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制訂建議」階段
研討會
提供予參與者的背景資料
照顧者及殘疾人士社區支援服務的提升
前言
為確保康復服務與時並進，政府已委託康復諮詢委員
會（康諮會）開展制定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方案》）的
工作。康 諮會成 立了一個 檢討工 作小組及 五個專 責小組跟 進有
關工作， 並委聘 了香港理 工大學 顧問團隊 （顧問 團隊）為 檢討
工作小組提供顧問服務，及展開公眾參與活動。
2.
康諮會在顧問團隊的協助下已於 2018 年 6 月完成第
一階段（「訂定範疇」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持份者就新
的《方案》涵蓋範疇的意見。
3.
因應在「訂定範疇」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到的意
見，顧問 團隊在 這一節的 研討會 將集中探 討照顧 者及殘疾 人士
社區支援服務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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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重視家庭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因此政府一
向鼓勵家 庭成員 互相扶持 ，亦非 常重視家 庭照顧 者為家人 所作
的貢獻。 隨著醫 療科技進 步，社 會經濟環 境日漸 改善，殘 疾人
士的平均 壽命愈 來愈長 。 考慮到 聯合國 《 殘疾人 權利公約 》內
“個 人 的 自 主 及 自 立”的 核 心 價 值 ，康 諮 會 指 示 顧問團 隊 優 先 研
究如何加強對殘疾人士的社區支援（包括對其照顧者的支援），
讓殘疾人士可選 擇在社區生活， 延後殘疾人士入 住院舍的需要 。
2.
為了減輕照顧者（特別是正邁向老年的一群）的負擔，
社會福利 署（社 署）致力 透過津 助非政府 機構為 殘疾人士 的照
顧者提供 支援。 此外，社 署亦為 殘疾人士 提供各 類資助社 區 照
顧及支援 服務， 目的是協 助殘疾 人士盡量 發展體 能、智能 及適
應社群生 活的能 力，促進 他們融 入社區； 同時亦 能提升照 顧者
的照顧能 力和減 輕他們的 負擔， 從而改善 殘疾人 士及其照 顧者
的生活質素（服務詳情載於附錄 1）。

照顧者支援
3.
為針對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政府致力透過提供資
訊和輔導 以提升 照顧者的 能力、 提供經濟 援助及 暫顧服務 三方
面，以期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1.
(i)

透過提供資訊和輔導以提升照顧者的能力

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4.
由社署津助的家長／親屬資源中心，旨在提供一個
集中的地 點，讓 有需要的 人士可 交流經驗 ，並在 中心職員 的協
助下互相 幫助認 識及接納 有殘疾 的家庭成 員的需 要，增强 他們
在家中照 顧殘疾 家庭成員 的能力 。有關服 務可協 助家長及 其他
家庭成員 ／親屬 ／照顧者 接納有 殘疾或成 長困難 的家屬， 並增
強家庭的 功能， 幫助家長 及親屬 ／照顧者 應付在 照顧有殘 疾或
成長困 難的家 屬 方面所遇 到的 困 難及壓力 。社 署 已於 2015 年
10 月增撥每年 320 萬元，在六間中心增加社工人手，以加強對
殘疾人士 ／精神 病康復者 的家長 及親屬／ 照顧者 的支援及 提供
更適切的服務。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平均每月的家庭會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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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超過 5 500 個。此外，社署於 2015 年 9 月設立家長／親屬資
源中心專 業支援 隊。透過 與家長 ／親屬資 源中心 聯繫，專 業支
援隊的社 工及專 業治療師 會為家 長舉辦切 合需要 的小組、 工作
坊及講座 ，並為 家長及照 顧者提 供電話諮 詢服務 ，給予家 長及
照顧者適時及適切的支援。
5.
社署會於 2019 年第 1 季起，逐步將家長／親屬資源
中心的數目由六間增加至 19 間，並於其中五間中心設立少數族
裔專屬單位，以加強支援殘疾人士的家長及親屬／照顧者。
(ii)

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

6.
自助組織是由一群以促進本身福祉和權益作為共同
目標的人士所組 成，通過同路人 的關懷、經驗分 享和資訊交流 ，
解決大家 所面對 的同類問 題。現 時，社署 透過「 殘疾人士 ／病
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資助計劃），資助 94 個殘疾人士／病人
自助組織 ，以支 援殘疾人 士／病 人自助組 織的運 作及發展 ，和
鼓勵殘疾 人士／ 長期病患 者及其 家人發揮 自助及 互助的精 神。
政府已於 2018-19 年度起，向資助計劃增加撥款約 600 萬元，
將資助計劃的撥款總額增加至約 2,100 萬元，為自助組織提供
額外的經 濟支援 。最近五 期資助 計劃中自 助組織 的申請及 資助
詳情見附錄 2。
2.

