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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及目的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簡稱傷青會）成立於１９７０年 ，是一所由殘疾人士自行管理和決策的政府註冊慈

善機構。由於當時殘疾人士在教育、就業及褔利設施方面均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數十位肢體殘疾人士

因而組成傷青會，以推動殘疾人士的褔利為目標。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主要服務肢體殘障杜群的自助

組識，除提供由杜會褔利署津助的服務項目外，協會亦不斷發展各項切合殘疾人士需要的創新服務及

業務，以協助殘疾人士重建自信、建立社群網絡、提昇工作技能及就業機會，使他們較易於融人杜群。

本會雖然以「凝聚傷青力量，發揚自助精神」 為首要抱負，並一直致力計劃並向殘疾人士提供各

類合適的活動，但基於本會活動有下少殘疾人士帶同照顧者參與，如何分配資源平衡現有面向殘疾會

員及照顧者的服務需要 ，收窄本會與殘疾會員及照顧者之間的服務縫隙（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 ａｐ）　，成了本會必須

面對的挑戰。

為了進一步優化本會向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的支援服務，本研究將會集中於以下四個面向：

評估現行殘疾人士照顧者支援服務的成效；

了解殘疾人士照顧者現時及未來的服務需要；

探討殘疾人士照顧者使用照顧者支援服務的因素；

就本會在開展殘疾人士照顧者服務方面所面對的挑戰、機遇，及服務本身優勢及弱點，

供適切而可行的建議。



２． 調查方法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為主，質化研究（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為輔的研究方式

進行。前者採用預設問卷（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的方式進行，而後者則以個案訪問的方式作探討。

本研究期望從「多角度方法」（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發掘、探討及搜集肢體傷殘人士對就業服務需要的資料，

以進一步強化及改善現有的服務。

量化研究方法：問卷調查

是次研究的第一部份是採用量化研究的方式進行，由研究團隊先設計問卷，再把問卷寄發至目標

對象，並配以電話調查的混合方式進行研究。採用上述的研究方式是基於以下的考慮：

切合研究目的：是次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了解現時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使用照顧者支援服務的情

況，因此需要取得大規模的數據，以便分析。採用寄發問卷、電話調查兩者混合的方式，可在短時間

內直接接觸受訪對象，並收集大量的數據，這較後者更能節省行政成本（Ｂａｂｂｉｅ，　２０１０）。

代表性較高：是次問卷的受訪對象是本會所有殘疾會員或其照顧者。本會由１９７０年成立至今逾

４０多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主要服務肢體殘障杜群的自助組識，會員人數超過４，０００人 ，當中包括不

同年齡、背景和ｐＷ層的肢體殘疾人士。所以是以調查理論上可接觸到杜會上不同層面的肢體殘疾人

士，增加研究結果的代表性。受訪者在收到本會寄出的問卷後，除了可以選擇以郵寄的方式寄回填妥

的問卷外，亦可選擇以電話訪問的方式作答。因此，Ｎｐ使肢體活動受限制，Ｔ 方便以填寫問卷的方式

作答的受訪者，仍可選擇以電話接受訪問，這有助提高研究結果的代表性。

提高回應率：本會在寄發問卷時，隨函附上回郵信封，以省卻受訪者要找一個信封，寫上地址，

並貼上郵票的麻煩，以提高受訪對象的回應率（Ｂａｂｂｉｅ，　２０１０）　。是次研究在寄發問卷以外，並配以電話

訪問的方式進行。研究團體先會向受訪對象寄發問卷，然後在寄出問卷後，開始追８１（ｆｏｌｌｏｗ－ｕｐ）郵寄

問卷，研究團隊先剔除受訪名單上已寄回問卷或不適宜透過電話訪問的受訪對象，並以電腦隨機抽樣

的方式抽出未填回問卷的研究對象，再由訪問員直接撥電話邀請有關對象進行電話訪問。這不僅方便

了部份因肢體活動受限制而難以填寫問卷的受訪者外，亦有助提高問卷的回應率。

抽樣方法及樣本數目

是次問卷的受訪對象是本會所有殘疾會員，或其照顧者。據政府統計處顯示，直至 ２ ０１３ 年 １ ２

月，肢體殘疾類別的殘疾人士為３２０，５００人（政府統計處２０１５）　，佔全港７００多萬人□４．５％ ，由於難以

蒐集及編造母體底冊，故亦難以一般的抽樣模式進行研究。

因此，是次研究將會採用本會的會員資料庫作為母體底冊，本會由１９７０年成立至今逾４０多年 ，

是香港歷史最悠久主要服務肢體殘障杜群的自助組幟，截至２０１５年 ３ 月 ３ １ 口為止的殘疾會員人數達

３，３０８人 ，具一定代表性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２０１５）。而符合是次研究對象條件的殘疾會員及照顧者

合共２９００人 。

本會採用自填問卷及電話調查的雙混合方式，於 ２０１７年 ６ 月下旬至８ 月上旬，向上述２９００名會

員寄發自填問卷。受訪者在收到本會寄出的問卷後，除了可以選擇以郵寄的方式寄回問卷外，亦可選



擇以電話訪問的方式作答，故卯使肢體活動受限制，不方便填寫問卷的受訪者，仍可選擇以電話接受

訪問，有助提高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是次研究的問卷調查部分，一共有１４３ 名殘疾會員及９７名照顧

者參與並提交問卷 ，完成率（Ｒ 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 ａｔｅ）為 ８ ．２７％ 。

質化研究方法 ：深入訪談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相對於量化研究（Ｑ 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　，質化研究能容許更大的彈性 ，可 在個案研究及深度訪問

中，隨著受訪者的實際情況，對訪問問題作出修改，並可按需要就某一部份的內容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以更深人地搜集所需的資料，豐富研究成果。

半結構式訪問指引 ：是次訪問 ，訪 問員須按一份已擬定的半結構式（Ｓｅｍ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訪問指引 ，向

受訪者進行提問。該指引為訪問員提供了訪問的大綱，確保不同的訪問員對調查的範ｆｆｉｉｆ[]目的都有所

共識，避免在訪問過程中出現任何資料遺漏。受訪員亦可按實際情況深人探討某一範疇的重點，使訪

問能更具彈性和空間。為了營做友善祏舒適的空間讓被訪者在訪問中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經

