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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是奇幻的一年，生活仿如停頓了，但

翻開月曆又驚覺日子靜俏俏地溜走。從春

季一轉眼已到秋季，很多孩子待在家已數

個多月，何時可回復正常生活仍遙遙無

期！ 

  

面對疫境困難，內心難免徬徨恐懼，但困

境中反而彰顯了在這高度商業化的城市

內，人性不盡無情，亦體現了自助組織助

人自助的精神。 

  

在年初新冠肺炎爆發的時候，防疫物資短

缺，家長又疲於在家照顧孩子，很多也未

能外出搶購口罩和消毒物品，幸得不少熱

心的社會人士和團體的捐贈，以至後來社

會福利署資助和派發物資，家長會共向會

員分派了七輪口罩，解決當時缺乏口罩的

問題。另外，香港理工大學也兩次捐贈了

一批可重用面罩給家長會，讓家長可以好

好保護自己和孩子。 

  

 

 

 

 

 

 

 

 

 

 

 

 

 

 

因著疫情關係，今年原來計劃的活動和對

外會議基本上都取消了。家長活動方面，

去年十月與全港照顧者聯席合辦「淪落

人」電影欣賞和茶聚，讓照顧者偷閒半

天；十二月邀請扶學科技協進會主持輔助

科技工作坊，講解如何透過改裝玩具增進

弱兒的學習和改善行為；一月初在迪士尼

好來塢酒店舉辦新年親子聚餐，讓家長和

孩子一起享用美味的自助餐。 

 

嚴協一直推廣嚴重智障人士服務的需要，

去年十月與醫院管理局高層會面，重申智

障成人住院期間照顧者可以留院陪伴的重

要性；今年七月去信勞工及福利局關注停

課期間特殊學校五日宿生只能領取普通額

傷殘津貼的事宜，可惜當局其後回覆有關

措施不會改變 ， 因學校宿舍部在疫情下仍

保持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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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沛薇 

 
 
 
 
 
 
 
 

 
 



在不同的議題上，如《安老院條例》及

《殘疾人士院舍條例》修訂、「特殊需要

信託」，家長會都有出席立法會會議和遞

交意見書。此外，鑑於近年關於照顧者的

倫常慘劇時有發生，我們參與關注殘疾人

士照顧者平台，推動政府和社會人士關心

照顧者，訂立照顧者支援政策。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已於七月公

布，由於方案將指導復康服務未來的發

展，所以家長會一直跟進，並在不同諮詢

階段提交意見書。方案建議殘疾人士住宿

照顧服務輪候機制重新引入凍結機制，避

免孩子過早入住院舍，也算是眾多自助組

織一直努力的小小成果。不過，政府仍未

承諾制訂院舍長遠的發展規劃，實在難以

解決嚴重供求失衡、輪候院舍時間過長的

問題。 

  

此外，家長關注的議題如院舍服務質素，

方案著墨甚少，而嚴重智障畢業生的支援

和持續教育需要也付諸厥如。孩子美好的

未來仍有待家長努力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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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在九間嚴重智障學校校長的支持下，

一群家長憑著一腔熱誠成立嚴拹，不覺已

走到第三十個年頭。為了紀念三十週年，

我們舉辦對聯創作比賽，反應踴躍，經眾

校長兩輪評審後，分別選出冠軍及雙亞

軍。 

 

今年年刊也以三十週年為主題，緬懷過

去，也展望將來，邀請了歷屆主席、校長

和社工撰文，也感謝張超雄議員撰寫十五

來與協會同行的點滴往事。 

  

為了讓協會持續發展，管理規範化和減少

幹事潛在的法律風險，家長會正籌備從社

團註冊轉為有限公司。 

  

每逢換屆時，身為主席的都誠惶誠恐，怕

的是後繼無人。事實上，近年所見願意參

與自助組織工作的家長越來越少，弱兒無

言，只能靠家長發聲，期望更多家長投入

嚴協的工作，為孩子爭取合理的權益。因

著家庭或個人原因，今屆大部分幹事將卸

任，我感謝他們對嚴協無私的付出，也感

恩新幹事加入，讓家長會得以傳承。 

  

隨著香港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愈見複雜，經

濟衰退，疫情肆虐，家長也承受著沈重的

壓力。早前聽了沈祖堯教授以「行到水窮

處」為題的見證分享，講述在困頓中仍積

極生活，耐心等候。 

 

在此，我也借用唐朝王維詩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共勉之！ 

 

  

 
 
 



 

 

 

 

 

 

 

 

 

 

 

 

 

 

 

 

 

 

1990年12月9日第一次參加爭取嚴重弱智

人士成人服務會議，當年全港有九間嚴重

智障特殊學校，議會商討如何爭取學生離

校後的出路問題。參與會議人士來自九間

特殊學校的家長代表、部分校長及社工。

從會議討論得知成人服務是非常不足，而

收納學員規條嚴荷，引致我們的子女被拒

諸門外！家長們和校方藉著這會議計劃籌

組爭取嚴重弱智成人服務的團體，因此，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遂於一九九一

年一月十日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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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娟 創會主席 
(1991至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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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經過多次約見政府官員，但服務依然

是停滯不前！1992年政府推出「復康服務

政策檢討綠皮書」，綠皮書政策之設立是

收集各方意見關於復康服務所涵蓋的類

別。就著綠皮書收集意見的同時，協會多

番約見政府官員、申訴專員、立法會議

員，聯同家長和我們子女遞交「嚴重弱智

人士家長協會之立場書」；接受媒體邀請

出席「城市論壇」、協助拍攝「星期五檔

案」、投稿報章及傳媒專訪。1992年8月4

日的暑假，由早上直至黃昏，我們一行十

二人帶著子女，長途跋涉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往胡忠大廈會見社會福利署署長，跟

著再往舊政府總部見衛生福利局局長，表

達我們照顧嚴重智障人士的需要。 

 

自籌組及成立協會初期，無論在組織家長

或推動社會人士關注我們子女的工作，各

方面都感受到波折重重。協會年復年不斷

跟進嚴重智障成人服務的進展，往後的日

子有賴現任幹事承傳下去，希望在可見的

將來，復康服務能滿足到每位智障人士的

需求。 

 

  

 

 

 



 

 

 

 

 

 

 

 

 

 

 

 

 

 

年刊編輯邀請已離任主席替年刊寫一些在

任時的工作點滴或難忘的回憶。想了又

想，就和大家分享這些吧！ 

 

「新高中學制」 

2009年9月全港新高中學制正式推行，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同樣可享有12年免費

教育。唯此項重要的教育改革在2003年展

開諮詢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並未包

含在內，面對如此不公平的對待，協會聯

同其他家長組織、學校家長代表及教育界

專業人士一起展開了連串工作，經多番努

力爭取，最終「特殊教育」才成功被納入

新學制內。 

 

奈何當推行新高中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卻只能讀到18歲，便要離校；當局沒

考慮學生的自身限制，學習時間需要較

長。最後，同樣經過多番努力，爭取到延

讀留校。這亦顯現出家長們團結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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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聽証會」 

過去，進入舊立法會大樓議事廳我們都只

能坐在旁聽席觀看開會情況。當家長組織

被邀請就某特定議題出席聽証會並需發表

意見，我們就真的改為坐在議事廳內了。

回想首次出席聽証會真的有點不自在，坐

在被安排好的位置上再環望四周，一切都

如此陌生。會議開始，心跳隨之加速，手

心冒汗，還要假裝鎮定！幸好身旁還有我

們另一位幹事相伴，由於首次出席這種會

議如何掌握發言時間也不懂，須表達的核

心部分未讀出，限時的通知聲已響起！一

次好好的經驗，下回不得再犯！ 

鄭綺雯 前主席 
(2005至2012年) 

  
他長久以來盡心盡力，悉力以赴，
憑藉堅毅的意志和態度給嚴協奠
下堅固的基石。雖然潘校長已經
離開我們，但希望大家可以秉持
他的堅韌精神，薪火相傳下去。
正如秦朝李斯說：「泰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願嚴協突破重重
困難，為孩子繼續努力，茁壯成
長。 

  



「協助傳媒尋找個案人選」 

讓社會大眾認識我們的孩子是一項公民教

育，讓社會大眾了解家人在照顧他們遇到

的困難亦有助大家明白為何成人服務及住

宿服務對孩子及家人的支援是這般重要。

因此，不論是紙媒或電子媒體若他們就著

某類特定專題製作專輯，協會都盡力協助

找尋合適的人選，希望透過報導讓更多人

理解我們的孩子特質，大家更能融洽地在

社區生活。但找尋合適的人選一點也不

易，除配合主題外，家人和孩子能否曝光

也是一大困難，願意站出來的被訪者都是

有着很大的勇氣，在這必須要再次感謝曾

協助過我們的家人和孩子。 

 

