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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顏 

時間匆匆流逝！嚴協第十一屆幹事會的工

作轉眼已接近尾聲。回顧往年的工作，感

慨良多，幹事請辭，主席也於本年七月初

離港一段時間，暫別大家，會務得以持續

全賴幹事委員的一顆心和努力。新一屆第

十二屆幹事選舉現正開始，幹事任期以兩

年(2012-14)為一任。一如過往誠邀家長參

與選舉，羣策羣力共同為我們的子女爭取

合理的權益和福祉！我們更盼望來屆有新

會員當選幹事，以進取及新思維重新結聚

各會員力量，為孩子們繼續努力！在此亦

鼓勵大家多參與家長會活動，了解協會運

行及目標，多提供意見致能使協會健康地

發展；家長們亦可透過協會獲取復康服務

的最新狀況及資料，認真掌握孩子們的需

要。 

 

今年幹事會續辦退修會活動，令幹事互相

認識及對會務加深了解。亦釐定各幹事負

責的工作小組，務求令各關注事項的跟進

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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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繼續與外界家長及殘疾人士組織合作，

共同倡議孩子福祉議題。協會雖然已退下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的副召集人職銜，

但仍屬主要團體之一。此外，關注交通、

關注嚴重殘疾人士因醫療及復康開支的需

要及探討特教學生的持續教育需要等工作

從未間斷。 

 

社會福利署計劃巡查「殘疾人士私營院舍

買位先導計劃」有關院舍，協會幹事獲邀

為巡查成員，繼續監察服務的發展。 

 

會員活動方面，我們參觀了雲泉仙館，品

嘗美味齋宴；親子活動則一家大少樂融融

地漫步大澳水鄉及享用當地豐富午餐；又

於父母親節期間製作愛心蛋糕。 

 

協會今年亦舉辦了講座及安排參觀院舍等。

秉承去年週年大會「後高中特殊教育」主

題，協會再舉辦「嚴重智障人士教育的迷

思與再思」講座探討學生離校後持續學習

的需要及機會，讓家長們深思子女的教育

需要。 



除了舉辦輕鬆活動之外，本年工作亦包

括拍攝短片，內容主要環繞嚴重智障人

士的教育、復健、及出路，講解有關嚴

重智障知識，嚴重智障人士的學習、生

活需要及離校的出路安排、希望有助社

會大眾對我們的孩子有正面的認識，另

外家長則以同路人角色分享育兒心得，

從而減輕家長精神壓力。短片會放於協

會的網頁內。  

過往家長最關注是孩子的歸宿：一個資助

宿位。入宿後我們的孩子是否得到適切照

顧及訓練，宿舍生活是否但求三餐一宿？

協會多位幹事於年中參加了由校長、舍監、

社工、老師及家長商討「關注7天宿舍資

源及運作」的聯合會議，事實反映教育局

提供資源緊絀，學校難以應付宿舍的運作，

宿舍員工人手短缺感到很大的壓力，情況

以7天宿舍為甚。學校宿舍尚且如此，成

人宿舍會是何等模樣？協會邀請了退休校

長、講師和家長分享對智障人士在校或離

校的宿舍生活期盼；同時亦特別介紹國際

組織L'Arche在加拿大營辦家舍的例子。宿

舍生活期盼是今年度週年大會及年刊的主

題，希望家長們踴躍提出意見，尋找當中

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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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  

要鑑定一個社會的文明水平，可看看她如

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作為一個殘疾女兒

的父親，我深深感受到電影《海洋天堂》

中李連杰飾演的王心為自閉症兒子找尋安

身之所的痛苦。電影從身患絕症的王心所

面對的困難，側面反映內地復康服務的貧

乏。無論父母多麼疼愛孩子、多麼有能力

去養育他們，始終要面對當自己離世之後，

誰去照顧殘疾孩子的問題。中國在經濟上

崛起了，但文明水平能跟得上嗎？  

 

香港的經濟水平早已躋身國際最發達地區

之列，但我們如何處理殘疾孩子的長期住

宿需要呢？根據社署資料，肢體殘疾院舍

的一般輪候期是十年，嚴重弱智人士院舍

的輪候期更達十一年。回歸以來，殘疾人

士的住宿及社區服務輪候期愈來愈長，不

但數量不足，質素及設計都非常落後。過

去十多年來落成的住宿設施，都是大型及

獨立整幢式為主、宿位動不動超過一百名

的堡壘式建築，根本談不上社區融合。此

種設計背後的主導思想，明顯就是經濟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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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趁今年暑期沒課，一家人到加拿大探親

度假，遇上一位香港社工友人，她剛巧在加

國一個專門提供長期住宿服務予智障人士的

機構當義工，我便順道探訪了這個叫「拿殊」

(L‘Arche)的機構。「拿殊」將宿舍叫作社區、

智障院友叫作核心成員，其特色是要讓智障

人士過「人」的生活。他們將工作人員叫作

助理，當中不少其實是義工。在那裏當過義

工的，都有很大得着。在這裏，人與人的關

係至為重要，有人稱「拿殊」為心的大學，

可能就是這些原因，吸引了我這位朋友千里

迢迢來當義工。  

 

