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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度第六次會議
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以網上會議進行
（秘書處於社聯 1201 室進行網上會議）
出席
張偉良先生（主席）
曾建平先生（副主席）
郭鍵勳博士（副主席）
溫麗友女士（副主席）
陳小麗女士（義務司庫）
徐群燕女士
郁德芬博士
歐陽偉康先生
何惠娟女士
李淑霞女士
宣國棟先生
劉妙珍女士
李劉茱麗女士
袁漢林先生
譚靜儀女士
馮丹媚女士
嚴楚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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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軍
扶康會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協康會
香港心理衛生會
香港明愛
香港耀能協會
聖雅各福群會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東華三院（智障界別代表）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界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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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復康聯會

列席
鄧家怡女士
朱健滔先生
黃美芬女士
陳佑嘉女士
謝蕙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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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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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
周敏姬女士（副主席）
盧鄭玉珍女士
梁少玲女士
陳偉雄先生
鍾媛梵女士
黃金鳳女士
陳錦元先生

個人會員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柏力與確志協會有限公司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長期病患界別代表）
個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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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過 2019-20 年度第五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一致通過 2019-20 年度第五次會議記錄。

2.

跟進事項

2.1

香港復康聯會 2020-21 年度會員大會暨管理委員會選舉
秘書長報告於 8 月底與 Office bearers 已開 zoom 會議，就周年大會的安排討論數項
事宜。第一，會員大會作相應防疫安排，包括量體溫、座位間有足夠空間及準備酒
精搓手液等。第二，秘書處鼓勵會員以 proxy 進行投票，並可考慮委託已答允出席
會議的本屆管理委員會會員代為投票。第三，聯會秘書長郭俊泉先生將於 2020 年 9
月 18 日起離任社聯總主任（復康）一職，管理委員會一致通過委任社聯業務總監賴
君豪先生為新任秘書長，以安排本年度聯會周年會員大會，直至新任社聯總主任（復
康）到職。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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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學
譚永昌博士擔任今年選舉委員會委員，以監察點票程序。
2.2

新《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
主席簡介康諮會於 2020 年 6 月正式向政府提交的新《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
，建
議稍後於聯會成立工作小組，目的是就《方案》提出的策略方向、各項建議和落實
方案作出整體討論和監察，並協調聯會內各服務網絡及委員會/工作小組作跟進。
就工作小組成員人選，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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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歡迎其他有興趣的委員歡迎加入。初擬邀請蕭偉強
先生為工作小組召集人，有委員表示以管理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為工作小組召集人
較為合適，待下一屆管理委員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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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疫情下逐步恢復服務的情況
秘書長簡報社署早前發出有關服務安排的新聞公布，指因應疫情緩和，大部分津助
服務均重新恢復提供服務。賴君豪先生表示社署將由 9 月 23 日起續步恢復主要康復
服務的服務提供，部分服務為 9 月 29 日。單位可按實際運作及服務使用者意願，在
採取適當感染控制措施及未有限期的要求下，邁向恢復全面服務。

3.

討論事項

3.1

2019-20 年度聯會財務報告
秘書長報告 2019-20 年度聯會的財政收入為港幣$180,316，當中有$146,484 是透過
2019 年 5 月舉辦拉復康巴士籌款活動所籌得的款項，用以宣傳無障礙環境的活動。
而去年度的支出為$11,365，主要是基本的行政開支。截至財政年度年結日的資產淨
值為港幣$3,338,255。復康聯會的財狀況是穩健的。此外，有關第三屆國際展能節基
金的財政狀況，本年度的開支為$451,968，當中有$340,000 是透過復康聯會資助 40
多位殘疾人士於 2019 年 6 月出席於澳門舉行的 RI 亞太區會議及 IT 訓練工作坊。委
員一致接納並通過財務報告草稿。

3.2

「成年殘疾人士家庭照顧者」生活質素和服務需要調查
秘書長報告社聯於 2019 年 10 月中至 2020 年 1 月完成一項「成年殘疾人士家庭照顧
者」生活質素和服務需要調查，透過全港 16 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以隨機抽樣
方法成功訪問 745 名家庭照顧者，透過問卷形式了解他們照顧成年殘疾家庭成員的
情況及需要。大部分受訪者的照顧對象皆為智障人士。秘書長續稱社聯將於下星期
舉行發佈會公佈調查結果及建議。經簡報後，委員對於調查有以下意見：
i.