為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

7.
現時，社署透過關愛基金分別於 2011 年及 2016 年
推出「為 嚴重殘 疾人士提 供特別 護理津貼 」及「 為獲聘於 有薪
工作的高額傷殘津貼領取者提供津貼以聘請照顧者試驗計劃」。
針對照顧者而言，政府於 2016 年 10 月透過關愛基金推出為期
兩年的「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旨在向有 需要的 殘疾人士 的照顧 者提供經 濟援助 ，補助他 們的
生活開支，讓有 長期照顧需要的 殘疾人士能在照 顧者的協助下 ，
繼續居於社區，並獲得妥善照顧（各項目詳情見附錄 3）。
3.
(i)
8.

暫顧服務

住宿暫顧服務
社署透過部份殘疾人士院舍，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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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短期 住宿照 顧服務， 讓他們 的照顧者 可暫時 卸下照顧 的責
任，處理個人事務，減壓調息。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共有 99
間中心提供共 297 個名額。營辦住宿暫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名
單已上載 至社署 網頁，並 定時更 新。為便 利公眾 人士或轉 介社
工查詢殘 疾人士 住宿暫顧 服務的 空置宿位 情況及 優化更新 空置
宿位的時間和準 確性，社署已委 托承辦商設計相 關的查詢系統 ，
並預計於 2019 年第四季推出。
(ii)

日間暫顧服務

9.
社署為殘疾人士提供暫時性的日間照顧，以讓他們
的家人或 照顧者 得以於日 間時段 處理個人 事務或 突發事情 ，亦
可讓背負 沉重壓 力的家人 或照顧 者暫時卸 下照顧 的責任， 減壓
調息。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共有 40 間中心提供共 158 個名額。
另外，社 署的嚴 重殘疾人 士家居 照顧服務 及嚴重 肢體傷殘 人士
綜合支援 服務的 服務內部 亦包括 家居暫顧 服務； 同時亦 涵 蓋情
緒支援、 個人照 顧和護理 服務、 社交、生 活及工 作技 能訓 練、
復康運動訓練、日間照顧、照顧者支援、接送服務等。
10.
同時，社署為學前殘疾幼兒設立暫託服務，以提供
一個安全 的地方 去暫時照 顧這些 兒童，以 便他們 的家人及 照顧
者可以處理個人或緊急事務。現時，共有 37 間中心提供 96 個
殘疾幼兒 暫託服 務名額。 營辦日 間暫顧服 務的非 政府機構 名單
已上載至社署網頁，並定時更新。

殘疾人士社區支援服務
11.
社署現時為殘疾人士提供的資助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包
括以下五大類別：
一、 中心為本服務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附設嚴重殘疾人士日間
照顧服務 1）
 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日間社區康復中心（附設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
服務 1 ）
1

除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及日間社區康復中心外，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亦設於九間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現時約提供 200 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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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人士支援中心
視障人士康復及訓練中心
聽覺受損人士綜合服務中心
四肢癱瘓病人過渡期護理支援中心

二、 家居為本服務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三、 暫顧服務
四、 現金津貼
 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
 為低收入家庭的永久造口人士提供購買醫療消耗
品特別津貼
五、 社區網絡
 社區復康網絡
 健樂會

社區支援服務的提升
12.
考慮到不少殘疾人士於制定新的《方案》諮詢期間表示
希望繼續 在家生 活以期盡 量延後 入住殘疾 人士院 舍的意願 ，行
政長官在《2018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在新的《方案》完成
前，加強 對殘疾 人士及其 家庭提 供社區支 援服務 ，讓殘疾 人士
可選擇繼續在社區與家人一同生活，並同時減輕其家人的壓
力，以此 回應部 分由康諮 會在「 訂定範疇 」階段 提出的初 步建
議。政府就殘疾人士及其家庭的社區支援服務的新措施包括：
(a)

增設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的數目，由現時 16 間增
加五間至 21 間，及加強康復訓練服務，以提升中心
的服務容量及質量；

(b)

把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由三間增設至五間，分佈於
香港、九龍及新界，並會增加原有中心的人手，以
加強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照顧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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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透過新增及調撥現有資源，為額外約 1 800 名居於社
區的殘疾人士提供到戶家居照顧服務，並提升到戶
家居照顧服務的交通支援。

討論問題
(a)

照顧者支援

1.

