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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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 4 月福利 

 

 “将研究融入教育”是 IACLE 第二次全球在线会议的主题，会议将于英国时间 4 月 24 日星期六中午

12 点至下午 3 点举行。会员可以通过 Zoom 注册 here 加入这个免费的半日活动。国际专家将分享他

们的知识和经验，如何将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成功的学者。我们鼓励您的学生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收听选定的讲座(在议程中突出显示)。 

注册全球在线会议 

浏览会议日程.  点击链接以便查看您所在时区的会议开始时间 

IACLE 会员可以享受 BCLA 在线会议折扣 

  

https://tockify.com/iaclecalendar/detail/95/1619262000000
https://tockify.com/iaclecalendar/detail/95/1619262000000
https://iacle.s3.amazonaws.com/uploads/2021/03/IACLE-Virtual-Conference_April-2021_Agenda_9.3.21.pdf
https://www.starts-at.com/event/2284429987
https://www.starts-at.com/event/2284429987


IACLE 与英国接触镜协会 (British Contact Lens Association，简称 BCLA)合作，为他们的在线

会议和展览提供注册折扣，会议和展览将于 2021 年 6 月 13 日至 14 日举行。会员将享受“直播”套餐的

55%折扣，或获得额外的“会议+”套餐，享受 30%的折扣。这两张票都允许访问两个 BCLA 会议- 6 月会

议和今年晚些时候的单独活动。折扣码从 4 月 19 日到 6 月 10 日有效。学生也可以选择低成本的课

程。如果您想讨论学生可能获得的团体折扣，请直接与 BCLA 联系。 

注册时输入代码 ‘IACLE 21’ 以便收到折扣 

IACLETOP 更新   

 
注册会员考试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会员考试现在开始接受报名。必须在 7 月 1 日之前交纳考试费用，收到费用

后，会员将可以进入 IACLETOP 的会员考试区域开始学习。该考试是国际唯一公认的衡量教育者和眼

保健专业人员接触镜知识的手段。考试成功后，会员就有资格成为一名资深会员。 

 

注册会员考试. 观看一个关于考试的有用的网络研讨会 

 
 

四月新闻头条 

 
本月图片 

 

https://www.bcla.org.uk/
mailto:membership@bcla.org.uk
https://bcla.org.uk/Public/Events/BCLA2021-Clinical-Conference/Public/Events/2021-Conference-Pages/BCLA2021_Home.aspx?hkey=be899fe5-7767-4e8e-9a51-c298baab6f67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2021_Fellowship_Exam_Registration_Form
https://iacle.instructure.com/courses/35/pages/fellowship-examination-global


 
 

印度那格浦尔 Saoji Vision Care 的 Yeshwant Saoji 使用 Remido 眼前节照相设备拍

摄了这张图片。该图片是一位使用 RGP 镜片超过 3 年的患者。病史显示，她没有遵医

嘱清洗镜片。揉搓和冲洗的时间不超过 5 秒，也可能压根没有揉搓。然后患者没有任

何抱怨，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眼睑过敏。 

递交你的图片 

 

韩国会员被授予荣誉会员 
 

 
 

教授 Doukhoon Kim (上图) has 从韩国马山大学退休后，在会员 26 年和 FIACLE21

年后，他被授予荣誉会员和终身 FIACLE 资格。 Doukhoon 说，成为 IACLE 学会的一份

子，对接触镜教育有很大帮助，他很高兴获得该奖项。2020 年 8 月 Doukhoon Kim 从

马山大学退休后，担任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 

 