歷ｆ[Ｊ感受，訪問大綱會要求受訪員從被訪者的日常生活出發，從而建立初步的互信關係（Ｒａｐｐｏｒｔ）　，以

便開展深人訪談。受訪員會按訪問大綱的框架向受訪者進行具方向性，但有不失彈性的提問，當中的

主要內容包括：

●

●

●

●

●

●

照顧者為殘疾人士提供什麼方面的照顧

影響照顧者使用照顧者支援服務的因素

照顧者在提供照顧期間遇上的困難？

照顧者的壓力如何？照顧者或被照顧者期望透過什麼樣的服務消除照顧者壓力？

照顧者曾經使用什麼支援服務？

傷青會可以透過提供什麼服務、或改善現有的服務來舒緩照顧者的壓力？曾參加過本會

的照顧者服務嗎？

訪問對象

是次研究對象主要為本會殘疾會員及其照顧者，惟由於部份肢體殘疾需要他人長期照顧，故部份

受訪個案亦包括他們的照顧者。是次訪問於２０１７年 ６ 月至 ８ 月期間進行，由訪問員進行訪問，一共

訪問了１６名肢體殘疾人士。



３． 量化研究：問卷調查結果

３．１ 性別及年齡分佈

是次研究的問卷調查部分，一共有９３ 名照顧者以及１３９名殘疾人士照顧者會員參與，並以女性

佔大多數。

受訪照顧者性別分佈 照顧者 殘疾會員

男 20.4% 43.2%

女 7110% 51.8%

不便透露 816% 5.0%

有效個案數目 N=93 N=139

大部分參與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年齡介乎４ １－７０歲 （共有８１．８％ 的照顧者年齡介乎４ １－７０歲 ，６５．５％ 的殘