我探訪的「拿殊」社區有八個家，每個家照

顧六至八位智障或殘疾人士。這些家都設於

一般社區裏，外表看來與一般家庭無異。我

在其中一家探訪，與核心成員和助理共進晚

餐。這個家坐落在當地 (列治文山) 一個寧靜

舒適的中產社區，有前後花園和車房，房屋 



 

表面並無任何顯示此為殘疾人士院舍標示。

一進門，就有一種家的溫暖感覺。正門竟

然沒有上鎖，未進門已聞到晚餐香味。廳

堂有一座直立式鋼琴和傳統的沙發，牆上

掛了家庭照，露台放置燒烤爐，後園傳來

草香。廚房側的飯桌是今天的晚餐，幾個

人圍着桌子談笑，是一個典型北美家庭的

景象。一時間，我分辨不出誰是工作人員、

誰是院友。  

 

原來這裏的工作人員也是院友，因為「拿

殊」的特色就是工作人員(不論是義工或職

員)必須與殘疾人士同住。他們住的、吃的、

用的全部一致，因此工作人員都致力維持

這個家的感覺。「拿殊」的創辦人維尼亞

(JeanVanier)認為，每個人都應在社會找到

歸屬和自己的位置，發揮所長，即使智障

人士也有同等權利。 

 

雖是短短一個晚餐的相聚，我已體會到這

裏讓殘疾者活得有尊嚴、有個性、有自我，

而非只是無面目的數字。小規模型式的運

作，注重關係建立、接納差異、分享、信

任、相互成長，都為社區帶來多一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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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殊」的經費大部分來自政府。這樣人

性化的服務會否太貴太理想了？香港這個

低稅率的商業社會能否長期負擔？我不知

道。但我知道政府有超過兩萬億儲備。何

況這不一定是錢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心、

有沒有這種想像的問題。 

  

「拿殊」的員工告訴我，這裏的工作報酬

其實比外面低，但能與核心成員一同成長，

他們覺得很充實，不少人一做便超過二十

年。「拿殊」現已發展至六大洲三十六個

國家，其中不少地區的經濟比香港落後。

問題是，我們的文明水平，何時才趕得上

經濟發展？  

 

*文章原刋載於2010-08-11星島日報 一家之言 



李芝融 

三餐一宿，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生活需

要，但是否代表足夠?在我個人而言，「足

夠」這個用詞，只適用於「人道」立場為

出發點，埋沒了作為「人」的其他需要。

以我們的子女為例，就是埋沒了他們學習

的需要，埋沒了他們接觸事物的需要，亦

埋沒了他們融入社會的需要。我經常幻想

著，理想的「家舍」到底是怎樣的，藉此

機會與各位分享一下。 

 

「家舍」的概念是以家的感覺為主，在熱

鬧的社區中，與一般市民為鄰，基本成員

有「爸爸」 、 「媽媽」 ，甚至「兄弟姊

妹」 。除了接受基本的生活照顧，也會離

開家門，毫無障礙的到達不同地方，從所

見所聞中學習新事物、新知識，促進小孩

子的全面發展。 

 

幻想完了，回歸現實，現在的「宿舍」，

只有在學齡階段較為讓孩子存在尊嚴，除

了接受基本的生活照顧，還有教育和生活

體驗，美中不足之處，就是人手比例追不

上時代轉變，以及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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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嚴重不足。以往嚴重智障學校的孩子，

很少需要大量扶抱，也很少需要護理，時至

今天，情況逆轉了，可是政策卻沒有改變，

導致問題越來越嚴重。在成人服務宿舍，情

況更是不堪。環看在學校認識的孩子，在入

住成人宿舍後，他們的色彩已慢慢地褪下來，

笑容消失了，路也不會走了，他們父母的臉

上盡是無奈。在一個自稱為「亞洲國際都會」

的地方，運行著落後的政策， 「培養」著

無望的市民，近年會見的官員，由署長級至

政務司長，口中都離不開「要有新思維」 、 

「要以民為本」 ，於我們的情況而言，這

是承諾，還是信口開河，留待日後證實。 

 

我們家長及伙伴需要做的，是要多關注、多

了解、多參與，努力推動社會進步，因為，

我們都愛自己的孩子，也愛同行的伙伴，要

是繼續任由政策脫節，最首當其衝的就是我

們在虛渡餘生的孩子。有希望才有出路，勇

敢踏步才能帶來改變，期望進步會在我們手

上開始，謝謝各位! 



盧潔華 

一直以來，大部份嚴重智障人士學校，都

會提供五至七日宿位服務，此服務是為一

些有需要的家庭而設。相信對大部份受惠

於此服務的家庭來說，無疑是減輕家庭的

負擔。就我而言，女兒嘉欣自六歲入學以

來，就一直受惠於此寄宿服務(五日宿)。起

初儘管嘉欣在宿舍生活上未能適應，但幸

好有一班細心員工照料，很快就能融入宿

舍生活。看到女兒逐漸投入宿舍生活，內

心有無比感激。 

 