政府於近年透過關愛基金推出了不同的援助項目，以為殘
疾人士在護理及照顧方面提供資助（各項目詳情見附錄 3），
但各項目的目的及申請資格各有不同。政府是否應該整合
各項目，讓殘疾人士靈活運用有關資助？

2.

現時，政府的主要資源集中於直接向殘疾人士提供的康復
服務。探討政府應否增加資源為照顧者提供針對性的支援
服務（例如把部分的住宿照顧名額轉為指定暫顧宿位）？

3.

家長／親屬資源等以中心為本的服務，應按區域還是按殘
疾人士類別劃分，以為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合適的支援？

4.

如何接觸高危的殘疾人士及高危的殘疾人士照顧者，包括
有精神困擾和難以接受殘疾人士情況的照顧者？

5.

除了上述措施外，還有什麼照顧者友善聘用措施？

(b) 殘疾人士社區支援
6.

什麼類型的社區支援服務可讓殘疾人士選擇繼續在社區生
活？哪一樣支援服務最重要？

7.

高度、中度和低度照顧需要的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各自需
要甚麼類型的社區支援服務？現時的社區支援服務需要怎
樣的提升以滿足不同殘疾人士的照顧需要？

8.

是否需要整合現時不同社區支援服務中心或設立新的中心
類型？

9.

非政府機構在提供日間及住宿暫顧服務面對甚麼挑戰？有
甚麼措施可有效地增加這些暫顧服務名額？

10. 社區支援服務應如何提升，以照顧一些有過渡性護理需要
的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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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用／樂齡科技產品如何協助殘疾人士在社區居住（例如
透過設立租借服務，減低殘疾人士／照顧者的使用科技產
品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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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現時照顧者及殘疾人士社區支援服務便覽
服務名稱

服務簡介及服務名額

一、 中心為本服務
殘疾人士地區 
支援中心




家長／親屬資 
源中心







採取以地區為本的策略，為居住在社區中的殘疾人
士、其家人和照顧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和支援。中心透
過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強化居住在社區中的殘疾
人士的家居及社區生活技能，協助他們融入社區。中
心並為殘疾人士的家人／照顧者提供訓練及支援，提
昇他們照顧殘疾人士的能力，紓緩他們的壓力。
現時有 16 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合共會員人數為 6 094 人。
行政長官在《2018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增設殘
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的數目，增加五間至 21 間，及加
強康復訓練服務，以提升中心的服務容量及質量。
提供一個集中的地點，讓有類似問題的殘疾人士／精
神病康復者的家長及親屬／照顧者可交流經驗，並在
中心職員的協助下互相幫助。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共有六間資助家長／親屬資源
中心，平均每月的家庭會員數目超過 5 500 個。
政府會逐步將中心數目增加至 19 間，以加強支援殘疾
人士的家長及親屬／照顧者。政府已於 2019 年 3 月增
加 6 間中心至總數共 12 間，另外 7 間中心將於 201920 年度內增設。
行政長官在《2018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於部份
殘疾人士家長／親屬資源中心設立少數族裔專屬單
位，加強為少數族裔家庭提供的社區支援。
社署另外設有一隊家長／親屬資源中心專業支援隊，
透過與家長／親屬資源中心聯繫，為懷疑或評估為有
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的家長／監護人／親屬提供適時
及適切的支援。

-8-

服務名稱

服務簡介及服務名額

殘疾人士社交 
及康樂中心


讓殘疾人士有機會參加及組織不同種類的活動，以滿
足他們的社交、康樂及發展需要。
現時有 16 間中心，2018-19 年度(截至 2018 年 12 月
底)，合共會員人數為 23 888 人。



為剛離院病患者提供專業及社會心理康復訓練服務，
以協助他們融入社區生活。中心亦會為剛離院病患者
提供日間暫顧服務，並為其家人／照顧者提供訓練活
動及教育課程，強化他們的照顧能力及紓緩壓力，改
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全港共有四間日間社區康復中心。於 2018-19 年度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每日每間中心的平均到訪人
次為 114。

