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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復康聯會 

管理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復康專責委員會） 

 

2020-2021 年度第二次會議 

 

日期：2021 年 1 月 12 日 

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以網上會議進行 
 （秘書處會於社聯 1201 室進行網上會議） 

 

出席 機構 

張偉良先生（主席） 香港復康會 

曾建平先生（副主席）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郭鍵勳博士（副主席） 個人會員 

宣國棟先生（副主席） 香港耀能協會 

嚴楚碧女士（副主席） 個人會員 

陳小麗女士 (義務司庫) 救世軍 

徐群燕女士 扶康會 

梁惠玲女士 協康會 

何家樑先生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李淑霞女士 香港明愛 

劉家倫先生 香港傷殘青年協會 

梁少玲女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劉妙珍女士 聖雅各福群會 

李劉茱麗女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譚靜儀女士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界別代表） 

馮丹媚女士 新生精神康復會 (精神病患界別代表） 

袁漢林先生 東華三院 (智障界別代表) 

蘇永通先生 路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肢體傷殘人士界別代表） 

賴家衛先生 香港罕見疾病聯盟有限公司 

伍杏修先生 個人會員 

溫麗友女士 個人會員 

賴君豪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李鳳儀女士（秘書長） 香港復康聯會 

 

列席 

 

鄧家怡女士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朱健滔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黃美芬女士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謝蕙霞女士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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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佑嘉女士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廖敏儀女士（記錄）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缺席  

何惠娟女士 香港心理衛生會 

陳偉雄先生 柏力與確志協會有限公司 

劉小草女士 香港聾人福利促進會（聽障界別代表） 

黃金鳳女士 香港病人組織聯盟有限公司（長期病患界別代表） 

  

 

 

主席張偉良先生表示因應現時疫情，會議繼續以網上形式進行。主席歡迎李鳳儀女士首

次出席管理委員會會議。 

 

1. 通過 2019‐20年度第六次會議記錄（附件一）及 2020‐21 年度第一次會議記錄（附

件二） 

委員會一致通過 2019‐20年度第六次會議記錄及 2020‐21 年度第一次會議記錄。 

 

2. 跟進事項 

2.1 在疫情下逐步恢復服務的情況 

賴君豪先生簡報因疫情反覆，社署就不同服務類別採取不同安排，並提供有限度服

務。殘疾人士院舍方面，員工現已進行第四輪強制檢測；院舍住客及服務使用者則

已進行第七輪自願檢測。此外，政府將安排為院舍的服務使用者及員工接種疫苗，

政府與營辦安老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的機構之代表於 1月 13日舉行會議，向政府表

達業界意見。 

 

3. 討論事項 

3.1 委任 2020‐2021年度秘書長 

李鳳儀女士於 2020年 11月 26日履新，秘書處已於 11 月 30日透過電郵向聯會各會

員宣佈她到任社聯總主任（復康服務）事宜。委員一致接納及通過賴君豪先生離任

秘書長一職，並由李鳳儀女士接替賴君豪先生為香港復康聯會秘書長一職。 

 

3.2 委派 2020‐21年度社聯樂齡科技平台督導委員會代表 

秘書長建議袁漢林先生擔任 2020-21 年度社聯樂齡科技平台督導委員會代表。委員

一致同意及通過。 

 

3.3 處理管理委員會委員出缺安排 

主席報告鑑於香港心理衛生會何惠娟女士於 1 月 12 日退休，委員需根據聯會會章守

則處理出缺安排的機制處理餘下任期，內容如下： 

1) 根據會章條款 14(d)，管理委員會賦予權責於同一空缺組別 (即普通會員、基本

會員、個人會員及基本會員內之殘疾界別) 以作替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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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理委員會決議由AGM當日共兩名排行第 14位置的當選人 (即心光盲人院暨

學校郁德芬博士或香港神託會黃宗保先生)以投票形式決定替補何女士之人

選。 

 

(會後備忘：經過 1 月 14 日發出之投票電郵，秘書處收到共 23 名管理委員會

委員回覆，結果由香港神託會黃宗保先生以較多票數勝出。) 

 

主席續報告新生精神康復會馮丹媚女士於 2021 年 1 月 21 日起辭任業界代表，委員

需根據聯會會章守則處理出缺安排。是次會議需要委員同意管理委員會委員出缺安

排的機制處理餘下任期，內容如下： 

1) 根據會章條款 14(d)，管理委員會賦予權責於同一空缺組別 (即普通會員、基本

會員、個人會員及基本會員內之殘疾界別) 以作替補； 

2) 替補人必須為機構代表，如未為機構代表可向秘書處申請方可處理出缺安排； 

3) 管理委員會決議授權精神病患人士服務網絡進行互選決定界別代表人選，界別

代表將自動成為管理委員會委員及網絡召集人，至下年度 AGM 為止； 

4) 未有替補之界別代表人選前，管理委員會決議授權新生精神康復會署理行政總

裁朱世明先生成為臨時網絡召集人。 

 