 

 

 

 

 

 

 

 

 

「7.1」大遊行 

忘記那一年開始參加7.1遊行，只記得那年

協會組織了幾次有關院舍住宿服務不足的

請願活動，適逢遇上「7.1」大遊行的日

子，幹事怱怱決定參加這次遊行也是希望

市民能看見我們的需求，拍板定案。由於

是假日又是炎夏，家長和孩子很難參與，

我們只能派出五位代表和另外兩位別的家

長組織代表仗義幫忙，七人就拉著橫額走

在街上。不要小看七人力量呀！我們也很

賣力呼叫我們的口號，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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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下來，教育和康復服務有了很大變

化：課程的改革，離校後的成人服務類別

的增加，院舍住宿名額的增多，這一切的

改變正是因爲會員們的身體力行，大家朝

著共同目標努力爭取而來的。往後服務的

質和量就要年輕一批的會員繼續負責監督

了！ 

 

今天的香港社會正慢慢地改變中，未來的

康復服務發展希望是條平坦之路。 

 

為著孩子的福祉還是有賴會員的關注。最

後祝賀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三十週年！

會員更團結，發揮更大力量！ 

 



 

 

 

 

 

 

 

 

 

 

 

 

 

 

2012年底第十二屆幹事會改選，有幸在其

他幹事支持下成為主席，踏上了6年主席之

路，以一個英語水平連小學生都不如、中

學會考只有兩分、沒有見識與人脈，甚至

有些自閉特色的人承擔一個家長組織最重

要的崗位，絕對是人生中最不可思議的決

定。記得在自薦做主席前，曾經思考自已

能否勝任，擔任主席後能為家長們及協會

做到什麼？甚至列出一份清單，思考家長

們仍在面對的問題、可如何爭取改變等。 

  

6年主席生涯中經歷了不少重大事件，權益

工作包括「康復計劃方案」、「整筆撥

款」、「院舍條例」、「預設醫療指

示」、「殘疾人士住宿服務評估機制」、

「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殘疾人士法

律權益」…等議題的檢討，還有「照顧

者」、「中長期福利規劃」、「特殊需要

信託」、「寧養及善終服務」、「關愛基

金」…等倡議事項。 

 

 

 

 

 

 

 

 

 

 

 

 

 

 

印象最深刻的絕對是2015年美林邨智障人

士被控誤殺事件，及2016年康橋之家性侵

女院友事件，當時家長會同時去信予行政

長官、政務司長、律政司長、勞福局長、

社署署長、立法會、平機會等表達關注，

有數位家長問我除遊行集會及網上聯署

外，還有沒有甚麼後續行動讓他們參與，

傳媒訪問也接踵而至，最終迫使政府檢討

「院舍條例」及「殘疾人士法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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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芝融 前主席 
(2012至2018年) 



其次是恢復「成人服務凍結輪候機制」、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簡稱HCS)

的設立，以及於「院舍條例」修訂期間推

行部份建議。前者起源於新高中學制後，

收到反映指有特殊學校學生在未完成學業

的情況下，被迫選擇離校或重新輪候服

務。經數次與社署交涉後，最終社署為特

殊學校學生重設「成人服務凍結輪候機

制」。HCS起源於與社署開會後，時任助

理署長方啟良先生連同幾位同事到訪照顧

者家庭，在家長詳細講解需要後不久，服

務便出台。最後「院舍條例」修訂建議得

以推行，便是照顧者感受結合從事服務經

驗所得出的成果。 

 

細想這些年在家長會有甚麼得著，在個人

層面大概是不斷的突破自己，找到女兒與

自己的人生意義，在社會層面就是稍為改

善了政策及服務，讓往後有需要的人得到

更好的保障。談到與家長接觸最深的感

受，首選是家長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參與家

長會工作，其次是認為不親身表達問題、

遇到不平事選擇默不作聲就是保護家人，

若不改變這些思想，最終只會令自己及子

女被困在痛苦中渡日。最感恩的就是見到

家長的身心靈有著正面的改變。 

  

最後借此機會感謝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

社會服務科、勞福局的各位官員，與及立

法會議員和秘書處這些年來的幫忙，讓我

們的部份訴求能夠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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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晞晞還很小的時候，旁人總會安慰說：

「上天給你這樣的一個孩子就是因為你能

好好照顧他嘛！」我相信他來到這個家，

他是幸福的，因為父母十分愛惜他，兩家

人也接納這嚴重智障的孩子，但我......幸福

嗎？ 

  

晞晞七個月大就開始抽筋，醫生的診斷是

「嬰兒痙攣」，是腦癇症中最難醫治的一

種。直至現在，他每天也會有不同形式的

發作。在腦部手術前，他發作時會摔倒在

地上，以致額頭、眼角和下頷疤痕累累。

為了看顧他不會跌倒，令我心力交瘁，但

更多的是心有不忿，埋怨他令我喪失了自

在的人生！ 

  

曾經有一段日子，我會跟著別人四處求神

拜佛，那裡有好醫生就去那裡，吃什麼會

好起來就買來吃，生活就圍著這些事情團

團轉，當孩子的病況一點也沒有好轉就感

到憤怒和迷惘，想起他的將來就會淚流滿

臉！ 

  

  

  

 

 

 

 

 

 

 

 

 

 

 

 

要坦然接受孩子是嚴重智障，對我來說要

經歷一段漫長的時間。在加入嚴協之前，

透過學校知道有「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

會」的存在，但當時我覺得晞晞怎會是嚴

重弱智呢？嚴重弱智簡直難聽死了！ 

 

後來因著信仰的關係，我再思考自己和孩

子的關係和將來：與其長嗟短歎，倒不如

在自己還有能力的時候，為他和嚴重智障

群體做一點事情。香港估計有七萬至十萬

智障人士，而嚴重智障人口只有一萬多，

可說是弱勢中的弱勢，孩子不能發聲，只

能依靠父母為他們爭取應有的權利和服

務。 

 

事實上，隨著晞晞長大，離開特殊學校，

以現時政府為嚴重智障人士提供的康復服

務，既沒有接受持續教育的機會，所謂展

能中心和院舍也只是另一個籠牢，畢業後

才是最艱難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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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沛薇 主席 
(2018年至今) 



剛加入嚴協時，現實與想像的很不一樣，

因為沒有會址和職員（去年利用社署資助

聘請了一位兼職同工），所有會務和雜務

諸如影印、郵寄、搬搬抬抬都是幹事們親

力親為，有時也會被繁瑣的工作淹沒，感

到沮喪。不過，晞晞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洩氣過後再朝著目標前進！ 

  

投入幹事會工作看似是無償付出，但實際

我得的比失的多：重新肯定自己的能力和

價值。離開職場多年，因為要處理會務，

再次學習電腦文書；因為要向政府提交意

見書，重拾寫作的能力；因為要在立法會

爭取服務和福利，學懂在會議上三分鐘內

精簡地陳述意見。最重要的是，我的人生

一無成就，但原來還有一點能力幫助別

人。 

  

 

 

 

 

 

 

 

 

 

 

孩子帶著我走過人生的高山低谷，在另一

條軌道上與同路人並肩而行！ 

  

因著你，我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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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忘記了334新高中學制這件

事。轉眼已經15年了，也是當年第一次與

嚴協近距離合作，為了孩子的基本讀書權

利而奮鬥。當年在立法會，我與各家長頻

密地開會，分析新制度對孩子的影響和商

討家長可以怎樣爭取。 

 

334的原意是讓所有適齡學生能夠完成高中

課程，反映社會進步、對年輕人最基本的

教育水平提升。可是，教育官員竟然遺忘

了智障學生。第一份將五年中學改為三年

初中和三年高中的文件上，完全忘記了智

障學校，要由家長在立法會公聽會上提

醒。雖然特殊教育發展了新高中課程，卻

又推出智障學生只能唸到18歲的新措施，

令家長和特殊教育工作者感到學生被歧

視。 

  

  

 

 

 

 

 

 

 

 

 

 

 

 

 

 

 

嚴協家長不認為嚴重智障子女缺乏學習能

力，子女不應被剝奪升讀新高中教育權

利。於是聯同其他家長組織舉辦家長座談

會，要求教育高官到場解釋；聯絡校長同

工，連結群體爭取支時；連同孩子參與示

威行動，接受傳媒訪問，在記者會上發言

等。這些行動對一般人來說都感到很困

難，但對於終日忙於照顧弱兒、對自身困

難往往難於啟齒的家長卻站了出來，在傳

媒攝影鏡頭群中毫無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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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嚴協在過去很多場的殘疾人士權益運動都

