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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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新 ICLC 仅在 IACLETOP 平台提供 
 

 
 

从本月开始, IACLE 接触镜模块课程（IACLE Contact Lens Course ）只通过 IACLETOP

独家提供，并不再通过网站提供，以确保会员获得全额福利。 目前接触镜课程有英

语、中文（简体）、西班牙语、韩语、法语，部分内容被翻译为意大利语、德语、葡

萄牙语及俄语等。 

 
Access the ICLC via IACLETOP 

 

新 全球周四网络研讨会  

 

 
 

本月，我们推出一系列的全球网络研讨会。 1 月份以“再见 2020，欢迎 2021”主题

开展讲座。全球教育执行主任 Lakshmi Shinde 和教育执行主任 Nilesh Thite 启动了该

系列栏目，并讨论了 2020 年推出的项目和资源，以及 IACLE 在 2021 年的活动计划。

在未来几周，请留意中文、印尼语和西班牙语的网络研讨会。 

 
Catchup on IACLETOP 

https://iacle.org/programs/iacle-contact-lens-course/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top/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top/
https://iacle.instructure.com/courses/57
https://iacle.instructure.com/courses/35


 

新 病例报告已经增加到 IACLETOP  

 

 
 

病例报告（Case Report Series） 已经被重组为一种新的翻转课堂形式，为 提供学

习机会，无论是翻转课堂还是自主学习。这种形式利用了 NearPod 软件，允许教育者

及学生在一个引人入胜的在线环节中通过讨论和即时投屏来审查每个病例，以激发对

话交流。截至今天，发布的病例报告从 4 例增加到 10 例。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access the Case Reports 
 

新 保存第二届网络研讨会日期 

 

 
 

继我们首次网络会议（Virtual Conference）于 2020 年 9 月成功举办后，IACLE 教

育团队定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主办一场全球网络会议，主题为“研究与教

育融合”。国际专家将分享他们的知识与经验，探讨如何将研究和教育结合，成为一名

成功的学者。 

Look out for more details 
 
 
 
 
 
 
 
 
 
 

https://iacle.org/resources/iacle-case-report-series/
https://iacle.instructure.com/courses/182
https://iacle.instructure.com/courses/191/pages/back-to-contact-lenses-2020


新 认识并与欧非中东会员交流 

 

 
 

参加世界各地的会议可以让成员与他们所在区域的其他会员见面，谈论他们如何

使用 IACLE 资源，并分享他们已经付诸实践的教学理念。由于当前无法举行会议，

EAME 地区主席 Judith Morris 正在介绍一个“认识与交流”活动，以加强会员联系，互相

学习和讨论教育需求。会议将通过 Zoom 进行，每年四次在欧非中东的各个地区举

行。欧洲会员首次会议交流定于 1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3 点(格林尼治时间)举行。 

 
EAME 会员–请查阅邮箱详看细节 

 

申请 2021 接触镜教育者年度奖 

 

 
 

IACLE 接触镜教育者年度奖（IACLE Contact Lens Educator of the Year Awards）申请

仍然在开放中. 该奖项由库博光学（CooperVision）赞助，获奖者奖金 3000$用于参加

重要的国际会议，并许可在他们各自地区使用 2021 接触镜教育者年度奖称号。图中右

为 2018 年获奖者 Runa Mazumder 与亚太区同事的合影。申请于 1 月 31 日零点截止

（EST）。 

 
Apply now 

http://email.iacle.org/ls/click?upn=whuI-2B0GPwgOHBmUD0n-2FQxKcnbUT41wtV4FwafmOHHEoK98gOgH-2F6T3aRUMmrIWOxwGVhpVoiZ8AKye157iMZJ8y2vopDNpJDc887YFCrnZc2OSYID2jIm2DwWsVibtLdcZboXudo3d77KIT5YW4SFsPj-2B0D7eU-2FuJa2erwrd01iLjr4xyiL3ds6IEXNqdLRXfri-2BbtPfzfUZJNtiQnYaclXhhzyYUIXRrbLHkRGXfxLZIcwXbez351LoiAlIXldk7hwA_wo9TNGIAkyJtUPRFSBtqFoF4nOLATF6R38VqoqIVAwyXEU3LWZ4JEHPaPDFtMDbs90E-2FJwIEF2RwpR1RHQqESgcM-2FMUP4hKZ5ynOGb4NEjJRpy-2BdJ1uV3Pcx-2BnOCrWnNAKlHxliqZ5dpkLSY-2FgjYf4o2aV5O7syfrYbrWtMPcWIqBoWCJK9cQZrR4gkTGKpw0wOgksyC-2BkQlYgVVP3wfyzTdSoC9TbL5NpfxTkcYM7fNiYm46OLZDxffOlrwcfaka4U02SbWRxvjW9vkel2e6A-3D-3D
https://coopervision.com/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IACLE_EducatorOfTheYear_2021_Application