(會後備忘：秘書處於 2 月 5 日發出精神病患界別選舉電郵，並於 2021 年 2 月

23 日完滿結束，結果由新生精神康復會朱世明先生當選。) 

 

3.4 「爭取殘疾人士就業機會及配額制度」餘款處理（附件三） 

秘書長報告「爭取殘疾人士就業機會及配額就業聯盟」一直寄存了餘下的$19441.30

於 JOINT COUNCIL銀行戶口，至今未有處理。秘書長分別於 19/12及 23/12聯絡上

聯盟負責人李劉茱麗女士及莊陳友先生，得知聯盟已解散，並在他們同意下聯絡

上史泰祖醫生。於 28/12聯絡上史泰祖醫生，史泰祖醫生決定把$19441.30的餘款

捐予 JOINT COUNCIL作支援殘疾人士服務之用。委員一致同意及通過。 

 

3.5 更新香港上海滙豐銀行戶口簽名組合 

廖敏儀女士報告香港復康聯會將更新香港上海滙豐銀行戶口簽名組合，該公司戶

口的簽名組合為 5 人簽署，包括張偉良先生、李鳳儀女士、陳小麗女士、郭鍵勳

博士、宣國棟先生；其中 2 人簽署為有效。委員一致同意上述安排。 

 

3.6 成立新《殘疾人及康復計劃方案》工作小組 

主席表示早前蕭偉強先生婉拒擔任工作小組召集人，主席將暫時成為工作小組召集

人。跟進上次委員會會議，建議以所有網絡召集人及聯合國《殘疾人權利公約》監

察及推廣委員會召集人組成，現繼續跟進工作小組成員人選，包括溫麗友女士、曾

建平先生、譚靜儀女士及何家樑先生均樂意參與，其餘有興趣委員亦可稍後聯絡秘

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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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21‐2022 年度社聯復康服務業務計劃（附件四） 

秘書長簡介 2021‐22 年度復康服務業務計劃。委員查詢本年度香港公益金  (簡稱公

益金)向聯會發放的資助金額，秘書長回應公益金的資助均用作 Programme Fee。

委員同意接納有關業務計劃。 

 

3.8 會籍申請 

普通會員：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附件五） 

委員一致接納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有限公司成為普通會員的申請。 

 

個人會員：吳永基先生  （附件六） 

委員一致否決吳永基先生成為個人會員的申請。基於聯會慣例，由於香港導盲犬服

務中心有限公司的正式代表為吳先生，因此個人會員會籍之申請不能與此重覆。 

 

 

4. 報告事項 

4.1 各服務網絡 

各服務網絡没有任何報告。 

 

4.2 修改聯會會章工作小組 

主席表示建議邀請新任秘書長李鳳儀女士加入小組，以及賴君豪先生繼續參與會章工

作小組。主席續報告聯會已於 2020 年 10 月 29 日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4.3 2020年國際復康日 

秘書長報告受疫情影響，典禮改為以影片模式在網上播放。聯會邀得羅致光博士、張

偉良先生及蔡海偉先生介紹國際復康日，以及如何推動殘疾人士普及運動。有關短片

已於 12月中至 2021 年 1月初於五個不同媒體播放。秘書長續報告「海洋公園同樂月」

因疫情關係共 2 天休園，公園回覆相關受影響地區機構不作日子修改，秘書處已將飯

票全數退回金額。 

 

4.4 第十屆香港展能節 

秘書長報告經籌委會討論，展能節本地比賽將延期舉行。勞福局稍後將通知秘書處

有關項目申請事宜。 

 

4.5 康復國際全球殘疾發展基金 

郭鍵勳博士報告中殘聯捐贈 500萬美元予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GDDF暫未有

實則方向，秘書長可與中殘聯張海迪女士跟進。伍杏修先生補充第一至四期復康項

目亦透過網上形式進行審批。 

 

5. 其他事項 

主席表示社聯將與社署進行 Service Review及 Lump Sum Grant Review會議，旨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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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跨服務平台檢視人力編制及服務檢討。主席邀請宣國棟先生作為聯會的代表與社

署出席以上會議。委員一致同意及通過。 

 

6.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21年 3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5時 30分舉行。 

 

 

 

 

主席：   

                                  (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