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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年度第六次會議
日期：2019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社聯 103 室
出席
張偉良先生（主席）
曾建平先生（副主席）
周敏姬女士（副主席）
郭鍵勳博士（副主席）
溫麗友女士（副主席）
高潔梅女士（義務司庫）
陸慧妍女士
歐陽偉康先生
何惠娟女士
李淑霞女士
盧鄭玉珍女士
宣國棟先生
陳小麗女士
譚靜儀女士
黃何潔玉女士
羅家平先生
嚴楚碧女士
陳錦元先生
賴君豪先生
郭俊泉先生（秘書長）

機構
香港復康會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個人會員
個人會員
個人會員
香港傷健協會
扶康會
協康會
香港心理衛生會
香港明愛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香港耀能協會
救世軍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界別代表）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聽障界別代表）
新生精神康復會（精神病患界別代表）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肢體傷殘人士界別代表）
個人會員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復康聯會

列席
鄧家怡女士
黎狄慈女士
謝蕙霞女士
陳佑嘉女士
廖敏儀女士（記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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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
郁德芬博士
陳偉雄先生
吳家榮醫生
鍾媛梵女士
李劉茱麗女士
袁漢林先生
黃金鳳女士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柏力與確志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義務工作發展局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東華三院（智障界別代表）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長期病患界別代表）

主席張偉良先生宣佈召開會議，並歡迎新任社聯業務總監賴君豪先生（Raymond Lai）首
次出席會議。

1.

通過 2018-19 年度第五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一致通過 2018-19 年度管理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記錄。

2.

跟進事項
2.1 香港復康聯會 2019-2020 年度會員大會暨管理委員會選舉
主席報告 2019 至 2020 年度會員大會定於 11 月 5 日（星期二）舉行，按

會章規定，聯會須成立三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一致通過邀請香
港智障服務人員協會唐兆漢先生、香港展能藝術會林彩珠女士及路德
會啟聾學校許加恩校長擔任今年選舉委員會委員，以監察點票程序。
另外，聯會早前邀請曾建平先生及宣國楝先生作回應嘉賓。由於宣先
生於會員大會當天不在香港，改由李淑霞女士擔任回應嘉賓。
(會後備忘：由於曾先生臨時離港，後改由嚴楚碧女士作回應嘉賓。)
2.2 《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諮詢
秘書長報告社聯於 7 月 15 日為長者服務和復康服務同工舉行的分享會的內
容。在分享會中，法律改革委員會相關工作小組成員熊運信律師形容條例
只適用於持續性出現的虐待及嚴重傷害個案，特別是被告人已察覺或應已
察覺有導致受害人受嚴重傷害的風險，以及有沒有採取合理步驟保護兒童
或易受傷害人士。
經討論後，委員對於有關諮詢內容有以下意見及重點：
a) 同事需向上司報告虐待及嚴重傷害個案，以免其刑事法律責任。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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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重新檢視機構的指引是否與諮詢內容吻合；
b) 諮詢文件的對象為家中照顧者及以長時間單獨形式的照顧模式，這與一
般院舍的集體照顧模式及由不同同事照顧個案的生活流程有別。委員認
為如新法例在復康服務的單位推行，須有足夠的指引及配套，故建議現
階段不宜在福利服務單位推行，以讓業界有充足的討論如何加強防止虐
待情況在服務單位發生。

3.

討論事項
3.1 2020-21 年度復康界海外會議及考察項目建議
譚女士建議 Joint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World Blind Union (WBU)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 of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 (ICEVI)增
加至 5 個名額。另溫女士建議可考慮增加兩項海外會議及考察項目，會後會
補充資料予秘書處。
3.2 2018-19 年度聯會財務報告
秘書長報告 2018-19 年度聯會的財政收入為港幣$276,898，而其中約港幣
$180,000 為 Workability Asia Conference 的結算後收入。2018-19 年度聯會的
財政支出大概為港幣$7,505。委員一致接納有關財務狀況，正式財務報告會
待周年會員大會審議及通過。另外，聯會現正於東亞銀行開立投資戶口，並
已向銀行指出會章有條款容許聯會可進行投資活動，銀行會繼續跟進聯會之
申請。
3.3 第十屆香港展能節籌備委員會
主席簡述今屆香港展能節籌備委員會主席由許宗盛先生及譚永昌博士共同
擔任，並會於短期內成立籌委員，以預備明年的香港展能節。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先生曾表示會支持聯會舉辦香港展能節，聯會早前已去信司長，期望政
府可資助聯會派員參與國際展能節。
3.4 會籍申請
個人會員：
熊德鳳女士
委員一致接納熊德鳳女士成為個人會員的申請。
3.5 退會申請
真鐸學校
由於真鐸學校會由特殊學校變成主流小學，故申請退出聯會。委員一致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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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鐸學校的退會申請。
4.

報告事項
4.1 各服務網絡
4.1.1 視障人士服務網絡召集人譚靜儀女士報告網絡為期兩年的「點讀筆試
驗計劃」已完結，但會繼續推行計劃，而醫院數目亦會由 7 間增加至
20 多間。譚女士續稱運輸署現正研究新式「電子發聲交通燈」取代舊
式交通燈，網絡成員積極進行測試及回應，建議運輸署以無線裝置改
善晚間聲音音量過低的問題。
4.1.2 聽障人士服務網絡召集人黃何潔玉女士報告社聯舉行四屆的三級手
語認證課程已完滿結束，合共三至四位畢業生會推薦作法庭手語翻譯
員。
4.1.3 精神病患者服務網絡召集人羅家平先生報告因應現時社會活動情
況，ICCMW 工作小組擬收集精神健康問題關注問卷調查的數據，詳情
容後公佈。
4.2 共融環境嘉許計劃及共融商舖嘉許計劃
秘書長報告共融環境嘉許計劃的提名階段已結束，共收到 24 份提名表格，
經復康團體會協助進行巡查後，評審委員會會於 10 月上旬進行評核。頒獎
典禮將於 11 月 12 日下午 12 時 20 分假置富都會舉行。聯會擬以計劃標誌設
計牌匾，頒發予獲獎建築物，讓公眾人士了解更多無障礙設施的重要性。秘
書長續報告共融商舖方面，商舖貼紙設計已確定並將邀請商舖參加計劃。
(會後備忘：共融環境嘉許計劃頒獎典禮後改於 12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假
社聯禮堂，與 2019 年國際復康日一併舉行。)
4.3 2019 年國際復康日
秘書長報告 2019 年國際復康日擬於 12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30 分於黃
大仙廣場舉行，以展能藝術為主題，典禮會展示藝術通達。
(會後備忘：2019 年國際復康日後改於 12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假社聯禮
堂，與共融環境嘉許計劃頒獎典禮一併舉行。)
4.4 康復國際全球殘疾發展基金
郭鍵勳博士報告基金撥款在各地推行復康項目的進展順利，網站亦已正式運
作。秘書長表示，香港復康會將協助有關 Global Disability Development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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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Africa Fund 評審工作的行政支援。秘書長續指第一、二期復康項目分別成
功批出共 5 個和 8 個項目。此外，主席補充香港復康聯會已參加競逐首屆 RI
Award。

5.

其他事項
5.1 秘書長指醫管局現正進行「預設醫療指示」的諮詢，歡迎委員表達意見，諮
詢期至 12 月初。聯會將於智障人士服務網絡及精神病患者服務網絡跟進相
關事項，討論「預設醫療指示」的機制。

6.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聯會周年會員大會後隨即舉行。

主席：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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