隨著時間慢慢流逝，宿舍生活都發生不同

程度變化，首先以往大部份入宿學生只需

五天寄宿，多數是行動不便要坐輪椅，發

展到現今學生需要有七天宿位，而寄宿者

更要提供24小時護理服務，而且當中不少

也需要胃喉餵飼，傷口護理，另外睡眠窒

息症的學生亦需要呼吸器等。相反，部份

無護理需要的學生， 

6 

他們正常復康訓練、程序活動、家課輔導、

行為情緒處理上，均出現人手不足問題。

在以上情況下，服務質素無可避免有所下

降。因此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磨擦亦會有所

增加。看著這一切，家長處於兩難局面。

要校方提昇宿舍服務質素，資源短缺是其

中一個問題，其次是設施殘舊，員工缺少

正規訓練及員工流動性較大等。面對這一

連串問題，難道家長只能繼續沉默下去？ 

 

學校作為一個教導學生全人發展的地方，

弱兒成長亦需要有所不同，學校理應配合

個別學生的學習計劃進行訓練，讓學生的

潛能得以發展及加強他們的獨立生活技能，

使學生能在特殊教育下，真正發揮他們不

同的光和熱。 



潘舜光  

本人身為父親，對著智障的女兒，看著她

漸長、漸弱，至今已三十多個年頭。回顧

倩儀在小時候，十分可愛的模樣，十分得

人喜歡，但在她發病後，心裡的感受，不

足為外人道。只有面對現實，夫婦也從沒

有遺棄，只有多加愛護。在初就學時，在

慈恩學校多得各老師、照顧員工的關懷下，

得以順利成長。 

 

好啦，眼看長大的女兒，當時也十分可愛，

直到離校轉至展能中心，也十分順利。這

也算幸運，沒有要留在家中等編配，在展

能中心的日子，亦算不錯，上下各員工都

盡心盡力，女兒活得十分開心。年來的不

斷訓練，也在生活上沒有退步，本人也覺

放心，但感我們年紀漸長，也不想把責任

交給她的弟妹，於是接受宿位安排。 

 

2007年3月接受社署安排，入住宿舍，但

隨即惡夢開始。初入住時，以為新開的院

舍，配備各方面都算不錯，加上名牌效應，

以為可以放心。但由於在社署的指引下，

人手的排位、管理層的經驗、加上初時設

計上的失誤，便要各院友及我的女兒承受，

真是十分之痛心。一個只懂小量自理的人，

在這環境下生活，二個半月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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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走路，本來走路及上落樓梯都是可以

的。因本人居住在唐樓內，在當年六月便

四出奔走找上落樓梯機器，直至八月初找

到。在未找到該機器前，每星期接倩儀回

家時，每級樓梯托上，直至到達家裡，那

種無奈、無助的感覺感受真是難以形容。 

 

我想在這個稱為富裕的社會，也有如此的

情況，真是很難想像。但有人會問，你可

無須每週帶她回家，但女兒是自己的，再

者她尚知道誰是自己人，仍有親情存在。

況且中心在5年多來，雖有改善，但都是

規律性的照顧，自己目前尚有少少能力，

也想盡做父母親的責任，加上初入中心時

的情況，真是不想回顧。現夫婦二人，除

有特別情況無法抽身外，每天都有到中心

照顧幾小時。 

 

我想，在可見的將來，各位家長，在能力

範圍下，應盡力為自己子女爭取應有的權

益，亦不應理會旁人的眼光，及在社會上

尚有些人對我們的子女的誤解。我們應向

當初成立「嚴協」時的家長們學習，爭取

到底，此乃我們合法應有的權利。另外，

有些家長從表面看我們這個組織沒有什麼

幫到自己，實則各幹事做了很多為各位弱

兒權益的事，此乃不可抹煞，各屆幹事的

努力，請大家繼續支持協會的發展，謝謝!  



我叫小喬，今年十歲，一直都聽說過： 有

一些爸媽爭相把孩子送到遙遠的地方入讀

寄宿學校，在那些學校唸過書的，通常都

有機會進入很好的大學，所以，這些爸媽

與孩子都以進入這些學校為榮。 

 

我的爸媽也希望早點兒把我送進寄宿學校

去，因為他們需要早出晚歸工作，而且覺

得過過群體生活會可讓我學習獨立，這城

裡一些寄宿的地方也說可以幫助爸媽紓緩

壓力;因此，我六歲的時候，爸媽便商量把

我送進來。從此，我便不能天天見到他們，

獨個兒與一群跟我一樣不能走路，也認不

得路的孩子一起生活。 

 

還記得那天，爸媽把我送來寄宿學校，帶

著大大的紅白藍膠袋，裡面盛滿寫上了我

的名字的衣服和鞋襪； 臨行，他們再三回

頭看望，我知道他們捨不得我。 

 

以後，我身上每件東西與物件都寫上名字，

我吃飯飲水，睡覺的床枕全都貼上了名字，

大人們恐怕調錯了我的東西。我覺得好奇

怪，在家中，妹妹與弟弟的東西從來都不

用寫上名字的，我不喜歡寫著名字的東西，

因為這樣教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大群孩子中

間的一個。  

羅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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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舍，所有小朋友都要有規律地生活，