 
 

更新会员，在 2021 年获得全额福利 

 

 
 

11 月，我们宣布对会员续费的条款和条件作了一些修改。在此我们提醒所有会

员，请更新您的 2021 会员资格，以确保继续开放使用我们的所有会员福利。如果没有

及时付费，所有会员权益将于 1 月 31 日截止。  

 
More information on membership renewal changes 
 

认识会员 

 

 
 
Introducing Jenny Sandh,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Manager, Northern 
European Academy at Specsavers. Jenny is based in Stockholm and is a third-generation 
optometrist. Growing up in an optometry family created her curiosity for the profession. 
Jenny uses IACLE resources daily for finding information and to use as a reference when 
conducting training sessions. Outside of work, Jenny enjoys skiing, sailing and tracking. 

https://iacle.org/special-notice-membership-terms-and-conditions/


Creating ceramic objects and making silver rings out of antique silver spoons is another of 
her hobbies.  

本期介绍来自思百科凯威（Specsavers）的北欧学院专业教育和发展教育部主任

Jenny Sandh。Jenny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是第三代验光师。她生于视光之家，这激发

了她对这一职业的好奇心。Jenny 经常使用 IACLE 资源寻找信息，并在开展培训时作为

参考。工作之余，珍妮喜欢滑雪、帆船和田径。制作陶瓷物品和用古银制作银环是她

的另一个爱好。 

 
您想向全球的会员介绍自己吗？我们期待更多的会员参与“认识会员”栏目。 

 

年度图片  
 

Norma 拍下获奖图片 

 

 
 
     祝贺哥伦比亚会员 Norma Cardenas，他获得了 2020 年度 IACLE 图片奖。Norma

获得一年的 IACLE 会员资格以及价值 100 美元的亚马逊代金券及证书。Norma 拍摄了

一位约 30 年前切口性角膜切开手术史的女性患者照片。五年期，她的视力下降，双眼

最佳矫正视力为 20/200。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可见明显的放射状切口，角膜疤痕，角膜

中心扁平，边缘陡峭。配戴扁圆巩膜接触镜，VA 为 20/40.  

 
分享您的 2021IACLE 图片集，并参加我们的年度图片大赛，有机会赢得一年的

IACLE 会员资格和 100 美元的亚马逊代金券。 

 
Submit your image 
 
 
 
 
 
 
 
 

https://iacle.org/resources/image-of-the-month/


资源 
 

接触镜行业 2020 综述 

  
 
 
 
 
 
 
 
 
 
 
 
 
 
 

Karen Walsh, 加拿大眼科研究与教育中心（Centre for Ocular Research & 

Education，CORE）专业教育团队负责人和临床科学家，她在最新的接触镜进展

（Contact Lens Update）中撰写了一篇题为《回顾一年：全球视角对临床实践非非凡的

一年》。该报告通过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教育者不同视角反映了全球的各类事件。 

 
Read the editorial. Sign up to receive Contact Lens Update  
 

2020 开具接触镜处方 
 

 
 

一篇文章由 IACLE副主席 Philip Morgan 教授、教育发展部执行主任 Craig 

Woods 教授、会员 yndon Jones 教授（上图）及其他同事荣誉终身会员 Eef van der 

Worp 、 José Manuel González-Méijome 和资深会员 Dr John Hsiao 和 Dr 

Ioannis Tranoudis 为临床实践者、行业及学术界总结了接触镜在 2020年的处方行为

。 
 
Access the article 
  

 