日間社區康復
中心



自閉人士
支援中心







為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照顧者，及為自閉症人士提
供服務的康復單位及相關的前線員工提供支援。服務
內容包括為高能力自閉症青年提升生活、社交、就業
等技能，以應付步入成年階段的種種挑戰；為自閉症
人士的家長／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及為服務自閉症
人士的資助康復服務單位和前線員工提供諮詢服務和
專業培訓。
政府已在 2018-19 年度第三及第四季成立共三間中
心，預計每年可服務約 240 個高能力自閉症青年及其
家長／照顧者的個案。
行政長官在《2018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把自閉
症人士支援中心由三間增設至五間，分佈於香港、九
龍及新界，並會增加原有中心的人手，以加強支援自
閉症人士及其家長／照顧者。

視障人士康復 
及訓練中心


為視覺受損人士提供康復訓練服務，以培養他們的獨
立生活技巧，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群。
現時有兩間中心，2018-19 年度(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接受康復訓練和定向及行動訓練服務新會員人數為 78
人。

聽覺受損人士 
綜合服務中心

為聽覺受損人士提供社會康復服務，服務範圍包括個
案工作及輔導服務、手語翻譯服務及訓練、聽覺矯
正、技術及言語治療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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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稱

四肢癱瘓病人
過渡期護理支
援中心

服務簡介及服務名額


現時有兩間中心，2018-19 年度(截至 2018 年 9 月底)的
服務個案數目為 639 宗。



為離開醫院的四肢癱瘓病人提供有時限及有特定目標
的社區康復計劃，使他們在醫院以外的環境改善身體
機能、認知、溝通、行為、心理及社交能力，以協助
他們重返社區生活。中心又為病人的家人或照顧者提
供訓練及支援服務，加強他們的照顧能力。
現時有一間中心設於沙田馬鞍山，提供 22 個過渡性住
宿及暫顧住宿服務名額以及 20 個日間訓練名額。
於 2018-19 年度（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接受護理支
援中心服務的總個案數目為 175。中心自 2008 年 3 月
至今的總累積服務個案為 1 210 宗。




二、 家居為本服務
嚴重肢體傷殘 
人士綜合支援 
服務



嚴重殘疾人士 
家居照顧服務




於 2014 年 11 月推出，現時有兩間機構提供服務。
服務包括現金津貼及綜合到户支援服務兩部份。現金
津貼是支援需要經常護理照顧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減輕他們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及／或購買醫療消耗
品的負擔。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及購買醫療消耗品
的津貼上限各為每月 2,500 元。綜合到户支援服務為嚴
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一站式的綜合服務，包括護理服
務、康復訓練、個人照顧服務、社會工作服務、家居
暫顧服務等。同時亦為家人／照顧者提供支援，減輕
他們的壓力。
2018-19 年度（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接受服務的總個
案數目為 1 108，當中有 285 個案獲發現金津貼租用輔
助呼吸醫療儀器及／或購買醫療消耗品。
服務於 2014 年 3 月常規化，現時有六間機構提供服
務。
服務為居於社區（無論是否在輪候院舍服務）的嚴重
殘疾人士提供一系列的綜合到戶服務，以協助他們留
在社區生活，亦可紓緩其家人和照顧者的壓力。服務
計劃的內容包括個人照顧服務、接送服務、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康復訓練服務、照顧者支援服務。
現時六支服務隊伍每年的服務名額約為 3 250。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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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稱

服務簡介及服務名額
2018-19 年度（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接受服務的總
累計個案數目超過 4 400。

三、 暫顧服務
嚴重殘疾人士 
日間照顧服務




暫顧服務



16 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四間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和九間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日間
照顧服務，包括護理照顧、康復服務，社交及個人照
顧服務，藉以加強家人或照顧者照顧嚴重殘疾人士的
能力，增加嚴重殘疾人士繼續在社區生活的機會。
現時約提供 200 個名額。
住宿暫顧服務設於社署資助的殘疾人士院舍，為殘疾
人士提供短期住宿照顧，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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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人或照顧者暫時卸下照顧的責任，減壓調息。此
項服務亦開放予 6 至 14 歲的殘疾兒童。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住宿暫顧服務名額共有 297 個。
日間暫顧服務設於社署資助的康復服務單位，為殘疾
人士提供短期日間照顧服務。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日間暫顧服務名額共有 158 個。