沒有缺席，而且往往是運動的主角。例如

在爭取院舍宿位方面，家長與嚴重殘疾的

兒女不辭勞苦，拖著體弱的身軀，清晨跑

到老遠的中環，在行政會議開會前向特首

和行政會議成員表達輪候宿位之苦。其實

這方面我也感同身受，自己年紀越大，越

覺乏力照顧女兒，雖然心中萬般捨不得，

知道終有一天要依賴院舍，但宿位難求，

嚴重智障院舍的輪候時間現竟達19年！如

此荒謬的輪候，怎能讓日漸年長的家長安

心？為何這個富甲一方的城市，會如此對

待弱者？嚴協就是要在這表面繁華的都

市，發出響亮的聲音，讓社會聽見。 

 

 

 

 

 

 

 

 

 

 

 

除了追求量，家長更應該追求質素，不是

隨便一個宿位而已。有選擇的話，誰不想

住在自己家裏？在一個合理空間，有人照

顧的同時還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模式。亦

即是説，好的院舍應該像是一個家，而且

是與社區結連而非隔絶的家。 

  

可是，政府官員根本沒有這種想像。他們

一就是興建大型院舍、二就是依賴服務質

素和環境都強差人意的私營院舍，去解決

宿位不足的問題。嚴協在追求院舍質素的

爭取是不遺餘力的。過去兩年多我與家長

們合作要求政府修訂院舍條例，以提升院

舍質素標準，關注點包括有人均面積、照

顧人手比例、加強專業的投入和監管院舍

及其持牌人等，嚴協都是一把重要的聲

音。 

  

此外，在綜援和傷津的改革、傷殘人士的

交通費優惠、無障礙環境、以至改善暫宿

服務等，嚴協都是重要的倡議者，可說是

戰績彪炳！沒有嚴協與我同行，我根本不

能在議會內外推動很多改革。 

  

嚴協多年的工作不只是争取改善服務，而

是在社會展現智障人士「平等權利」的典

範。邁向30週年是代表著一個自助組織的

重要理程碑，我祝願嚴協繼續發聲，在爭

取智障及傷殘人士平等權利上持續地發光

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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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整理一些舊文件，找到一封儲存了二

十五年的信，是已故明愛樂仁學校潘雄偉

校長1995年在加拿大的來鴻。見到他的心

路歷程，內心掙扎，大有身在加國，心在

漢的情懷。雖然傳真發熱紙的字跡慢慢隠

退，但我仍一直保留下來，有時會拿出來

緬懷一陣子。 

  

與他共事七年多，正如信中所言，「工作

就是他的生命」，全沒有半點閒散的時

刻。那時我還年輕，每天工作有如排山倒

海，晨昏顛倒，雖然有時會感到疲累，但

見到潘校長（他喜歡人家稱呼他為潘先

生）和同事們一起努力，我亦不敢鬆懈，

這是我在特殊教育中學習最多的日子。這

期間的鍛鍊奠定以後工作的根基。 

  

曾有人戲言明愛樂仁是出產特殊學校校長

最多的學校，潘校長實在是功不可沒的。 

  

起初我不知道他是否教徒，但我總感受他

「心中的赤熱」，後來才知道他並不是。

在信中，他說自己是「無宗教信仰，但又

充滿傳道者的懷抱」。他真是有傳道者的

刻苦精神，其中事例是在辦公室內甚少開

冷氣，縱使在盛夏的季節。他做事必身先

士卒，不論在行政管理工作上，以至其他

雜務如維修廁所，或帶學生參與活動，他

都做出好榜樣，並持續地努力。他那堅持

不放棄的精神，我們旁人亦自愧不如。跟

他一起工作，好像跳進一部賽車，必定要

開足馬力，全速前進，任何東西都不能妨

礙我們全力驅進，除非到達了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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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校長十分關心嚴重智障人士的福祉，深

深覺得要集合家長起來為孩子們做些工

作，爭取他們應該得到的服務及學習機

會。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嚴協）就是

由他發起及聯絡九間學校的家長而成立

的。當時他組織不少的行動，動員家長為

智障孩子發聲。 

 

他長久以來盡心盡力，悉力以赴，憑藉堅

毅的意志和態度給嚴協奠下堅固的基石。

雖然潘校長已經離開我們，但希望大家可

以秉持他的堅韌精神，薪火相傳下去。正

如秦朝李斯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願

嚴協突破重重困難，為孩子繼續努力，茁

壯成長。 

 

 

 

 

 

 

 

 

羅啟康 
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 
(前靈實恩光學校校長)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於1991年1月

10日正式成立，是行動出來的結果。 

 

瞬間，快到而立之年。今天  協會的發展也

見證著歷屆主席、幹事及會員家長們過去

不同時段的支持與努力、學習和成長。各

人付出的智慧、汗水和辛勞，不計其數，

也不計回報，甚是欽佩，但這都不是  協會

成立的初心。初心是  協會的目標大道，心

知是沒有終點的，而只有不斷修正的去

向。為使弱兒成長得更健康，活得更有尊

嚴，生命體驗得更豐盛，「路」是  協會家

長們，在自強不息下，攜手同行走出來

的，闖出來的，一日也不會停步。 

 

存希望 

各位同路的家長，不管現況和困況，現實

生活迫人的沮喪時刻繞纏，請仍須懷抱希

望。抱存明天會更好的心態，與弱兒一起

生活，一刻都不能少了希望。遇上挫敗，

暫時離開黑暗的環境去找光，請打開天

窗，光帶來希望！ 

  

存力量 

每日蝸居生活細碎的困擾，家人真情的發

洩，每當覺得自己乏力應付或受傷時，請

告知自己，再撐多一次，撐多一天，撐多

一周。漸漸地，你會發現自己的力量勁

增，因為你改造了自己的態度，那生活積

極和正向的心態，讓你更有力量。 

存信心 

在生活的景況裡，告訴自己，再糟的情況

正在發生，差極都只是這景況。憂傷難過

是必然的，正打算放棄的一刻，保持警

覺，信任那些願意助你一臂之力的朋友，

並告知自己，這只是人生必經的變化而

已，信心會打倒一切的負面思緒，只有沒

信心的人才會被打敗。 

  

存夢想 

協會除了爭取弱兒合理權益與福祉，除了

推廣與教育…除了助人與自助的宗旨外，下

一階段  協會願景和發展是什麼呢？未來30

年，我們弱兒與家庭的冀盼是什麼呢？歷

史告訴我們，行動吧！  協會家長們，實現

夢想，行動勝於言！ 

 

正如此刻，我們正受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

影響極深。但本人深信，當大家慶祝周年

誌慶之時，曙光正慢慢吐現，而生機又再

展現在我們的眼前呢！ 

  

看得到帶著弱兒前行，欣賞前人家長們心

寬的胸懷不能少。借  協會30誌慶的機會，

與同路人互勉之！ 

 

2020年7月30日 

草於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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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恒校長 

明愛樂義學校 



 

 

 

 

 

 

 

 

 

 

 

 

 

 

有人與你一起風雨同路是令人十分感動的

事情，且還是一群原是不相識的陌生人，

由陌生人進階至同路人，再一起結伴奮鬥

三十年，真是不簡單。 

  

我自進入了特殊學校工作，除了加深認識

智障人士外，同時也認識了嚴重弱智人士

家長協會。認識了一群愛惜子女，為子女

無悔付出，努力不懈，爭取合理權益的家

長。 

  

我見證著他們如何走過陰霾、寫立場書、

推著輪椅帶著子女遊行、立法會前遞請願

信等。讓更多社會人士認識嚴重智障的情

況，令智障人士獲得更多體諒；也見證着

他們如何互相扶持和成長。就以最近新冠

肺炎疫情為例，協會不斷聯絡各學校社

工，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防疫物資和支

援，使很多家長得以稍為安心面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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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上必會有陽光，雨後總會遇見彩虹。不

管遇到再大的困難，大家都相信將見曙

光。在這三十週年的大日子，我祝願嚴重

弱智人士家長協會繼續宏揚關愛互助精

神，迎難而上，繼續為我們的學童謀取幸

福。 

陳秀鳳 
慈恩學校社工 



嚴謹守護 
同心協力 
 
嚴協陪你航行 
邁向三十載情 
 
嚴慈心繋殘弱兒 
協力同助過每天 
 
嚴智家長歎無助 
協力同行護權益 
 
與你同行 
嚴抗強權為正義 
協助弱童謀福利 
 
結伴同行三十載 
共為孩子爭權益 
 
嚴重智障路崎嶇 
協力同心往前行* 
 
嚴協政策維權益 
協伴同行助得力* 
 
嚴協同行三十載 
據理力爭為弱兒* 
 
嚴協赤熱三十載 
與子同行逾萬天* 
 
風雨同行三十載 
竭携為兒謀福祉* 
 
仰嘨長天伴障兒 
俯懷韌愛亮其生* 
 
  
 