社聯發佈會發佈後，須清楚探討新《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如何落實照顧
者政策工作，並期望未來加強服務提供者及殘疾人士之倡議，避免日後悲劇
再發生；

ii.

建議發佈會公佈調查結果時不必強調照顧對象皆為智障人士，可參考 ICF 說
法如「需要個人自理能力不足」或「個人行為控制不足」等字眼取代；

iii.

社聯年初已成立照顧者政策專責小組，討論新《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中
提及的三層社區支援服務模式如何整合服務以支援照顧者，特別針對高危照
顧者。另外，十月份會宣傳「照顧者月」，以肯定照顧者的付出及貢獻；

iv.

調查結果十分重要，建議可於 WAPS 及社聯 annual submission 向政府倡議福
利及服務建議；

v.

照顧者面對經濟困難及老齡化壓力，須探討照顧者津貼的門檻和入息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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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會籍申請
個人會員：崔佳良女士
委員一致接納崔佳良女士成為個人會員的申請。
個人會員：黃何潔玉女士
委員一致接納黃何潔玉女士成為個人會員的申請。
個人會員：嚴楚碧女士
委員一致接納嚴楚碧女士成為個人會員的申請。

4.

報告事項

4.1

各服務網絡

4.1.1 視障人士服務網絡
網絡召集人譚靜儀女士報告網絡認為新《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策略建議較偏重
手語之推廣及應用，缺乏推動和發展口述影像的政策方向及具議建議，忽略了視障
人士取得公共廣播及無障礙資訊的權利。網絡於 9 月初已去信勞福局轄下的康復咨
詢委員會，表達推動本地口述影像服務發展對視障人士的重要性。
4.1.2 精神病患者服務
網絡召集人馮丹媚女士表示社署推行試驗計劃，透過外展跨專業團隊及朋輩支援
員，為正輪候中途宿舍服務的離院復元人士提供支援。社署早前與營運 ICCMW 機構
有 briefing，但當時未有中途宿舍營運機構代表，希望有進一步討論。網絡稍後再與
社署會面跟進。
4.1.3 學前殘疾兒童服務
網絡召集人歐陽偉康先生表示在疫情期間訓練課程停課，改以網上授課。業界向社
署反映低收入家庭缺乏 IT 科技設備，政府的社會福利未有適切的資助。
4.2 2020 年國際復康日
秘書長報告 2020 年國際復康日擬定於 12 月 3 日舉行，本年度國際復康日以「推動殘
疾人士普及運動」為主題。由於疫情關係，經過國際復康日籌委會討論，大會決定取
消「十八區傷、健輪椅接力比賽」，並於社聯禮堂舉行中央典禮。
(會後備忘：鑑於現時疫情轉趨嚴重，為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原定於 2020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舉行的 2020 年國際復康日開幕典禮，改以短片形式於 12 月中旬在網上播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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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十屆香港展能節
秘書長報告日本 IAF 向主辦國俄羅斯建議國際賽事因為疫情關係而延期，暫未有定
案。本地比賽則完成報名程序，經籌委會討論，暫定於 12 月至 1 月期間舉行各項本
地比賽。
(會後備忘：鑑於現時疫情轉趨嚴重，為保障各位以及公眾安全，大會決定將原定於
今年 12 月至 1 月的第十屆香港展能節各項比賽延期舉行。)

4.4

康復國際全球殘疾發展基金
郭鍵勳博士報告基金第五輪申請暫時取消。

5.

其他事項
主席建議疫情緩和後，聯會為郭俊泉先生及黃何潔玉女士舉辦歡送聚會。另外，委
員建議於香港復康聯會本屆會員大會頒發嘉許狀予郭俊泉先生。委員一致同意。

6.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20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7 時正舉行。

主席：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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