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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門服務上門服務
你有份嗎?你有份嗎?

家長作為照顧者，總有些時候需要上門服務以解決燃眉之急，而服務的支援資訊大家又知多少呢？上門

服務的對象又是包括哪些呢？今期通訊會為大家介紹及探討服務範圍及限制、如何評估∕評估資格、使用服

務家長要注意事項。如上門服務只提供服務予嚴重、中度肢體殘障、智障人士，輕度沒有。

上門服務包括了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ISS)（醫療用具資助）、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HCS) （無個案管理）、現提供服務機構包括：保良局、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鄰舍輔導會、耀能協

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東華三院。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HCS)透過提供一系列的綜合到戶服務，滿足居住在社區中的嚴重肢體殘障∕

嚴重智障人士的個人照顧、護理及康復訓練需要，減輕其家人∕照顧者的壓力，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ISS)為全面照顧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的需要和提供適切的支援，社會福

利署於2014年11月1日推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以下簡稱為「綜合支援服務」），並將兩

項支援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即「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

津貼」及「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納入政府恆

常津貼之內，以支援需要經常護理照顧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減輕他們在醫療器材及醫療消耗品等方面的負

擔，讓他們可以持續留在熟悉的社區中生活。

1. 本會於2021年10月22日（五）假石門鄉議局大樓演奏廳舉行了第36屆週年會員大會，會上見證2021-23

年執行委員會誕生。同時，邀請李劉茱麗女士主持講座就「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RPP)」進行講解。

2. 2020-2021年報電子版及詳細的財政報告已放上家長會網頁供大家閱覽。

3. 本會於2021年9月至12月舉辦了「關顧身心健康」2021第一擊和第二擊。第一擊【家長參加身心健康的獎

勵計劃】，目的為鼓勵家長培養天天運動習慣，關心身心健康。第二擊【健康講座及身體健康檢查】根據

家長不同需要，邀請資深伸展教練及高級職業治療師進行健康講座，並津助出席及完成課堂後，可獲$700

作健康檢查，目的讓家長關注自己及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健康。   

4. 本會於2021年10月2日在新界區舉行賣旗籌款活動經已順利完滿結束。是次賣

旗及金旗活動籌得約$591,990，總支出約$20,615.20。衷心感謝各界對本會的

支持，特別是義工們，因著你們在疫情中實踐齊心行善初心不變的精神，讓是

次新界區賣旗日得已順利完成。你們的一分力也是與家長會同心同行，支援弱

能人士家庭共建和平共融的願景。   

2021-2023年度執行委員會名單2021-2023年度執行委員會名單

編編者者的的話話

中中心心消消息息

灣仔東區區代表：陳國柱先生　大埔北區區代表：梁翠嫻女士
西九龍區區代表：朱曉盈女士　沙田區區代表：吳芳琴女士
屯門區區代表：李翠琴女士　　東九龍區區代表：黃麗花女士
中西南區區代表：郭復彰先生　元朗區區代表：楊小玲女士
荃葵區區代表：葉淑英女士　　青衣區區代表：麥燕兒女士
非家長執行委員：袁志海先生、

劉嘉華先生

主席：羅勤華女士
副主席：嚴鳳嬌女士、黃秀茜女士
財政：吳芳琴女士
秘書：李翠琴女士、包哲女士
總務：葉淑英女士、盧惠嫦女士
聯絡：朱曉盈女士
執行委員：黃惠雲女士、杜麗芳女士、
　　　　　何雁飛女士、劉美貞女士、
　　　　　周麗香女士、蘇少風女士、
　　　　　劉茱麗女士J.P.、石蓮娣女士 1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復康服務部
部門主管