嚴協  同行三十載   
護弱兒 
家長  長憂九十九   
謀福祉* 
 
嚴重智障家長同行 
協力爭取合理權益 
 
嚴協齊心爭取援助 
給孩子一個安樂窩 
 
抱殘伴疾 
歲月悠悠茫然度日 
扶鄰睦里 
愛心滿滿沐恩忘年 
 
積極爭取智障權益 
堅毅力求展現潛能 
愛心衝破困難重重 
恆情堅守關懷綿綿* 
 
三十載頂風劈雨 
弱兒漸獲生活更完美 
未來年並肩邁步  
眾人再繪嚴協新風采* 
  
一份責任  兩種使命 
三面關心  四季不變 
八面玲瓏  七分幹勁 
六載情懷  五代同堂* 
 
香港嚴協成立三十載 
謀求孩兒幸福見將來* 
  
嚴協團結共築同濟路 
會員響應齊倡平等權 
家長齊心同護嫩綠苗 
社會攜手並點光亮燭* 
  

  

何去何從 
吾兒稚年無邪吾心常掛 
天上人間 
嚴協卅載攜手風雨同舟 
 
嚴協共步三旬 對孩求爭 
家長獨立四海 為兒願失 
 
執子之手 共渡崎嶇歲月 
排除萬難 同創精彩天地 
 
嚴守愛護弱智兒童成長 
協助培養殘疾人士訓練 
  
執子之手 共渡崎嶇歲月 
排除萬難 同創精彩天地 
 
嚴苛守護為獨愛錫有加 
協作院舍唯望尊嚴自立* 
  
十倍溫馨撐你我數載前行 
百般付出為你我力爭權益 
(橫批) 嚴協長在 
  
嚴持初衷 與你同行三十載 
協助弱勢 奮力向前不變改* 
  
嚴苛無助 奮力堅持迎風雨 
協力同心 扶助弱兒三十年* 
  
嚴協三十 無懼難辛謀福利 
弱兒三十 喜得愛護保權益* 
 
嚴協委員同行精神三十載 
家長孩子並肩不倦一萬天* 
   
 
*第一輪入選作品 
 

嚴協同行三十載 
權益爭取共勉勵 
 
嚴協三十載不變 
義工服務好到家 
 
嚴嚴疫疫護弱兒 
開開心心協未來 
 
漫漫長路路難行 
努力改變有明天 
 
嚴協服務三十載 
 （你和我） 
慶賀無私付出情 
 （子與女） 
 
嚴謀福祉三十載 
協籌倡議創未來* 
 
嚴協服務展關懷 
三十載情顯愛心* 
 
嚴協三十風雨路 
協助關懷惠你我* 
 
多少個月夜 
慈母對兒難美夢 
三十載春秋 
嚴協為伊解愁眠 
(橫批) 努力前行* 
 
三十同窗共甘苦 
嚴協家長並同行 
風雨過處見彩虹 
艱辛之後來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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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別劍橋康橋小組 

 

 

 

 

 

 

 

 

 

 

 

 就2016年傳媒報導私院虐待院友及私院

院長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獲撤銷控罪

一事，民間團體和張超雄及邵家臻議員

辦事處成立「永別劍橋康橋小組」，一

直推動院舍修例，建議提升院舍人均面

積至十六平方米，增聘活動助理和治療

專業人士等，期望改善院舍質素。 

 社署成立的「檢視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

工作小組」，經過兩年多會議，終於6月

向立法會提交工作報告。修例內容主要

在人均面積、人手要求、混合式院舍分

類的比例及院舍持牌人項目作出修訂。

修例工作小組可惜只接納民間提出的小

部分建議。至於何時執行修訂的建議，

當局暫時未定出時間表。 

 主席當天出席立法會會議，對修訂的少

修少補建議表示失望，期望有尊嚴的院

舍生活不知要待何時！意見書詳細內容

可見於第29頁 。 

 

 

 

 

2.  交通小組 

2.1.低地台可供輪椅上落的公共小巴諮詢會 

 運輸署就著低地台小巴的營運，委託顧

問公司約見不同持份者。由於現時來往

馬鞍山錦英苑至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及來往港島瑪麗醫院的兩條路線營運出

現虧損，第三條醫院線暫未推出，小組

担心要全面落實低地台小巴，將會遙遙

無期。 

 小組會見顧問公司時指出成效低原因除

了宣傳不佳，最主要是每條醫院線只有

一架低地台小巴，站點有限，輪椅人士

乘搭前需要預約，多有不便，難免使用

率低。其中瑪麗醫院路線與冠忠營辨的

醫療穿梭巴路線重覆，對使用率有很大

影響。 

 小組提議約見運輸署，但碍於疫情關

係，計劃擱置。 

 

2.2. 復康巴士 

 受疫情影響，原訂2月復康巴士用戶諮詢

小組會議改期，至今仍未能舉行會議。 

 

3.  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會議 

 自2019年3月社會福利署推出特殊需要

信託，只有17宗申請，而最終只有3宗成

功開設信託户口，反應極為冷淡！ 

 關注組一直認為信託門檻極高，首次注

資的最低金額高達$240,000，再加上年

費$21,000，根本不是一般普羅家庭可以

參加。此計劃根本不是對應社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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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外界家長聯盟或關注小組 



6.  家長組織座談會 

 於一月主要討論各組織對《香港康復計

劃方案》第二階段報告書的意見，其中

較具爭議的是社區照顧服務券。 

 協會認為從第二階段報告公佈，到第三

階段諮詢相隔時間太短，家長難以細看

報告內容。同時指出前任社署官員及前

康復專員曾表明，不會將「長者服務

券」模式應用在康復服務上，但從第二

階段報告的問卷內容來看，顧問團隊明

顯試探「社區照顧服務券」的可行性。 

 家長組織一致認為在繁複的康復服務推

行服務券是本末倒置，私營市場根本不

能提供多類型的服務，質素更加不能保

證，私院就是一個例子。 

 會議決定整合各家長組織意見，再提交

意見書回應方案。 

 九月就母親勒斃智障兒子慘劇，向勞福

局發出聯署聲明。 

 

7. 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 

 九月發佈有關殘疾人士照顧者政策的意

見調查，發現評分極低。促請政府提供

經濟和喘息服務支援，以及成立以照顧

者為本的資源中心。 

 

4.  會見醫管局 

 去年十月聯同其他家長組織與醫管局管

理層會面，期望解決智障成人照顧者彈

性探病時間和輪椅存放問題。 

 家長建議醫管局將2016年發出的指引落

實為政策，視照顧者為協作者，亦建議

辦入院手續時記錄病人有特殊照顧的需

要，從而讓醫護人員作出安排。會上也

建議有關輪椅存放措施從電動輪椅擴闊

至裝有特別配件的手推輪椅。 

 

 

 

 

 

 

 

 

 

5.  殘疾平權智庫 

 就《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第三階段咨

詢，殘疾平權智庫成員與研究顧問進行

會議，希望盡力完善方案目前的不足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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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週年大會 

 

 

 

 

 

 

 

 

 

 

 

 第15屆週年大會於2019年10月16日假

九龍柯士甸道8號香港童軍總會會議室

1106室舉行，當天共80名會員及33名嘉

賓出席。 

 

 

 

 

 

 

 

 

 

 

 

 

 

 

 

 

 

 

 

 

 

 

 

 

 

 

 

 

 儘管我們忌諱死亡，它總是不期而至。在生

命倒數時，剩下的日子能否過得安好？面對

親人，特別是孩子的離世，我們如何面對傷

痛？ 

 大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陳裕

麗教授及香港兒童紓緩學會主席李澤荷醫

生，舉辦「逝者善終，生者善別」研討會，

探討死亡將至的安排。會上陳教授講解預設

醫療計劃的重要性，讓我們事先計劃往後及

晚期醫療照顧方面的過程。李醫生以屯門醫

院的經驗介紹兒童紓緩治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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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社署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 (2018-20) 年度 



電影欣賞暨茶聚 

10月28日播放「淪落人」電影，有26位家

長觀賞。其後家長一起茶聚，分享自已作

為照顧者的感受，同時亦指出現時服務不

足的地方。 

 

 

 

 

 

 