四、 現金津貼
為嚴重殘疾 
人士提供特
別護理津貼


為
庭
口
購
耗
貼

低
的
人
買
品

收入
永久
士提
醫療
特別

家 
造
供 
消
津

為居於社區、沒有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嚴重殘疾
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以協助他們購買護理用品及
服務，或作其他與護理照顧有關的用途。
合資格人士會按其家庭入息審查結果，每月獲發全額
津 貼 2,000 元 、 四 分 之 三 津 貼 1,500 元 或 半 額
1,000 元。
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永久造口人士提供特別津貼，資
助他們購買醫療消耗品，以減輕經濟負擔。
合資格人士會按其家庭資產及入息審查結果，每月獲
發全額津貼 1,000 元、3/4 額津貼 750 元或半額津貼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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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稱

服務簡介及服務名額

五、 社區網絡
社區復康網絡





健樂會





為長期病患者提供教育，訓練及支援性的服務，同時
協助他們建立互助網絡，使他們能如常地在社區生
活。
現時香港復康會營辦的社區復康網絡共有 6 個服務單
位，於 2018-19 年度(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合共舉辦
261 個社區復康活動。

透過舉辦多種文娛康樂活動，讓義工、家長及弱智人
士，一起策劃和參與，藉此提高智障人士的社交技能
及獨立能力，從而融入社會。
現時健樂會共有三間分處。於 2018-19 年度（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合共舉辦 102 個活動。

六、 其他
醫務社會服
務



醫務社工駐於公立醫院及部分專科門診診所，為病
人和其家屬提供及時的心理社會輔導及援助，協助
他們處理及解決因患病、創傷或殘疾而引起的情緒
及生活上的問題。醫務社工是臨床小組的成員之
一，擔當著聯繫醫療和社會服務的重要角色，協助
病人達至康復和融入社會。此外，當醫療專職人員
協助病人訂定合適的離院計劃時，醫務社工亦會提
供專業意見，及轉介有需要的病人及其家人申請康
復服務及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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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
推行日期

自助組
織申請
數目
（個）

獲資助
團體數
目
（個）

獲資助的
最少金額
（$）

獲資助的最
多金額
（$）

獲資助金
額的中位
數（$）

獲資助的平
均金額
（$）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

58

56

77,500 2

330,000

330,000

305,068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3

72

68

65,000 4

375,000 5 375,000 6 357,375 7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82

79

70,000 8

450,000

390,000

372,591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83

83

200,000

450,000

330,000

357,110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10

95

500,000

400,000

409,330

9

94

150,000

顯示金額相等於獲資助團體實際所申請的資助金額。
社署於 2014-16 年度就「資助計劃」進行檢討，故將 2012 - 2014 年度「資助計劃」延長 6 個
月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4
2012 - 2014 年度「資助計劃」為期共 30 個月，因此金額不能與其他期數直接比較。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顯示金額相等於獲資助團體實際所申請的資助金額。
9
同上
10
每間成功獲資助團體均可另外獲發放一次過特別撥款(2018-2020)$20,000 購置辦公室設備。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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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主要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項目
為嚴重殘疾人士提 
供特別護理津貼



簡介
為居於社區、沒有申領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的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
貼，以協助他們購買護理用品及服
務，或作其他與護理照顧有關的用
途。
合資格人士會按其家庭入息審查結
果 ， 每 月 獲 發 全 額 津 貼 2,000 元 、 四
分之三津貼 1,500 元或半額 1,000 元。

為獲聘於有薪工作 
的高額傷殘津貼領
取者提供津貼以聘
請照顧者試驗計劃 

為領取高額傷殘津貼並獲聘於有薪工
作的殘疾人士提供津貼，讓他們聘請
照顧者，以鼓勵他們持續就業。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每 月 可 獲 發 5,000 元 津
貼。

為低收入的殘疾人 
士照顧者提供生活
津貼試驗計劃

在向有需要的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提供
經濟援助，補助他們的生活開支，讓
有長期照顧需要的殘疾人士能在照顧
者的協助下，繼續居於社區，並獲得
妥善照顧



截至 2019 年 1 月底，獲審批符合資格
11
而曾領取津貼的殘疾人士照顧者個案
有 1 929 宗。



社署核准了 24 間營辦殘疾人士地區支
援中心、家長／親屬資源中心或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非政府機構（合
共 46 間服務中心）成為「為低收入的
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
劃」的認可服務機構。這些遍布全港

