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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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年度第二次會議 
 

日期 ： 201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 
時間 ： 下午 5 時正 
地點 ：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4 樓香港醫學組織聯會演講室 

     
出席 機構 
張偉良先生（主席） 香港復康會 
溫麗友女士（副主席） 個人會員 
郭鍵勳博士（副主席） 個人會員 
曾建平先生（副主席）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方長發先生（義務司庫） 香港耀能協會 
郭俊泉先生（秘書長） 香港復康聯會 
郁德芬博士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陸慧妍女士 扶康會 
何惠娟女士 香港心理衛生會  
盧鄭玉珍女士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甘秀雲博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高潔梅女士 香港傷健協會 
李劉茱麗女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陸艷玲女士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肢體傷殘界別代表） 
林伊利女士 香港明愛（智障界別代表） 
黃何潔玉女士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聽障界別代表） 
游秀慧女士 新生精神康復會（精神病患界別代表） 
周敏姬女士 個人會員 
鄭麗玲博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列席  
鄧家怡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黎狄慈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鄭普恩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李耀軒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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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賢女士（紀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黃子瑋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議程第 4.2 項） 
黃雅怡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議程第 4.2 項） 
  
缺席  
莊陳有先生（副主席）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曾蘭斯女士 協康會 
陳偉雄先生 柏力與確志協會有限公司 
馮祥添博士 香港利民會 
譚靜儀女士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界別代表） 
袁少林先生 香港病人組聯盟有限公司 (長期病患界別代表) 
陳錦元先生 個人會員 
 
 
1. 2016 年國際復康總會世界大會匯報會 
 

9 位出席了 2016 年 10 月 24 至 26 日於英國愛丁堡舉行的國際康復世界大會的香

港代表於會上匯報及分享會議的內容及得著。（此部份開放予復康聯會會員參

加，共有 31 人出席是次匯報會。） 
 
主席歡迎心光盲人院暨學校郁德芬博士、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陸艷玲女士及個

人會員周敏姬女士第一次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2. 通過 2015-16 年度第六次會議記錄及 2016-17 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委員一致通過 2015-16 年度第六次會議記錄及 2016-17 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3. 跟進事項 
 

沒有跟進事項。 
 

4. 討論事項 
 
4.1 2017-18 年度社聯復康服務業務計劃 

秘書長簡介來年業務計劃，委員同意有關內容。此外，委員提議向應屆特

首候選人表達業界期望政府盡快展開《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而秘

書長報告香港復康聯盟及持份發聲將於 2017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下

午 2 時正舉辦「長期病患和殘疾持份者與 2017 特首參選人及選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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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並邀請復康聯會合作。經討論後，委員會同意以支持團體名義參

與上述對談會。 
 
4.2 跨越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公眾諮詢 

社聯社會發展政策研究及倡議總主任黃子瑋先生簡介是項政府諮詢文件

的內容，並指當中所涉及的議題如暢通易達的標準、服務需要所涉及的用

地不足及老齡化所帶來的新服務需要和土地規劃等，都需要復康界的同工

及使用者提供意見。由於諮詢期將於 2017 年 4 月 30 完結，主席張偉良先

表示委員如有意見可於會後向復康服務的同事反映。此外，黃先生指規劃

署將派代表於 2017 年 2 月 8 日出席社聯的研討會並解答同工問題，並鼓

勵委員屆時出席並表達意見。 
 
4.3 香港復康聯會的資產保值建議 

方長發先生指出香港復康聯會現有約 2百多萬元流動現金存放在銀行的支

票戶口，提議把當中部份存款，例如約一百萬元，作適當的保值投資安排，

如存放於有利息的戶口或購買有利息收入的藍籌股票等。經商量後，委員

建議可以 3 至 5 年為期，把部份聯會的存款投資於優質藍籌股票，並提議

由主席、溫麗友女士及方長發先生商議有關投資方案，並再交與管理委員

會作進一步討論。 
 
4.4 會藉申請 

秘書長簡介罕見疾病聯盟在 2014 年成立，是一個罕見疾病患者的自助組

織，主要工作包括公眾教育及政策倡議。委員一致接納罕見疾病聯盟的普

通會員會藉申請。 
 

5. 報告事項 
 
5.1 各服務網絡 

5.1.1 智障人士服務網絡召集人林伊利女士報告網絡於 12月 3 日已召開

會議，社署代表與網絡分享智障人士老齡化報告書內容，並邀請業

界探討把轄下日間訓練中心進行轉型，以為老齡化智障服務使用者

提供合適服務。 
5.1.2  肢體傷殘人士服務網絡召集人陸艷玲女士報告網絡於 9 月底與

屋宇署開會，討論建築物於特殊情況及屋宇署同意下以垂直升降

台代替斜道或升降機的可行性。  
5.1.3 聽障人士服務網絡召集人黃何潔玉女士報告第二屆｢專業手語翻

譯證書｣課程八位同學將於 1 月 12 日進行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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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7 年國際復康日 
主席報告 2017 年將會慶祝國際復康日 25 週年，主席提議增設「傑出共融

社區推廣」嘉許計劃，邀請 18 區提交過去五年內傑出的推廣活動，並在

當中進行評審及選出金銀銅獎以示表揚，並擬與 18 區合作印製 25 周年特

刊。主席與秘書處將於 1 月 13 日商討 2017 年國際復康日的活動構思，邀

請有興趣委員出席。 
 
5.3 共融環境嘉許計劃 

主席報告共融環境嘉許計劃頒獎禮及研討會將於 2 月 9 日下午 2 時 30 分

在灣仔會展舉行，計劃共有 22 個建築物報名，經實地視察及評審委員會

的討論後，有 15 個建築物獲獎。主席鼓勵委員屆時出席頒獎禮。席上，

主席亦邀請委員對由著名設計師劉小康先生義務設計的共融標誌提出意

見。 
 

5.4 2017 年亞洲工作組織暨國際工作組織國際會議 
溫麗友女士報告亞洲工作組織暨國際工作組織國際會議將於 2017 年 6 月

12 至 14 日在紅磡香港嘉里酒店舉行，大會獲得香港嘉里酒店、余兆麒殘

疾人士基金及第三屆展能節基金贊助。主席呼籲有興趣同工參加，詳情可

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2017wasia-wiconference.org.hk/。 
 

6. 其他事項 
 

沒有其他事項。 
 

7. 下次會議日期 
 
本年度第三次會議日期為 201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舉行。 
本年度第四次會議日期為 2017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舉行。 
本年度第五次會議日期為 2017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舉行。 
本年度第六次會議日期為 2017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舉行。 

 
 

主席：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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