疾寥員）。

你的年齡是 照顧者 殘疾會員

17歲或以下 0.0% 0.7%

18-25歲 2.2% 10.8%

26-30歲 0.0% 4.3%

31-40歲 9.7% 18.O%

41-50歲 25.8% 19.4%

51-60歲 32.3% 20.9%

61-70歲 23.7% 25.2%

71-80歲 2.2% 0.7%

81歲或以上 2.2% 0.0%

不便透露 2.2% 0.0%

有效個案數目 N=93 N=139

３．２受訪者就業情況

在 ９ ３ 名受訪照顧者當中，有超過三份之一（３５．５％ ）表示自己正在接受有薪工作，同時亦有約三份

之一（３０．１％ ）的受訪照顧者是全職料理家務者；僅有 １１．８％ 的受訪照顧者表示自己正在待業當中。而在

１３９ 名受訪殘疾會員當中，有約三成（２８．１％ ）表示自己正在接受有薪工作，同時亦有超過四分之一

（２７．３％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已Ｊ－退休。

照顧者的就業狀況 照顧者 殘疾會員

全職工作 22.6% 18.O%

兼職、臨時或散工 12.9% 10.1%

待業 11.8% 16.5%

退休 14.0% 27.3%

學生 1.1% 7.2%

料理家務者 (例如:主婦) 30.1% 7.9%

其他 5.4% 12.9%

不便透露 2.2% 0.0%

有效個案數目 N=93 N=139



３．３受訪者最高教育程度

在 ９ ３ 名受訪照顧者當中，有超過四成（４５．２％ ）的教育程度在高中或以上 ，同時亦有約三份之一

（３１．２％ ）的受訪照顧者是初中畢業；僅有 ３．２％ 的受訪照顧者表示自己未有接受任何正式教育。而在 １３９

名受訪殘疾會員當中，有超過一半（５４．６％ ）表示自己的教育程度在高中或以上 ，同時亦有超過四分之

－（２２．３％ ）是初中畢業 ；僅有 ２．２％ 的受訪照顧者表示自己未有接受任何正式教育。

照顧者的最高教育程度 照顧者 殘疾會員

未曾接受正式教育 3.2% 212%

小學 14.O% 13.7%

初中 31.2% 22.3%

副學士 /高級文憑 1.1% 7.9%

高中/預科 /文憑 3716% 3318%

大學或以上 6.5% 12.9%

其他 4.3% 5.0%

不便透露 2.2% 2.2%

N=93 N=139

３．４照顧對象的數目

問卷數據顯示（Ｎ ＝９３）　，約四分之三 （７２．０％ ）受訪照顧者需要照顧一名殘疾人士，並有約五分之一的

受訪照顧者需要同時照顧兩名或以上的殘疾人士。近七成受訪殘疾會員（６９．６％ ，　Ｎ ＝１３９）則反映自己是

唯一的照顧對象，僅有 １４．５％ 的殘疾會員表示他們的照顧者需要同時照顧兩名或以上的殘疾人士。

照顧對象的數目 照顧者 殘疾會員

l名 72.O% 69.6%

2-3名 16.1% 12.3%

4名或以上 4.3% 2.2%

不便透露 7.5% 15.9%

有效個案數目 N=93 N=139

３．５殘疾人士獲取照顧的來源

問卷數據反映父母、配偶及兄弟姐妹是殘疾人士獲得照顧的主要來源。有約三成（２８．１％ ，　Ｎ ＝８９）受訪照

顧者表示自己的配偶曾於過去 １２ 個月內協助照顧殘疾人士 ；表示獲得兄弟姐妺、孫或孫女協助照顧

的受訪者照顧者亦超過兩成（２２．５％ ，　Ｎ ＝８９）　：表示獲得父母或子女協助照顧殘疾人士的受訪者則各佔超

過一成半（１６．９％ ，　Ｎ ＝８９）。

超過三分之一（３３．８％ ，　Ｎ ＝１３９）受訪殘疾會員表示父母在過去 １２個月內曾經為自己提供照顧，而表示自

己受配偶照顧的受訪殘疾會員約佔 １３９個受訪殘疾會員的２ ６．６％ ；表示獲得兄弟姐妺照顧的受訪殘疾

會員約佔 １３９受訪者的 １６．５％ 。

協助照顧者提供照顧的家庭成員 (照顧者)/為殘疾會員提供照顧的家庭成

員 (殘疾會員)
照顧者 殘疾會員

父母 16.9% 33.8%

子女 16.9% 7.9%

兄弟姐妹 22.5% 14.4%

配偶 28.1% 26.6%

孫或孫女 22.5% 0.0%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1.1% 2.2%

外傭或家務助理 6.7% 16.5%

由自己提供照顧 N/A 30.9%

有效個案數目 N=89 N=139

３．６ 照顧對象的同住者

根據下表所示，大多數殘疾人士均與他們的家庭成員或親友同住，僅有不足四分之一照顧者（１６．５％ ，

Ｎ ＝９１）及殘疾會員（２３ １７％ ，Ｎ ＝１３９）表示照顧對象在過去十二個月內獨自居住 。

照顧對象的同住者 照顧者 殘疾會員

獨居 16.5% 23.7%

與家庭成員或親友同住 67.O% 70.5%

院舍住客 7.7% 3.6%

不便透露 8.8% 3.6%

N=91 N=139

３．７ 照顧者每週提供照顧的時間

研究數據顯示，受訪照顧者須時刻肩負照顧殘疾人士責任。絕大多數（６２．４％ ，　Ｎ ＝９３）受訪照顧者表

示自己曾於過去１２個月內，每星期用六至七天照顧殘疾人士；表示自己過去１２個月曾經受他人照顧

的殘疾會員佔全部受訪殘疾會員的四成（４１．３％ ，　Ｎ ＝１３９）。

照顧者每週提供照顧的時間 照顧者 殘疾會員

0-1天 10.8% 21.0%

2-3天 11.8% 5.1%

4-5天 9.7% 4.3%

6-7天 62.4% 41.3%

5.4% 0.0%

有效個案數目 N=93 N=139

３．８照顧對象的殘疾成因

照顧者及殘疾會員提供的研究數據顯示，後天疾病及先天疾病是照顧對象主要的殘疾成因。照顧

者方面 ＝９３），分別有一半（４９．５％ ）及超過三分一受訪者（３４ １４％ ）受後天疾病及先天疾病影響引致殘

疾。而殘疾會員方面，則有一半（４８．９％ ）及超過三分一受訪者（３４．５％ ）受後天疾病及先天疾病影響引致

殘疾。

照顧對象的殘疾成因是 照顧者 殘疾會員

先天疾病 34.4% 34.5%

後天疾病 49.5% 48.9%

意外 10.8% 12.2%

其他 14.O% 7.2%

不便透露 3.2% 2.9%

有效個案數目 N=93 N=139



問卷數據顯示，接近一半受訪照顧者（４４．６％ ）於過去 １２個月內照顧下肢傷殘人士，而在過往１２

個月內照顧言語障礙、上肢傷殘或四肢傷殘者則各佔受訪照顧者數目的五分之－ （Ｎ ＝８９）　。最多受訪殘

疾會員 ＝１３９）罹患的殘疾包括下肢傷殘（２７．３％ ）、言語障礙以４％ ）、上肢傷殘（５．８％ ）及注意力不足

（３．６％ ）

照顧對象的殘疾情況 照顧者 殘疾會員

聽障 12.0% 1.4%

視障 10.9% 1.4%

肢體傷殘(上肢) 19,6% 5.8%

肢體傷殘(下肢) 44.6% 27.3%

肢體傷殘(四肢) 19.6% 0.0%

言語障礙 20.7% 9.4%

智障 16.3% 0.0%

精神病/情緒病 15.2% 0.7%

14.1% 2.9%

6.5% 3.6%

其他 5.4% 1.4%

有效個案數目 N=92 N=139



３．９ 照顧對象所使用的輔助工具

照顧對象所使用的輔助工具方面，照顧者及殘疾會員所提供的數據呈現了較高的一致性。電動輪椅、

手動輪椅、手杖及腳托胄為最多照顧者的照顧對象以及殘疾會員自身日常需要的輔助工具。

照顧對象需要使用的輔助工具 照顧者 殘疾會員

手動輪椅 44.1% 29.5%

電動輪椅 24.7% 35.3%

義肢 0.O% 1.4%

腳托 1611% 15.8%

步行架 0.0% 7.2%

手杖 25.8% 34.5%

吊床 4.3% 2.2%

呼吸機 7.5% 5.0%

抽痰機 1.1% 0.0%

19.4% 0.7%

6.5% 11.5%

有效個案數目 N=93 N=139

３．１０照顧者獲得支援服務資訊的渠道

根據受訪照顧者提供的數據，照顧者Ｃ ＝ゞ９１）最主要從社會服務機構（４９．５％ ）、醫院及診所（２３．１％ ）、

僱主及同事（２３．１％ ）、親友及鄰居（１７．６％ ）取得照顧者支援服務資訊；殘疾會員所提供的數據亦反映類

似趨勢。

照顧者獲得照顧者支援服務資訊的渠道 照顧者 殘疾會員

杜會服務機構 49.5% 21.6%

杜交網絡平台 15.4% 2.2%

醫院或診所 23.1% 5.0%

政府部門 11.0% 1.4%

23.1% 0.7%

親友或鄰居 17.6% 10.8%

傳媒 12.1% 5.8%

其他 9.9% 10.8%

不便透露 1.1% 8.6%

有效個案數目 N=91 N=139

３．１１ 照顧者身心狀況

為更全面地量度殘疾人士照顧者於照顧過程期間所面對的壓力，本研究採用了家庭照顧者關'ｆｆｌ總

會（２０１８）所製作的壓力量表，並邀請受訪照顧者及殘疾會員就過往十二個月的照顧過程中所出現的各

項壓力評分：從來沒有評最低０ 分 ，Ｊ－常如此則評最高３ 分 。

下表數據反映照顧殘疾人士的過程往往對照顧者構成沉重的壓力。在 ９ １ 名受訪的照顧者當中，

有約四成至約八成（４５．１％ 一７ ８．０％ ）透過問卷反映自己有時或經常面對下列量表所述的各項壓力處

境。而在１３９名受訪殘疾會員當中，有約兩成至四成會員（２０．９％ 一４２．９％ ）反映自己的照顧者有時或經

常 面 對 下 列 量 表 所 述 的 各 項 壓 力處 境 。從 照顧 者 角 度 而 言 ，照顧 過 程 牽 涉 體 力及 情 感 勞 動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對自身的身體健康構成一糸列壓力 ，包 括疲倦（７８．０％ ）、體 力消耗（６８．１％ ）、睡眠質素轉差

