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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香港展能節 慈善安全駕駛邀請賽

慈善安全駕駛邀請賽活動歷史及簡介

由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復康聯會主辦，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協

辦的「慈善安全駕駛邀請賽」於2011年6月18至19日(星期六至日)，一連兩天假香港銅鑼

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本活動有幸邀請到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女士擔任名譽主席；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擔

任名譽贊助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運輸署署長黎以德先生、社會賢達余錦基先生及第

八屆香港展能節籌備委員會主席張健輝博士擔任主禮嘉賓；及香港傑出運動員黃金寶先生及

2010至2011年度傑出青年協會主席龐愛蘭女士擔任慈善安全駕駛大使。

傷青會於1970年成立至今，不斷就殘疾人士駕駛及有關事宜作出合理權益的爭取。協會曾

於2000年6月11日及2003年9月20日至21日分別於本港修頓球場及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

公園舉辦全港殘疾人士安全駕駛比賽，藉著上述活動喚起公眾人士對殘疾人士安全駕駛的

關注，獲得社會的廣泛支持及鼎力參與。此外，內地公安部於2010年4月1日發佈法規修改

案，允許右下肢和雙下肢缺失的殘疾人駕駛汽車出行，在此政策推動下，本會亦邀請了內地

傷殘駕駛人士及有關管理交通措施的單位負責人，親臨參與這項盛事。

是次活動旨在宣揚殘疾人士安全駕駛的能力及技術，擴闊殘疾人士的社群網絡，推廣共融的

正面訊息。本會在推廣本港殘疾人士安全駕駛發展的同時，亦在是次比賽中邀請了內地不同

省市的殘疾人士參與比賽，積極推動內地殘疾人士安全駕駛的發展。是次活動為市民大眾提

供一個歡度週末及週日的嘉年華，而在是次活動中所籌得之經費，一半會捐贈與香港復康聯

會，用以資助殘疾人士參與2011年9月於韓國首爾舉行的第八屆國際展能節比賽，一半會

用於協會構思殘疾人士的創新服務上。

「慈善安全駕駛邀請賽」為本會今年度之大型籌募活動，活動當天除了設有汽車安全駕駛比

賽外，更設有電動輪椅安全駕駛比賽、古董電單車展覽、機動三輪車展覽、遊戲攤位、電動

輪椅展覽及維修攤位、安全駕駛講座、殘疾人士自駕遊講座、電動輪椅維修講座、殘疾人士

的精彩表演及頒獎典禮。希望各位踴躍參與是次活動，並到場為我們的參賽者打氣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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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香港展能節 慈善安全駕駛邀請賽

主辦團體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簡稱傷青會)成立於一九七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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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及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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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動殘疾人士的福利為目標。
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主要服務肢體殘障社群的自助組織，除提供由社會福利署津助的服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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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協會所提供的服務
包括賽馬會活動中心、家居照顧服務、就業服務中心、政策倡導工作及赤柱白普理泳屋等；
而社會企業項目則包括創視設計、傷青花藝舍及傷青動力學堂。透過上述服務及業務的推
行，我們致力協助殘疾人士重建自信、建立社群網絡、提升工作技能及就業機會，使他們較
易於融入社群。

服務宗旨

>  透過殘疾人士於管理、服務提供及互動參與，以切身關懷的態度，實踐助人自助的理念； 

>  推動康復政策發展及公眾教育，達致平等機會； 

>  建基可持續概念，為殘疾人士提供適切、創新、優質服務；

>  拓展自負盈虧業務，直接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機會，使其自力更生；及 

>  鼓勵殘疾人士參與義務工作，作出貢獻，促進和諧共融社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環境產生劇變，加上大量難民由內地湧
至，大規模的救濟工作變得刻不容緩，慈善團體及福利機構遂紛紛成立，為市民提供適切的
服務及援助。為了有系統地統籌及策劃各種福利服務工作，志願機構組成了「緊急救濟聯
會」，由於福利機構的數目不斷增加，所提供的服務亦日趨多元化，協調和聯絡的工作變得
更形重要。在1947年，聯會蛻變而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聯﹞，並於1951年正式成
為法定團體。
社聯現時共有超過370個機構會員，它們透過其屬下遍布全港3,000多個服務單位，為本港市
民提供超過九成的社會福利服務。

香港復康聯會

香港復康聯會於一九六四年成立，即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維持伙伴的協作關係。香港復康聯
會亦是本港非政府復康服務機構及殘疾人士團體所組成的聯會組織，早年因應社團條例獲得
豁免註冊。聯會成立的目的旨在推動殘疾人士服務和設施的協調及改善、參與政策的檢討和
制定、推展公眾教育以及發展新的復康項目。

協辦團體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是香港首個主要服務四肢傷殘人士的非牟利自助組織。成立於1991
年，時稱「路向義工團」，1995年改名，承繼所有路向義工團的會員，義工，使命及宗旨。
希望集合四肢傷殘人士的力量，提倡四肢傷殘人士自助互助，善用社區資源，重新融入社
會，亦是首個組織利用資訊科技來協助殘障人士重新投入社會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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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8日 (星期六)

4號硬地足球場 5號硬地足球場 6號硬地足球場

10:00-
18:00

汽車比賽初賽

內地殘疾人士
駕駛賽

14:30-
17:00

舞台表演
1.  視障人士樂隊
2.  24式太極拳
3.  民族舞
4.  輪椅舞
5.  功夫扇
6.  柔力球
7.  手語歌
攤位
1. 電動輪椅維修攤位
2.  紀念品攤位
講座
1. 正確駕駛態度及安全駕駛
2. 傷殘人士外地自駕遊分享