在同一時間做同一樣的事情，每天一模一

樣，這樣我會很容易記得，但每天都如是

亦教我很納悶；在宿舍裡，我學會了等候，

做所有事情都需要排隊，起床要等候，漱

洗要等候，吃飯要等候，上廁所要等候，

玩耍要等候，因此，我又學懂了這樣一個

孩子跟著另一個孩子做事，叫做「排隊」。

這兒的孩子多，但大人少，而且每天早午

晚都好像有不同的大人幫助我們吃飯，洗

澡，穿衣服，有些會跟我們說話，有些會

很沉默；他們的說話與方法不一樣，這讓

我覺得好像是巴士上的乘客，每站都有人

上車下車。有時我不耐煩，便大哭起來，

揮著大汗的大人在我們的面前來來回回，

搬搬這孩子，抬抬那孩子，一邊哄著我們，

忙過不了。我覺得很稀奇，小朋友老是等，

而大人們老是忙得透不過氣來。  



通常，電視早晚都播放著我不能完全明白

的東西，鄰座比我大的軒軒卻從早到晚盯

著電視也很滿意，我想：或許將來我與電

視都會成為好朋友，但絕對不是現在。漸

漸，沉悶的時候，我開始覺得嚼手指很安

慰，濕濕滑滑的感覺很好玩，所以手不離

口。 

 

有時，我會喜歡宿舍有很多跟我一樣的小

朋友，因為他們與我有說有笑；但有時，

我更想念家中的弟妹和爸媽，因為在家中，

我可以撒嬌，餓了可以吃，渴了可以飲，

倦了可以睡，悶了可以玩，哭了爸媽馬上

哄，笑了爸媽馬上樂；在家中，每天做的

事情都可隨心，爸媽都明白我，讓我覺得

自已很重要。 

 

住在宿舍裡，我不用常常乘車，大人都說真

方便；每天早上，人們只要把我從宿舍推到

另一邊的課室上課；下午，又將我從課室推

回宿舍便行；早午晚都在同一個地方吃飯，

有時我已分不出是早上還是晚上了，因為到

處都亮著白刺刺的燈，穿著相同制服的人們。

所有小朋友都在同一時間做同一樣的事情，

每天都是一模一樣的次序，漸漸，昨天，今

天，明天，今年，明年都是一樣的了；老師

也說：教我們認識時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宿舍是一個又一個的房間，雖然大人們會在

上面張貼了相片或圖畫，但是這樣的東西多

了起來的話，每個地方看來都相像。我真掛

念乘車可以看見街道，看見陽光，看見高高

矮矮的房子，看見熙來攘往的行人，回家時

在樓下每天遇到不同的嬸嬸叔叔與樓下管理

處的伯伯，不像老穿著制服的學校大人，他

們都穿著不同顏色與樣子的衣服，那教我很

新奇。因為很少出外，奇怪地，這些街道的

樣子，漸漸對我陌生起來，乘車子的時候，

我竟然開始覺得有點暈眩。偶然到街上的時

候，許多人總因為我太興奮的樣子而投下奇

怪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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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時，老師們會用心教導我們學習認識

甚麼「我的家庭」，「公園」，「超級市

場」，「文化中心」，「幫助我們的人」，

「季節」，「中國文化」等等玩意兒，他

們在大屏幕上向我們展示許多不同的東西，

我都感到很新奇，因為許多地方從來都沒

到過，許多人從來都沒見過，所以很難記

牢。有一次，鄰座沒有爸媽的小敏問我：

「爸爸媽媽是不是一種可以吃的水果？」

我沒有取笑小敏，因為，我也曾悄悄地問

她：「警察是甚麼樣子的？ 在學校以外的

地方，我只認識有一個叔叔叫「醫生」。」

大人們可能不察覺，我們只認識一種人，

他們的名字叫「職員」；我們也只認識一

個地方，它的名字叫「宿舍」。外面的世

界，總是聽來這麼近，可又那麼遠，只有

在電視上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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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事情，今天讓我很不安。鄰房的

一位大姊姊要走了，聽說要去成人宿舍，

大人推著我的輪椅路過時，我聽到大姊姊

的媽媽這樣說：「那兒好，在山上，空氣

清新！」，又歎氣說：「我年紀大了，滿

身骨頭都是毛病，不能親自照顧她了。」 

 

我的輪椅越走越遠，站在學校大門口的大

姊姊與媽媽的身影漸漸變小，旁邊那看來

面熟的大紅白藍膠袋卻在我眼裡逐漸擴大；

我開始流起淚來，大人們安慰我說：「不

要太記掛大姊姊，將來你也會到那山上，

與她一起生活呢。」 

 

我記起爸媽也曾說過大姊姊的媽媽所說的

一番話，我越發傷心，淚兒流滿一臉，因

為，那紅白藍膠袋，教我想起，下一站將

往何處，與何人住，所遇何事，作息時序，

仍由不得我。  



1.  工作小組 

     協會4個小組本年工作簡報如下：  

 

1.1.  成人服務小組 

 

1.1.1. 小組關注事項包括爭取興建資助

院舍、評估機制、私院買位、日

間訓練中心及院舍服務質素。 

 

1.1.2. 小組繼續參與及定期出席「爭取

資助院舍聯席」的行動及會議，

包括： 

 到立法會、政府總部遞信及請願，

回應財政預算案完全沒有解决院

舍不足的問題； 

 簽名運動啟動禮收集市民簽名支

持，促請新一屆政府增加興建資

助院舍及進行規劃，解決現時宿

位不足問題； 

 跟進政府勾地表有否與聯席曾提

交的地點相同。 

 