（６３．７％ ）、情緒波動（６８．１％ ）。而照顧過程亦對照顧者的財政、杜交及休閒計劃帶來重大影響。照顧者

面對的情況，亦可從殘疾會員提供的數據獲得印證。

照顧者面對的壓力 照顧者 殘疾會員

照顧者身體下舒服,還是要提供照顧。 78.O% 36.3%

照顧者感到疲倦。 71.4% 39.6%

照顧者體力消耗非常大。 68.1% 34.1%

照顧者的情諸會受被照顧者影響。 68.1% 27.5%

照顧者的睡眠被干擾。 63.7% 28.6%

因為提供照顧,照顧者的健康變差。 57.1% 28.6%

照顧者心力交瘁。 57.1% 23.1%

照顧殘疾人士,令自己精神上覺得吃力。 64.8% 35.2%

與被照顧者在一起,會容易發脾氣。 58.2% 20.9%

自己與親朋好友的交往受到影響。 53.8% 23.1%

47.3% 18.7%

提供照顧影響自己原先的旅行計劃。 71.4% 42.9%

照顧花費龐大,財政負擔沉重。 6317% 29.7%

自己不能外出工作,影響收入。 45.1% 23.1%

有效個案數目 N=91 N=139

來源：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２０１７）

若將以上壓力量表 １４個項目的總評分綜合為照顧者壓力指數（最低０分 ，最高４２分 ），本會發現整

體而言，照顧者自身所面對的壓力偏高，共有一半受訪者的壓力指數是２６分或以上。殘疾會員所提

供的數據顯示他們觀察到照顧者在過程中亦偶爾承受一定程度的壓力。

照顧者壓力指數

中位數　（Ｍ ｅｄｉａｎ）

平均數　（Ｍ ｅａｎ　Ｓｃｏｒｅ）

有效個案數目

照顧者 殘疾會員

２６

２ ２．５３

Ｎ ＝９ １

１８ ．９

１９

Ｎ ＝１ ３ ９



３．Ｉ２ 照顧者使用支援服務的概況

根據下表數據顯示，本次研究過半受訪者均未曾接觸照顧者支援服務，真正接觸過照顧者支援服

務的受訪者最低及最高百分匕匕分別為：　１０．９ ％ － ４ ０．２％ （照顧者 ，Ｎ ＝９１）　、１０．１％ － ３ ９．６％ （殘疾會員，

Ｎ ＝１３９）　。在過去 １２個月內 ，最多受訪者選用的五項照顧者支援服務依次為：專業輔導及支援、與殘

疾及長期病患相關的知識 、杜會褔利資源資訊、輔助工具使用知識以及經濟援助服務。

照顧者 (N=91) 殘疾會員 =139)

沒有用

過

曾經使

用
不知道

沒有用

過

曾經使

用
不知道

A.照顧技巧訓練 (例如:餵食、扶抱等) 75.8% 12.1% 4.4% 74.1% 11.5% 3.6%

B.#i會褔利資源資訊 (例如:4Q站、小冊子) 63.7% 24.2% 4.4% 54.7% 31.7% 2.2%

C.與殘疾及長期病患相關的知識(例如:病因、病徵、

藥物、診治方法)
60.4% 26.4% 4.4% 51.1% 36.0% 2.2%

D.輔助工具使用知識 (例如:輪椅、手杖等) 60.9% 20.7% 8.7% 52.5% 30.2% 6.5%

E.輔助工具保養及推修 (例如:輪椅電池更換) 73.9% 16.3% 2.2% 64.0% 23.7% 0.7%

F.熱線服務 79.3% 10.9% 2.2% 68.3% 19.4% 2.2%

G.日間照顧 或 住 宿服務 68.5% 19.6% 2.2% 68.3% 17.3% 2.2%

H.轉介服務 (例如:;1區照顧計劃、院舍) 75.0% 1310% 0.0% 68.3% 16.5% 1.4%

1.經濟援助 (例如:購買輪椅、家居改裝等) 68.5% 21.7% 0.O% 64.0% 22.3% 0.7%

J.緊急事故應變技巧 (例如:處理中風者、認知障礙

者技巧)
78.3% 12.0% 1.1% 76.3% 10.1% 0.7%

K.專業輔導及支援 (例如:;1工、臨床心理學家、

職業治療、物理治療、營養師等)
48.9% 40.2% 1.1% 48.9% 39.6% 0.7%

L 互助網絡 (例如:照顧者互助小組) 69.6% 20.7% 0.0% 66.9% 18.7% 1.4%

M.家居照顧服務 (例如:送餐、打掃) 71.7% 15.2% 3.3% 69.1% 15.1% 3.6%

３．１３ 對照顧者支援服務成效的評分

是次研究的受訪者普遍認為現時政府部門及各杜會服務機構，向殘疾或長期病患人士照顧者提供

的支援服務輕微 ；各項服務的所獲得的平均分均不超過２ 分 （成效輕微的水平）。

照顧者 玟 =91) 殘疾會員 卵 =139)

平均分
給予評分

者比例
平均分

給予評分

者比例

A.照顧技巧訓練 (例如:餵食、扶抱等) 1.04 44.6% 1.31 51.8%

B.E會褔利資源資訊 (例如:Affi站、小冊子) 1.14 51.1% 1.60 59.7%

C.與殘疾及長期病患相關的知識

(例如:病因、病徵、藥物、診治方法)
1.39 53.3% 1.77 62.6%

D.輔助工具使用知識 (例如:輪椅、手杖等) 1.55 50.0% 1.81 61.2%

E.輔助工具保養及推修 (例如:輪椅電池更換) 1.26 46.7% 1.43 55.4%

F.熱線服務 1.28 50.0% 1.58 56.1%

G.日間照顧 或 住 宿服務 1.50 55.4% 1.38 51.8%



H.轉介服務(例如:U區照顧計劃、院舍) 1.29 50.0% 1.43 53.2%

1.經濟援助(例如:購買輪椅、家居改裝等) 1.39 52.2% 1.62 57.6%

1.緊急事故應變技巧 (例如:處理中風者、認知障

礙者技巧)
1.07 43.5% 1.10 46.O%

K.專業輔導及支援(例如:社工、臨床心理學家、

職業治療、物理治療、營養師等)
1.87 62.O% 1.95 66.2%

L 互助網絡(例如:照顧者互助小組) 1.27 47.8% 1.43 53.2%

M.家居照顧服務(例如:送餐、打掃) 1.30 48.9% 1.33 4916%

（１分為沒有成效、５分為成效顯著）

３．１４ 對照顧者支援服務供應的評分

是次研究的受訪者普遍認為現時政府部門及各杜會服務機構，向殘疾或長期病患人士照顧者提供

的支援供應不足，各項服務的所獲得的平均分均下超過２ 分 （供應缺乏的水平）。平均分數最低的四

項照顧者支援服務包括照顧技巧訓練、日間照顧或住宿服務、緊急事故應變技巧、互助網絡及家居照

顧服務。

照顧者劉 =91) 殘疾會員 =139)