 

https://core.uwaterloo.ca/
https://core.uwaterloo.ca/
https://contactlensupdate.com/
https://contactlensupdate.com/2020/12/09/a-year-in-review-a-global-perspective-on-the-most-extraordinary-of-years-in-clinical-practice/
https://contactlensupdate.com/
https://www.clspectrum.com/issues/2021/january-2021/international-contact-lens-prescribing-in-2020


 

预测接触镜未来 

 
资深会员 Lyndon Jones 教授，眼科研究与教育中心（Centre for Ocular 

Research & Education）主任和 Karen Walsh，专业教育团队负责人及临床科学家，

评估了在他们为新世纪预测 20年的准确性，并探索接触镜行业在未来的 20年。 
Read the full text 
 

COVID-19 资源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西班牙的接触镜配戴情况 

 
Marta Vianya-Estopa 等人在接触镜与眼前段（Contact Lens & Anterior Eye）

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强调了教育接触镜配戴者确保安全配戴的重要性 
 
Read the full text 
 

确保视光大学学的临床教学安全 
一份新报告概述了视光学校目前面临的挑战，并描述了尽量减少病毒传播风险的

策略，以确保临床视光教学的安全。 

 
Access the article 

 

全球新进展 
 

美洲 

 
拉丁美洲报告刚刚过去的一年 

 

 
 

https://core.uwaterloo.ca/
https://core.uwaterloo.ca/
https://www.opticianonline.net/features/future-of-optics-the-ultimate-contact-lens
https://www.contactlensjournal.co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657612/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opo.12764


2020 年，来自拉丁美洲地区的 50 多名 IACLE 成员参加了名为“IACLE 全球”的

广播节目，讨论各种各样的接触镜话题。洛杉矶团队总共录制了超过 60 小时的内

容，超过 6000 名 ECPs 通过 Zoom、Facebook 和 YouTube 收听了节目。 

Read the Americas report 

 
亚太区 

澳大利亚会员被授予终身 FIACLE 

 
Helen Swarbrick 教授（图右，与 IACLE 前任主席 Deborah Sweeney 合影）已经成

为 IACLE 会员 24 年了，在她从新南威尔士大学视光学院（School of Optometry and 

Vision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退休后，她被授予荣誉会员，并成

为终身资深会员。除了向本科生授课接触镜外，她还开发了两门非常成功的研究生课

程——高级接触镜研究和专业接触镜研究，许多国际学生通过视光硕士的学习。Helen

多年来一直担任 IACLE 的助理秘书，她一直热情的鼓励她的学生在学习阶段及后续的

接触镜临床实践和研究中充分利用 IACLE 资源。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ellowship Program 

 

https://iacle.s3.amazonaws.com/uploads/2021/01/202101_IACLE-Americas_Report.pdf
https://www.optometry.unsw.edu.au/
https://www.optometry.unsw.edu.au/
http://email.iacle.org/ls/click?upn=whuI-2B0GPwgOHBmUD0n-2FQxKcnbUT41wtV4FwafmOHHErg31HIiZKpl7hD2XvceA5Qs-2F4bvZRSglJrxVKaaNY5-2FGkd3umyw7Fik4h3MFP-2BDSdlH0Up8dDVB18nePWMtXGRIvLv6nbzkiO1XrcOzELUtOJIF40r4FCFMqd6iocLtw-2FvgQhPqPO5quFDg7quQhbOcZ84VnWyjWkWhOdb6zn2eg-3D-3D9Rxl_wo9TNGIAkyJtUPRFSBtqFoF4nOLATF6R38VqoqIVAwyJyIFjzRVbrtZBrlV6tCYqXhRDVKm3GrBpTc3z0AlPRq4w41bGE556QIUjbNRFjb9AtXckpgJs9lmGnAcuwH4X1i8MVJVUi2DyzNo1oY4VoMxYURy9Zd812DRD-2B53ZhfRNajmDHGDRhfGnI0ureX4zbViXfu-2BFFqG16zI3jd-2BlHzt2ukCVOz-2BAy0XHURfLK4OG36-2FzlBN5wGCD2FYytKpFUttZnsgWeQB7bbHIkfMXIQ-3D-3D