11:30-
18:00

電動輪椅初賽

古典電單車展覽

電動三輪車展覽

18:00 活動結束

2011年6月19日 (星期日)

4號硬地足球場 5號硬地足球場 6號硬地足球場

9:00-
15:00

汽車比賽決賽

內地殘疾人士
駕駛賽

名人賽事

10:30-
14:00

舞台表演
1. 口琴
2. 二胡
3. 吳家坐式太極
4. 樂隊
講座
1. 汽車意外危機應變處理
2. 電動輪椅保養及維修講座

9:00-
15:00

電動輪椅決賽

10:00-
15:00

古典電單車展覽

機動三輪車展覽

10:30-
16:30

攤位
1. 遊戲攤位
2. 道路安全推廣攤位
3. 電動輪椅維修攤位
4. 電動輪椅展覽攤位
5. 紀念品攤位

15:00-
16:30

頒獎禮

16:30 活動結束

6月18日至19日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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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項目 機構 / 負責人

14:30 視障樂隊All in One表演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14:45 駕駛講座(1) －
正確駕駛態度及安全駕駛

主持：黃健雄先生 
講座：尹錦安先生 

15:30 楊家簡化24式太極拳
民族舞 － 月光下的鳳美竹

港大武術技能提昇班同學
彩雲社區服務協進會 暨
雲滋南舞蹈藝術團

15:45 自駕遊分享講座 －
傷殘人士外地自駕遊分享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主持 - 趙淑蓮女士、黃健雄先生 
分享者 - 歐陽以勤先生

16:30 功夫扇
民族舞 － 千古美人

彩雲社區服務協進會
彩雲社區服務協進會 暨
雲滋南舞蹈藝術團

16:40 柔力球示範表演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動感柔力球

16:55 手語歌 香港聾人協進會

時間 項目 機構 / 負責人

10:30 口琴
二胡
吳家坐式太極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10:45 駕駛講座(2) －
危機應變處理

主持：黃健雄先生 
講座：尹錦安先生 

11:30 樂隊現場表演 樂隊 - Magnet

12:15 專題講座 －
電動輪椅保養及維修講座
·如何選擇電動輪椅
·如何正確使用電動輪椅
·如何保養電動輪椅

電動輪椅義工維修隊
林海誠先生

13:00 第一輪抽獎時段

13:10 樂隊現場表演 樂隊 - Magnet

頒獎典禮

講座、表演及典禮內容
日期：2011年6月18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14:30 - 17:00

地點：維園5號球場 司儀：黃婉貞女士

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星期日) 時間：10:30 - 14:00

地點：維園5號球場 司儀：黃婉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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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項目 機構 / 負責人

15:00 進場儀式 哈利電單車會、香港老爺車會

15:10 致歡迎辭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 張偉良先生

15:13 主禮嘉賓致辭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運輸署署長 黎以德先生
社會賢達 余錦基先生
香港展能節籌委會主席 張健輝先生

15:25 頒發安全駕駛大使委任狀
黃金寶先生
龐愛蘭女士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15:30 頒發名人慈善邀請賽獎項
冠亞季軍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15:35 頒發贊助機構紀念品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 張偉良先生

15:40 頒發支持團體紀念品 香港展能節籌委會主席 張健輝先生

15:45 頒發大會顧問委任狀 運輸署署長 黎以德先生

15:48 頒發汽車安全駕駛比賽
冠亞季軍

運輸署署長 黎以德先生

15:51 頒發電動輪椅比賽
個人賽 - 冠亞季軍
隊制賽 – 冠亞季軍

社會賢達 余錦基先生

15:57 頒發內地殘疾駕駛者邀請賽
個人賽 – 冠亞季軍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 張偉良先生

16:00 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 張偉良先生 

16:04 簽名儀式 眾主禮嘉賓

16:07 「展能節」儀式 主禮嘉賓﹣全體嘉賓

16:17 大合照

16:22 第二輪抽獎時段

16:32 活動完結

頒獎典禮程序
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星期日) 時間：15:00 - 16:30

地點：維園5號足球場 司儀：黃婉貞女士、歐陽以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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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復康聯會

協辦機構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支持政府部門

．運輸及房屋局 ．勞工及福利局

．民政事務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運輸署 ．社會福利署

贊助團體

鑽石贊助 ．馬登基金 

白金贊助 ．永義 (香港) 有限公司 

 ．康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曼福救援 及 曼福延保 

 ．新力機械有限公司 

保險贊助 ．恒傑保險業務有限公司 

印刷贊助 ．特藝印務有限公司 

 ．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物資贊助 ．香港駕駛學院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城巴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 

 ．山頂纜車有限公司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宣傳贊助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天行集團

 ．車主雜誌 

   

鳴謝 支持團體

攤位團體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傳愛心組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美田綜合復康服務中心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聾耳社

．香港復康力量 ．動感柔力球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香港社區志願軍

．德藝武術社 ．機動世界

  

表演團體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彩雲社區服務協進會暨雲滋南舞蹈藝術團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香港聾人協進會

．港大武術技能提昇班 ．動感柔力球

．彩雲社區服務協進會 ．樂隊Magnet

  

古董電單車展覽

古典電單車博物館

機動三輪車展覽

燦基電單車行有限公司

電動輪椅展覽

義大亞洲有限公司

進場儀式團體

．哈利電單車會 ．香港老爺車會

講座講者

．尹錦安先生 ．林海誠先生

．黃健雄先生 ．歐陽以勤先生

義工團體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毅青社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醫院探訪小組

．消防義工隊 ．公務員義工隊

．香港汽車維修業僱員總會 ．香港女童軍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義工隊  

．彩雲社區服務協進會義工隊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大會急救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