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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_______

復康用具名稱 :
牌子及型號

:

供應公司名稱 :
購買日期

:

備註

:

復康用具名稱 :
牌子及型號

:

供應公司名稱 :
購買日期

:

備註

:

復康用具名稱 :
牌子及型號

:

供應公司名稱 :
購買日期

:

備註

:
1

B.復康用具類別及代理公司

復康用具名稱 :
牌子及型號

復康
代理公司
用具
手 奥托博克亞太有限公司
推 www.ottobock.com.cn/
輪 利康復康 Licon Rehab
椅
／
美健醫療 Direct Health
內 www.directhealth.com.hk/
外 安健醫療 Anchor
呔 www.anchormedical.com/

:

供應公司名稱 :
購買日期

:

備註

:

復康用具名稱 :
牌子及型號

:

供應公司名稱 :
購買日期

:

備註

:

復康用具名稱 :
牌子及型號

三星醫療 3-MED
www.threemed.com.hk/
金馬公司
www.hkgoldenhorse.com/

:

供應公司名稱 :
購買日期

:

備註

:

真善美醫護 JustMed
www.justmed.com.hk/
輝煌復康產品製造有限公
司
www.fh-reh.com.hk
2

牌子／聯絡方法
Otto Bock
Tel: 2598 9772
Invacare
Scandinavian
Tel: 2785 5822
Invacare
Tel: 2528 1109
Quickie
Tel: 2735 8323

I-Care
Tel: 2458 3648
台灣製造及改裝
Tel: 2396 0570
台灣製造
Tel: 2742 4370
香港研發、內地製造
Tel:2413 0227

3

復康
用具
電
動
輪
椅
／
內
外
呔
及
電
池

助
行
器
膠
塞

代理公司
奧托博克
利康器材
美健醫療
安健醫療
唯健坊 (復康聯盟)
www.healthfirsthk.net
/joomla/index.php?opt
ion=com_contact&Itemi
d=3
輝煌復康產品製造有限
公司
www.fh-reh.com.hk
永恆洋行
www.whmsl.com.hk/
唯健坊 (復康聯盟)
保利安公司/樂康軒
www.medimart.com.hk/
真善美
www.justmed.com.hk/
三星醫療
www.threemed.com.hk/

牌子／聯絡方法
Otto Bock
Scandinavian mobility
Pride Mobility
Invacare
Quickie
自行研發產品
Tel：2336 2087

復康
用具
助
行
器
便
椅
/
浴
椅

香港研發、內地製造
Tel:2413 0227
坐
墊

Tel: 2604 2833
Tel：2336 2087

代理公司

牌子／聯絡方法

金馬公司

Tel: 2396 0570

www.hkgoldenhorse.com/

真善美
www.justmed.com.hk/
保利安公司/樂康軒
www.medimart.com.hk/
利康器材
唯健坊 (復康聯盟)
輝煌復康產品製造有限公司
www.fh-reh.com.hk

Tel: 2742 4370

永恆洋行
www.whmsl.com.hk/
安健醫療
基榮洋行

Tel: 2604 2833
Fax: 2601 0649
Jay Product
Sunmate Foam
Tel: 2552 2325
Roho
Tel: 2332 4455

嘉文醫療 Goodman
www.goodman.hk/html/roho.
html
嘉美行 Goodmark Medical

Tel: 3107 7745
Tel: 2742 4370
Tel: 2458 3648
4

Tel: 3107 7745
Tel: 2785 5822
Tel：2336 2087
香港研發、內地製造
Tel:2413 0227

Roho
Contour Select
Cushion,
Tel: 2242 9028
5

復康
用具

氣
墊
床

呼
吸
器
氧
氣
治
療
熱
敷
透皮
神經
電刺
激

代理公司

牌子／聯絡方法

匯寶醫療
Relax Easy Cushion
www.solutions-healthcare. Tel:26882933
com.hk/?shopaddress
美健醫療
Infinity(FloGel,
AirFlo)
輝煌復康產品製造有限公司 Tel:2413 0227
www.fh-reh.com.hk
Fax:2415 0915
永恆洋行
Tel: 2604 2833
義發醫療
Tel: 2388 8273
www.efficiencymedical.com
真善美
Tel: 2742 4370
www.justmed.com.hk/
嘉榮醫療 Goodwin
Coach 2
www.goodwin.com.hk/
Tel: 2408 8838
尚健醫療 Celki
www.celki.com