认识会员 

https://saojivision.com/
http://email.iacle.org/ls/click?upn=whuI-2B0GPwgOHBmUD0n-2FQxKcnbUT41wtV4FwafmOHHEpGU0sByDJMYeoT38H3r234ps6z-2FcaU9af-2BYbHr1i6nxMemXp1prUZfq-2BDaRDg4pJtJVY32BsxPGNbi-2FQdRySYC4y2TqwDBE9780QfggnksDl9V4N0SfaNxwgpCjZTA7WWaqA4z8Cp4s0U-2FckNbpAqVl6tWGcUwZvrpc8k-2BPPJhuQ-3D-3DMmlB_wo9TNGIAkyJtUPRFSBtqFoF4nOLATF6R38VqoqIVAwzvi9q-2B4tTD6xfdTti-2FWQBRSzs6xpmHXJx1pwjLVjMSvGaeoPXzU0O-2FqLnszf8kkTiEdDpm4BLCk90jv0vO4FcQ6sIWS9W-2BzhB-2BW-2BtGG9mdkDruKzVU38hXxlY2p-2FBE10i87CQRlLl9Sq5pqpRrVpgxtAPXnR6kpSfsSzP0wg-2Fga7mi1AOJUXh6C4PaJIq5M6bfEkeTS9G-2FVWRRnoiZXqY-2FELQYQZNaFkq4l9WKcLIACA-3D-3D


 
 

本月介绍 Dr Grace Ogbonna, 非洲马拉维组组大学（Mzuzu University）讲师, 她被

提名为最有可能从事高中和大学教学工作的学生。Grace 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任何

答案都是正确的，鼓励学生分析他们的想法，而不会觉得他们会被批评。想法，这将

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主题。尤其当 Grace 在低视力儿科接触镜讲座时，IACLE 会提供帮

助。闲暇时，Grace 喜欢读书、旅游和去海滩游玩。 

  
 
长期会员 

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是否在您的到单位进修过接触镜教学，但已经参加过“认识会

员”？我们希望知道您的成就，并与我们的会员分享。如果 IACLE 同事想与其他会员联

系，请发邮件到 iacle@iacle.org 以便安排。 

 

填写在线表就可以向其他会员介绍自己 

 
 

资源 

 
BCLA 发布全球共识报告 
 

IACLE 副主席和 BCLA CLEAR 计划的执行副主席 Philip Morgan 教授评论: 刚刚出版

的 BCLA CLEAR 报告旨在汇集最新的接触镜广泛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信息。改研究共包

含来自 16 个国家 102 位作者的 10 篇完整论文，一期《接触镜与眼前段（Contact Lens 

and Anterior Eye）》共 302 页。在有限时间段内，它是开放获得的（免费）。我强烈

推荐所有的 IACLE 会员利用这个机会，查阅这些精彩的论文如何指导他们的教学。 

 

Access CLEAR 

 
新版近视管理指南发布 

https://www.mzuni.ac.mw/
mailto:iacle@iacle.org
http://email.iacle.org/ls/click?upn=whuI-2B0GPwgOHBmUD0n-2FQxKcnbUT41wtV4FwafmOHHEpGU0sByDJMYeoT38H3r2341s09C2Sit-2FTIcLSVxIRBMtvObgTFrgqudHfsJMk9u4F88sidKruJdJ95HCF9ySO5gn62cPfU5IR0u-2Bft4JKQhIr5m4NooVbYCz4nreeOIVgzZSyGZADxHWhu9qEl9inI-2Fq4gXOdfjL4BBfhLMSvmBw-3D-3D0keq_wo9TNGIAkyJtUPRFSBtqFoF4nOLATF6R38VqoqIVAwzvi9q-2B4tTD6xfdTti-2FWQBRm2b21mUShv4iUt4rDa4UyVBYsHHgnbH4BYG-2BZdrEr4BYuV4-2FKxh8RvrQd7IsKDcgkMRMmWUqVuZaZepRJG4DvG1NlQGCIkJdAY29C9ovgPnLm8O9atF2Ab3KVMfuYP-2BeoADoRIdVDzAALSgyM1t4ByR-2BCFX8r8gzLJRxhH2k7VoApzPi7MaeM6s-2FlMbmjH66h2crAj0qRqiI65AS-2FWNJAQ-3D-3D
http://email.iacle.org/ls/click?upn=whuI-2B0GPwgOHBmUD0n-2FQxKcnbUT41wtV4FwafmOHHEpGU0sByDJMYeoT38H3r2341s09C2Sit-2FTIcLSVxIRBMtvObgTFrgqudHfsJMk9u4F88sidKruJdJ95HCF9ySO5gn62cPfU5IR0u-2Bft4JKQhIr5m4NooVbYCz4nreeOIVgzZSyGZADxHWhu9qEl9inI-2Fq4gXOdfjL4BBfhLMSvmBw-3D-3D0keq_wo9TNGIAkyJtUPRFSBtqFoF4nOLATF6R38VqoqIVAwzvi9q-2B4tTD6xfdTti-2FWQBRm2b21mUShv4iUt4rDa4UyVBYsHHgnbH4BYG-2BZdrEr4BYuV4-2FKxh8RvrQd7IsKDcgkMRMmWUqVuZaZepRJG4DvG1NlQGCIkJdAY29C9ovgPnLm8O9atF2Ab3KVMfuYP-2BeoADoRIdVDzAALSgyM1t4ByR-2BCFX8r8gzLJRxhH2k7VoApzPi7MaeM6s-2FlMbmjH66h2crAj0qRqiI65AS-2FWNJAQ-3D-3D
https://www.contactlensjournal.com/
https://www.contactlensjournal.com/
https://www.contactlensjournal.com/article/S1367-0484(21)00025-4/fulltext