1.1.3. 本會幹事翁太透過學校推薦成為

「殘疾人士私營院舍買位先導計

劃」檢討工作小組成員。社會福

利署署長於簡介會落實有關私營

院舍將於每年6月及12月由2位小

組成員進行巡查。 

 

1.2.  交通小組 
 

1.2.1. 小組代表出席「西港島綫堅尼地

城站綠色小巴公共交通交匯處」

簡介會 ，表達了殘疾人士希望專

線小巴能加設低地台，方便輪椅

人士乘坐 。 

 

1.2.2. 小組成功爭取瑪嘉烈醫療穿梭巴

於本年2月1日正式投入服務，但

因使用量稍為低，服務人數未能

達標，服務於8月1日正式取消。

小組最終目標是爭取興建升降機，

但仍期望穿梭巴可解决部份有需

要人士的困難。小組已去信各相

關政府部門表達遺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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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社區支援小組 

 

1.3.1. 小組繼續參與及定期出席「嚴

重殘疾人士關愛小組」的會議，

去信關愛基金要求跟進及降低

關愛基金津貼申請資格 。 

 

1.3.2. 與40多個外界殘疾團體組成

「殘疾人士監察特首施政大聯

盟」，舉辦特首候選人論壇，

要求他們把殘疾人士的訴求放

入他們的政綱內。 

1.4.  教育小組關注特殊教育/持續學習 

 

1.4.1. 教育局年中來函表示來屆的特殊

教育工作小組將不會邀請本會加

入。鑑於教育工作小組的議題主

要是以融合、輕及中度智障學童

為主，本會認為可退出不參與有

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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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於特首選舉前夕，鼓動殘疾人

士參與全民選特首的投票活動。

其後也出席「百萬殘疾在呼叫，

你要明白我需要」的候任特首

辦請願活動。小組於七月再去

信特首及特首辦請願要求梁振

英正視殘疾人士在交通、社區

照顧、醫療、就業及教育等方

面的需要 。 

1.4.2. 協會多位幹事參加了「關注特殊

教育權益家長大聯盟」舉辦的

《持續教育︰權利﹖福利﹖》成

人服務的教育出路家長工作坊，

探討特教學生的持續教育需要及

參與教育學院調查聚焦小組的會

議。 

1.3.3. 聯同外界家長組織與基層醫療工

作小組會面，表達智障人士的基

層醫療服務需要 ，如牙科、精神

科外展及門診及病房管理等。 



1.4.5. 協會多位幹事參加了由校長、舍

監、社工、老師及家長探討「關

注7天宿舍資源及運作」的聯合

會議。教育局一直分配5天宿舍

的資源給學校營辦7天宿舍的運

作，學校難以應付。加上近年來

學生的醫護需要情況漸趨嚴重和

複雜，宿舍需要專職醫護人員當

值和照顧學生，宿舍員工人手短

缺感到很大的壓力，而學生又未

必得到適切照顧。校長們表示會 

1.4.3. 協會於去年週年大會內舉辦了

「後高中教育」論壇。當天出席

人數接近160人，論壇內容吸引，

講者嘉賓和校長都能帶起家長討

論氣氛，有很多家長踴躍發言。 

 

1.4.4. 協會再於四月份舉辦「嚴重智障

人士教育的迷思與再思」研討會，

由前松嶺三校校長羅婉貞為家長

主講議題；透過檢視嚴重智障人

士教育的發展歷程，服務理念及

安排模式的演進，分析今天社會

為何對嚴重智障人士仍存在誤解，

幫助家長尋求子女持續發展的出

路。 

2. 會見議員與官員 

 

2.1. 聯同「資助院舍聯席」與李卓人、張

超雄、張國柱、梁耀忠等議員會面，

繼續商討院舍數量長期不足的問題。 

 

2.2. 聯同關愛基金小組與政務司長林太會

面，反映社區支援不足，導致一些

沒有住宿需要的家長為了有服務支

援，迫於無奈加入了輪候隊伍。另

反映不論家長想帶子女外出、回家

或覆診，均難以解決交通安排，希

望盡快推動醫院專線小巴增加輪椅

位及開辦復康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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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不同渠道和教育局商討，並

計劃向立法會議員遊說，期望將

議題帶進立法會討論。教育局特

殊教育支援人員已到慈恩、樂勤

及臻和學校視察情況。  



3. 出席社署復康座談會 

 

3.1.  經幹事及社工商討後協會擬定向社

署提問，社署回覆部份問題如下： 

 

問：16個地區支援中心已推出三年多，

中心會址落實情況如何？有數間

中心需租借地方提供服務，社署

如何保證該地區中心服務質素？  

回答：16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下稱

地區支援中心)之中，八所中心已

在永久會址全面投入服務，三所

中心預期於2012年底前陸續於其

永久會址投入服務。四所中心的

永久會址則預期於2012-15年陸

續落成。餘下的一所中心亦已獲

批租用商業大廈單位提供服務，

社署會繼續為該中心物色合適的

永久會址處所。對於未有永久會

址之前，有關地區支援中心附設

在機構的康復服務單位內及在有

需要時，租借社區設施以提供服

務，營辦地區支援中心的所有機

構會根據津貼及服務協議制定提

供合適服務，社署會對地區支援

中心進行監察，確保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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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現時參與地區支援中心服務的殘疾