平均分
帢予評分

者比例
平均分

給予評分

者比例

A.照顧技巧訓練(例如:餵食、扶抱等) 1.40 64.1% 1.44 60.4%

B.杜會褔利資源資訊 (例如:sQ站、小冊子) 1.64 63.O% 1.93 69.1%

C,與殘疾及長期病患相關的知識

(例如:病因、病徵、藥物、診治方法)
1.72 67.4% 2.01 69.I%

D. *a助工具使用知識 (例如:輪椅、手杖等) 1.80 65.2% 2.01 68.3%

E.輔助工具保養及雎修 (例0n:輪椅電池更換) 1.52 59.8% 1.69 63.3%

F.熱線服務 1.65 63.0% 1.70 60.4%

G.日間照顧 或 住 宿服務 1.45 63.O% 1.42 61.2%

1.60 64.1% 1.48 59.7%

1.8I濟援助(例如:購買輪椅、家居改裝等) 1.51 64.1% 1157 64.O%

J.緊急事故應變技巧(例如:處理中風者、認知障

礙者技巧)
1.35 59.8% 1.26 53.2%

K.專業輔導及支援 (例如:杜工、臨床心理學家、

職業治療、物理治療、營養師等)
1.79 71.7% 1.90 68.3%

L 互助網絡 (例如:照顧者互助小組) 1.43 58.7% 1.65 6119%

M.家居照顧服務(例如:送餐、打掃) 1.45 62.O% 1.46 57.6%

（１分為非常缺乏、５分為非常充足）



４．質化研究 ：深入訪談結果

是次研究的深人訪談部分，對象主要為本會殘疾服務使用者以及照顧者。是次訪問於 ２０１７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８ 月期間進行，由經過的訪問員進行訪問，一共訪問了８ 個個案共 １０名受訪者，其詳細