 

 

 

輔助科技工作坊 

12月5日舉辦家長工作坊，讓家長了解輔助

科技如何支援嚴重智障人士，改善他們在

學習和生活上的質素。 

 

 

 

 

 

 

 

 

 

 

 

 

 

 

 

 

 

 

 

 

 

 

20 



幹事退修 

 10月31日，共七位幹事和活動助理出

席。是次退修由前席李芝融分享面對家

長求助、傳媒訪問、官員會面等溝通技

巧，以及闡述香港的社會福利規劃、香

港康復計劃方案、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和

殘疾人士院舍發牌制度等資訊。 

 

 

 

 

 

 

 

 

 

 

 

 

幹事培訓 

 1月14日，共六位幹事、一位家長和活

動助理出席，邀請社工講授溝通和朋輩

支援技巧：要扶人，先要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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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歡樂遇米奇 

 

 

 

 

 

 

 

 

 

 

 

 

 

 

 

 

 

 

 

 

 

 

 

 

 

 

 

 

 

 

 

 

 

 

 

 

 

 

 

 

 

 

 

 

 

 

 

 

 

 

 

 

 

 1月5日舉行，有29個家庭及家屬共92人參加。協會安排復康巴和

易達巴接送。 

 家長和孩子享用精美自助午餐，又與米奇和美妮卡通人物合照。

只可惜活動時間較短，未能在酒店户外環境暢遊盡興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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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支援行動 

 自農曆新年開始，香港受到新冠狀病毒

肺炎影響，學校停課、社會服務中心暫

停運作已超過半年。雖然在疫情期間，

特殊學校和成人服務中心曾經重開，但

有很多家長仍未放心回校或中心，豈料

疫情又再度在社區爆發。 

 疫境期間，相信家長和子女面對的困難

和壓力，相比一般家庭都是有增無減。

除了擔心外出會感染病毒，更擔憂子女

的肌能和學習能力減退，而情緒行為問

題又衍生；家長有「困獸鬥」的感覺也

很強烈。 

 因疫情關係，協會取消多項活動計劃，

計有新春團拜、到校與家長交流、家長

工作坊及茶聚等。期望疫情儘快穩定，

可即時舉辦家長活動，為大家提供一個

喘息的機會 。 

 

 

 

 

 

 

 

 

 

 

 

 

 

 

 

 

 

 

 

 

 

 

 

 自疫情出現，幸得社會善心人士及多個

團體襄助，捐贈口罩及抗疫物資，分別

以郵寄及相約家長在全港共17個地點交

收。在此期間，幹事先後24次於分區向

會員派發共4萬1千多個外科口罩，受惠

家長達至1830人次，受惠兒童也有450

人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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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康復計劃方案（RPP) 檢討第三

階段：「建立共識」 

1. 12月12日公眾專題研討會 

 在專題研討會上，協會首先提出反對

「社區照顧服務券」的意見，同時亦對

顧問團隊在此階段仍提出對院舍照顧作

出少修少補的建議，表示失望。協會認

為團隊需要去探討院舍的理念和院友全

人發展的可能性。另外，對於中度嚴重

智障畢業生的支援和持續教育，方案亦

付諸厥如。 

 

2.  1月4日公眾諮詢會 

 協會出席諮詢會，表示報告只重覆社署

「檢視院舍實務守則及法例工作小組」

提交的報告，未有探討院舍服務的其他

方面，例如院舍經營理念，流程和舍友

全人發展等。此外，亦建議提供持續教

育給嚴重智障畢業生。 

 

2020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線上會議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表示照顧者津貼的原

意是補足照顧者減少了的收入，如果變

作照顧者的酬勞，則要再深入討論家庭

責任和社會責任，亦涉及稅制的檢討。 

 社署講述今年有關康復服務的工作，包

括向私營院舍買位作暫宿和緊急暫宿之

用，並且成立兩間社區護理中心，結合

家居為本和照顧服務，及引用創科設備

和提供暫宿。此外，社署正進行照顧者

政策硏究。 

III. 出席公開會議  協會於四月份獲得理工大學三維打印技

術中心實驗室捐贈105個可重用面罩。

理大再於八月份捐贈750個面罩給協

會、嚴重智障學校和靈實恩光成長中

心。 

 

 

 

 

 

 

 

 

 

 

 

 

 

 由於疫情持續反覆，協會動用資金，及

同時申請兩項社署抗疫特別撥款購買抗

疫物資，訂購口罩，繼續向有需要的家

長和孩子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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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 

於2019年12月13日會議 

提交有關 

《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

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對於食物及衛生局在九月發出的諮詢文件，建議為「預設醫療指示」立法及消除阻礙病人可

選擇在醫院以外的環境作晚期照顧的法律條文，家長會深表贊同， 但有如下細節建議： 

  

1. 彈性容許智障人士或其監護人士作出預設醫療指示 

現時政府建議18歲以上及精神上有行為能力人士，才可自行作出預設醫療指示，相反則不

能。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其中包括智障人士。然而，智障人士只是一個概括。對於可以獨

立生活和外出工作的輕度智障人士，家長會認為可以容許他們自行決定簽署預設醫療指示；

至於中度至嚴重智障人士則可由他們的合法監護人為他們簽署，讓智障人士在病情不可逆轉

時，也可以同樣享有免於入侵性但無效治療的權利。然而，目前監護令未包含這方面的權

力。 

    

2.   增加紓緩治療服務的資源和人手 

政府考慮修訂《死因裁判官條例》，容許入住安老院院友 (不論是否被診斷為患有末期病

患)，如在死亡前14日內曾得到一名註冊醫生的診治，並由該名醫生作出最後診斷及確定死

因，則其死亡無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為避免有院友因院舍照顧不善而離世，家長會建議政

府投放資源和人手，讓津助院舍同時增設紓緩服務，改善院舍的紓緩治療設施。至於私營院

舍方面，家長會建議醫管局加強老人科外展在紓緩服務的相關培訓，讓院友獲得適切服務。 

  

3.   居處離世範圍擴展至殘疾人士院舍 

家長會同時建議政府在修訂《死因裁判官條例》相關條例時，除了令居住在安老院舍的末期

病人可以更易選擇在居處離世外，範圍應擴闊至殘疾人士院舍。事實上，殘疾人士院舍服務

的對象範圍十分廣泛，包括精神病康復者，肢體傷殘、視障人士和輕度智障人士的輔助宿舍

等，而他們不一定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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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立侍終假 

得知親人將會離逝，任何人都會覺得難過，家長面對子女將要離逝，更是萬般不捨，希望親

自照顧子女最後的一段路，可惜現時未有相關措施支援家長安心地陪伴子女，令家屬永遠懷

著內疚及遺憾渡餘生。 

  

5.   正視家長生前為子女安排其離世安排 

家長會十分關注自己離世後子女的紓緩、善終及殮葬服務安排，例如預先購置骨灰龕位及紓

緩治療期間的生活等事情。據了解，現時的處理方法，若遺體沒有親人認領便會送去公葬。

家長期望能有事前凖備，委託院舍代為執行子女的殮葬安排。同樣，目前的監護制度亦無法

處理這個問題，希望在修訂《死因裁判官條例》相關條例的同時，同步修改《監護令》的不

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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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於2020年1月14日特別會議 

 就《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制定建議」階段報告提交 

「社區照顧服務券」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智障人士 

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智障人士服務的需要。 

 

家長會基本上不反對政府以「錢跟人走」的方式讓市民購買社區服務；但就不認同政府擬於

殘疾人士的社區照顧服務推行服務券，特別是跟從長者方面的模式，更可謂是一錯再錯。眾

所週知，用於長者服務的社區照顧服務券的計劃，試驗推行以來，所得的成效不彰，不受歡

迎，主要原因是服務券僅能應用於非政府機構及社會企業規定的服務組合，沒有合適服務可

供選擇。 

  

「錢跟人走」的模式要有前設，最重要是有充裕服務或貨品給選擇，用服務券便會受惠。鑑

於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經驗已不有效，更何況對於有較為繁複需要的殘疾人士社群來說，

在坊間提供靈活和多元化的服務非常有限，欠缺選擇，如何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要？若然以

有限的私營市場來提供，質素更加不會有保證，私院就是一個例子。 

  

除此之外，服務券另一重點是引入「共同付款」模式，同時亦以「入息審核」作為釐定需付

款額的機制。家長會絕不贊同「共同付款」概念，認為此乃有違殘疾人士可以享有康復服務

的權利。要知道，殘疾是與生俱來的特質，對大部份的殘疾社群來說，他們未能盡力發揮一

般人的能力，政府有責任提供服務，保持他們的生活質素，所以各地政府都給予他們免資產

審查的傷殘津貼項目。 

  