莊麗琴姑娘

喜晴計劃—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個案分享

我是言仔的媽媽，言仔是一名20多歲患有自閉譜系及

中度智障的孩子。丈夫及親戚一直未能接受和理解兒子的狀

況，在沉重的照顧壓力下，令我經常以淚洗面，繼而患有抑

鬱及手腳麻痺，在照顧兒子上倍感吃力。

記得言仔剛由特殊學校畢業，未有展能中心或院舍服務

時，剛遇上有喜晴計劃的出現，護士和職業治療師提供藥物

指導、專注力及情緒行為管理的訓練；在這段時間，個案經

理每月替言仔尋找臨時暫託宿位，同時進行情緒輔導，令言

仔在暫託期間出現的情緒問題都漸漸改善；直至言仔獲派展

能中心，情緒才正式穩定下來。在「喜晴計劃」的承托下，

大大減輕了我在家與兒子「困獸鬥」的照顧壓力。

言仔現時仍使用喜晴計劃的接送服務往返展能中心，由

於本服務專業團隊已了解言仔

的脾性、性格及與他建立了互

信的關係，即使有情緒或行為

問題出現，團隊可給予支援和

建議去應對；令言仔逐漸提升

自我管理情緒行為的能力，也

令母子的關係得以改善。

備註﹕為尊重個案隱私權，

個案姓名皆以化名處理，其故

事內容已作更改。

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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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明讓家長（何令嘉代筆）

嚴重肢體傷殘綜合支援服務(ISS) 個案分享

2014年循道衛理社會服務處開展了「牽晴計劃」，明讓便
開始使用至今，服務對明讓及我和家人都幫助很大。

明讓屬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由於大小肌肉都非常弱，身體
容易僵硬，樣樣事情都要倚仗他人幫忙。他無法坐在一般的座椅
上，輪椅也是經過特別度身訂造。他雙手無法握起任何物品；雙
腳無法企立；口部有吞嚥困難，飲水要加入凝固粉；晚上睡覺需
要幫他轉身多次。照顧上的種種問題真的很多，困難也很多，慶
幸社會上仍有人關注到我們的需要，開展了一些適切的服務。

「牽晴計劃」每星期上門兩次為明讓做拉筋運動和步行訓
練。一般治療訓練都由治療助理員幫忙，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
師會按時跟進進度及設定訓練計劃；中心的社工、護士亦會跟進
明讓的健康問題，情緒問題及家庭需要，照顧服務可謂頗全面。

「牽晴計劃」除上門為明讓做治療訓練外，還有小組活動和
中心車輛接送服務。明讓每次覆診都可以申請中心車來回接送，
對我幫助很大；否則要使用復康巴士，就不容易了。明讓要覆診
的專科有多項﹕骨科、內科、耳鼻喉科、精神科、矯形外科、言
語治療……。

明讓身材高大，我年事已高，根本無法照顧他。他的肢體需
要恆常運動和訓練，否則會僵硬至連協助他穿衣服也有困難。他
從在學校畢業後，慶幸有「晉晴服務」，他可以每天返中心。雖
然扣除來回車程和午膳時間，在中心的實質服務時間只有上午1
小時和下午1小時，但對明讓和家人已幫助很大。放學後，再加
上每星期兩節「牽晴計劃」訓練，讓明讓身體可以保持在最佳狀
態，又有治療師、治療助理員和他交朋友，他非常開心。所以在
這兩年疫情爆發下，他的情緒尚算穩定，我真的心滿意足了。只
要社會上有好的社區支援服務，我都寧願辛苦點把他留在身邊。
天下父母都想自己親力親為地照顧自己子女。向前望的日子雖越
來越短，不過我會努力照顧好自己以能照顧好明讓，住宿服務暫
時也未是考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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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北分區
滕順家長

對於每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子女家庭，都有可能有家居暫顧

服務的需要，此服務的特點是由提供服務的機構，安排一位照顧

員到戶服務，子女在自己熟悉的環境，會比較容易接受到戶服務

的照顧員。家長可能認為有需要時送孩子去地區支援中心，不需

要到戶服務，但意料之外的事，總不會在自己的預算中。在此分

享自己曾經遇到的經歷。事情發生在數年前一個晚上十點左右，

我突然眼前一黑就暈倒在地上，兩分鐘後自己清醒後，意識到立

即要去醫院，就在想call救護車那一刻，想到兒子怎麼辦？晚上

雖有家人看顧，明天早上誰來看顧呢？於是致電社會福利署熱線

電話，但沒有人接聽，情急下找一位朋友，她幫我找到一個其他

「家長組織」的家長，她的兒子已入住宿舍可來幫我看顧兒子，

但她早上八點半要去游泳訓練班擔任教練，所以只能來我家幫忙

看顧兒子兩小時，我非常感激那位家長幫了我燃眉之急，那晚我

入住了醫院。第二天早上七點我致電家長會「速遞彩虹」服務的

同事，請他安排託護員八點來我家看顧我兒子。

當天早上醫生來巡房，我見到醫生的第一句話就是：「醫生

我要出院」，醫生非常驚訝的說：「你昨晚是暈倒入院的，現在

還沒找到原因，你要出院？」我告訴他，家裡有個肢體殘疾兼智

障的兒子需要照顧，現在醫院已為我做抽血及留尿液化驗，待有

報告時，如有問題通知我，無問題就不要找我了，這樣醫生就讓

我簽名出院。

以上分享目的是想大家要關心，除了日間成人服務、地區

支援服務外，家居暫顧服務及暫宿服務同樣重要，那怕現在有的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HCS)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