人士年齢及殘疾類別的分佈是怎樣？

日間護理服務的使用率是怎樣？  

回答：16間地區支援中心以會員制度服務

殘疾人士，各種訓練服務及活動會

按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提供。鑑於嚴

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還未正式

在所有地區支援中心推行，服務仍

屬發展階段，社署會繼續監察服務

的情況 。  

 

問：地區支援中心服務對象是否包括正

接受資助院舍或日間服務的人士 ？  

回答：地區支援中心以一站式的中心服務

模式，為居住於社區內的殘疾人士

及其家人／照顧者提供一系列的支

援服務，強化殘疾人士的家居及社

區生活技能，協助他們融入社區；

並提升其家人／照顧者的照顧能力，

紓緩他們的壓力; 故此，在社區上

居住的殘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顧者

均可按其需要申請地區支援中心服

務。現正接受資助院舍服務人士的

服務需要一般已由院舍提供，惟日

間訓練服務的人士可於接受訓練以

外的時間接受地區支援中心的服務 。 



問：已有關宣傳地區支援中心的服務，

社署有否將資料發放給該地區殘疾

的人士 ？ 

回答：不社署總部、地區專員及有關營辦

地區支援中心的機構透過不同渠道，

向地區人士及居民介紹服務。而營

辦地區支援中心的機構亦會把有關

地區支援中心的服務資料，發放於

區內各有關機構、團體、組織及服

務單位，讓服務使用者知悉地區支

援中心的服務 。 

 

問：剛近年落成的院舍地方皆是位於偏

遠及其交通網絡不發達，如沙田亞

公角、荔景抝背山等，社署如可解

决交通問題？會否與運輸署溝通加

強公共交通配套，方便年長照顧者

探訪及院友回家渡假 ？ 

回答：怡欣山莊〔即位於沙田亞公角的綜

合康復服務中心〕，及會於稍後投

入服務的怡菁山莊〔即位於前坳背

山男童院的綜合康復服務中心〕，

均由鄰舍輔導會負責營辦。怡欣山

莊處所現有專線小巴途經，而根據

運輸署資料所得，專線小巴的行走

時間由早上6:30至晚上11:00，班次

約10至20分鐘一班 。為了加強怡

菁山莊的交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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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署已向獎券基金申請撥款購買三

部車輛，以切合怡菁山莊的營運需

要和彌補設施的不足。鄰舍輔導會

亦承諾日後會善用資源，為服務使

用者、家屬及職員提供可行的交通

安排，以切合服務使用者需要、鼓

勵家屬到訪山莊及方便職員上班。 

 

問：有關學童於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舍

暫宿的名額向來緊絀，現有個別機

構更因事故而暫停服務，社署可否

將服務擴展？機構有否獲得額外資

源來提供暫宿服務？ ？ 

回答：殘疾人士住宿暫顧服務是為殘疾人

仕提供的短期住宿照顧服務，目的

是讓他們的家人或照顧者得以在預

先計劃的情況下稍作歇息（例如離

港旅遊）或處理個人事務（例如接

受手術），亦可讓背負沉重壓力的

家人和照顧者暫時卸下照顧者的責

任，減壓調息。該項服務自2004年

在殘疾成人院舍開展，個別服務單

位亦於2008年4月起收納6-15歲殘

疾兒童。為增加是項服務的名額，

社署已訂明所有新開設的殘疾人士

院舍須提供住宿暫顧服務名額，收

納6歲或以上的殘疾兒童。  



3.2.  社署匯報 

         社署報告將會就「殘疾人士私營院

舍買位先導計劃」成立檢討工作

小組，成員有區內人士、用家、

專業人士及家長等，將突擊巡查

參與買位先導計劃的私院。每年

作3次巡查，成員須填回報告。社

署職員及服務機構都不是巡查的

成員。  

4. 家長活動  

        活動經費全數來自社會福利署「殘疾
人士自助組織資助計劃」。  

4.1. 週年大會在童軍總會進行，當天出

席會員有125人，非會員有28 人，

場面非常熱鬧。大會亦舉辦「後高

中教育」論壇，探討嚴重弱智人士

對此議題的可能。不少與會者發言，

認同我們子女應該繼續升讀。 

2011年第十一屆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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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泉仙館  4.3. 春節團拜前往雲泉仙館參觀，午

膳享用齋宴，齋菜質素良好。午

膳加插抽獎環節，增加歡樂氣氛。 

4.2. 由服務機構介紹支援計

劃。計劃只限居於本區

的正在輪候院舍的嚴重

殘疾人士。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支援服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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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班 

4.10. 由前松嶺三校校長羅婉貞主講；

透過檢視嚴重智障人士教育的發

展歷程，幫助家長尋求子女持續

發展的出路。出席人數約30人，

研討會精要已放上網頁。  

「嚴重智障人士教育的迷思與再思」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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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漁村親子遊  