在共同付款的機制下，按現時長者的模式去做，將來用服務以經濟審查，按家庭入息分擔服

務開支，綜援人士也要負擔5%，入息中位數175%要負擔40%服務開支。共同付款美其名是

鼓勵用者承担責任，實際是以資產來審核使用者可以買到甚麽級別的服務，換言之，越有錢

就可買到豪華服務，越貧窮的就只可買劣質服務，這會是殘疾人士應享有的康復服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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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提供服務方面，家長會關注到如政府期望利用服務券去吸引服務使用者轉向私人/自

負盈虧服務，從而取代部份資助服務，奢望縮短資助服務輪候時間，是不切實際的。推行服

務券必定要拓展私營市埸，在人手緊絀下，津貼服務的人手必流向非資助服務，資助服務又

不再發展，到其時付不起錢的可能要輪候更長時間。 

  

如果政府著意讓殘疾人士安心留在社區生活，最重要是先制訂長遠的福利規劃，增加資源，

培訓人手，拓展津助的社區照顧服務的容量和質素， 再輔以現金津貼，免資產審查，讓殘

疾人士自由選擇合適自己的非津助服務，填補津助服務的空隙。 

  

家長會亦認為政府應向殘疾人士推行醫療券，因為他們也多患病覆診，亦符合醫療券的目

的：與醫療服務提供者之間建立持續的關係、更多提供和使用預防性護理服務，以及促進殘

疾人士健康，有利他們長期在社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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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於2020年1月14日特別會議 

 

提交有關「制定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智障人士合

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智障人士服務的需要。 

  

雖然《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將擬訂香港未來十年甚至更長遠的康復服務發展，但觀乎「制定

建議」階段報告，有關嚴重智障人士服務方面的建議，大致上都是整合現有服務，缺乏創新

想像，家長會對此感到失望！ 

所謂以貫穿人生歷程的方式檢視殘疾人士不同人生階段各方面的需要，但對嚴重智障兒十分

重要的兩大板塊-畢業後支援和院舍生活-卻又缺乏探討。試問如何令家長安心讓子女在社區

生活和甘於讓他們在院舍渡過餘生？  

 

1.   院舍照顧服務應探討舍友全人發展 

階段報告中，有關院舍照顧服務的策略建議主要重覆社會福利署「檢視院舍實務守則及法例

工作小組」在2019年5月提交的報告。然而報告通過時並非毫無爭議，特別在院舍人均面積

和人手編制部份，與民間倡議出現重大分歧。民間團體「雙橋小組」建議人均面積增加至十

六平方米，方便使用輪椅和復康器材，及增聘專業人手滿足基本需要，結果全遭否決。敢問

理大顧問團隊是否完全認同社署工作小組的報告內容呢？ 

  

對於殘疾人士，特別是嚴重智障人士，動輒在院舍住上數十年，階段報告對院舍的營運理

念，舍友的全人發展卻完全沒有探討。以嚴重智障人士院舍為例，縱使是津助院舍，最為人

詬病的是大部分只以照顧為本，不是以人為本，復康元素亦乏善足陳，舍友多只能淪為「四

等公民」：等食、等瞓、等大小便、等死，以致認知能力和身體機能急速衰退。 

  

家長會期望理大顧問團隊能探討透過增加人均面積，改善前綫和專業人手比例，及檢視院舍

生活的流程和理念，鼓勵院友全人發展，讓殘疾人士可享有優質和尊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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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持續教育，支援嚴重智障畢業生 

雖然策略建議第九項提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持續教育」，但卻未有惠及嚴重智

障人士。事實上，他們畢業時大多不足二十歲，正值生活及學習的黃金期，可惜在香港教育

雙軌制下，嚴重智障畢業生不能再接受資助教育，只能選擇去日間展能中心或接受零散的日

間或家居照顧服務，或直接進入院舍過著刻板和沉悶的生活。 

  

家長會建議政府成立特殊大學，或放寬持續進修基金，或提供資源和配套鼓勵津助機構和辦

學團體開辦特殊專上課程，讓居住在社區或院舍的智障人士入讀，達至終生學習。如果成

事，這樣又與家長會在第一點期盼的全人發展相呼應。 

  

如果政府願意履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最優先應是重新制訂「長遠社會福利規劃」

及改善「整筆撥款」機制，解決用地、資源及人手問題，拓展服務的「質」和「量」， 再

輔以免資產審查的現金津貼，讓殘疾人士自由選擇合適自己的康復服務。 

  

此外，就階段報告的部分策略建議，家長會提出以下修訂： 

1.   社區照顧服務券 

家長會不反對「錢跟人走」的概念，但反對在殘疾人士服務引入「經濟審查」及「共同付

款」機制。長者的社區照顧服務券已見其弊處，如引入至殘疾服務，既違反康復服務設立原

意，亦變相令貧者只可使用劣質服務甚至「買」不到服務。 

  

2.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策略建議第59項，建議將長期院舍照顧服務、日間訓練服務和社區照顧服務的規劃比率納入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這將有助處理復康設施覓地困難的問題。目前政府主力以私院買

位應付暫宿和宿舍不足的情況，但私院的環境和服務又未能令家長放心。因此，家長會認為

政府需配合「長遠社會福利規劃」，預視各項社福服務的需求和供應，解決深層次問題，特

別是中度和嚴重智障人士服務嚴重缺乏的情況。 

 

3.   照顧者津貼 

民間提倡的「照顧者津貼」原意是社會認同照顧者的努力，只要被照顧者達到某程度的照顧

需要，照顧者便無需經濟審查得到津貼。即使具有經濟能力的家庭聘請傭工分擔照顧工作，

但因著他們的的努力讓子女盡量於社區生活，效益更大，他們的付出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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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建議政府設立兩層架構的照顧者津貼：第一層無需經濟審查；第二層將關愛基金下的

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津貼恆常化，並降低申請門檻和簡化領取期間嚴苛的審查程序。 

  

4.   殘疾人士住宿服務評估機 

階段報告建議探納凍結輪候機制，讓已輪候到院舍服務的殘疾人士在未有急切需要入住時，

可轉為「非活躍個案」，在需要時重新接受編配服務，家長會對此甚表歡迎。同時，家長會

期望政府檢討關於有胃造口的嚴重智障人士的住宿服務評估，讓他們可選擇入住護理院舍。

根據現行機制，凡依賴胃造口進食的嚴重智障人士，當被評估有住宿服務的需要，只能被安

排到醫管局轄下的小欖醫院，以病人身份存活，完全脫離社會福利範疇。 

  

5.   暫宿服務 

在突發情況下，遇上照顧者有醫療需要，因難安排緊急暫託或暫宿服務，令照顧者難以安心

入院接受治療。不少家長強忍痛楚留在家中或甚至帶同子女上救護車至醫院的情況出現。 

  

最近更有一家長在家昏迷，雖然她已自行致電求救,但最後亦離開人世。她的兒子被安排以

暫宿應付照顧需要，在這期間孩子不單喪失親人，更連平日前往的日間中心也沒有去到，頓

時身處一個陌生的環境，極為缺乏安全感。相信很多家長一生悉心照顧子女，希望自己入土

為安後，子女可以即時獲得妥善安排。家長會期望暫宿服務能以人為本，不應只是安排一個

床位這樣簡單! 另外，學齡的暫宿服務也非理想，他們要到成人宿舍暫住，不論配套和環境

都不合適，家長會認為特殊學校應提供暫宿服務給他們。至於有高度護理需要的人士，例如

胃造口或呼吸機使用者，他們更被機構拒絕提供暫宿服務，令照顧者求救無門。 

  

誠然，任何復康政策能否推行成功，最重要是政府做好人手培訓和人才挽留，否則建議也只

能成為空談。期望政府能推行措施，協助勞動市場轉型，讓更多人才流向復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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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 

2020年6月23日 

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 

提交修訂《安老院條例》（第459章）及《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第613章） 

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智障人士合

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智障人士服務的需要。 

 

家長會過去十多年一直就改善殘疾人士院舍，特別是私營院舎的服務質素提出意見，期望殘

疾人士在院舍內可享有尊嚴和優質的生活。所以對於社會福利署「檢視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

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建議人均面積和人手比例只作微調，家長會感到極度失望。 

 

對於工作小組提出的修訂建議，家長會有以下意見： 

 