合支援服務」(ISS)，提供服務的時間是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如

非辦公時間需要服務也要事前預約。大家要關注的是；當我們有

突發事情發生，或照顧者健康出現問題時，現有的所有支援服務

都無法支援到我們。

家家長長心心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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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單親媽媽，獨力照顧智障自閉症兒子－他無語言

能力，對外界缺乏溝通！！！

在他16歲時已經開始為他申請宿位，一等十四年仍然是音訊

全無，一宿位難求，繼續等……等……等……

正所謂「花無百日香」，在去年十二月我突然病倒，急性腎

炎，病情嚴重必須留院！

第一時間擔心不能獨留兒子在家，有危險！！立刻找社工幫

忙安排緊急託管服務；

可是社工回覆令我掉入深淵－「咁急，好難搵到宿位，因

為多數都是預先訂好……」

「荒天下之大謬」，「緊急服務」不是給有緊急需要的人

而設，而是給有「預約的人」服務嗎！這時我已按不住憤怒和憂

慮，我質問社工：「是否我死左，你們才會派人去幫亞仔？」最

終我努力爭取不致兒子獨留家中，而我可以留院接受治療！！

而然與我同等遭遇家長應該不少，大家一定要齊心發聲，為

我們殘疾子女爭取合理而又迫切的「緊急服務」！

陳偉民家長（任仲賢家長代筆）

家家長長心心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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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分區核心核心家長家長心聲心聲分享分享

大埔北分區
蔡俊堯家長

疫情已經來到兩週年了，同時親子情亦被疏隔了兩年。由每

天一見而被迫三、四個月不見。其間只能每星期視像一次或每月

兩次半小時的探訪。

以往最感吃力的醫院覆診期，現在已變成引頸以待的甜蜜親

子時間，候診時間越長越覺心甜，原來真的可以做到境隨心轉。

疫情下，投入家長會工作的時間漸多，工作的範疇漸廣，與

此同時，倍覺自己的能力不足，對復康工作的認知與經驗也是十

分膚淺。期待在家長會與各位資深家長共事下盡己所能為孩子做

點事。

以下是證嚴法師的一席話，希望與各家長共勉之。

「一支蠟燭如果沒有心就不能燃燒，即使有心，也要點燃才

有意義。點燃了的蠟燭會有淚，但總比沒有燃燒的好。」

6



分區分區核心核心家長家長心聲心聲分享分享

大埔北分區 
葉慧敏家長

自女兒出生確診患有唐氏綜合症，接受了這份上天給我們

的第一份禮物後，就開始了不斷學習的使命；自幼年期去上訓練

班、幼兒中心到特殊學校，銜接離校後去職業訓練中心，到現在

社企餐廳工作，面對的挑戰總絡繹不絕，幸遇上有心的老師、導

師、姑娘和家長，相互分釋和討論，遇到的疑難和問題也可以慢

慢地解決。

解決問題的原因和理論，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實際的方法，

我覺得同路人的經驗和分享更來得貼地。自從加入了不同的資源

中心和家長會，讓我長智識，也長智慧，凡事不要比較和強求，

不要吝嗇小小的一個讚賞，按序漸行那怕沒有期限到終點，只要

有少少進步，我都會喜在心頭。

多年來感恩認識了不少的同路人，偶爾在不同活動的場合相

遇，閒談問個好倍感窩心。也正正這個緣，義工的身份能讓我認

識更多的同路人，希望同路人的網絡能不斷擴大，將關愛無限延

伸。你也來加入我們義工的行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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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分區核心核心家長家長心聲心聲分享分享