各式氧氣機
Tel: 2332 3366

保利安公司
義發醫療
神經 保利安公司
肌肉 *NeuroTrac TENS
刺激 *NeuroTrac NMES
器
*PHYSIO

Physiothermo
Biothemored
Tel: 3107 7745

6

復康
用具
電
療
啫
喱
貼
視
覺
輔
助
器
材

代理公司
保利安公司

翹速發展
www.soost.com.hk/index.ph
p?charset=big5
創念資源 Potential
Resources
www.prchk.com.hk/chinese/
index.htm
盲人輔導會，輔助儀器
深水埗南昌街 248 號東翼 6 樓
www.hksb.org.hk/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58&Itemid=67
腰箍 耀能協會-鄧肇瓊紀念工場
美健醫療
保利安公司
平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安 www.schsa.org.hk/safetyph
鐘 one/
事事寧 Easilink
www.easilink.hk/
香港平安鐘-長者安心通協會
有限公司
www.hongkongssa.com/

牌子／聯絡方法
Tel: 3107 7745
Tel: 2332 3366

Tel: 2782 2050

Tel:2778 8332 內線
360 / 863

Tel：2691 6518
Tel: 2528 1109
Tel: 3107 7745
一線通+平安手機
熱線：23388312
事事寧+戶外寧
熱線：8107 2789
熱線：2429 6060

7

復康
代理公司
牌子／聯絡方法
用具
輔助 雅珀科技
Tel:23030081
科技 http://www.artsberg.com.h
器材 k/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EMV Tel:27768569
http://www.emv.org.hk

8

3. 香港紅十字會 - 『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

C.復康用具借用服務

借用復康用品類別：
輪椅、高背輪椅、步行架、步行器、拐杖、便椅
聯絡資料：
電話：2802 0016
網頁：
http://www.redcross.org.hk/tc/community_healthcare/mo
bility_equip/intro_me.html

1. 香港輪椅輔助隊
借用復康用品類別：
手推輪椅、助行架、手杖、大便椅等
收費：
免費借用 3 個月，HK$300 按金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村昌謙樓地下 1-3 號
電話：2194 9666
網頁：www.hkwheelchair.org.hk

4.「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借用復康用品類別：
手叉、手杖、手推輪椅、電動輪椅、便椅、吊機、沖涼椅、
氣墊床褥、過床板、學行架
收費：
會員免費借用，每樣復康器材按金 HK$500。
聯絡資料：
地址：將軍澳健明村彩明商場(擴展部分) 1 號平台 3 樓 3
號
電話：2330 6308
網頁：www.4limb.org/

2.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借用復康用品類別：
電動輪椅
收費：
月租 Monthly $650; $800; $1,300 (按輪椅型號而定
according to the wheelchair model)
聯絡資料：
地址：新界葵涌健康街 2-6 號飛亞工業中心 10 樓 11 號
電話：2772 3080
網頁：www.emv.org.hk/services02.php
網頁：www.emv.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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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復康治療服務 (部份)

肢體傷殘人士服務

醫管局
網址：http://www.ha.org.hk/

主要為年齡十五歲或以上的肢體傷殘人士而設，包括以下服務：

社區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
到戶服務：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嚴重肢體傷殘人
士綜合支援服務
日間照顧：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
顧服務等
網址：http://www.swd.gov.hk/ (主頁>公共服務>康服服
務>服務類別>肢體傷殘人士服務)
例如：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
務、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嚴重殘疾人士綜合支援
服務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
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殘疾人士 社區支援計劃
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
四肢癱瘓病人過渡期護理支援中心

香港復康會
服務：體適能訓練、物理治療、職業治療、運動治療及水
療等
網址：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住宿暫顧服務
緊急安置服務
收容所
▽

主要到中心活動或訓練

** 其中對象：包括適合正就讀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香港傷健協會
服務：負責在社區內統籌及推度傷健運動
網址：http://www.hkphab.org.hk/

*對象：需要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及四肢癱瘓人
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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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工署-展能就業科

E. 職業康復服務
服務內容：

評估殘疾求職者的工作能力，提供工作選配及轉介跟進服
務，勞工巿場資訊及輔導。(勞工處主頁>公共服務>就業服
務)
服務對象：
肢體傷殘人士(適合公開就業)

繼續升學：大學、大專學院

申請辦法：
填妥資料登記表格，傳真到所屬區別的展能就業科辦事處

畢
業
離
校

聯絡資料：
香港區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東翼地下

公開就業、輔助就業、

電話：28524801

傳真：25415290

九龍區

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九龍牛頭角安華街 21 號牛頭角政府合署地下
電話：27554835