欧洲眼科学会（SOE）与国际近视研究所（IMI）合作，发布了新版近视管理指

南，以提高欧洲对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不可逆视力损害和失明原因的认识。 

 
阅读期刊 

COVID-19 资源 
 

COVID-19 对印度视光师的影响 

Sehgal 等人的一项研究衡量了 COVID-19 对印度视光教育和实践的影响，根据该研

究发现，印度视光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学生、教育工作者和从业人员)似乎很好地适应了

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变化。 

 

阅读原文 

 

区域新进展 
 

美洲 

 
上个月有消息宣布，拉丁美洲视光师和眼镜商协会(Lati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Optometrists and Opticians (ALDOO))已经同意赞助拉丁美洲地区的 20 个 IACLE 会员。现

有的赞助名额现已授予来自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波多黎各、厄瓜

多尔、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候选人。 
 
阅读美洲报告全文 

 
亚太 

韩国国家协调员 Kyounghee Park 教授主持了一场关于会员考试（Fellowship 

Exam）的小组讨论(3 月 31 日)。韩国大田 Euji大学（Eulji University）的 Koon Ja 

Lee 博士和 Ki Choong Mah 教授，博士伦（Bausch + Lomb）的终身 FIACLE 

Joonsang Lee 主任和大田健康研究所（Daejeon Health Institute）的 Jongpil Cho 教

授参加了小组讨论，并分享了他们参加会员考试的个人经历。共有 15 名成员出席了

会议。 

欧非中东 

为非洲会员提供联系机会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120672121998960
https://www.ijo.in/article.asp?issn=0301-4738;year=2021;volume=69;issue=4;spage=958;epage=963;aulast=Sehgal
https://www.ijo.in/article.asp?issn=0301-4738;year=2021;volume=69;issue=4;spage=958;epage=963;aulast=Sehgal
https://www.ijo.in/article.asp?issn=0301-4738;year=2021;volume=69;issue=4;spage=958;epage=963;aulast=Sehgal
https://aldoo.info/
https://aldoo.info/
https://iacle.org/iacle-news/meeting-reports/
https://iacle.org/programs/fellowship-exam/
https://iacle.org/programs/fellowship-exam/
https://www.eulji.ac.kr/eng/index.html?menuno=3822
https://bausch.com/
https://www.hit.ac.kr/


 

EAME 区域主席 Judith Morris，为我们的非洲成员举行了第一次会面和聊天会议。

Naimah Ebrahim Khan，南非德班夸祖鲁-纳塔尔省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的高级讲师(见上图)，表达了她与周边国家教育者交流的热情。IACLETOP 的教育团队

正在讨论在 IACLETOP 中建立一个区域，让不同国家/地区的成员可以交流和联系他们

的其他成员。 

请关注更多后续内容 

重要日期备忘 

2021 重要日期: 

 
4 月 23-25 日  –欧洲视光学会年会 (网络会议).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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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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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日–英国接触镜协会 (BCLA) 英国会议和展览会（网络会议）Details.  

9 月 4 日-欧洲接触镜和眼表大会（在线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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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kzn.ac.za/
https://eaoo.info/
https://www.arv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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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clso.eu/
https://www.nzao.co.nz/NZAO-Conference-2020
https://www.aaopt.org/annual-meeting/meetings-future


IACLE 赞助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