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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年國際復康日廿五周年慶祝典禮 

 
2017 年國際復康日廿五周年慶祝典禮暨傷健全城

「拼」及「十八區關愛僱主」表揚計劃頒獎禮已於

17 年 12 月 3 日假葵芳興芳路遊樂場舉行，當天聯

會邀得十八區的傷、健朋友，攜手合作完成「傷健

全城『拼』」萬尺大型拼圖。典禮邀得勞工及福利

局常任秘書長張琼瑤女士擔任主禮嘉賓，並頒發了

獎狀表揚 174 間商業機構、非政府機構及社會企業

的「十八區關愛僱主」積極聘請殘疾人士，當中 85
間機構更獲嘉許「連續五年或以上大獎」及有 3 位

僱主更獲頒「連續十年特別大獎」。除廿五周年慶

祝典禮外，殘疾人士免費乘搭車船暨免費參觀博物

館和享用游泳池設施日及免費遊覽濕地公園已於 11
月 12 日舉行，而海洋公園同樂日亦一如以往，共贊

助 8,000 張門票予殘疾人士及其同行者免費遊覽公園，海洋公園同樂日

分別於 11 月 19 日及 26 日舉行。  
 

 
 

   
 

   
 
 
 
 

通訊 2017 年 12 月 



2 (通訊 2017 年 12 月)  電話：2864 2934       傳真：2864 2962         電郵：reh@hkcss.org.hk

 

香港復康聯會 
2017-2018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暨復康論壇 

 

聯會 2017-2018 年度周年大會暨復康論壇已於 2017 年 11 月 1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行，而周年大會亦是「社聯會議 2017 暨七十周年紀念」的其中一個環節。

復康論壇在周年大會完結後隨即舉行，論壇由莊陳有先生主持，講者包括陳麗雲

講座教授、張健輝先生及高潔梅女士，分別以「以人為本的服務」、「無障礙和就

業」及「殘疾人士生涯規劃」的主題作分享。周年大會亦順利選出 24 位基本、普

通及個人會員組成新一屆管理委員會（社聯復康專責委員會），隨後管理委員會互

選出以下名單： 

 

 

主席     ：   張偉良先生 

副主席   ：   吳家榮醫生 

溫麗友女士 

  郭鍵勳博士 

  曾建平先生 

義務司庫  ：  方長發先生 

 
其他委員包括： 

劉妙珍女士 

郁德芬博士 

陸慧妍女士 

陳偉雄先生 

林伊利女士 

盧鄭玉珍女士 

高潔梅女士 

周敏姬女士 

陳錦元先生 

李劉茱麗女士 

何惠娟女士 (殘疾人士工作及就業服務網絡召集人) 

袁漢林先生（智障界別服務網絡召集人） 

譚靜儀女士 (視障界別服務網絡召集人) 

嚴楚碧女士 (肢體傷殘界別服務網絡召集人) 

黃何潔玉女士 (聽障界別服務網絡召集人) 

游秀慧女士 (精神病患界別服務網絡召集人) 
曾蘭斯女士 (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召集人) 

黃金鳳女士 (長期病患界別服務網絡召集人) 

鄭麗玲博士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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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倡議 

免費電視新聞節目提供手語翻譯 

 
通訊事務管理局（通訊局）轄下有關專責小

組於 17 年 9 月舉行特別會議，就明珠台播

放粵語新聞並附手語翻譯的事宜作諮詢，當

天，共有 18 位聽障界別及勞福局的代表出

席。通訊局隨後於 17 年 10 月公布明珠台

會於 18 年 7 月起於每天晚上播放一個不少

於 15 分鐘設有手語傳譯及繁體中文字幕的

粵語新聞節目。聯會與 14 間聽障人士服務

機構及 57 位手語翻譯員及聽障人士於當天

晚上發出聯署聲明，要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在落實安排時，應於每日下午 8 時至 9 時

30 分的固定時段播放手語新聞節目，而手

語傳譯視窗應佔螢幕不少於六分一的面

積，以及應把每天的手語新聞節目上載到互

聯網，方便聽障人士收看。 

 