庇護工場、展能中心

傳真：27960369

新界區
荃灣西樓角路 38 號荃灣政府合署二字樓
電話：2417619

傳真：24993713

網頁：www.labour.gov.hk/tc/service/content3.htm
*若殘疾人士想要求作工作評估，可參考“勞工處主頁>公共服務>法定最低工資制
度的殘疾僱員生產能力評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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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福利署

2.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主頁 > 公共服務 > 康復服務 > 服務類別 > 職業康復服務)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輔助就業、陽光路上(同一時間只可 3 選 1)

肢體傷殘人士服務

A) 輔助就業
特點

主要為年齡十五歲或以上的肢體傷殘人士而設，包括以下服務：
日間訓練或職業康復服務
庇護工場

B) 在職培訓

C) 陽光路上

職位配對+個別支援(Ｂ及Ｃ是同一計劃，一生只可選用一次的服務)

負責人 個別單位的社工

服務機構(14 個)

服務機構(16 個)

年齡

15 歲或以上

15 歲或以上

15 至 29 歲雙失青少年

對象

肢體傷殘

輔助就業

支援就能公開就業人士

公開就業殘疾人 殘疾青少年
經精神科醫生診斷為出
士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介乎庇護工場及無需支

現精神病早期徵狀青少

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 日間服務

援而可公開就業的中度

年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智障人士輕度智障人士

創業展才能計劃

支援

1. 職業輔導

「陽光路上」培訓計劃

內容

2. 職業技能培訓（Ｃ﹕服務機構為每位參加者提供１８０小時的就業培
訓）

職業康復延展計劃

3. 就業配對

住宿服務

4. 就業跟進（B、C：不少於 6 個月/A 是乎個別社工）

四肢癱瘓病人過渡期護理支援中心

支援津 沒有
貼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就業見習期﹕為期一至三個月﹔每月可獲由
社署資助的＄2000 現金津貼﹔
試工期﹕薪金由僱主決定，而僱主可獲發最多

嚴重肢體傷殘兼弱智人士宿舍

三個月的補助金，金額為每位參加者每月實得

輔助宿舍

工資的一半，上限為$4000 元

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 住宿服務

申請

直接向服務機構申請 或 經社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轉介

另外：社署有「殘疾僱員支援計劃」，可申請撥款改裝工作間，可瀏覽：

網頁：

主頁>公共服務>復康服務>服務類別>職業康復服務>殘疾僱員支援計劃
15

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

3.僱員再培訓局(ERB)

4.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職業復康服務宗旨及內容：
提供職前培訓及在職輔導、訓練及工作機會，
僱用及訓練殘疾人士，推廣精神健康信息，
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服務內容：
提供再培訓課程：禮物包裝、產品推廣及零售等
(包括課程津貼)，在職培訓計劃。
服務對象：
15 歲以上及副學位以下人士

服務對象：
傷殘人士包括精神病康復者，弱智及肢體傷殘人士。
協會舉辦的職業復康有以下四種：
a. 展毅中心

申請辦法：
填寫申請表格及遞交到各辦事處。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43 樓
(亦可向就業輔導組各區辦事處及培訓機構查詢及報名)。
電話：23116306 (課程查詢：23116696)
傳真：23142214
電郵：erbhk@erb.org
網頁：www.erb.org

聯絡資料：
地址：新界屯門富泰村秀泰樓地下
電話：3157 1515
傳真：3157 1514
電郵：endeavor@emv.org.hk
網頁：www.emv.org.hk/services05.php
b.輔助就業服務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石硤尾大坑東村東龍樓地下２號
電話：2788 4749
傳真：2788 4088
電郵：ses@emv.org.hk
網頁：www.emv.org.hk/services06.ph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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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c.賽馬會桌面排版中心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東頭村盈東樓 12-14 號地下
電話：2716 0228
傳真：2716 9817
電郵：jcdtp@emv.org.hk
網頁：http://www.emv.org.hk/services06.php

服務內容：
提供受傷工友的康復藍圖，協助受傷工友重返工作岡位
服務對象：
受工傷或職業病困擾，而影響工作效率，或因失業的工友
申請辨法：
直接聯絡

d.展毅環保農莊
聯絡資料：
地址：新界屯門良康里地段 CS234
電話：3480 0711
傳真：3480 5211
電郵：ecofarm@emv.org.hk
網頁：http://ecofarm.emv.org.hk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7 至 105 號百利商業中心十
四字樓 1429 至 1437 室
電話：2725 3996
傳真：2728 6968
電郵：info@hkwhc.org.hk
網頁：www.hkwhc.org.hk

