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 CB(2)1124/05-06(03)號文件

【關注傷殘津貼聯席】
就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2006 年 2 月 13 日之會議

【關於非綜援殘疾人士的生活需要的意見書】
我們是一群肢體弱能人士之照顧者，我們由一個普通家庭變成有殘疾人士
的家庭，當中經歷很多巨變及困難，尤其非綜援殘疾人士家庭更要面對長期龐大
的醫療開支和經濟壓力。 因此，本聯席有以下之意見反映：
（一）家人辛勤工作、連累嚴重殘疾人士失去社署支援
雖然家庭中有殘疾人士，但我們仍然希望可以辛勤工作，自食其力及盡力
照顧該殘疾家人生活及醫療開支。包括：家居改裝工程費、因病留院所要
支付之醫院費、醫藥品費、往返醫院之交通費、手術後之物理治療費用及
各類康復治療費、購買輪椅或助行架及改裝或修理輪椅之高昂費用、輪椅
座墊、沖涼椅、站立架、定購護腰及各樣手腳托用品費、抽痰或導尿喉管
費、紙尿片費、和大量之棉花、紗布醫療消耗品費等…。
以上種種支出
如果是綜援家庭之嚴重殘疾學童，就可得到社署各種豁免或減免與及各樣
基金津貼支援。
但在非綜援家庭之嚴重殘疾學童，唯一的經濟援助就只得傷殘津貼（低額
＄1120 或高額＄2240）
，如果不幸因病入院超過 30 天，除了要支付該月之
院費(＄3000)外，更要將該月之傷津一半退還社署，實在雙重打擊！
倘若醫療人員提議購置一些較為耐用的醫療儀器或復康用具時，動輒也要
幾萬元，現時雖有慈善基金可供申請，但只因學童家人有收入而障礙重重，
不能申請，最終只能望門輕嘆！照顧者只好獨力承擔費用或打消購置念
頭！
（二）無能力開源、只可節流、漸變隱形的貧民
香港經濟不景，失業率高企，薪金下調，由於肢體弱能人士需要特別照顧
和訓練，大部份家庭只能靠父或母其中一人外出工作之入息，維持全家支
出，倘若該殘疾子女要經常因病留院或每日要用大量醫療消耗品，普遍肢
體弱能病童其日常開支甚大【見附件一】，單靠每月傷殘津貼亦不足支付
時，該類家庭之收入亦顧不得其他子女的需要，唯有投放在殘疾子女之醫
療開支上。為了可節省開支，不少照顧者亦只能降低衛生標準，將一些原
本只可用一次之用品（如：導尿喉管）自行清洗重用多次，整個家庭之成
員更要節衣縮食，不能花錢讓子女參加課外活動，更談不上什麼娛樂或消
遣，他們的生活只局限於學校、家中或醫院範圍內。 因此引致不少家庭
經濟緊拙、日漸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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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貧、扶弱、何時扶我們【非綜援殘疾人士家庭】？
但願社會福利署能夠體恤嚴重殘疾人士未能自我照顧而與家人同住，只因
家人不欲申領綜援，連累該名嚴重殘疾人士失去了社署為他們預備之各樣
支援。
我們盼望：社署將這群嚴重殘疾人士【獨自放在綜合援助安全網】之內，
使他們同樣可得到醫療減免及社署之醫療品實報實銷支援！
減輕家屬的重擔！
（四）成立復康用品回收及維修、再供轉贈之【復康用品庫】
由於殘疾兒童不斷成長，他們很多復康用品，在一、兩年內已不合用，需
要更新，但購置新復康用品費用高昂，要訂造或訂購及運送需時，舊有物
品亦棄之可惜！全港現時只有威爾斯醫院設有【輪椅庫】但只能惠澤少數
殘疾學童。
我們建議：在醫管局轄下的醫院，提供【復康用品庫】回收各樣可重用之
復康用品，例如：輪椅、手推車、企架、助行架、便椅／浴椅…，
稍作維修或翻新，再免費租借或轉贈給其他殘疾人士。此舉可
以 1.)減輕醫院義肢部門之訂造工作量。

2.)減輕殘疾人士購

置／訂造新復康用品之負擔。3.)達到環保及善用資源。實屬三
贏局面！
（五）長期孤單上路、盼有【支援照顧者政策】同行
肢體傷殘人士之照顧者要接受家中殘疾成員、要經歷長期悲痛、要面對各
種照顧上的困難、勞心勞力、散盡積蓄，最終一身病痛。
我們盼望：政府能早日落實支援照顧者政策，使我們無論在照顧、心理和
經濟上，得到實質的支援。

【關注傷殘津貼聯席】
2006 年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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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肢體弱能人士之醫療復康用具及日常消耗品之開支如下 :
1.