義工之路始於女兒入讀幼兒中心，之後特殊學校，日間展能

中心，總之，收到通告需要義工，時間許可的話，我都會參與，

希望多了解她在服務單位的學習情況，環境，人物，回家後有多

一些共同話題，增加溝通機會！

以投入程度計，就一定是家長會，由一張白紙，慢慢學習。

慶幸認識到一班家長，同路人互相扶持和關懷，讓我知道什麼是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付出很多，得到的雖然是無形的，不

能用一把尺去量度，但相信一定比付出的多很多！

冀望家長們多些出席參與義工，不要困在自己狹小的「世

界」中，行出第一步，會發現思想變得正面，幫人的同時，其實

亦幫到自己！

沙田分區
鄧凱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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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分區核心核心家長家長心聲心聲分享分享

沙田分區
林希慧家長

「義工」是義務工作者，不求任何回報，即是有辛但無薪的

工作。事實是否如此呢?

在女兒的幼兒中心、學校、家長會及其他機構當了多少年的

義工，已記不起了，但忘不了的是一起工作的家長、朋友及同路

人。各人都有獨特性格及才能，各有所長，有組織能力的、有親

和力的、有藝術音樂天份的、也有默默低調協助工作的。我從大

家身上學習不少，獲益良多，亦建立了深厚感情，人生無悔。雖

然有人已離去，有人已轉換了另外崗位，但都不忘懷以前共事的

點滴。

希望有更多會員參加義工行列，回饋社會，幫人之餘，自己

都有所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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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北大埔北

基礎編織班基礎編織班
同遊黃金海岸同遊黃金海岸

沙田沙田

分分區區剪剪影影

哥爾夫球同樂日
哥爾夫球同樂日

家長易筋棒伸展班家長易筋棒伸展班

親子活動親子活動－－慢遊中環慢遊中環10



東九龍東九龍

分分區區剪剪影影

全為愛兒童節音樂會全為愛兒童節音樂會

門球訓練班門球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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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區區剪剪影影

海洋公園一天遊海洋公園一天遊

荃葵青荃葵青

關懷行動迎新春關懷行動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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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區區剪剪影影

灣仔東灣仔東

屯門屯門

家長自助班家長自助班－－天然護膚DIY天然護膚DIY

秋高氣爽行下山秋高氣爽行下山

家長聚會樂無窮家長聚會樂無窮
例會例會

親子生日會親子生日會 13



分分區區剪剪影影

西九龍西九龍

「樂韻融情」音樂治療訓練班
「樂韻融情」音樂治療訓練班

保齡球訓練班保齡球訓練班

哈哈笑齊抗逆哈哈笑齊抗逆14



海洋公園同樂日海洋公園同樂日

分分區區剪剪影影
中西南中西南

元朗元朗

海洋公園同樂日海洋公園同樂日

家長興趣班家長興趣班－－皮革匙扣皮革匙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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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2021年10月2日這個特別日子，家長會新界區賣旗日，

在整個籌備過程中，多謝經理；同事；家長；會員；親戚朋友；

義工們。籌款活動才能圓滿達成。

大家透過不同渠道支持家長會，如網上捐款，賣金旗，街

外賣旗籌款等等，感謝有你們支持，成就今次賣旗籌款達到社署

要求。

衷心感謝大家！

2021年新界區賣旗日
2021年新界區賣旗日

2021年悅來坊義賣日2021年悅來坊義賣日

工作小組

籌款工作小組籌款工作小組 召集人：周朱曉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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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緩和，小組亦開始舉辦家庭活動。小組於2021年

下半年舉辦3場「週末開心睇好戲」、「2021年國際復康日－

海洋公園同樂月」及「西九一天文藝遊」，讓肢體殘疾會員家庭

一同外出享受天倫之樂，傷健共融。

此外，小組核心成員亦有出席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2021

及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無障礙設施實地視察，希望能以使

用者角度提出看法及意見。

西九一天文藝遊西九一天文藝遊

週末開心睇好戲週末開心睇好戲

工作小組

支援肢體傷殘人士及家庭工作小組支援肢體傷殘人士及家庭工作小組 召集人：滕張幗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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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屯馬線新車站（宋皇臺站）視察港鐵屯馬線新車站（宋皇臺站）視察