申請辨法：
可直接向服務機構申請 或 經社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轉介。申請電腦工作者，可直接聯絡賽馬會桌面排版中心
職員。

6.康復數碼網絡
網頁：
http://cyberable.swd.gov.hk/b5/index.html?referer=govhk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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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8.職業訓練局殘疾人士職業訓練組

服務內容：
提供就業和培訓服務，就業選配。

服務內容：
提供技能訓練課程及職業輔導，評估服務，輔助器材及資
源

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
年滿 15 歲以上的身體弱能人士

16 歲或以上，具備自理能力及公開就業動機的肢體傷殘人士

申請辨法：
直接聯絡及提出轉介

申請辨法：
直接查詢及聯絡或機構轉介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橫頭磡宏村宏基樓地下 16-21 室
電話：2338 5111
傳真：2338 5112
電郵：hkfhy@hkfhy.org.hk
網頁：www.hkfhy.org.hk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 147 號
電話：2538 3292 / 傳真：2538 3299
電郵：shinep@vtc.edu.hk
網頁：www.vtc.edu.hk/vtds/info1.html

啟業就業服務中心

職業評估服務
地址：觀塘道 487 號觀塘技能訓練中心 2 樓
電話：2270 0950 / 傳真：21726020
電郵：shinevas@vtc.edu.hk

聯絡資料：
地址：啟業村啟裕樓地下 8-11 號
電話：2759 6412
傳真：2756 0310
電郵：supemp@hkfhy.org.hk
網頁：
www.hkfhy.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
id=36&Itemid=52&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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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器材及資源中心
地址：新界屯門豐安街 1 號
電話：2452 7604
/ 傳真：2452 7678
電郵：shinearc@vtc.edu.hk
22

9.香港復康力量

10.香港傷健協會— 輔助就業服務中心

服務內容：
提供就業培訓、輔導及見習，在職試用及培訓 (見習津貼)，
輔助就業 (零售、辦公室助理等)

服務內容：
提供工作能力評估、配對、職業導向與工作有關之輔導及
支援

服務對象：
各類殘疾人士

服務對象：
年齡十五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

申請辨法：
電話聯絡及電郵

服務計劃：
1. 輔助就業服務
2.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3. 「陽光路上」培訓計劃(15-25 歲)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 號漾日居 1 樓 102 室
電話：34717000
傳真：34717333
電郵：ed@hkrp.org
網頁：www.hkrp.org/index.php

申請辨法：
下載申請表，致電聯絡或電郵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柴灣環翠村盛翠樓 104-105 室
電話：2551 4226
傳真：2875 0209
電郵：ses@hkphab.org.hk
網頁：http://ses.hkphab.org.hk/main.html 或
http://ses.hkphab.org.hk/SES/contact_us.html

傷殘人士就業優才發展中心
地址：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附翼地下
電話：29159452
傳真：26370133
電腦展能工作坊
地址：沙田亞公角沙田醫院 6 樓 6020 室
電話：2649371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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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社聯就業支援網

F.交通指南

服務內容：
提供求職、培訓、進修及創業資料。

1. 香港復康會 (www.rehabsociety.org.hk)
服務對象：
各殘疾人士

a. 復康巴士
服務範圍:
1. 固定路線—包括行走港島線、九龍線、新界線及過海線，
分開上午及下午程。固定路線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六，
上午 6:30 至 10:00 及下午 3:00 至 7:00，乘客亦可於
週末之中午 12:00 至下午 2:00 回程。
2. 電召服務— 復康巴士電召服務乃專為傷殘及行動不便
人士而設，以預約形式提供交通接載服務。
3. 穿梭巴士 — 此項服務專為傷殘人士、長者、行動
不便人士及其陪同者而設。穿梭巴士的服務方式與專線
小巴相近，以循環形式行走，乘客可於巴士途經的任何
地點上落，乘客可將現金車資（不設找贖）放入錢箱，
或可使用八達通咭。
4. 聯載服務 — 此服務適合行動不便人士，但使用者必須
有固定上落車地點和時間及每星期固定時間用車並能
配合現有安排之路線各時間。