醫療方面 :
1.1)

肢體弱能學童，大多由醫院多個專科(兒科、腦科、骨科、外科、眼科…)
跟進覆診。所以，每年都需要付上約數百至千元不等的診症費及交通
費。(專科收費 : 新症首次 100 元，以後則每次 60 元)及(交通費 : 有
升降台車輛每次來回車程由約 60 元至 400 元是乎地點而定)

1.2)

當有需要留院時，每天收費是 12 歲以下為 50 元，12 歲以上為 100
元，而長期住院的人士住院一個月則需 3,000 元(以 12 歲以上用 30 日
計算) ，而高額傷津受助者更要付回 1,120 元(高額與普通傷津的差額)
給社署，當然還未計算照顧者往來醫院照顧留院家人的交通費，實在
是幾重打擊。有些嚴重肢體弱能學童每隔一至兩年都可能需留院做手
術或檢查。

1.3)

當離院後，有需要往返醫院做物理治療及職業治療，每月可需付上
2,000 至 3,000 元的費用。(以每星期 2 次的各樣診症治療及交通費計
算)

1.4)

為了改善弱能子女的能力，不少家長都盡力安排子女接受私營醫療如
中醫、針炙、步理治療及推拿等等的治療。私營收費也是不少，每月
也花上數百至數千元治療費。

2. 復康用具 :
2.1)

肢體弱能人士所用的復康用品都是由醫護人員及專業人士建議訂造
或代購。當有需要到醫院義肢矯形部時，診症費為首次 100 元(每件復
康用具都被列為新症)，以後每次診症費為 60 元，但每種復康用具，
都需要往來醫院 3 次或以上(如:量度尺碼及造模、試用及修改等)。所
以，連同交通費在內每件復康用品是約數百元以上。

3

2.2)

大部份肢體弱能人士都是需要多種復康用具，例如 : 腳托、站立架、
步行架、手推車、輪椅、便椅、浴椅或浴床等等。當中部份用具價值
昂貴，如輪椅需要約 5,000 元至 50,000 元(如:電動輪椅)，浴椅/床則由
600 至 6,000 元，而站立床或站立輪椅需要約 20,000 至 30,000 元，是
乎使用者的傷殘程度。

3. 日常用品/醫療消耗品 :
3.1)

需要用尿片者，每月需付約 500 至 600 元(每片 3.5 元，每天 6 片)

3.2)

需要用導尿喉者，每月連消毒紗布、棉花及尿片費用，是超過約 1,000
元以上)。

3.3)

需要用氧氣輔助器者，每月需付接近約 2,000 元的租用費。

3.4)

需要用抽痰機，插餵食器者，他們每月的支出也非常昂貴。

4. 家居妀裝及特別用具 :
4.1)

當肢體弱能學童日漸長大，家居的設備必需改裝以配合其特別需要
(如：改裝房間及洗手間…以配合需要)，所有工程費用是可達數萬元。

4.2)

當傷殘人士需要用吊機才能搬動時，那個吊機的費用會高達約 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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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 13 歲肢體弱能學童 13 年來單用於復康用具的開支
由於殘疾孩童不斷成長，每年都會花上大量金錢（約數千至數萬元）來更新多項
必需的復康用品。
A.)木箱椅--3 張（每張約 300 元）
手推車--2 部（每部約 2 千多元）
企架--4 部（每部約 300 元）
小童便椅--2 張（每張約 300 元）
小童浴床--1 張（約 1 千多元）
中童便/浴椅--2 張（每張 600 元）加配特別承托坐墊兩套（每套 1 千多元）
輪椅--2 部（7800 元及 8100 元）加配坐、背墊兩套（3000 元及 1200 元）
可升降的書檯--（1200 元）
外購的成人站立器材--1 部（3 萬多元）
現已訂購之電動輪椅--（22000 元）
今年計劃購置新便/浴椅--1 張連坐墊（可能達至幾千元）
為配合輪椅出入之家居改裝工程費--（約兩萬元）
以上大部份用具都需往醫院訂造/訂購及加配件如：安全帶、腳踏…等等以配
合孩童的需要，當然還需支付很多次診症費和來回交通費。
B.) 手架--5 個（日間用）
手架--10 個（夜間用）
腳托--11 對（日間用）
腳扎--4 對（夜間用）
分腿架連長腳--8 對（夜間用）
B 類之用品雖是免費，但每次更換都需數百元診症費及來回交通費。
以上為該家長憑記憶所列，龐大開支的其中一部份，入院做手術之院費、各個專
科覆診、或各樣治療師費用、尿片費等…多不勝數，鎖碎用品支出未能一一盡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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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肢體傷殘學童每月護理大腸造口之消耗品開支表
QTY
1
2
3
4
5
6
7
8
9
10

造口袋
防漏膏
防漏膠紙
護膚膠貼
棉花球
棉花棒
去膠棉
膠袋
紙巾
潔膚液

4盒
3支
3卷
1盒
2包
4包
1盒
100個
4盒
1樽

HK$
@ 170.00
@ 50.00
@ 10.00
@ 165.00
@
5.00
@
2.50
@ 265.00
@
5.00
@ 140.00

HK$
680.00
150.00
30.00
165.00
10.00
10.00
265.00
5.00
20.00
140.00
1,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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