工作小組

疫情期間，本小組仍有定期出席復康巴士用戶諮詢小組會

議、港鐵聯絡會議及運輸署殘疾人士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工作小組

會議，接收各方最新無障礙資訊及以使用者身份提出改善意見。

這半年內最大爭議性的議題相信就是運輸署於年初開放路

旁殘疾人專用泊位予「司機接載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俗稱灰

證）」持有者使用。政策實行至今，殘疾團體對此項措施持不同

意見，大多數認為車位僧多粥少，加上有濫泊情況出現，恐怕措

施未能應對相關人士的需要。就此，本小組去信香港申訴專員公

署提出看法及意見。而申訴專員公署於9月宣布展開主動調查，

審研有關路旁殘疾人士專用泊車位的措施及使用情況。與此同

時，運輸處正積極研究電子泊車系統以改善泊位情況。

此外，本小組受香港復康聯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邀請於

2021年6月17日出席港鐵屯馬線新車站（宋皇臺站）視察，以使

用者身份就無障礙設施提出意見。

「弱能人士及照顧者交通需要」小組「弱能人士及照顧者交通需要」小組 召集人：張陳婉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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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樂聚 親子農耕樂無窮 2021年10月-2022年3月 彩虹樂聚 親子農耕樂無窮 2021年10月-2022年3月 

自閉症關注組自閉症關注組——秋季寫意一日遊秋季寫意一日遊

工作小組

彩虹樂聚工作小組彩虹樂聚工作小組

自閉症關注組自閉症關注組
召集人：何楊秀珍女士

召集人：林李翠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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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中心活動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展望‧飛躍‧新里程 之
「關顧身心健康」2021 家長參與身心健康的獎勵計劃第一擊

為鼓勵家長關注身心健康，培養天天運動好習慣，家長會將再次推行運動獎勵計劃。

參加者自行選擇並完成20次運動。記錄運動詳情於本會提供的「運動記錄冊」，包括︰

日期、時間、地點及運動類別。運動類別如散步、伸展運動、上落樓梯等。只需一次，進行

運動時拍照1-2張，以供本會抽查。完成20次後，將「記錄冊及1-2張照片」交由分區代表簽

署或蓋印核證。核證達標者可獲價值$100內的獎勵品一份。

活動目標： 
鼓勵家長關注身心健康，培養天天運動好習慣。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展望‧飛躍‧新里程之
「關顧身心健康」2021健康講座及身體檢查計劃第二擊

內容︰
1. 簡易家居伸展運動以有效放鬆繃緊的肌肉，改善肢體柔軟度。

2. 了解及避免因日常上班工作或處理家務時容易扭傷或長期勞損關節之情況。

3. 認識日常生活中應有正確姿勢以防止痛症日趨加劇。

4. 利用簡單按壓工具：網球，以放鬆肌筋膜長期緊縮之情況，改善長期慢性痛症，有效即時

消炎鎮痛。

5. 強化淋巴循環系統，有效消除體內毒素，改善水腫，促進新陳代謝，血液循環，對於養生

及延緩衰老功效有很大幫助。

活動目標：
1. 透過健康講座，提高弱兒及家長的保健意識。

2. 完成身體檢查，讓弱兒及家長了解自己身體狀況，關注身心健康。

活動提高了弱兒及家長的保健意識，於2021年10-11月份逢星期一或星期三上午舉辦

ZOOM健康講座，共3節，每節只需選擇一日。舉行3節ZOOM健康講座，每節2場，每場名額

75人。每節講座針對參加者不同身體部位，講解家居預防勞損痛症運動，講座由救世軍導師

擔任主講。 

參加者出席參與健康講座2堂或以上，將獲得上限$700身體檢查資助資格。每個家庭可

獲資助1個名額（弱兒、其父、其母或其主要親屬照顧者），身體檢查費用實報實銷，最多可

獲資助限額$700。如費用多於該限額需自行繳付。參加者自行選擇體檢中心，完成全身或單

一項目身體檢查，如：胸肺部X光、心電圖、肝功能、腎功能、尿酸、血糖、血脂、膽固醇、

小便檢查、弱兒入宿前檢查等。參加者完成身體檢查後需提交正本收據，資助費會以支票形

式發放。

活動內容：
健康講座1
家居預防勞損痛症運動（一）

日期︰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

或10月27日（星期三）

針對部位︰手腕、手踭、足底及膝部

健康講座2
家居預防勞損痛症運動（二）

日期︰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

或11月3日（星期三）

針對部位︰肩、頸及上背

健康講座3
家居預防勞損痛症運動（三）

日期︰2021年11月8日（星期一）或11月10日（星期三）

針對部位︰腰部、中背、下背及臀部（坐骨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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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喜晴計劃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喜晴計劃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HCS)簡介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HCS)簡介