申請辨法：
透過電郵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1-13
樓

電話：(852) 2864 2929
傳真：(852) 2865 4916
電郵：council@hkcss.org.hk
網頁：www.hkcss.org.hk

12.香港復康會—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九龍藍田復康徑 7 號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 1 樓
電話：2855 9360/ 2816 6112
傳真：2855 1947
電郵：enquiry@rehabsociety.org.hk
網頁：
www.rehabsociety.org.hk/c/getContentb5df.html?contentId=311
11&menu=3&lang=&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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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薄扶林沙灣徑七號六樓
電話：28178154
傳真：28557106
26

b.易達轎車
易達轎車是香港復康會屬下之服務單位，專為輪椅人士而
設，提供個人化服務，使用者可全程安坐輪椅，不用過椅，
上落車時更舒適方便。使用者致電預約可獲即時報價及安
排服務。每車可容納「1 名輪椅使用者 + 5 名陪同者」 或
「2 名輪椅使用者 + 2 名陪同者」
，凡持香港身份證者，均
可申請成為會員。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九龍藍田復康徑七號地下
電話：8106-6616
傳真：2717-8910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薄扶林沙灣徑七號六樓「易達巴士」
電話：23480608
傳真：23480609
電郵：ets@rehabsociety.org.hk
2. 鑽的
「鑽的」2011 年 2 月起展開服務，結合的士及安老業界的
人脈及資金，加上夥伴及義工團隊，針對輪椅使用者點到
點接載服務不足問題，以創立無障礙的士解決，期望這私
營社會企業，可讓更多輪椅乘客實現「鑽的旅程 鑽的生命」
的願景。

c.易達巴士服務
易達旅運有限公司(易達巴士)是香港復康會屬下之機構。
易達巴士「長者接載服務」是一項由醫院管理局委託承辦
的試驗服務計劃，於 2001 年 9 月 1 日正式投入服務，負責
接載有行動困難的年長病友及其陪同照顧者，往返公立醫
院及診所覆診。易達巴士並於 2003 年 9 月開始提供「無障
礙旅遊巴士租賃服務」予各界人士，作為旅遊、參觀，學
生或公司員工之接送；社區活動或會議等之交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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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淅江街 20 號文信工業大廈三樓七室
電話︰ 3484 3582
傳真︰ 3013 8637
網站︰ http://www.diamondca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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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群的士

4. 公共交通

「星群的士」為所有商務用車、旅客、長者及輪椅使用者
提供舒適方便之交通工具，能滿足不同需求的消費者，令
傷健共同享受生活。使用其 SynCab 手機應用程式便能享受
星群的士提供的服務，每次預約均需收取額外的行政費
用。

a. 港鐵公司
熱線電話：28818888
網址：www.mtr.com.hk

聯絡資料:
地址：土瓜灣旭日街 19 號雅高工業大廈地下
電話：26677000
預約電話：81911219
網址：http://www.syncab.com.hk/tc/

港鐵無障礙設施搜尋：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ervices/free_se
arch.php (主頁>服務及設施>無障礙設施>無障礙設施搜
尋)
b. 巴士公司

城巴有限公司
熱線電話：28730818 (二十四小時巴士路線錄音資料)
網址：www.citybus.com.hk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
熱線電話：2745 4466（二十四小時巴士路線錄音資料）
網址：www.kmb.com

新大嶼山巴士有限公司
熱線電話： 29849848 (二十四小時)
網址：www.newlantao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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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5. 其它資料

熱線電話：21368888（二十四小時巴士路線錄音資料）
網址：www.nwfb.com.hk

a. 輪椅升降台公用鎖匙
為方便殘疾人士使用公眾地方裝設的輪椅升降台上落樓梯，
勞工及福利局現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免費提供公用匙，以
便自行操作有關設備。

c.渡輪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熱線電話：21318181
網址：www.nwff.com.hk

如有查詢，可聯絡：
復康力量
電話：3471 7000
復康聯盟陳福成資源中心
電話：2337 0826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熱線電話：2367 7065
網址：www.starferry.com.hk

b. 網址推介

香港無障礙
旅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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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www.accessguide.hk

備註
無障礙交通/
無障礙資訊
搜尋/公共交
通/實用旅遊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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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推介
MTR Mobile

(版本：iPhone & Android)
八達通

(版本：Android)
SynCab 星群的士

(版本：iPhone & Android)
流動巴士版圖

(版本：iPhone & Android)

G. 輪椅基本檢查及保養

HKTaxi - Call 的士 App

(版本：iPhone, Android & Windows)

