePlus 6

手机、一个 900 万像素的相机传感器在裂隙灯显微镜弥散照明法拍摄了这张照片。由

于一场交通事故，这名患者的远近视力都很困难，而且自出生以来就报告说“眼睛的白

色区域周围有黑点”。采用特制的虹膜着色、中央屈光矫正的大直径软性接触镜修复虹

膜撕裂和巩膜痣，恢复双眼视及外观。 

Submit your image 

资源 

 

ICLC 干眼课件中文版完成 

 
ICLC2015 关于“干眼症和隐形眼

镜”的课件(D4)已被翻译成中文，

完成了整个课程。ICLC2015 有多

种语言版本，可以通过

IACLETOP 和 Member Login 访

问。 

 

 

Access ICLC2015 in Chinese 

 

 

 

 

 

https://www.nagarschoolofoptometry.com/
https://iacle.org/resources/image-of-the-month/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top/iacletop/
https://iacle.org/member-login/
https://iacle.org/new-iclc-chinese-simplified-translation/


IACLE 会员购买教科书可享受 15%的折扣 

 

 
 

IACLE 成员 Daddi Fadel 撰写了一本教科书，并且详细描述了验配巩膜镜出现的问题和

并发症，IACLE 会员购买此书可享 85 折。 

 

Follow the link and use code ‘IACLE15’ to receive the discount 

 

GMS 会议可在线提供 

 

 

 
 
全球近视研讨会(GMS)的网络会议只关注近视及其管理，一直到 12 月 26 日均可在线

观看。University of Waterloo 的 FIACLE 教授 Lyndon Jones 是 9 月 25-26 日研讨会的

讲者之一。 

 

Access the sessions 

 

 

 

 

https://sclerallensbook.com/
https://uwaterloo.ca/
https://gms2020.myconexsys.com/


 

 

巩膜镜综述的最新更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 Melissa Barnett 医生在最新的

Contact Lens Update 上发表了一篇巩膜镜综述。主要对

当前和未来的应用的一些回顾性观点，巩膜镜的最新研

究和诊断镜片消毒指南。《隐形眼镜更新》由加拿大

Centre for Research & Education CORE)出版。 

 

Read the editorial. Sign up to receive Contact Lens Update 

 

CooperVision 发布隐形眼镜调查结果  

 

 
 

CooperVision 公司在德国、英国、日本、西班牙和美国的 3.5 万多名消费者中进行了

一项调查，旨在了解佩戴隐形眼镜能给人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情感益处。这一结果不仅

表明了佩戴隐形眼镜的好处，也表明了患者对眼科护理人员的高期望值。 

 

Read the full survey results 

 

联邦贸易委员会修改了接触镜规定 

 

 
 

https://www.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https://contactlensupdate.com/
https://core.uwaterloo.ca/
https://contactlensupdate.com/2020/10/28/scleral-lens-update-current-and-future-applications/
https://contactlensupdate.com/
https://coopervision.com/
https://coopervision.com/sites/coopervision.com/files/cv_confclaims_report.pdf


美国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修改了接触镜规定，要求开处方者在患者配戴隐形眼

镜后给患者一份隐形眼镜处方副本，即使患者并没有要求。患者如果想从其他卖家那

里购买隐形眼镜，可以把处方给那个卖家。在出售隐形眼镜之前，卖家必须从患者那

里获得详细的处方信息，并将其发送给处方医生进行核实。该规定于 10 月 16 日生

效。 

 

For more information 

 

COVID-19 资源 

 
与口罩相关的干眼症 

 

 
 

一份来自 Centre for Ocular Research & Education (CORE)的信息图表显示了新发现的

与口罩相关的干眼症，现在有 32 种语言供下载，包括俄语。 

 

Access the infographic 

 

由 COVID-19 疫情推动的视光教育创新 

 

大流行对美国视光教育以及远程保健和替代护理环境等临床创新的影响。 

 

Read the full text 

 

2019 年冠状病毒流行后的近视流行 

 

疫情期间长时间近距离活动而不进行户外活动对儿童近视流行的影响。 

 

Read the journal 

 

 

 

 

https://www.ftc.gov/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ntact-lens-rule-guide-prescribers-sellers
https://core.uwaterloo.ca/
https://core.uwaterloo.ca/translated-made-infographic/
https://journals.lww.com/optvissci/Fulltext/2020/10000/COVID_19_Pandemic_driven_Innovations_in_Optometric.1.aspx
https://journals.lww.com/optvissci/Citation/2020/10000/Letter_to_the_Editor__Myopia_Epidemic.12.aspx


 

全球更新 
 

美洲 

 