Korean 大学开展学生水平考试 

 

近日，韩国首尔国民大学（Kukje University）的学生 12月 5日参加了学生测试。

韩国国家协调员 Park Kyung-hee 教授说:“学生获得 IACLE学生水平测试证书是他们

未来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我们将继续尽最大努力确保更多的学生顺利获得

证书和就业。” 

Read the news article 

印度尼西亚学生成功通过学生水平测试 

 

 
 
 
 
 
 
 
 
 
 
 

10月 28 日，来自雅加达 Leprindo视光学院的 IACLE成员 Sylvianti 

Simanjuntak 组织了学生水平考试（Student Trial Exam）。证书颁发给所有成功通

过考试的学生(见上图)。眼科视光学校的主任 Dian Leila Sari 评论道:“感谢

Sylvianti 和 Cheni Lee 博士对 STE考试的指导和帮助。我们很荣幸能有机会评估学

生的接触镜知识。” 

Read the full Asia Pacific report 

欧非中东 

 

 

 

http://eng.ktu.ac.kr/
http://www.koreadaily.com/news/read.asp?art_id=8937521
https://iacle.org/programs/student-trial-exam/
https://iacle.s3.amazonaws.com/uploads/2021/01/202101_IACLE-Asia-Pacific_Report.pdf


BCLA 任命新主席 

 

英国接触镜协会（ British Contact Lens Association ，简称 BCLA) 宣布了他们的新主

席候选人, 资深会员 Neil Retallic。 Neil 希望推动环保产品的发展，并为眼部疾病患者

找到治疗方法。在 BCLA 年度股东大会后，他将接任现任主席 Indie Grewal 。 

Read a press release 

EAOO 于 4 月在赫尔辛基举行 

 

欧洲视光学会（European Academy of Optometry and Optics’ ）会议定于 2021 年 4

月 23-25 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大会将包括主题演讲、海报展示、研讨会、讨

论小组和专业展览，并将为那些不能参加的人提供在线直播。 

For more information 

重要日期备忘 

2021 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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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3-25 日  –欧洲视光学会年会 (赫尔辛基 2020), 芬兰，赫尔辛基. Details. 

  

5 月 1-7 日-视觉和眼科学研究协会（ARVO） 年会（网络会议）。Details. 

https://www.bcla.org.uk/
https://www.bcla.org.uk/Public/News/Press_Release/Next-BCLA-President-thrilled-with-huge-honour.aspx
https://eaoo.info/
https://eaoo.info/home/helsinki-2021/#:~:text=The%20original%20EAOO%20Helsinki2020%20event,our%20original%20plans%20for%20Helsinki2020.
https://na.eventscloud.com/website/10665/
https://eaoo.info/
https://www.arvo.org/


5 月 20-23 日-眼科接触镜教育者协会（AOCLE）年度研讨会，英国劳德代尔堡。

Details. 

6 月 11-13 日–英国接触镜协会 (BCLA) 英国会议和展览会, 英国，曼彻斯特 Details.  

7 月 3-6 日-第五届亚太眼科学创伤学会会议，巴厘岛，印度尼西亚。Details. 

9 月 17-28 日-第 49 届欧洲接触镜和眼表大会（ECLSO），法国巴黎。Details. 

10 月 29-30 日-新西兰视光师协会第 90 届年会，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Details.   

11 月 3-6 日 –美国视光学会会议，美国，波士顿. Details.  

11 月 23-24 日 – 第三届亚洲视光会议暨第八届东盟视光大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

心举办。 Details.  

 

IACLE 赞助商 

 

 

https://iacle.s3.amazonaws.com/uploads/2020/06/AOCLE-Newsletter_Spring_2020.pdf
https://bcla.org.uk/Public/Events/BCLA2021-Clinical-Conference/Public/Events/2021-Conference-Pages/BCLA-Conference-2021-Home.aspx?hkey=be899fe5-7767-4e8e-9a51-c298baab6f67
http://www.apots2020.com/
https://www.eclso.eu/
https://www.nzao.co.nz/NZAO-Conference-2020
https://www.aaopt.org/annual-meeting/meetings-future
https://asiaoptometriccongress.com/3rd-asia-optometric-cong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