本服務由2014年開展，透過一系列的到戶服務，滿足居於油尖旺、九龍

城、深水埗及將軍澳區內殘疾人士的個人照顧、護理及康復訓練需要，以支

援他們在社區生活，及減輕其家屬或照顧者的壓力。而2020年3月起，康復訓

練亦已增加言語治療服務及於2021年8月起增設會車接送服務。

服務對象︰
由2020年3月起，合資格接受服務的殘疾人士由嚴重殘疾擴展至中度殘疾

人士。即︰

1. 行動不便∕智障人士∕長期病患者（如糖尿病、心臟病、需「洗肚」的

腎病患者）；

2. 功能缺損需單人或以上協助，或∕及有護理需要︰傷口護理、患糖尿病

或心臟病需長期服用相關藥物或需注射胰島素、需使用凝固粉，導管餵

食、使用導尿管∕造口排泄、接受腹膜透析（洗肚）、失禁護理等；

3. 正就讀嚴重智障兒童學校及/或肢體傷殘兒童學校的學生；

4. 經「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評估工具」評定為合資格接受本服務的

殘疾人士；

5. 正在輪候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或嚴重殘疾人士護

理院等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殘疾人士。

服務內容及收費︰
主要服務*包括︰個人照顧服務、護理服務、康復訓練、陪診接送、家居

暫顧、照顧者支援、社會工作服務、會車服務、膳食支援。

（*經專業同工評估後，將會按服務使用者之實際服務需要而制定具體的

服務方案）

• 全套服務每月上限收費︰$1002（不包括會車及膳食服務）

• 個別收費︰（按社會福利署收費準則，詳情可參閱社署網頁或本服務網頁）

• 如有需要，可向本服務申請減免服務費

聯絡方法︰
電話︰2337 9966 傳真︰2337 9060 電郵︰khcs@yang.org.hk

地址︰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潤田樓地下C翼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早上八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以上資料，請同時參閱社會福利署及本服務單張的最新服務資料介紹。)

資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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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牽晴計劃於2014年成立，服務範圍包括九龍、

香港島及離島；服務對象為四肢癱瘓、依賴呼吸機為生或一些有極高護理需

要和高功能缺損人士。我們的服務使命是協助殘疾人士在社區生活上得到適

切支援和減輕照顧者壓力。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牽晴計劃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牽晴計劃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ISS)簡介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ISS)簡介

服務內容及收費︰
服務內容：服務內容：

• 個人照顧服務

• 護理服務

• 家居清潔服務及膳食支援服務

• 職業治療∕物理∕言語治療服務

• 康復訓練服務

• 會車接送服務

• 個案管理及輔導服務

• 照顧者支援服務

• 到戶暫託服務

• 社工輔導及支援服務

＊經專業同工評估後，將會按服務使用者之實際需要制定具體服務方案

• * 每節服務時段為45分鐘

• #膳食及會車服務收費，請向當值社工查詢

收費：收費：
每月$1002（每月收費上限）

個別服務收費︰

護理服務（由護士提供） 每節 $43*

護理服務（由保健員提供） 每節 $33*

職業∕物理∕言語治療師服務 每節 $52*

個人照顧、康復訓練、家居暫顧 每小時 $33（首小時後，每半小時$16.5）

會車服務 每程 $10

膳食支援 每餐 $16

資訊欄

22



現金津貼服務對象︰
(一) 需使用呼吸機（需獲醫生或專業治療師評定其需要使用）

(二) 租借社署認可之呼吸機或購買醫療消耗品以及通過經濟審查

(三) 沒有同時獲得任何政府∕慈善基金的資助以支付相同項目費用

(四) 正在社區居住及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額傷殘津貼（包括正入住

政府資助的院舍或醫院管理局轄下任何公立醫院及機構，或在特殊學

校寄宿而由高額傷殘津貼轉為一般傷殘津貼人士）

(五) 正在醫院居住但有明確的離院計劃並需要使用社署認可之呼吸機或購

買醫療消耗品

綜合支援服務對象︰
a. 需要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和經常接受護理，並在社區居住的嚴重肢體

