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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我們有智障孩子的家庭，早已習慣了等候。輪候嚴重不足的成人服務，例如宿舍、日間中心、或工場等，往
往經年累月地等。但最近社署推出了新的地區支援中心，不用排隊，並且已經投入服務，新中心能否對應
我們的需要呢？詳情請看下文。此外，今年度雖有一些新增服務名額，但輪候期仍很漫長。為此協會與其
他自助組織聯結，發起簽名運動，共同爭取服務，務請家長聯署支持 (詳情，請見附頁)。交通方面，領匯
為殘疾家屬泊車增設了些優惠，另港鐵在大家爭取多年後終於讓步，願意踏出第一步，但其他公共交通工
具仍未有意跟隨港鐵，家長尚需努力。

18 歲必須離校
以往子女年滿 18 歲仍可申請留校及多獲批准。最近教育局對智障學童採取了一項新措施：年滿 18 歲必須
離校。今年至少有 300 智障學童受影響。但這項年齡上限措施卻不會應用於主流學校，更奇怪的，就是教
育則例清楚訂明 20歲為特殊學校離校上限年齡，何以在 334 下不增反減，變成 18歲的死線呢？更甚，這
些行政措施可能觸犯了歧視殘疾人士條例。一群家長、校長及學者組成了聯盟，於5月26日召開了家長大會，
有近 400 名家長出席。當天會議情況，可於“youtube”上搜尋“ 新學制、假高中、真歧視  ”
立法會已於 6月8日開會討論，在 6月22日亦繼續跟進議題，那天早上將有家長在立法會門外請願。這
場爭議仍在進行，直接影響我們子女的教育權益，希望各位家長出席參與行動，否則訂下了先例，爭取到
的新高中就是白費了 。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政府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展新服務計劃，開設 16間以地區為本的殘疾人士社區支援中心；為未能
輪候到成人日間或住宿服務的殘疾人士及其家人 /照顧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務。服務內容仍是為殘疾人士
提供個別或小組訓練 /活動，及專職醫療服務為主；但將新增為有殘疾人士的家人 /照顧者提供訓練活動、
教育課程或工作坊等。
這些地區支援中心按照現時社署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地區劃分，將擁有個別獨立五千平方呎的處所。當
處所落成後，中心可提供 5 個日間護理名額，及有交通安排接送。可是，直至現時為止，16間地區支援中心
仍未有落實地方，需暫租用營辦機構地方提供服務。服務使用者須於自己居住地區來申請所需服務，但
若服務名額已滿，社署可批准申請跨區服務。

16 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暫時的聯絡資料 :
服務地區 主辦機構 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

東區及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6樓 2835 4360

中西南及離島 東華三院 香港香港仔惠福道4號賽馬會復康中心 D座302室 2870 9310

觀塘東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九龍觀塘翠屏道3號5樓 2191 3033

觀塘西 匡智會 九龍觀塘翠屏邨翠楠樓高座十號地下 2344 9724

黃大仙 鄰舍輔導會 九龍黃大仙下邨龍滿樓地下 2320 7834

西貢及將軍澳 基督教靈實協會 九龍將軍澳翠林邨輝林樓地下G01室 2702 6612

九龍城及油尖旺
香港路德會
社會服務處

九龍何文田忠孝街89號 5樓 2871 2200

深水埗
循道衛理楊震
社會務處

臨時辦公室地址：
九龍窩打老道54號 5樓

2251 0855
2251 0860

沙田 保良局 新界大圍顯徑邨顯富樓地下 3749 9311

大埔 仁濟醫院 新界大埔太和邨太和鄰里社區中心四樓 2657 3337

北區 匡智會 新界粉嶺靈山路23號 A座102室 3406 3456

荃灣及青衣 香港明愛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湖樓地下111-120室 3106 0288

葵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新界葵涌葵盛圍364號馮鎰社會服務大樓 1樓 2418 9090

屯門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新界屯門湖景邨湖暉樓地下 2468 0386

天水圍 扶康會 新界屯門良景邨良萃樓地下 2745 0543

元朗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新界元朗朗屏邨賀屏樓二樓204-214室 2442 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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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服務最新消息 (2009 年 6 月社會福利署資料提供 )

新增各類成人服務名額
(展能中心的名額主要是為入住嚴重弱智人士宿舍的殘疾人士提供，故新的日間訓練中心名額是寥寥可數)：

中心名稱
嚴重弱智
人士宿舍

嚴重殘疾人士
護理院舍

嚴重肢體傷殘
人士宿舍

展能中心

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 72 42 52 72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鯉魚門綜合康復服務中心