九巴

(版本：iPhone & Android)
香港巴士通

1. 基本檢查及保養
a. 要經常保持需要充氣輪胎有足夠的氣壓。
b. 避免將輪椅存放在潮濕的地方，並經常用乾布將濕
的地方抹乾，這樣會減低零件生銹的機會。
c. 每星期用潤滑機油如 WD-40，將車輪軸及其他轉動
部份的零件唧油。
d. 每星期用油掃清除附在輪椅零件上的塵埃。
e. 每月替輪椅作一次詳細檢查，如剎車制操作、後輪
運作是否正常及螺絲是否上緊等。若發現有任何問
題，應立即修理。
一般簡單故障如螺絲鬆脫，可自行修理。但若故障如
爆胎或較複雜的輪椅故障，工序較繁複，建議尋求專
業協助。

(版本：iPhone & Android)
香港小巴

(版本：Android)

搭車好幫手

(版本：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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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動輪椅電池保養
a. 充電器和充電方法
1. 一定要使用輪椅公司提供的原廠充電器。
2. 當電池消耗了約一半電量時(大約每使用兩天)，便
應當充電。
3. 切勿待電量消耗殆盡時才充電，這樣電池的記憶會
報廢。
4. 切勿把充足電的電池在未使用前再一次充電。
34

b. 電池保養
1. 物理治療部所選用的輪椅電池都是凝膠或全密封
式鉛酸電池，基本上毋須任何保養。
c. 電池維修
1. 若電池經充電後很快便沒電，這表示該電池的功
能已報銷，這時應當更換新電池。
2. 切勿單獨更換其中一個電池，這樣會令充電不平
衡及損壞電池。

3. 輪椅維修機構資料
公司名稱及聯絡
服務內容
資料
工程及醫療義務
1. 電動輪椅維修
工作協會 (EMV)服務
電動輪椅一站通
2. 電動輪椅上門
電話: 2772 3080
檢查
網站:
www.emv.org.hk
地址:
新界葵涌健康街
2-6 號飛亞工業中
心 10 樓 11 號

路向四肢傷殘人
士協會
電話: 2330 6308
網站:
www.4limb.org
地址：

收費
1. 維修服務:每

次 $250 (如需
更換零件另議)

2. 上門檢查服
務: 每次$250
(如需更換零
件另議)
3. 「電動輪椅緊
急支援」: 九
龍區：$350 /
香港區、新界
區、大嶼山：
$450
1. 輪椅檢查、諮 1. 不設任何收費
詢、維修、更換
(昂貴零件由
零件
會員自付)
2. 緊急輪椅維修 2. 只提供給本會
隊
會員
(電:23650216)

將軍澳健明邨彩明商
場 1 號平台 3 樓 3 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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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
電話: 2194 9666
網站:

1. 上門維修輪椅 1. 上門維修服
及其他輔助工
務：手推輪椅
具損壞
每次$70/電動
www.hkwheelchair 2. 到本會中心維
輪椅每次$140
.org.hk
修-將輪椅送到 2. 到會維修服
地址：九龍深水埗
本會中心維修
務：手推輪椅
南昌邨昌謙樓地
工場進行維修。
每次$40/電動
下 1-3 號
輪椅每次$70
鄧肇瓊紀念工場
1. 輪椅檢查及維 1. 有需要服務的
電話.： 26916518
修服務
人士可直接向
網站:
2. 輪椅零件配售
該 服務單位
www.spastic.org
查詢及報價。
.hk
2.
人工按時計算
地址：新界沙田禾
輋邨民和樓地下
118-123 號

H. 汽車改裝及駕駛訓練
1.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傷殘乘客限制區上落車證明書

服務內容：
提供以票據形式的證明書給有需要人一方便在限制區上落。
(該票據由警方，運輸署及社會服務聯會等機構合作，使用票據時需
填上上落之時間及車牌號碼，並交與司機供警方查閱)

服務對象：
1.輪椅使用者; 2. 失明或嚴重低視能人士;
3.需要使用輔助步行器具人士

申請辦法：
需攜同身份証副本及有效之醫生證明書，親臨或託家人、
社工到各聯絡機構申請

聯絡資料：
熱線電話：28642929

傳真：2804 2652

網頁：
http://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the_p
eople_with_disabilities/index.html

司機接載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表格下載
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31/td544.rev
_9.2013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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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復康資源協會—傷殘人士駕駛復康
服務內容：
提供全面評估駕車能力及駕駛訓練 (由職業治療師負責評