4.9. 親子活動一向很受家長歡迎。是次

親子遊前往享有「東方威尼斯」

美譽的大澳漁鄉。這裏的漁民以

舢舨出入，穿梭於豎立在水面的

木柱而建成的棚屋，自成一格。 

         活動有近百人報名，但礙於前往

大澳須向運輸署申請禁區紙及受

可批准的車輛數目有限制，協會

只可安排三輛易達巴士接送會員，

故需抽籤決定參加的家庭。最後

活動共59人出席，家長和孩子一

邊欣賞大澳水鄉的風景及享用風

味午餐，一邊購買當地的特產。 

19 



公民教育資訊短片 

4.10. 協會得到靈實恩光學校支援協作，

最終落實製作4輯短片。製作目

的主要是希望提昇社會人士對嚴

重智障人士的理解和認識，並為

家長提供子女成長、教育和復健

治療的相關資訊，可讓家長們作

為同路人互相扶持的支援。短片

邀請了治療師、校長、家長及社

工為訪問對象，分別命名為教育

篇、復健篇、家長篇及出路篇，

完成後可於網頁瀏覧。  

4.11. 「2012-2014殘疾人士自助組織

資助計劃」已接獲社署通知有關

申請全數批核，數額約9萬多元，

活動主要包括週年大會、親子旅

行、新春團拜、講座及家長興趣

班。   

20 



日期 事項及活動 

2011年11月2日 安排觀塘區「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先導計劃」介紹會 

2011年12月2日 參觀保良局薄扶林宿舍  

2011年12月13日 2011年第十一屆週年大會暨「後高中教育」論壇  

2012年1月12日、 2月
2日 

參與舉辦特首參選人論壇  

2012年2月18日 
聯同「爭取資助院舍聯席」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市民簽名支
持，促請下屆政府增加興建資助院舍及進行規劃  

2012年2月23日 雲泉仙館 新春團拜活動 

2012年3月20日 
聯同外界家長組織與基層醫療工作小組會面，智障人士的基
層醫療服務需要  

2012年3月22日 參觀元朗一間殘疾人士私人院舍  

2012年3月22日 展開拍攝短片，在靈實恩光學校取景  

2012年3月23日 參與「殘疾人士有權選特首」全民選特首的投票活動  

2012年3月26日 到臨時特首辦請願，提交收集到的市民簽名。  

2012年4月24日 「嚴重智障人士教育的迷思與再思」研討會 

2012年4月25日 出席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座談會暨茶敘 

2012年5月20日 
參與「百萬殘疾在呼叫，你要明白我需要」活動，於候任特
首辦請願 

2012年5月24日 幹事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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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及活動 

2012年6月6日 愛心蛋糕班活動 

2012年6月22日 
與校長、舍監、社工、老師及家長會議 ，關注7天宿舍資源
及運作情況  

2012年6月28日 
參加《持續教育︰權利﹖福利﹖》成人服務的教育出路家長
工作坊，探討特教學生的持續教育需要。  

2012年7月3日 參與殘疾人士監察特首施政大聯盟之特首辦請願 

2012年7月28日 參與教育學院特殊後高中教育調查家長聚焦小組  

2012年10月3日 
再次聯同其他殘障類別的校長、舍監、社工、家長及立法會
議員舉行會議 ，關注特殊學校宿舍資源及運作情況 

2012年10月19日 出席「爭取資助院舍聯席」週年大會及論壇 

2012年10月20日 聯同「嚴重殘疾人士關愛小組」會見政務司司長 

2012年10月26日 
聯同「資助院舍聯席」與立法會議員會面，繼續商討院舍數
量長期不足的問題 

2012年10月28日 大澳漁村親子遊 

2012年6月5日、10月
16日 

週年大會工作小組會議 

2012年5月9日 社區照顧工作小組會議 

2011年11月8日、 
2012年1月9日、 3月14
日、 5月24日、 7月4日
、 9月26日 

幹事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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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結餘：245,908.32(儲蓄戶口$89,640.42+支票戶口$155,906.90+零用現金$361.00) 
 

加：本年度收入：$95,024.55 
 

減：本年度支出：$106,020.00 
 

本年度結餘：$234,912.87(儲蓄戶口$98,464.97+支票戶口$135,947.90+零用現金$500.00)  

2011年11月至2012年10月收支結算表 

梁麗琼 

收入$ 支出$ 

會費： 
基本會員： 128名x $30.00=$3,840.00 
贊助會員  :    6名x   $50.00=   $300.00 
永久會員：  7名x $500.00= $3,500.00        $7,640.00 
捐款： 
本年度捐款：                                                 $28,120.00 
利息收入： 
儲蓄戶口利息：                                                       $9.55 
社署撥款：                    
自助組織支援資助                                         $47,000.00 
活動收入： 
專題講座暨週年大會 
(2011-2012)                          $7,625.00 
家居支援服務簡介會              $  180.00 
參觀私營院舍                           $   90.00 
新春團拜                                 $3,290.00 
家長蛋糕班                              $  720.00 
親子大澳遊                              $  350.00       $12,255.00 
                                   
                                   
                                   
 
 
 
 
 
 
本年度總收入                                                 $95,024.55 
本年度補貼                                                     $10,995.45 

郵費                                              $270.00 
網頁管理費                                  $448.00 
文具費                                          $765.00 
電話費                                       $1,274.00 
交通費                                          $783.90 
雜項                                           $1,149.00                  
固定資產（外置Hard Disk） $1,004.00          $5,693.90 
                                  