1.  院舍住客法定人均面積仍然偏低 

雖然工作小組表示已考慮實際照顧的需要，遂建議將高度照顧院舍人均面積由6.5平方米調

高至9.5平方米。然而，以殘疾院舍為例，計及2008年《實務守則》由8平方米減至6.5平方

米，一減一加，實際人均面積比2008年前只增加1.5平方米。社署信誓旦旦要改善院舍質

素，但十幾年過去，殘疾人士依舊只能蝸居。 

 

此外，建議未有列明寢室及其他基本設施包括客飯廳，洗手間/浴室、廚房、洗衣房、辦公

室及隔離設施等的面積，對於最終院友的寢室和活動空間可以擴大多少實在令人存疑。 

 

在過去兩年多的討論，業界一直爭論提高人均面積將令宿位減少，特別是私營院舍，院友將

被逼遷出。然而，政府卻從未承諾制訂長遠的院舍規劃以解決問題，吸纳多餘的院友，反之

卻輕易就範。事實上，過去十年，以嚴重弱智人士宿舍為例，其輪候時間越來越長。截至

2020年3月底止，社署網頁資料顯示，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最快獲編配服務者的申請日期是

2004年12月在新界東地區，而最長輪候時間屬新界西地區宿舍，久至2001年12月，差不多

要等19年，令人唏嘘！由此可見，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未有對津助院舍的供求作出長遠規

劃，私營院舍只是服務使用者無可奈何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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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殘疾人士在院舍一住經年，也未必能常常外出，部份的活動能力也很強，例如患有過度

活躍症或自閉症的院友所需活動空間較大，地方狹窄只會令一些院友情緒不穩，也易生磨

擦，導致悲劇發生。 

 

家長會期望工作小組跟從民間建議的「8+8」方案，讓安老院舍及殘疾院舍有足夠空間提供

復康，護理服務及社交活動。 

 

2.  最低人手編制反映極低的服務質素標準 

院舍常常發生照顧不善或虐待的醜聞，正好反映最低人手編制的問題。根據建議，高度照顧

院舍增加了護理員及延長了保健員或護士當值時間，日間繁忙時段有一名護士，2名助理員

（即文員，司機，廚房員工或雜務員），3名護理員及一名保健員以照顧五十人。試問如此

緊絀的人手如何照顧50位需要高度照顧的傷殘人士。 

 

家長會對工作小組未有接納加設專職人仕如治療師、社工等的民間建議深表失望。報告第

5.4b段落(26頁)指出有意見認為因著院舍分類不同，住客需要各有不同，如劃一硬性規定僱

用專職人仕會增加住客財政負擔。家長會想問難道入住院舍只求三餐一宿，我們孩子的整個

人生就是這樣度過，復康和基本社交活動是多餘? 

 

縱使津助院舍人力資源較豐富，會員經常向家長會反映，孩子入住院舍後健康及機能迅速轉

壞：原本可以在扶助下走路的，變成以輪椅代步；可以自行表達如廁需要的，變成穿上尿

片；可以吞曣碎餐的，變成進食糊餐，這些都是人手不足而引致，白白浪費了在特殊學校多

年學習和訓練的成果。 

 

當社署和非政府機構花盡心思應付智障人士老齡化的困境，何不多作預防的功夫，為院友及

早提供更多訓練和復康支援？可惜的是工作小組對此視若無睹，只採納了要有駐院護士的建

議。 

 

雖然社署去年開始為私營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客提供外展服務，包括社工、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等，但截至2018年底就有613間私營院舍（548間安老院和65間残疾人士院

舍），僧多粥少，每位院友得到的專業服務怎會足夠？即使外展隊伍能為院友度身訂造復康

計劃和社交活動，前綫人手不足又如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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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建議在高度照顧院舍將護理員與住客的比例在日間時段增至1:15，強烈要求將註冊社

工納入人手編制，重回2008年前的狀況，並新增活動助理以協助推行復康計劃和舉行社交

活動。 

 

3.  限制私院接收殘疾兒童 

工作小組未有更改院舍接收殘疾兒童的年齡，仍維持在六歲以上，只表示日後再探討，家長

會認為不可接受。私院一般環境狹窄，人手不足，欠缺訓練，試問孩子如何在這般環境下健

康成長？社署應積極了解個別幼兒的家庭狀況，盡快安排他們入住兼收弱智兒童之家或與其

就讀學校協調入住宿舍，讓這最弱小的一群得到健康及人身安全保障。 

 

4.  院舍持牌人問責性不足存漏洞 

牌照申請者仍接受「合夥經營」和「法人團體」實未能杜絕違規者成立新公司借屍還魂的漏

洞，因為他們可透過授權不同的「適當人選」作「指定負責人」申請牌照，所以家長會支持

只有「自然人」可申請牌照，或「合夥經營」和「法人團體」的所有合夥人和董事需同樣符

合「適當人選」的規定。 

 

工作小組在擬定報告時，政府究竟聴進了多少服務使用者和照顧者的建議，還是側重院舍營

辦者的意見呢？家長會期望政府作出公開諮詢，聆聽更多服務使用者和照顧者的心聲，因為

這關乎他們自身或親人在院舍數年，甚或數十年的生活質素，畢竟下一次修訂又不知要待何

時！ 

 

 

34 



就2020年7月13日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討論「特殊需要信託」提交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智障人士合

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智障人士服務的需要。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去年在網誌說到「特殊需要信託」（下稱信託）從倡議到成立只需

十多年「成績亮麗」。不過從申請數字來看，只有17宗，其中也只有3宗簽署相關信託文件

及開設信託戶口;其反應極為冷淡，難怪家長組織嚴厲批評「信託」只淪為有錢人省錢的財

務工具，而非解決大部分照顧者對孩子長遠照顧安排的憂慮，也令一群當初努力爭取成立信

託的家長萬分失望！ 

  

家長會有以下意見： 

1.   政策目標錯誤，忽略大部分家庭需要 

我們想強調不論貧富，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長都會擔心自己離世後弱兒的生活安排和照顧問

題，不是中產家庭才有此憂慮。然而，社會福利署去年三月推出的「信託」目標只為有足夠

財力的中産家庭，簡單來說「信託」首筆注資金額，加上劃一的年費，第一次手續費已需

$240,000或以上，門檻之高令一般普羅家庭卻步。這只是一年的資金。 

  

根據勞福局文件顯示，現時信託管理年費$21,000，並跟隨通漲調整，而委託人即社署因履

行職務和行使權力而產生的費用（例如法律和專業顧問的費用）亦由信託承擔。第二年又要

二十多萬，試問有多少家庭能夠應付? 

  

事實上，綜援家庭也好，富貴家庭也好，家長只想到自己離世，希望透過「信託」，留下一

些心意給子女，注資金額不論多寡，那怕只能為孩子多添幾件衣服或吃多點好東西！ 

  

所以政府應重新訂定政策目標，信託應作為社會福利措施，而非財務工具。在釐定首筆注資

額時應調低下限，往後照顧計劃的開支也應豐儉由人，按各委托人經濟狀況和受益人實際所

需而定，而收費亦不應與成本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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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資金計入受益人資産，影響子女福利安排 

信託與社會保障理應相輔相承，讓孩子可享有較長年期質素較好的生活。可惜由首次注資設

立戶口開始，資金即時成為子女資產，此項措施將影響子女原本的福利安排。 

  

以嚴重智障人士為例，無可奈何地一般都會在院舍終老，以個人綜援支付日常所需。因著信

託的規定，如果父母為他們開立信託戶口，他們便即時不符合申請綜援的資格，因為傷殘人

士個人綜援資產限額只有$50,000。即使住在社區的有特殊需要人士也可能因信託資產過

高，喪失居住在公屋的資格。 

  

家長爭取成立信託的目的就是在不影響子女福利安排下，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老實說，以

現時資助院舍所提供的服務和質素，可算是祇達到三餐一宿的基本要求，往後餘生是否這樣

度過? 假如有信託的話，受托人可以購買質素較佳的復康用品，自費藥物，甚至聘請友人到

院舍探望和照顧子女等，這些生活開支都是現時綜援無法涵蓋的額外項目。 

  

家長會建議政府參考澳洲的「特殊障礙信託基金」（Special Disability Trust），讓受益人

既可享有政府津貼，也透過信託取得額外財政支援。該基金資產上限在2019年初是

$675,000澳元，只要信託資產不超出上限，該筆資產便不會被計算在經濟審查內。 

  

3.   成立第三倡議人制度 

政府可以讓第三倡議人與社署的個案經理共同檢視受益人的狀況和照顧計劃，例如修改照顧

計劃或委任其他照顧者，以保障他們的權益及確保合符他們的意向和偏好。 

  

家長會希望當局能從善如流，聽取民意，讓「特殊需要信託」真的是「既可信賴，又可負

擔」，否則家長只能寄望「白頭人送黑頭人」夢想成真，不用再掛慮孩子在自己離世後的的

生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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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勞工及福利局 