運輸署駕駛考試組
地址：何文田培正道 19 號 2 樓
能力評估電話：2713 7262
考試查詢電話：2771 7723

估，包括體能、視力、認知能力等；路面測試由駕駛導師

3.專為傷殘人士設計及改裝汽車查詢及服務

及職業治療師一同執行)

根據香港法例，所有汽車改裝或加建等均需運輸署批準及
發牌。有關評估、改裝及設計等可向運輸署查詢。復康資
源協會接受轉介為傷殘人士評估及提供改裝建議。

服務對象：
各類傷殘人士

a.運輸署
網址：www.td.info.gov.hk
電話：2804 2600

申請辦法：
接受運輸署、醫生、復康及護理專業人員轉介
聯絡資料：
電話：2364 2345
網頁：www.rehabaid.org

b.復康資源協會
地址：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W 座 201 室
網址：www.rehabaid.org
電話：2364 3626
傳真：2364 3681

傳真：2764 5038

傷殘人士駕車須知：
http://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frequently
_asked_questions/transport_for_the_disabled/index.
html
傷殘人士泊車許可證
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31/t
d464.rev2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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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復康專科及資源中心
地址：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育才道 S 座
網頁：http://www3.ha.org.hk/rc/index.htm
電話：2364 2345
傳真：2764 5038
d.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網址：www.emv.org.hk
電話：2776 8569 / 2788 1194
40

I. 電腦諮詢及維修服務
3. 社聯資訊科技資源中心

1. 明愛電腦工場

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

1.提供資訊科技訓練，發展無障礙互聯網及資訊科技；

1.電腦再生計劃；

2.提供電腦產品優惠；

2.資料銷毀服務；

3.提供上門維修及保養服務；

3.電腦維修服務；

4.電腦軟件訓練課程。

4.數碼產品申請計劃（暫停）。

聯絡資料：

聯絡資料：

地址：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1 樓

地址：九龍灣祥業街 11 號九龍灣綜合回收中心 B 座地下
電話：27166875

電話：2922 9280

傳真：27166951

傳真：2865 0823

網頁：itrc.hkcss.org.hk

網頁：www.ccw.org.hk

電郵：itrc.info@hkcss.org.hk

電郵：info@ccw.org.hk

*數碼共融基金資助計劃

2.香港傷健協會

基金會資助以下的活動計劃：

服務內容：

1. 為弱勢社群提供接觸資訊科技的基建設施；

1. 電腦諮詢服務；2. 電腦技能訓練

2. 提升弱勢社群的資訊科技知識；

聯絡資料：

3. 將弱勢社群融入資訊社會。

網頁：www.hkphab.org.hk

網頁：
http://itrc.hkcss.org.hk/content/%E8%83%8C%E6%99%AF%E5%8F%8
A%E7%9B%AE%E7%9A%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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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會福利處(個人電腦中央基金)

電腦復康訓練資源

服務內容：

a.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資助公開就業有困難的殘疾人士買個人電腦

b.賽馬會數碼共融中心
服務內容：

申請資格：

1.數碼診所； 2.數碼工作室；3.數碼學堂；4.數碼園地；

供自設業務或正接受輔助就業服務的殘疾人士申請

5.數碼百科； 6.數碼長腦； 7.資訊及通訊科技陳列室；

最 新 一 期（ 第 36 期 ）現 在 接 受 申 請 ， 截 止 日 期 為
2017 年 5 月 31 日 。 如 有 查 詢 ， 請 聯 絡 社 會 福 利 署
康 復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科 查 詢 計 劃 詳 情。

8.電腦學習中心
聯絡資料：

申請手續：
申請人必須透過康復服務機構或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在限期
前遞交申請，有關申請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聯絡資料：
電話：2892 5156
傳真：2893 6983

地址：九龍石峽尾邨 19 座平台 225-227 室

網頁：

網頁：http://www.jcdic.hk/

(港鐵石峽尾站 A 出口，向前走再上天橋到 19 座平台；或
橫過馬路到街巿乘電梯到 19 座平台)
電話：2779 8333

傳真：2779 8821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
istofserv/id_cfpc/

c.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C-Rehab 電腦復康訓練資源
站

主頁>公共服務>康復服務>服務類別>特定基金>個人電腦中央基金

http://crehab.emv.org.hk/
d.復康軟件百科
http://resopedia.emv.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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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科技資源