資料如下 ：

●　 個案Ａ 的兩夫婦現年約６０歲 ，冒為肢體殘疾人士，居於新界區，現時無業，Ｊ－濟收人主要依靠

兒子工作所得的薪水脽持；夫婦兩人均是行動不便者 ，丈夫現時需要電動輪椅協助出人 。

●　 個案Ｂ 是一名獨居於新界西的男性，中學畢業，年屆３ １－４０歲 ，受後天腦痙攣影響而引致下肢殘

障，平時出人均需要使用電動輪椅 ；相對於其他個案，個案Ｂ 較少接受他人照顧 ，主要是每三

到四個月一次由義工陪同到醫院接受診症。

●　 個案Ｃ 是一名獨居的在職女性 ，大專或大學畢業，年屆 ５ ５－ ６０ 歲，受後天小兒麻痺影響而引

致下肢殘障，平時出人均需要使用輸椅、手叉或腳架；每個星期 ，個案ｃ　ｔＱ需要由擔任照顧者

的朋友協助推輪椅外出。

●　 個案Ｄ 高中畢業 ，是一名家庭主婦 ，與丈夫及女兒等家庭成員同住 ，現年３１ －　４０歲 ，因後天意

外引致左手傷殘 ，平時無須使用任何輔助工具出人 ，但需要使用輔助工具協助自己料理家務。

●　 個案Ｅ 是一名男性副學士畢業生，年齡介乎３ １－４０歲 ，受先天及後天疾病影響導致四肢行動不便，

出入均需乘坐電動輸椅，現時以兼職或零散工為生。個案現時獨居，每個星期由曾經中風的母親

提供下多於一天的照顧。

●　 個案Ｆ 是一名聽障的家庭主婦 ，現年６ １ －　７０ 歲 ，居於港島南區，教學程度為小學畢業，需要每

日為照顧後天失明的丈夫、以及肢體殘疾及患有白血病的女兒。個案Ｆ 退休前曾經在醫院工作 ，

已累積多年扶抱殘疾人士的經驗 ，唯亦因為一次意外導致左邊膝蓋的半月板破裂。

●　 個案Ｇ 是一名退休人士及家庭主婦 ，現年６ １ －　７０歲 ，最高教育程度為中五畢業，須每天照顧四

肢傷殘 ，患有言語障礙及睡眠窒息症 ，並使用電動輪椅的兒子。

●　 個案Ｈ 是一名聽障的家庭主婦，現年４ １　－　５０ 歲，教學程度為高中畢業，需要每口為照顧罹患黃

疸、言語障礙及聽障的兒子 ；兒子日常不需要使用輔助工具，日常生活能獨自打理。個案Ｈ 身

為人母 ，主要為兒子處理人際關係、就業等事情。

４．１ 影響照顧者使用照顧者支援服務的因素

４．１．１ 照顧者支援服務時間的頻率並未配合殘疾人士的生活需要

由於個案 Ａ 的夫婦兩人均是肢體殘疾人士 ，他們的兒子現時亦外出工作 ，故家中各項大小事務

均需由妻子打理，並曾使用杜會服務機構提供的杜區照顧服務，唯夫婦兩人均認為家居照顧員六至八

週方才上門打掃，服務供應非常不足；即使看見個案家中門窗破損，照顧員亦沒有向相關的主管聯絡

或跟進。

由於個案 Ｅ 與家人均是行動下便的殘疾人士 ，日常扶抱、家居清潔、準備膳食均對體力有一定

要求，故大部份情況下均需由他人代勞，並 曾經向杜會服務機構申請家居照顧服務。個案Ｅ 指出有

關機構為自己提供一個月兩次的清潔服務，每月服務次數略顯不足，服務時間亦與自己的作息時間不

配合 ，故此現在已不再使用有關服務。

個案Ｄ 曾經使用本地杜會服務團體的家居照顧服務，　[４－５４歷極不愉快。個案Ｄ （’Ｊ遞交家居照顧服

務的申請後 ，需要等待審批 ，時間動輒需要約十八個月。



４．１．２ 照顧者支援服務人員質素良莠不齊

個案 Ｄ 曾經使用本地杜會服務團體的家居照顧服務，經歷極不愉怯。個案 Ｄ （’Ｊ遞交家居照顧服

務的申請後 ，需要等待審批 ，時間動輒需要約十八個月；個案 Ｄ 認 為有關社會服務機構為何下能撥

出一些名額 ，予較遲申請但又有非常逼切需要的個案。在提供服務時，有關的社會服務機構更曾故意

刁難個案 Ｄ ，令其感到屈辱而退出服務。以下是個案Ｄ 列舉的部分例子：

（１） 家居照顧員在知悉個案Ｄ 的殘疾情況後，在清洗抽油煙機的時候，拒絕為個案Ｄ 解開螺絲 ，

並折下油煙機的機蓋 ，並要個案Ｄ 自行折下機蓋方才繼讀清潔。

（２） 家居照顧員在清潔窗戶時 ，Ｔ 但沒有主動提供清潔，更反過來要個案Ｄ 付出 １０元購買清潔

用具 。

（３） 家居照顧員沒有佩備漂白水 ，更辯稱清潔服務一般不提供漂白水 。

（４） 向服務主管反映意見時，主管用愛理不理的態度輕輕帶過。

個案Ｄ 質疑有關杜會服務團體既然一向有提供家居照顧服務４ｇ長者 ，為什麼不能給予 身 患殘

疾的服務使用者同等關懷及尊重，並對殘疾人士口常起居遇到的困難蛤予同理心。個案Ｄ 形容上述

服務的質素令她感到絕望，又指本會即使再次提供家居照顧服務，而她又合乎申請資格，她亦會因為

上述不愉快經歷而不再作出申請 。

４．２照顧者在提供照顧期間遇上的困難及面對的壓力

４．２．１ 照顧者難以兼顧家庭及工作 ，更受身心疾患困擾

個案 Ｃ 表示朋友提供照顧時，較常出現身體不適的情況，而且有時會感到非常疲倦。下僅如此 ，

朋友的情緒經常會受到個案 Ｃ 身 體狀況的影響 ，因而導致睡眠被干擾 ，健康亦漸漸變差 ，有耗歇

（Ｂｕｒｎｏｕｔ）的情況發生 ；下僅如此 ，朋友的出行計劃亦會因提供照顧而受到影響。然而，個案 Ｃ 的 朋

友仍可透過外出工作賺取收人。由此可見個案 Ｃ 的照顧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照顧壓力。