羅致光局長：                                   停課期間傷殘津貼事宜 

 

最近本會收到家長的反映，縱使五天宿位的特殊學校學生在上半年停課期間一直留在家裏照

顧，但傷殘津貼仍被扣減至普通額，表示甚為不公平。 

 

因著疫情，學校停課超過四個月前所未見，雖然特殊學校仍維持有限度開放，但一般五日宿

位學生的家長寧願接子女回家，不在校內留宿，以免在周末放假回家或周一回校時因外出而

受感染。 

 

諷刺的是，家長因聽從政府及專家呼籲，讓孩子留在家減少外出，一盡公民責任，但社會福

利署卻認為既然學校有開放，即使學生不回校留宿，仍可按恆常機制將高額傷殘津貼轉為普

通額。然而，此舉實在忽略了孩子留在家照顧的經濟需要。 

 

根據專家預測，疫情極有可能持續至年底及明年初，難保學校在九月開課以後不再停課，部

分五日宿學生將繼續要待在家中抗疫。 

 

事實上，家長會過去多年一直倡議勞福局檢討有關機制，在學校長假期的月份，如聖誕、農

曆年、復活節和暑假一律發回高額，使傷殘津貼設立的目的得以發揮效果。現時五日宿位的

學生於周末和長假期均須回家，由家人照顧。學校全年上課190天，其餘有175天在家裹居

住，若再加上因爆發傳染病而停課，在家日子也不少。 

 

當下政府推出多項措施紓解民困，勞福局理應酌情處理有關五天宿位的學生傷殘津貼事宜。

如果孩子在停課期間全然在家的話，傷殘津貼應該上調回高額，或者發放學生在家居住的特

別津貼，減輕家長財務負擔！ 

 

本會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智障人士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

智障人士服務的需要。 

主席 

2020年7月30日                                                                                                                        黎沛薇 

 

副本送呈：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松泰 

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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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結餘： $ 414,477.35 
加：本年度收入： $ 190,754.45 

 減：本年度支出： $ 216,464.78  

本年度結餘： $388,767.02 

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收支結算表 

收          入     $   支          出    $ 

活動收入：       活動支出：     

2019年第15屆週年大會     6,560.00  2019年第15屆週年大會 14,861.70  

茶聚及關懷探訪        780.00  茶聚及關懷探訪 20,303.00  

輔助科技家長工作坊        160.00  輔助科技家長工作坊 3,291.00  

親子歡樂遇米奇     7,578.00  親子歡樂遇米奇 28,826.80  

小計     15,078.00  新春漫遊橋咀沙堤   3,098.00  

社署撥款： 幹事退修及培訓工作坊   6,372.00  

18-20年資助撥款 157,462.00 資訊交流會議   2,368.10  

會費： 印製 19-20 年刊及愛融集 29,962.00  

基本會員：161名x30     4,830.00  購買及發送抗疫物資 24,652.60  

永久會員：25名x500   12,500.00      2020年第16屆週年大會 534.80     

小計 17,330.00 小計 134,270.00 

捐款：           870.00  會務： 

利息收入： 14.45 傳真及手提電話費  2,948.00  

網頁儲存費 658.00  

        郵箱年費(20-21年) 370.00  

活動保險費 12,573.68  

合作團體會費 11,100.00  

      職員薪酬 46,980.00  

雜項(打印機/擴音器/炭粉)   7,565.10    

小計 82,194.78 

本年度總收入  190,754.45   本年度總支出 216,464.78  

       本年度盈餘/虧損    (25,710.33) 



日 期 事項及活動 

10月11日 照顧者津貼商討日及照顧者聯席會議 

10月16日 第十五屆幹事周年大會 

10月21日 約見醫院管理局建議落實智障成人的照顧者彈性探病時間安排 

10月28日 照顧者電影欣賞暨會員茶聚 

10月30日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議程諮詢會 

10月31日 幹事退修 

11月15日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諮詢會 

11月27日 特殊需要信託機構照顧者分享會 

12月5日 輔助科技家長工作坊 

12月5日 「殘疾人士社區照顧服務劵」交流會 

12月12日 家長組織座談會會議 

12月12日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專題研討會 

12月13日 
出席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及提交《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
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意見書 

12月18日 交通小組會議 

12月20日 
向理工大學提交《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社區照顧服務券」意
見書 

12月23日 檢討低地台可供輪椅上落小巴試驗計劃 

1月4日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公眾諮詢會 

1月5日 親子歡樂遇米奇 

1月13日 
勞福局關於「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法例修訂建議」持分者
分享會 

1月14日 幹事培訓 

1月14日 
福利事務委員會制定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公聽會及提交
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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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項及活動 

1月17日 復康會自助組織博覧簡介會 

1月17日 協康會周年大會 

1月20日 社署巡查院舍 

2月20日 東張西望拍攝 

3月5日 香港01訪問照顧者 

3月19日 網絡媒體訪問照顧者 

5月15日 2020社會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6月16日 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會議 

6月23日 
立法會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修訂《安老院條例》（第
459章）及《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第613章）會議 

7月13日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特殊需要信託」會議 

7月26日 復康會「網上．同行故事館」 

7月30日 
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與立法會候選人討論「殘疾人士照顧
者政綱」 

9月10日 就母親勒斃智障兒子慘劇照顧者會議 

9月14日 發佈殘疾人士照顧者政策的意見調查 

9月15日 照顧者及智障人士回應葵涌邨倫常慘劇記者會 

9月23日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特別會議 

派發口罩 

2月11,13,16,28日,  

3月1,4,6,21,22,27,28,31日,  

4月19日,  

5月3,9,11日,  

6月7,11,13日 

8月30,31日 

9月1,3,6日 

幹事例會 12月3日, 4月19日, 6月18日, 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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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   黎沛薇  (曾朗晞家長  靈感實恩光成長中心) 
 
副主席 ：   翁佩文  (馮衍博家長  靈實恩光學校) 
 
文 書    ：   張麗梅  (黄欣平家長  匡智梨木樹中心) 
  
司 庫    ：   陳婉芬  (張宇盈家長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服務隊) 
 
康 樂    ：   周淑惠  (伍健恆家長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元朗地區支援中心) 
 
總 務    ：   廖珮蘭  (陳展宏家長  香港心理衛生會臻和學校)  
 
聯 絡    ：   李芝融  (李彥汶家長) 
                      
幹 事    ：   黎慧茵  (胡天樂家長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李婉嫻  (馮仁家長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秦秀英  (麥鍵華家長  慈恩學校) 
 
                    陳雁裳  (陳逸頤家長  匡智松嶺第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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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存入恒生銀行戶口： 「 774- 296123 - 6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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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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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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 

人間有情慈善基金 

釋慈雲大師 

中國星火基金會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香港理工大學 

劉鑾雄慈善基金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神石燒 神石中華料理 

 

 

 

鄭喆朋女士 

嚴海燕女士 

林肇玟女士 

黄敬萬女士 

鄺嘉瑛女士 

余少芳女士 

黃亦詩女士 

梁玉玲女士 

陳秀鳳女士 

何淑嫻女士 

張超雄博士 

何齊好女士 

莫采純小姐 

吳淑娟女士 

黃意萍女士 

陳雅怡女士 

譚嘉美女士 

黃永威先生 

周氏家庭 

張小姐 

黃小姐 

梁小姐 

 

 

 

 

 

Else Chan  

Rene Sou 

Beatrice Lee 

Cathy So 

Kenneth Chun 

Wendy 

Jasmine 

Yannis 

Horace 

 

(排名不分先後) 

 

 

 

 



入 會 /續 會 表 格 

本人擬成為： (請在適當項目內加  號)  

      基本會員(30元)    永久會員(500元)                    續會      新入會 (請詳細填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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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能力： 活動自如  行動不便，需協助  需使用輪椅 

服務類別︰    特殊學校    嚴重智障人士宿舍    護理院舍   療養院    私院 

(可選多項)     日間展能中心  日間護理中心  地區支援中心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沒有任何服務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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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資訊方法(可選多項)：  郵寄     WhatsApp / Line   不收取任何資訊 

是否願意參與家長會義務工作? 

 是（請選擇可參與事項） 否 

     出席本會會議      家長活動義工      傳媒訪問      出席外界會議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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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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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支票或入數紙副本寄往「沙田中央郵政信箱 951號」，以作確實。支票抬頭請
寫「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恒生銀行戶口： 「 774- 296123 - 6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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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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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沛薇 

編緝小組 ： 陳婉芬 黎沛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