活動支出：  
專題講座暨週年大會 
(2011-2012)                           $34,509.40 
家居支援服務簡介會                   $496.00 
參觀私營院舍                               $466.00 
新春團拜                                    $4,730.90 
家長蛋糕班                                   $960.00 
親子大澳遊                                $8,490.00 
機場動感「酷」體驗親子遊    $1,592.80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                       $200.00 
印刷年刊                                  $10,396.70 
製作短片                                  $27,500.00 
幹事退修日                                   $700.00 
印刷愛融集                                $1,957.30 
教育小組會議                               $672.00   
嚴重弱智人士教育研討會           $175.00 
專題講座暨會員大會 
(2012-2013)                              $7,480.00    $100,326.10 
                                 
本年度總支出                                                  $106,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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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   鄭綺雯 (劉家恩家長  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 * 

 

副主席 ：   何慧顏 (鄭巧榆家長  扶康會秦石成人訓練中心) 

 

文 書    ：   陳婉芬 (張宇盈家長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服務隊)  

副文 書：   李芝融 (李彥汶家長  匡智松嶺第三校) 

 

康 樂    ：   王莉莉 (翁可盈家長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司 庫    ：   梁麗琼 (鍾苑雯家長  匡智松嶺第三校)                      

 

聯 絡    ：   嚴素興 (陳喬林家長  匡智松嶺第二校) 

                     

總 務    ：   黃愛蓮 (辛創山家長  匡智富善中心) 

 

幹 事     :     周采珊 (黄晉熙家長  慈恩學校) 

                    盧潔華 (盧嘉欣家長  慈恩學校) 

                    傅紅芬 (成雨晗家長  匡智松嶺第三校) 

 

委任幹事 :  吳淑娟 

                    吳美玲 

 

*  幹事因個人理由已請辭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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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智松嶺第二校  

匡智松嶺第三校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明愛樂勤學校 

明愛樂義學校 

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香港心理衛生會臻和學校 

慈恩學校 

靈實恩光學校 

關笑君女士  

嚴先生                        

王志方醫生 

石麗芬女士 

石細玲女士 

李開枝先生 

無名氏 

潘瑞芬女士                    

英國共濟聯合會第1806號夏門雍雅分會 

孔慶志律師 

余孝源會計師 

張超雄博士 

羅婉貞女士 

伍國雄校長 

劉淑玲女士 

林肇玟女士 

黄敬萬女士 

鄭美珠女士 

黎張送梅女士 

陳秀鳳女士 

余少芳女士 

林妮娜女士 

鄭瑞連女士 

廖盈珊女士 

黄意萍女士 

朱耀華議員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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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會 /續 會 表 格 

智障人士資料 

智障人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所屬學校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人服務類別︰日間展能  日間護理  宿舍  護理   療養  私院  在家 
 

家長 / 監護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  

與上述智障人士關係                             (請註明例如父母、親屬或其他) 

 

本人擬成為： (請在適當項目內加  號)  

     基本會員(30元)     贊助會員(50元)      永久會員(500元)       贊助永久會員(500元) 

     續會 (如資料無變更只需填寫會員姓名、及智障人士的姓名和服務資料便可) 

     新入會 (請詳細填寫資料)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資格 

凡現為或曾為嚴重弱智人士家長或監護人，贊同本會會章者，可加入本會為基本會員或永久會
員； 

任何外界人士，贊同本會會章者，可加入本會為贊助會員或永久贊助會員； 

凡申請參加本會者，須具入會申請書，並繳交規定之會費，即為本會正式會員，會藉不能轉讓
他人； 

會藉有效日期為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到期需要重新登記，如會員逾六個月仍未
續會，作自動退會論。 
 
入會辦法 

申請人可填妥表格，將表格及會費交回所屬學校社工或將劃線支票及表格寄『沙田中央郵政信
箱 951號』。支票抬頭請寫『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或直接存入渣打銀行戶口：『 321- 
202 - 7042 -4 』將入數紙副本及表格寄回本會上述郵箱，以作確實。 

查詢：6055 1627     傳真：2645-9292    電郵︰smhparents@yahoo.com.hk     

網頁：www.parents-smh.org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沙田中央郵箱951號         電話：6055 1627      傳真：2645 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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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我們樂意以下列的方式捐款港幣_____________元予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 劃線支票(抬頭寫上『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 

     □ 直接存入渣打銀行戶口：『 321- 202 - 7042 -4 』 

請將此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入數紙寄回本會郵箱『沙田中央郵政信箱 951號』 

 

個人/機構資料 

捐款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太太/小姐)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是否需要收據： □ 是          □否 

(捐款滿港幣$100或以上者，憑收據在港可供扣稅用途) 

爭取嚴重智障人士的權益和福利 

推廣及宣傳嚴重智障人士的服務需要  

支援嚴重智障人士家長  

 

背景 

90年初期，政府對嚴重智障人士成人服務的關注不足。為孩子的將來，家長們不辭

勞苦，不斷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及為弱兒爭取應有權益。期間得到已故潘雄偉

校長及一群嚴重智障特殊學校的同工鼓勵及支持下，聯繫9間嚴重智障特殊學校的家

長代表，於1991年1月10日正式成立「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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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通訊處：沙田中央郵箱951號      

 電 話：6055 1627     傳 真：2645 9292 

電 郵 ︰smhparents@yahoo.com.hk  

網 址：www. parents-smh.org 

督印人：何慧顏  

編緝小組：陳婉芬   李芝融   傅紅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