傷殘人士；或

b. 在社區居住的四肢癱瘓病人；或

c. 經單位治療師評定與四肢癱瘓人士有同等康復∕照顧需要的嚴重肢體傷

殘人士；或

d. 經「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評估工具」評定為合資格接受服務的嚴

重肢體傷殘人士；或

e. 上文(a)，(b)，(c)及(d)段的服務使用者如正入住政府資助的院舍或醫院

管理局轄下任何公立醫院及機構，或在特殊學校寄宿，他們會在返家渡

假期間獲提供服務；或

f. 上文(a)，(b)，(c)及(d)段的服務使用者如正居於自負盈虧殘疾人士院

舍，他們不會獲安排接受個人護理、接送、接載及家居暫顧服務，因該

等院舍的經營者已經以常規服務的形式向服務使用者提供這些服務。

聯絡方法
地址：九龍深水埗麗安邨麗德樓地下6-10號

電話：3959 1700 傳真：3425 4994 電郵：iss@yang.org.hk

資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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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請以以正正楷楷填填妥妥表表格格，，並並將將銀銀行行存存款款收收據據正正本本或或支支票票，，交交回回 / 郵郵寄寄到到家家長長會會。。 

捐捐款款表表格格  
 

 本人/公司樂意以【每每月月捐捐款款】】港幣  $100 /  $200 /  其他 $_____________，以支持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本人/公司樂意作【單單次次捐捐款款】】，捐贈金額為港幣 $_____________，以支持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 銀行將於每月 1號轉帳有關之款項，如未能成功轉帳，銀行會在當月 15號再次轉帳 
** 如暫停捐款請於一個月前致電家長會刪去有關名單 

 
 

 

郵寄：「九龍鑽石山鳳德邨紫鳳樓地下 1-2A」   傳真：（信用卡捐款者適用）： 23524991。 
 

 

  

感感謝謝你你的的慷慷慨慨捐捐助助！！  

信信用用卡卡捐捐款款  
 

信用卡號碼： 
 
 
 Visa              Master  
 American Express   銀聯 
請請在在其其中中一一適適當當方方格格內內加加上上  號號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有效日期：  月  年  
 
 每月捐款  

 
本人授權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由本人之信用卡每

月轉帳。此授權在本人信用卡之有效期過後及發新

卡仍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一次性捐款 請於本人之信用卡賬戶內一次過扣除以上賬款 

   

信用卡持有人簽署  日期 
簽名必需與閣下之信用卡簽名完全相同，表格上如有任何塗改，請在旁加簽 

劃劃線線支支票票單單次次捐捐款款 
支票號碼： 
 
 
抬頭請寫「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銀銀行行直直接接存存款款 

恆恆生生銀銀行行戶戶口口：： 293-4-329240 
請直接存入上述戶口，並將銀行存款收據正正本本連同此表格寄回家

長會。 
 

捐捐款款收收據據 
一年內累積捐款達港幣 $100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
請免稅。每月捐款正式收據將於每年 4月寄奉，以便填寫
報稅表。 
 郵寄收據，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需收據 
 

捐捐款款者者資資料料 

本人明白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捐款及有關行政事宜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先生    女士 

公司名稱（如適用）：                                                                                                                         
 
                   

 

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個個人人資資料料搜搜集集 

你的個人資料將會絕對保密，家長會將以電郵方式向你發放家長會服務資訊，如不願接受請在下列位置加上「」
號。 

 本人不願意接受家長會服務資訊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日後要求註銷、查詢及更改個人資料。如欲註銷個人資料，可致電 23246099 
或電郵至 paphc@parentsassn.org.hk。如欲更改資料請以書面或電郵方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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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編輯委員會名單通訊編輯委員會名單

督印人：
任羅勤華女士

編輯小組成員名單：
陳國柱先生、潘郭慧玲女士、葉梁翠嫻女士、陳陳婉華女士、曾何雁飛

女士、郭復彰先生、陳尹小姐

協助籌備本期通訊分區：
沙田、大埔北分區

聯絡及查詢：
地址：九龍鑽石山鳳德邨紫鳳樓地下1-2號A

電話：2324 6099   傳真：2352 4991

電郵：paphc@parentsassn.org.hk
網頁：http://www.parentsassn.org.hk

機構會員

Agency Member

paph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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