J. 其他健康或消閒資訊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復康科技診所
1. 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

服務內容：
提供輔助科技評估及建議。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廣東道 982 號嘉富商業中心 22
樓 2-4 室
電話：2783 0630
傳真：2781 2870
電郵：info@echovalley.org.hk
網頁：www.echovalley.org.hk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GH041 室
(J 座地下出口對面)
電話：27664454

傳真：27664962

網頁：http://www.polyu.edu.hk/jcreclinic

2. 香港展能藝術會

(網頁以英文顯示，內含中文小冊子)

地址：香港銅鑼灣福蔭道 7 號銅鑼灣社區中心 4 樓
電話：2855 9548
電郵：ada@adahk.org.hk
網頁：www.adahk.org.hk
3. 陪診及家務助理
樂活一站：http://www.erb.org/smart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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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傷殘青年 -- 白普理泳屋

5. 綾緻康健服裝中心

地址：赤柱正灘 187 號泳屋
電話：2337 9311
網頁：
www.hkfhy.org.hk/zh/service/main/6/

康健服裝專為穿衣服較困難或有特別需要人士設計的服裝，
其特點如下：
1. 衣服的設計，幫助使用者更易穿著，一方面增加使用者
的自顧能力，另一方面減輕照顧者的負擔，從而幫助使用
者建立更多自信和尊嚴，讓其心理質素得以改善。
2. 康健服裝著重其功能性及外觀，有助使用者建立及改善
社交能力。
3. 衣服的設計及用料均照顧使用者的心理和生理舒適度，
為使用者提供適當的保護。
預約電話：3400 3369 / 3400 3092
傳真：2765 0234
地址：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HJ211 室
電郵：tccac@polyu.edu.hk
網頁：www.itc.polyu.edu.hk/cac/au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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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超級巿場為殘疾人士提供免費送貨服務

7. 香港醫療援助會

申請資格：
以下四類殘疾人士、其家人或照顧者均可申請這項服務：

服務宗旨：
在香港、九龍、新界各地區為低收入
人士設立及維持非牟利之普通科及
牙科門診，與及其他慈善性質之
社會服務。

(一)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包括大腦麻痺人士/使用輪椅或
輔助步行器具的人士)；
(二) 失明或嚴重弱視人士；
(三) 嚴重智障人士(智商四十或以下)；及
(四) 自閉症患者。

服務內容：
I.牙科服務：
1.屋邨及 2.流動牙科服務
總辦事處電話：2776 9081
網頁：www.projectconcern.org.hk/zh-hant/node/87

索取申請表
-為上述四類殘疾人士提供服務的康復服務單位及特殊學校
-社會福利署轄下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或家庭服務中心；
-於勞工及福利局網頁下載

http://www.lwb.gov.hk/download/services/other_serv
ices/sprmkt_c.pdf
把申請表連文件一併寄回下列地址：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西翼 11 樓
勞工及福利局 (康復組)
查詢致電：2810 3859 向勞工及福利局（康復組）詢。

II.眼科服務：
診症地點：九龍慈雲山雲華街 45 號慈雲山南社區中心 2
樓眼科診所
網頁：www.projectconcern.org.hk/zh-hant/node/118
III.中醫服務：
診 所 電 話 ： 2323 7232 (敬 請 預 約 )
診症地點：
慈 雲 山 雲 華 街 45 號 慈 雲 山 南 社 區 中 心 2 樓 香 港 醫 援
會醫療服務中醫診所
網頁：www.projectconcern.org.hk/zh-hant/node/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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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肌腱協會有限公司

K. 附件

宗旨：
1. 致力提高肌肉萎縮症患者的生活質素
2. 團結患者及家屬的力量
3. 創造對患者有利的社會環境

復康機構網址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
網絡)
電話：2338 4123
傳真：2338 2410
電郵：hknmda@netivgator.com
網址：www.hknmd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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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
www.hkwheelchair.org.hk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www.emv.org.hk
香港耀能協會
http://www.sahk1963.org.hk
復康資源協會
www.rehabaid.org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復康科技中心
www.polyu.edu.hk/jcreclinic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www.4limb.org
復康會
www.rehabsociety.org.hk
傷健協會
www.hkphab.org.hk
復康聯盟
www.rahk.org.hk
復康力量
www.hkrp.org
傷殘青年協會
www.hkfh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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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物理治療部
及
職業治療部

Working for a better future
觀塘復康徑 8 號
電話: 2349 9211/ 2340 8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