為讓手語新聞節目能順利推行，上述專責小

組的聽障界別代表分別於 18 年 1 月及 3 月

舉行諮詢會，聽取聽障人士代表對手語新聞

具體安排的意見。聯會亦於 18 年 2 月安排

兩次探訪活動，參觀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

部，了解電視新聞製作流程和有關手語翻譯

員的出鏡安排及要求等，兩次參觀共 17 間

聽障人士服務機構及團體，超過 50 位機構

員工、手語翻譯員及聽障人士參與。 

 

無障礙銀行服務指引 

 
經聯會的安排，20 多名殘疾代表於 17 年 10

月與金融管理局及銀行公會舉行會面，表達

不同類別殘疾人士使用銀行服務遇到的困

難，包括櫃位、櫃員機及網上銀行服務。隨

後，銀行公會於 11 月期間，分別與肢體

殘疾服務網絡、視障人士服務網絡、聽

障人士服務網絡及智障人士服務網絡

代表召開會議，具體了解不同殘疾人士

使用銀行服務的需要，並指公會擬就無

障礙銀行服務草擬指引。 

 

聽障學生入讀主流學校的困難 

 

聽障人士服務網絡就聽障學生入讀主流

學校面對的困難及改善方案整合了意見

書，並於 17 年 11 月在教育局屬下的支持

融合教育工作小組會議上反映意見，而教

育局亦就有關建議提出回應，包括同意聽

障學生可申請豁免聆聽部份的考試、讓聽

障學生有平等的機會參與不同活動或比

賽（如制服隊伍的活動）及同意安排為聽

障學生提供協助，讓聽障學生接收準確的

信息。 

 

服務發展 

 
智障長者服務優化方案 

 

為回應智障人士老齡化問題，智障人士服務

網絡轄下智障老齡化工作小組提出，把嚴重

弱智人士宿舍暨展能中心轉型為智障長者

院舍的方案，並於 18 年年初與社署就方案

作交流，而社署亦對方案作正面回應。隨

後，網絡亦就新方案向賽馬會、家長組織及

《香港康復計劃方案》檢討小組作介紹，期

望未來可以先導計劃的形式推行方案，並在

先導計劃完成後納入恆常資助的常規服務。 

 
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金 

 
政府於 17 年施政報告宣布設立「殘疾人士

藝術發展基金」，有關基金會由社署負責管

理及審批。聯會邀請 10 間現時積極舉辦殘

疾人士藝術活動或訓練的機構共 13 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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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年 11 月與社署助理署長，就發展殘疾人

士藝術的事宜作交流商討。會後，聯會亦協

助社署收集與會機構以往舉辦殘疾人士藝

術活動或訓練的撥款來源及有關活動計劃

內容等，以便社署在落實成立「殘疾人士藝

術發展基金」時作參考。 

 
 
 
 
 
 
 

 
 
 
 
 
 

組織發展 

 

截至 2017 年 12 月底，聯會共有 163 個會員，

包括：       
          基本會員 92 

          普通會員 44 

          個人會員 27 

 

 
 

 
 

澳門聾人協會期望在澳門發展手語翻譯服務，舉辦專業手語翻譯課程，故協會一行 9 位

代表，包括中心主任及 8 位手語翻譯員，於 17 年 11 月來港與聯會代表進行會面，就香

港手語翻譯服務的專業發展、「專業手語翻譯認證」課程的籌備及舉辦過程作交流分享。 

 

 
 

聯會於 17 年 11 月 16 日舉辦 2018 年共融環境嘉許計劃簡介暨分享會，當日邀請了香港

建築師學會代表就建築師在無障礙環境的角色、規劃、設計及管理經驗等作分享，以及

邀請上屆得獎者油麗商場的代表作經驗分享。當天共有 26 位物業管理有限公司及機構

同工出席。計劃隨後於 18 年年初收到超過 20 幢建築物的報名參與計劃。 

 

如各會員對殘疾人士復康工作有任何意見及建議，歡迎透過電話、傳真及電郵與我們聯絡。 

復康聯會秘書長/社聯總主任(復康)：郭俊泉 

主任(復康)： 鄧家怡 黎狄慈  鄭普恩    項目主任: 李耀軒 劉映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