由於左手手指已遭切除 ，個案 Ｄ 日常均需依賴右手處理家務。以扭毛巾為例 ，個案Ｄ 須先毛巾

繫在扶手柄上 ，然後再用力扭動，水便流到下面的盤子中；由於身體殘障的關係 ，個案Ｄ 難以徒手

清潔玻璃窗，故她亦退而求其次，把清水潑到玻璃窗上 ，唯此舉亦多番招致鄰居投訴。由於手部情況

不允許戴手套 ，個案Ｄ　一直均是以雙手直接接觸清潔用品 ，漂 白水 、清潔劑以及各式各樣的溶液；

個案Ｄ 亦因此患上主婦手 （ｄｒｌ接觸性皮灸）。

個案 Ｆ 本身是職業女性，得知女兒需要洗腎後 ，便嘗試在家為女兒洗腎；為女兒洗腎的過程，對

於個案Ｆ 來說是一件壓力頗大的事情：在與家人喝完早茶後，先到菜市場購買食材，再返回家中洗腎，

然後再預備當日午餐。午飯以後，個案Ｆ 又再需要兩次洗腎，並運用兩此洗腎時間預備當日晚餐。晚

餐後 ，個案 Ｆ 需要在女兒人睡前為女兒最後一次洗腎。正因為洗腎的過程甚為費時，而個案Ｆ 亦須

同時照顧兩名家庭成員 ，個案Ｆ 需要放棄原有的工作及收入。個案Ｆ 的精神因而非常緊張，時常出

現睡眠不足的情況。

個案 Ｆ 的丈夫自４ ０多歲開始失明，雖然活動能力仍然自如 ，但 日常生活逐漸需要妻子的幫助．。

由於丈夫胃口日漸轉差，個案Ｆ 已放棄每日為丈夫預備餛菜，主要是購買預先烹調的菜餚佐膳。夫妻

兩人關係較為緊張，常常因小事而發生爭執，唯近年雙方之間能逐漸彼此包容，並以對方的需要出發。



個案Ｆ 的女兒本身是一名肢體殘疾人士，受腎功能轉差影響，女兒近年行動能力亦逐漸下降，並

需要每日四次洗腎（早上九時；下午一、五及九時）。女兒現時居住的院舍，是女兒超多年來入住的

第二家院舍。現時，個案Ｆ 每兩個星期均會帶女兒返回家中吃飯；其餘時間，女兒均在院舍度過，逢

星期一及五均在院舍職員帶領下運動。

個案Ｇ 在照顧方面遇上最大的困難是自己年齡漸老，體力不足以應付扶抱自己兒子上下床及輪

椅的需要。為解決此一問題，個案Ｇ　一直均有僱傭外籍家庭傭工為兒子提供照顧。家庭傭工日常為

兒子洗澡、到醫院陪診，並為個案Ｇ　一家預備日常膳食。

４．２．２ 照顧者、殘疾人士與傭工溝通存在困難：個案Ｇ － 直對於家庭傭工的照顧質素偶有微言，主要

是與文化差異有關。最令個案Ｇ ｉ到詫異的，是個案Ｇ 處理突發事件的手法：個案Ｇ 的兒子有一次

被滾燙的熱水燙傷，傭工見狀沒有及時求醫，而是逃避被僱主問責，自行用冰敷患處了事。傭工更曾

經將熱水倒進呼吸機內。由於言語不通，且兒子有言語障礙，每當兒子需要別人協助時，傭工均需要

一段長時間方才摸得透兒子想表達的內容。由此觀之，個案Ｇ 與傭工的合作關係並不順暢。

４．２．３院舍環境限制，限制家屬探訪：個案Ｆ 的女兒現時居住的院舍位於港島區，院舍住客數目共 ５０

人，衞生環境僅可接受，並距離自己的寓所較遠。每次到院舍看望女兒時，個案Ｆ 均要在指定的探病

區域等候姑娘推輪椅上前，情況有如家屬到監獄探訪在囚人士。研究員詢問個案Ｆ 院舍作這樣的安排

的原因為何，個案Ｆ 表示院舍方面為防範非典型肺灸捲土重來，特意將院友及家屬活動的區域作出清

晰區隔，並犧牲了家屬直接到院友房內探病的時間及機會。

４．２．４ 醫護人員態度惡劣：因丈夫罹患抑鬱症關係，個案Ａ ｅ９妻子定期與丈夫前往公立醫院的精神科

覆診，唯曾Ｊ－遭受醫院人員冷漠對待。妻子陪同乘坐輪椅的丈夫到達醫院門診部，欲找尋當值的醫務

杜工時，職員甫聽見丈夫須前往精神科，竟叫他們尋求義工協助，似有歧視精神病患，並視他們為危

險人物之嫌。

談到使用醫療服務的經，驗，個案Ｃ 指出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的態度遠遠不如私家醫院的醫護人員，而

公立醫院的醫生及護士更曾對個案Ｃ 惡言相向，認為個案Ｃ 「扮野」、「你下要來我這裡看醫生」 ，令

個案Ｃ 要求轉換診症的醫生。個案Ｃ 認為有關當局應當改善醫護人員對殘疾人士的態度，以舒緩殘

疾人士及照顧者的壓力。

個案Ｆ 對於公立醫院人員質素感到十分憤怒。個案Ｆ 的女兒在港島區某大醫院進行檢查，醫院醫生

發現女兒一直患有腎結石以及子宮水泡，妨礙女兒進行洗肚，唯醫生對於處理腎結石一事顯得極不情

願；個案Ｆ ６ 到無奈，並在別處尋求醫護人員的第二意見，在得悉不清除腎結石及子宮水泡會對女兒

生命構成一定程度的危險後，最終決定向醫院施壓，令院方為女兒進行手術。個案Ｆ 希望院方能站在

病患的角度，為病人帶來新的生活。



４．３ 杜會服務機構應如何舒緩殘疾人士及照顧者的壓力

４．３．１ 加強倡議無障礙交通及杜區建設 ，減少殘疾人士對復康巴士的依賴

在杜區層面 ，個案Ｂ 認為本會應繼牘杜區推動無障礙設施的建設 ，以便利使用輪椅的殘疾人士或照

顧者。個案Ｂ 曾到居所附近一家連鎖怯餐店用膳 ，由於怯餐店位處舊式住宅大廈 ，各項無障礙設施

降有所欠缺 ，亦無斜道方便輪椅使用者內進 ；個案Ｂ 進入怯餐店時，是借用搬貨工友的木板充當斜

板 ，木板在未能承受輪椅重量下扭曲變形 ，為個案Ｂ 帶來一定程度危險。個案Ｂ 認為有關食肆必須

增加更多無障礙設施 ，以方便有殘疾成員的家庭用膳。

個案 Ｂ 亦 較為關注巴士車長為殘疾人士提供服務的質量 ，並指出較年輕的巴士車長由於缺乏經驗 ，

較少使用巴士降低上車門離地高度的功能，以致電動輪椅使用者難以登車，在巴士服務尚未全面低地

台化時，更是一等便是四、五班車 ，既費時又失事。個案 Ｂ 現 時有使用巴士公司提供的手機應用程

式，得知下一班車來臨的時間，並認為此一措施值得推廣至全港的巴士公司，令殘疾人士及照顧者更

好地規劃行程。

進行訪問期間，傳媒報導本港現正引進低地台小巴，個案Ｃ 表示有關當局及交通服務供應商應更大

力推廣使用低地台小巴，令殘疾人士及他們照顧者可前往本港更多地方，而減少對巴士、鐵路及復康

巴士的依賴。

４．３．２服務業須加強對前線服務人員的訓鍊 ，＞Ｍ 除對殘疾人士及照顧者的歧視

個案Ｈ 坦言自己照顧兒子的過程一直順暢 ，並強調將兒子教育成為一個平常人的重要性 ；在養育過

程中，個案Ｈ 選擇不刻意突出兒子的殘疾人士身份 ，以免養成依賴的壞習慣。然而 ，在兒子使用銀

行服務的過程當中，某家大型發鈔銀行的分行職員沒有從殘疾人士角度出發，提供適當的服務，令個

案Ｈ 及兒子感到非常困擾 。由於個案Ｈ 的兒子患有語言障礙 ，於人多地方容易顯得緊張，溝通能力

不注以完成到銀行開立戶口的程序 ，故此個案Ｈ 曾陪同兒子到該銀行開立戶口，並已事先將兒子的

殘疾情況告知分行職員，唯分行職員一直堅持兒子必須以本人身份完成設定銀行戶口密碼的步驟，未

有體諒兒子的處境。由於事發當日兒子並沒有佩戴耳機 ，故此聽不清楚銀行職員的指示。個案Ｈ 對

於職員故意刁難感到非常憤怒，故此向銀行方面投訴，指責分行職員在提供服務時，未能體察用戶身

體殘障及需要 ，更與本地另外一家大型銀行所提供的貼心服務大相徑庭。

４．３．３增設相關培－１１及開設相關杜工職位 ，優化家屬及傭工提供照顧的技巧

個案 Ｇ 希 望自己在健康情況仍然許可的情況下 ，與子女在自己居住的杜區安享晚年 ，並且平衡生活

與照顧的需要。對於一些僱用外籍家傭的照顧者來說，社會服務機構亦可考慮提供一些培－１ｉ　，針對殘

疾人士或長期病患的需要 ，優化其照顧及緊急事故發生時的應變技巧。個案 Ｇ 亦 認為本會可以向杜

會褔利署爭取更多資源，爭取開設杜工職位 ，跟進殘疾人士及照顧者的個案，以及為外籍傭工提供相

應培訓。



４．３．４提供輔助工具維修服務，及增設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雖然個案 Ｂ 屬於獨居人士 ，但仍對未來十至二十年身體機能所出現的衰退所引致的下便感到擔憂 。

