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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三次會議
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
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社聯 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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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潔梅女士（義務司庫）
郁德芬博士
陸慧妍女士
歐陽偉康先生
李淑霞女士
盧鄭玉珍女士
宣國棟先生
陳小麗女士
鍾媛梵女士
李劉茱麗女士
黃金鳳女士
黃何潔玉女士
羅家平先生
陳錦元先生
鄭麗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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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傷健協會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扶康會
協康會
香港明愛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香港耀能協會
救世軍
義務工作發展局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長期病患界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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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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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嘉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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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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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
周敏姬女士（副主席）
陳偉雄先生
何惠娟女士
吳家榮醫生
袁漢林先生
譚靜儀女士
嚴楚碧女士

個人會員
柏力與確志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心理衛生會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東華三院（智障界別代表）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界別代表）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肢體傷殘人士界別代表）

主席張偉良先生宣佈召開會議，並歡迎社聯新到職項目主任陳佑嘉女士（Fiona）
，陳女士
會協助籌辦共融環境嘉許計劃。
1.

通過 2018-19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一致通過 2018-19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

2.

跟進事項
2.1 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中心獎勵金及訓練津貼發放安排
秘書長報告在與社署溝通後，有關指引會以聯會殘疾人士工作及就業服務
網絡的名義發出，作為業界的參考，這便不涉及社署就整筆撥款資助作規
管的問題。指引內容已於網絡會議作討論，而指引亦已發放至服務營辦機
構。
2.2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民間報告諮詢
秘書長報告民間報告草稿已在上一次管理委員會會議及網絡會議中作諮
詢，內容亦已作修訂。民間報告的英文版本會於 4 月向聯合國提交。

3.

討論事項
3.1 開立東亞銀行投資戶口

主席張偉良先生報告香港復康聯會將於東亞銀行有限公司開立投資戶
口，該公司戶口的簽名組合為 5 人簽署，包括張偉良先生、郭俊泉先生、
高潔梅女士、郭鍵勳博士、溫麗友女士；其中 2 人簽署為有效。委員一
致同意上述安排。
3.2 2018-19 年度社聯復康服務業務報告
秘書長報告 2018 年至 19 年的業務報告的重點工作，包括國際復康日、共
融環境嘉許計劃、
《殘疾人權利公約》民間報告等。秘書長表示詳細工作報
告會今年的周年會員大會提交予會員作審閱。
3.3 2019 年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社聯 2019 年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將於 5 月 15 日上午舉行，秘書長簡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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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內有關業界關注的議題，而本年的優次重點包括智障人士院舍服務轉
型、改善職業康復服務、增加中途宿舍的人手及擴大朋輩支援服務。
經委員會討論後，關注議題有以下的修訂建議：
a. 有關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建議普通個案
應與嚴重個案一樣，無須進行入息審查。
b. 建議參考學前康復服務和特殊學校就自閉症學童的額外人手比例，為
殘疾人士 宿舍及日間訓練服務增加前線訓練及照顧人手。
c. 建議為中度弱智人士院舍及 輔助宿舍 增加護士人士人手及前線照顧人
手。
3.4 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檢討
鄭麗玲女士報告社署正整理檢討工作報告，預計於 4 至 5 月間完成報告。
隨後，社署會把工作報告交予勞福局審核，詳細諮詢安排亦會稍後公布。
鄭女士續指高度護理院舍的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將建議上調至 9.5 平方米，
而殘疾人士中度及低度護理院舍則只建議上調至 8 平方米。此外，為確保
院舍的服務質素，政府建議資助及私營院舍設立「指定負責人」
，委員對此
建議表示憂慮，擔心未來聘用院舍員工時面對很大困難，並期望在未來公
眾諮詢時，需向當局反映。
3.5 康復國際全球殘疾發展基金
郭鍵勳博士報告有關基金的督導委員會進展順利，並簡介附件有關業界能
力建設的計劃書，當中擬申請 460 萬元的資助，以推行 5 年的計劃，協助
導師計劃中經驗較淺的參與。委員同意有關計劃書的內容。
此外，郭鍵勳博士表示早前於珠海與廣東省殘聯接觸，廣東省殘聯指可提
供地方讓香港復康機構租用，作為辦公室及開展內地事工之用。郭博士建
議復康聯會租用有關地方，以供聯會會員機構使用及協助會員機構在內地
註冊。郭博士建議成立 4 至 5 人工作小組，進一步探討構思的可行性。經
討論後，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張偉良先生、郭鍵勳博士、溫麗友女士、曾建
平先生、伍杏修先生及許宗盛先生。
3.6 會籍申請
基本會員：
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
委員一致接納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為基本會員的申請。
4.

報告事項
4.1 聽障人士服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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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何潔玉女士報告警方為聽障人士而設的 992 緊急短訊求助服務（簡稱「992
服務」）
，經過網絡與警方代表作討論後，現已開放 42 個報案室作登記、更新
或取消「992 服務」之用。此外，由 3 月開始，如已登記「992 服務」的聽障
人士透過「992 服務」報案，網絡供應商將不再收取有關短訊費用。
4.2 2019 年國際復康日
承接 2018 年國際復康日，主席表示 2019 的主題繼續為「殘疾人士藝術」
，並
會於 12 月 1 日舉行中央慶祝典禮，期望 18 區傷健人士進行藝術表演或展覽。
今年海洋公園同樂日將會改為海洋公園同樂月，並開放 11 月 3 至 30 日四個
星期，接待共 8,000 名來自 18 區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殘疾人士及其同
行者免費遊覽公園。另外，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則定為 11 月 10 日。
4.3 2019 年共融環境嘉許計劃
主席報告今年將會舉行第三屆共融環境嘉許計劃，表揚超越法例要求的建築
物，以宣揚全民共享建築物的重要性。委員希望計劃可加入更多種類的建築
物。
4.4 復康聯會 55 周年慶祝活動
主席報告透過復康聯會 55 周年及復康巴士 40 周年慶祝活動，會透過「拉
動復康巴士」籌款活動，贊助推行「共融商舖約章計劃」
。主席簡介共融商
舖會以「共」字為標識，藉「傷健共融」的訊息鼓勵更多商舖提供殘疾友
善的零售服務。主席表示如籌委會獲得捐款贊助，會再呼籲委員協助組隊
參加比賽。
5.

其他事項
5.1 殘疾人士電影關愛門票
曾建平先生表示罕見疾病聯盟與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商議，推出關愛門票
予殘疾人士，並享有半價優惠，並指聯會可協助有關的推廣，稍後會聯絡
秘書處有關跟進工作。

6.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19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30 分舉行。

主席：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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