15

仁濟醫院梨木樹彩悠軒  50  

保良局薄扶林展能中心暨宿舍 46   48

港島南區的輔助宿舍

匡智會梨木樹展能中心暨宿舍 25

葵涌綜合康復服務中心(預計2010年投入服務) 50 50 25 50

何文田綜合康復服務中心(預計2010年投入服務) 80  20 80

小計 273 142 112 250

輪候人數 1892 377 414 235 *

 * 數字是指隨時可接受日間服務，並不包括在獲編住宿名額才需要服務的輪候人數 678 人 
 

各地區最快獲編配服務者的申請日期 

香港 東九龍 西九龍
荃灣／葵
涌及青衣

沙田／大
埔／北區

元朗／
屯門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6.1998 9.1998 3.1997 4.1998 10.1998 10.1998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11.2004 1.2004 -- 3.2004 4.2005 10.2005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11.1998 11.1998 -- -- 11.1998 2.2001

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

自中國代表於 2007年 3月30日簽署「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後，公約己於 2008 年 8月31日在香港特區
政府正式生效，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推行計劃時，需要充分考慮公約的規定。
公約賦予殘疾人士權利在政治、社會、教育、經濟就業、交通運輸、醫療康復、康樂文化、居住生活等各方面，
所應得到的保障。

 

暢通無阻的通道設計手冊

新通道設計手冊終於在立法會通過，在 2008 年 10月30日後新建的屋宇須依照新的強制規定，包括：
• 在非住用建築物內備有廁所設施的樓層，必須為殘疾人士提供最少一個暢通易達的無分性別使用廁

所。
• 在辦公樓宇、商場、醫院、酒店、體育館，以及文娛康樂和文化藝術場地等公眾使用的樓宇，公眾通常使

用的其中一個主要出入口將強制規定設置自動門。
• 殘疾人士使用的升降機必須為客運升降機，不再是客貨二用的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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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接載殘疾人士證明書

私家車輛登記人可為其行動不便的親屬申請此証，在政府特定的停車場、文娛康樂場館、領匯停車場及一
些商場可停泊殘疾人士泊車位，以供行動不便人士上落。所接載的親属可包括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或
領養子女，及須醫生證明其行動不便的情況。
使用此證明書時，殘疾親属必須一同乘坐申請表上列的登記車輛。證明書持有人並不享有殘疾司機優惠如
免隧道行車費等，亦不可停泊路邊的殘疾人士專用泊車位。

殘疾人士泊車優惠

凡持有「司機接載殘疾人士證明書」，可以半價月租優惠申請領匯旗下的停車場泊車。至於時租方面，只須
入閘時先按對講機與職員溝通，說明持有司機接載殘疾人士證，便可停泊在殘疾人士車位及同樣享有半
價時租優惠。此項措施只限領匯商場，其他地方須繳全費。

港鐵半價優惠

爭取多年的傷殘人士交通半價優惠，終有成果。港鐵宣布將於年底，擬推出半價優惠，凡12歲至64歲人士，
在社署登記 100% 傷殘綜援人士及傷殘津貼受助人，均合資格申請。協會期望優惠措施能增加傷殘人士外
出機會，擴闊社區生活體驗，促進傷健共融。

會務報告

鑑於協會成立初期由一群熱心家長組成，發展至今已有18 年多，會員人數曾累積至千多人。由於協會須向
社署申請撥款，處理財務及其他會務亦須歸依較為正統的社團組織的條款和規限，故將以有限公司名義
申請註冊，確保協會運作暢順；而去年的家長會員大會亦已通過協會將轉為有限公司組織的決定。4月初，
幹事會成員已聯絡律師和會計師商討事宜，隨即也展開相關工作，現時我們需要處理新舊公司交替的事項，
期望是屆家長會員大會將正式順利完成手續。

會員活動預告，請密切留意



更新會員資料

為了更有效發出資訊和聯絡會員，煩請會員填下列資料，以便協會更新。會員可以郵遞、傳真或電話
方法通知協會。如會員的弱兒仍就讀於特殊學校，可給社工代為轉送至協會。謝謝！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住宅 )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手提 )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弱兒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弱兒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 /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人服務中心 ( 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類別 (如適用 )：□展能訓練中心     □院舍     □護理院     □ 療養院    
                    □私院     □在家 

請各會員填妥後剪下此頁，寄回「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沙田中央郵箱 951 號」
或傳真：2645 9292   
或致電：2651 2917

多謝合作 !!

寄「沙田中央郵箱951號」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