由於個案Ｂ 日常使用電動輸椅出入 ，輪椅零件經常出現不同程度的損耗，令個案Ｂ 經常需要預約坊

間團體的輸椅維修輪椅。倘若輪椅出現任何突發故障（例如：光頭[’ｔ）　，由於沒有預約關係 ，或未能獲

得上述機構即時處理 ，而該等故障亦會為個案Ｂ 帶來危險 ；為電動輪椅更換整套輪胎一般需要 １２００

元 ，對於個案Ｂ 來說尚可接受 ，唯他亦建議杜會服務團體應在更多地區提供更多輪椅維修服務 ，以

解輪椅使用者及照顧者之急。除了輪椅維修服務以外 ，個案Ｂ 認為杜會服務團體亦可提供更多種類

的維修服務 （例如：家居電器），舒緩殘疾人士家屬的負擔。

由於個案Ｅ 使用的輪椅以電力推動 ，沙板經常積聚泥沙，難以自行清潔或更換零件 ，故此口常需要

向杜會服務機構求助。

在談及自己或家人在十年內需要的服務時，個案Ｅ 指出自己未能預知身體狀況衰退的程度 ，同時擔

憂母親或會再次中風 ，故此認為自己及家人更需要家居照顧服務。另一方面 ，由於個案Ｅ 在可見的

將來均會使用電動輪椅代步 ，故此亦建議杜會服務機構提供更便捷的輔助工具維修服務。

個案 Ｃ 的 朋友未曾使用任何照顧者支援服務，故此未龍詳細地就每一項照顧者支援服務的成效作出

評價 ，然而個案 Ｃ 亦 頗擔心朋友的健康狀況，憂慮如果朋友一旦病倒 ，短期內將無法覓得替代人選

提供照顧 。故此個案 Ｃ 認 為政府在為殘疾人士提供復康服務的同時 ，亦應考慮為殘疾人士照顧者提

供公立及私立醫院門診優惠，以舒緩照顧者的財政壓力。

同時 ，本會亦應聯同其他杜會服務機構爭取恢復為殘疾人士提供家居照顧服務。

４．３．５善用名人效應 ，改變杜會大眾對病患的看法

由於個案 Ａ 的 夫婦年事漸高，兩人均希望政府更積極地推動居家安老，並希望醫生改變對病患的態

度。有感夫婦兩人或會於未來罹患腦退化或失智症，故此希望政府能善用高錕名人效應，提升社會對

於腦退化症的支援程度。



５．建議及總結

５．１ 開展切合照顧者需要的支援服務

是次研究的受訪者（不論是殘疾會員，或他們的照顧者）僅有少於半數曾經使用照顧者支援服務，

並普遍表示現有的照顧者支援服務供應不足，對於以下各項服務的需求尤其殷切：

●

●

●

●

●

●

照顧技巧－１１練

日間照顧或住宿服務

緊急事故應變技巧

互助網絡

家居照顧服務

輔助工具維修服務

向殘疾人士提供杜會服務的團體及自助組識可考慮增強現有支援服務的宣傳，並按需求開拓更多

照顧者支援服務。由於是次研究受訪的照顧者（４５．２％ ，　Ｎ ＝９３）學歷程度在高中或以上，本會或其他機構

在規劃有關服務或課程時，可增加更多與照顧技巧相關的元素，以增強其實用性。一如以往與殘疾青

年、長者支援服務有關研究，受訪的照顧者及殘疾人士一般在深人訪談表達了自己對於肢體殘疾人士

家居及杜區照顧強烈的服務需求。研究員建議本會及各大復康團體可探討為肢體殘疾長者開展家居及

杜區照顧服務的可行性，並向有關當局爭取資源開展有關服務，以舒緩照顧者所面對的壓力，並舒緩

殘疾人士輪候院舍的需要。有關服務的內容包括於送餐、家居清潔、購買日用品及護送往來覆診等支

援服務。

５．２無障礙交通資訊發放

無障礙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殘疾人士能與健全人士一同享受社區生活的關鍵。本港雖然引入了眾

多類型便利肢體殘疾人士的交通工具（例如：雙輪椅位巴士、低地台小巴、鐵路車廂等），唯殘疾乘

客在取得有關交通工具班次資訊或工作人員協助方面，仍然存在一定障礙。故此，有關的公共交通服

務供應商必須更積極地從殘疾乘客的角度出發，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乘車資訊（包括：雙輪椅位巴士

行走的路線及時間）。

５．３ 加強醫療及專業人員的意識培訓

根據深人訪談所得，本次研究的受訪者普遍對於醫療服務人員對待殘疾人士的態度有頗深的負面

觀感，並寄望本會作為服務殘疾人士的自助組幟，向公、私營醫院提供如何友善對待殘疾人士的培訓，

以在設備及人力資源上，締造一個無障礙環境。對於一些需要接觸殘疾的人士的專業（例如：銀行業、

杜會服務團體家居照顧員），傷青會可考慮與業界團體合作，為從業員提供培訓，令殘疾人士及其照

顧者能享用更友善的服務。由於家庭傭工是家屬以外其中一個殘疾人士獲得照顧的來源，長遠來說杜

會服務團體可考慮提供以外語提供資訊，提示他們為殘疾人士提供照顧時，須注意的地方。

為促進殘疾人士的褔祉，本會除了積極向各個年齡層的殘疾人士提供適合的支援服務外，亦正開

拓照顧者的支援服務。本會服務雖以服務肢體殘疾人士及長期照顧者為主，但各類型活動均有不少家

屬或照顧者參與。基於照顧對象身體機能上潛在出現的退化，照顧者在殘疾會員參與日常及杜交活動

的角色漸漸變得更為重要，故此本會在開展服務及倡議康復政策時，必須一併考慮照顧者的角色，以

令殘疾人士獲得更全面的照顧時，亦可減少照顧者身、心方面的耗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