「為 低 收入 的 殘疾 人 士 照顧 者 提供 生 活津 貼 試驗 計劃 」 ( 試驗 計 劃) 的申 請 資格 見 附 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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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簡介
各區的服務提供單位會為合資格的護
殘疾人士照顧者及受照顧的殘疾人士
提供所需的支援和跟進，包括介紹／
安排培訓、進行家訪以跟進照顧情
況、在有需要時為殘疾人士照顧者提
供情緒輔導等。在殘疾人士照顧者領
取津貼期間，受照顧的殘疾人士仍可
以繼續輪候長期護理／住宿服務或使
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扶貧委員會於 2018 年 6 月通過推行試
驗 計 劃 第 二 期 ， 由 2018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9 月，為期兩年。在試驗計劃
第二期下，發放予每名合資格殘疾人
士 照 顧 者 的 津 貼 由 原 先 的 每 月
2,000 元增加至 2,400 元；如殘疾人士
照顧者同時照顧超過一名殘疾人士，
其 獲 發 的 津 貼 則 由 原 先 的 每 月
4,000 元增加至 4,800 元。兩期試驗計
劃的受惠名額總數為 2 5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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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申請資格
申領試驗計劃的照顧者，須符合下列條件：
(i)

受照顧的殘疾人士，須居於香港及於指定日期前已輪候社署
指定的康復服務12或教育局的特殊學校寄宿服務或醫院管理
局的療養服務；

(ii) 在申請及領取津貼期間，受照顧的殘疾人士須居於社區、沒
有使用任何院舍照顧／特殊學校寄宿／療養服務13 及非長時
間在醫院接受住院治療14；
(iii) 照顧者須有能力承擔照顧的責任 15，並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
每月提供不少於 80 小時的照顧16時數（如照顧超過一名殘疾
人士，則須每月提供合共不少於 120 小時的照顧時數）；
(iv) 照顧者須為本港居民及居於香港，並與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沒
有任何形式的僱傭關係；
(v) 照顧者須沒有領取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或以照顧同一名殘疾
人士申領「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的
12

13

14

15

16

指定的康復服務是指經由社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登記輪候的資助住宿照顧服務及日間
康復訓練服務，包括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嚴重弱智人士宿舍、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嚴
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盲人護理安老院、長期護理院、住宿特殊幼兒中心、展能中心、庇護
工場及特殊幼兒中心，以及經由營辦機構輪候的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
顧服務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
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在輪候指定的資助住宿照顧服務期間，如正接受社區照顧服務及／或日
間康復訓練服務，亦符合試驗計劃的受惠條件。
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如在醫院接受住院治療超過三個月，屬長時間在醫院接受住院治療，並
不符合試驗計劃第二期的受惠條件。如在試驗計劃第二期完結前（即 2020 年 9 月或之前）
，
這些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包括已獲邀請但從未申領或已獲批核但因住院治療而被暫停發放
津貼的人士）離院重返社區，並於離院後沒有使用任何院舍照顧／特殊學校寄宿／療養服
務，有關的照顧者可聯絡社署，以提出申請／重新申請。受惠於試驗計劃第二期的照顧者，
獲發津貼期最長可至 2020 年 9 月底。
年齡未滿 15 歲的人士，或已被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有中度或嚴重缺
損的人士，或正在輪候社署任何一項指定的康復服務或教育局的特殊學校寄宿服務或醫院
管理局的療養服務的人士，或傷殘津貼受惠人，將不會被視為合適及有能力的照顧者，並
不符合資格申領試驗計劃第二期津貼。
由照顧者提供予殘疾人士的照顧指日常生活的獨立活動，例如膳食、家務、藥物管理、購
買日常生活必需品及接送服務等，及／或殘疾人士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個人照顧及協助，例
如協助殘疾人士走動、穿衣、如廁及個人衞生等。對於部分照顧患有行為或情緒問題的殘
疾人士的照顧者可能需要先平伏有關的殘疾人士後才能提供上述日常生活照顧，所涉及平
伏有關殘疾人士的行為及情緒的時間可計算在內。另外，照顧者出席培訓的時數亦可計算
為照顧時數。
- 16 -

生活津貼；以及
(vi) 照顧者的每月家庭入息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的 75%，資產並不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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