拉丁美洲主办行业广播节目 

 

 
 
IACLE 的美洲区域协调员 Guillermo Carrillo 在每月的广播节目中与来自 Alcon, 

CooperVision, Johnson & Johnson Vision Care Mexico 和 Bausch + Lomb 的行业代表探

讨了 COVID-19 对拉丁美洲接触镜镜市场的影响(10 月 28 日)。录制的节目可以按 on-

demand 收听。 

 
Read the Americas report 

 

学会在家开年会 

 
 

 

 

 

 

 

 

 

https://www.alcon.com/
https://coopervision.com/
https://www.jnjmexico.com/acuvue
https://www.bausch.com/
https://franjavisualradio.com/index.php/programas-especiales/iacle
https://franjavisualradio.com/index.php/programas-especiales/iacle
https://iacle.s3.amazonaws.com/uploads/2020/11/202011_IACLE-Americas_Report.pdf


10 月 7 日至 22 日，来自 55 个国家的约 6400 名代表在家中注册参加了 American 

Academy of Optometry 首次网络会议 Academy 2020 At Home 。虽然近视及其管理是

最突出的主题，但会议涵盖了广泛的隐形眼镜话题。在 12 月 31 日之前，代表们几乎

可以按需访问该会议。 

 

Read the full Academy at Home meeting report 

 

GSLS 将于 2021 年举行 

 

 
 

 Global Specialty Lens Symposium (GSLS)，将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至 23 日以网络会议

的形式举办下一届会议，重点讨论如何使用特殊接触镜成功管理眼科疾病。来自荷兰

的 FIACLE 博士 Eef van der Worp 是 GSLS 计划委员会的成员。 

 

Read more information 

 

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展示了 IACLE 互联网资源 

 

https://www.aaopt.org/
https://www.aaopt.org/
https://academymeeting.org/
https://iacle.s3.amazonaws.com/uploads/2020/11/202011_AAO-Report.pdf
https://na.eventscloud.com/website/10665/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亚太地区的协调人展示了教育工作者通过 IACLE 会员资格获得的

各种项目和资源，如学习管理系统、IACLETOP、IACLE Contact Lens Course、Student 

Trial Exam 和 Case Report Series. 

 

Read the full Asia Pacific report 

 

AOC 将以网络会议的形式进行  

 

2020 年 Asia Optometric Congress（AOC)将于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以网络会议

(eAOC2020)的形式举行。它是免费注册的活动，并将同时翻译为汉语，韩语，泰国语

和越南语。下一届 AOC，2021——一个新愿景，计划在 2021 年 6 月 9-10 日举行。 

Register for eAOC2020 

欧洲 / 非洲 – 中东 

BCLA 首次举办在线会议和展览 

 

The British Contact Lens Association’s BCLA 活动首次在网上举行，这是通过直播技术

实现的，这种技术使全球的眼科护理专家都能收看(11 月 8 日)。在这次会议上，与会

者讨论了如何有效地治疗近视患者以及如何处理干眼症等议题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top/
https://iacle.org/programs/iacle-contact-lens-course/
https://iacle.org/programs/student-trial-exam/
https://iacle.org/programs/student-trial-exam/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case-report-series/
https://iacle.s3.amazonaws.com/uploads/2020/11/202011_IACLE-Asia-Pacific_Report.pdf
https://asiaoptometriccongress.com/
https://asiaoptometriccongress.com/eaoc-2020-registration/?fbclid=IwAR0jXKUWSwMOqtXUTZt_QPtCbHSetTWOs7maL5aN5Z9n9bvGXoktydrbXgg
https://www.bcla.org.uk/


 

下月查看一份完整的报告 

重要日期备忘 

以下会议是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在 2020 年修订的日期: 

 

11 月 13-15 日-美国眼科学会-网络会议。Details. 

11 月 18-19 日- 2020 亚洲眼科大会(eAoc2020) –网络会议。Details.  

 

2021 年初的重要日期: 

 

2021 年 1 月 21-23 日全球特殊镜片研讨会(GSLS) –网络会议。Details.  

 

你可以在下月的《全球成员通讯》(Global Member Newsletter)上找到 2021 年将举行

的主要会议的完整清单。 

 

Access the IACLE Events Calendar 

 

Global Meetings and Events Schedule 

 

IACLE IS SPONSORED BY 

 

 

https://www.aao.org/annual-meeting
https://asiaoptometriccongress.com/eaoc-2020-virtual/
https://na.eventscloud.com/website/10665/
https://iacle.org/iacle-events-calendar/
https://iacle.org/our-events/global-meetings-events/
https://iacle.org/our-events/global-meetings-ev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