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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服務及教育
A. 陳福成資源中心
• 接待對殘疾、復康政策有興趣之大、中、
小學生 、社福團體的訪問和參觀
• 借出場地予外來團體進行講座及活動
• 設網站提供不同的復康資訊和本會的最新
活動資訊

B. 無障礙設施巡查及導賞
• 於社區進行無障礙設施巡查
• 安排各界團體及人士參加無障礙環境導賞
及展覽，加強他們對社區無障礙設施的關

社會企業

支持康盟

康盟現主要經營兩項社會企
業，包括7-Eleven便利店(香港
理工大學店和香港教育學院
店)，目的為提升公眾對殘疾
事務的意識，以及為殘疾人
士提供就業機會；唯健坊為
殘疾人士、病患者及長者提
供復康及醫療用品，並有免
費諮詢服務，確保顧客能選
購到合適的用品。

康盟屬殘疾人士非牟利機構，以有限法律責任的形式
成立為法團，屬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我們歡迎社

殘疾人士爭取權益。
捐款方式如下：
1. 附上劃線支票寄回康盟（抬頭請寫「香港復康聯盟」），
信封面註明「捐款」，支票背後寫上姓名及聯絡資料
2. 直接把捐款存入康盟中國銀行戶口 026-710-1-037511-7

康盟社企

或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 080-7-073663，並把收據

身體力行，支持殘疾人士就業

寄回康盟

• 超過75%的僱員為殘疾人士
• 殘疾店員根據工作表現享有晉升機會

注和了解

C. 推動義務工作
• 透過康盟義工組「康盟義動」推動傷健參
與的義工活動，如國際復康日、年度主題
樂園遊覽

D. 復康展覽
• 透過舉行社區復康展覽，增加公眾對殘疾
人士的重視和關注

均等機會
全面參與

區人士透過捐款支持我們的工作，推動共融社會，為

3. 往全港各7-Eleven 便利店，使用康盟的捐款條碼，
或指定捐款予「香港復康聯盟」

投放資源，建立工作支援配套
• 提供師友計劃，由資深僱員指導新僱員
• 鼓勵僱員自我裝備，重投公開勞動市場

屢獲表揚，廿載成績有目共睹
• 屢獲社企相關獎項，深受社會認同
• 學術界曾以康盟社企模式作深入研究
• 賺取盈利，足見殘疾人士有能力為機構賺取營運經費

無障環境，支援殘疾僱員顧客
• 提供無障礙工作間予殘疾僱員
• 為殘疾顧客提供無障礙支援，如點字提示、低櫃台

E. 創新活動基金

4. 於投保時將康盟列作受益人之一(詳情請瀏覽「保協
慈善基金」網頁 http://www.luahk.org/ 或諮詢您的保險
代理人)
5. 月捐計劃（中國銀行）：捐款者只需於所屬銀行直
接辦理自動轉賬指示即可
6. PayPal網上捐款，於康盟網頁按下「buy now」，

• 鼓勵申請資助機構與殘疾人士合作，以創

選擇捐助指定金額

新的計劃及活動，倡導有關殘疾人士的社

總 辦事處

Headquarters

地址 : 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孝樓地下
12-13及16-17號
電話 : +852 2337 0826
傳真 : +852 2337 1549
網址 : http://www.rahk.org.hk
電郵 : info@rahk.org.hk

陳 福成資源中心

7. 社交活動捐款計劃：捐款者可籍着組織個人聯誼活

會政策，以改善其在社會上的不平等待遇

聯絡我們

動，為康盟籌款，詳情請瀏覽 Two Presents 網頁
http://twopresents.com

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電郵

:
:
:
:
:

Chan Fuk Sing Resource Center

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祖樓地下11-12號
+852 2336 2093
+852 2336 2095
http://www.rahk.org.hk
cfsrc@ra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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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盟簡介
香 港 復 康 聯盟 (簡 稱 康 盟 )
於1992年成立，是一個主要由
不同殘疾類別人士組成及管理
的非牟利機構。康盟目的是爭

政策倡導

F) 參與及出席聯席聯盟會議，例如聯合國殘
疾人權利公約監察及推廣委員會

以不同形式倡導殘疾人士平權
政策，監察平權政策的實施。

G) 回應傳媒報導及召開記者會

會員活動及福利
為凝聚會員，以及照顧會員的不同需要，
康盟會時常舉辦
1. 講座/研討會

當中包括：
A) 進行復康、平權政策研究

醫改講座－
醫改全面睇

取殘疾人士在社會上的平等機
會及全面參與，機構會員包括

在無障礙的士發佈會中，
康盟執行委員接受傳媒訪問

肢體傷殘人士、視聽受損人士、

B) 參與政府的公眾諮詢工作，例如施政
報告、財政預算案等

H) 康盟成立的環境設施及通道監察委員會，
會透過定期召開會議、於社區巡查視察、
向政府發表書面意見等方法，改善現時的
公共設施、建築物及通道

C) 撰寫政策評論

I) 參與社會活動

D) 處理及跟進個案，如對平等機會政策倡
導及社區無障礙設施的投訴/個案

J) 舉辦及參與各類論壇及研討會

智障人士、精神病康復者、長
期病患者、有特別學習需要之
人士及支持上述理念的社會人

研究報告書

康盟就研究結果舉行新聞發佈會

士等。

三 大特點
1. 本會屬非牟利機構
2. 主要由殘疾人士組成及管理
3. 主力推動倡導平權的社會政策，強調

出席電台節目參與訪問

身體機能測試日

3. 課程/工作坊/興趣班

手語班

E) 與政府部門或官員會面，交流政策意見

「我們的事，我們發聲」

機 構宗旨

康盟亦為會員提供各種福利，例如：
• 特定用途基金的申請
• 各類資訊(復康、政策、無障礙)
• 購買各類產品或服務的折扣優惠，如醫療
復康輔助用品

出席仁川
APDF 會議

1. 倡議殘疾人士在社會上有平等機會及
全面參與的權利
2. 凝聚各方實現上述理念

2. 復康活動

康盟代表與勞工及福利局
康復專員會面，交換對復
康議題的意見

與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與平機會主席見面，
討論殘疾人士議題
見面，討論殘疾人士議題

康盟舉辦20周年研討會

K)海外協作及交流

康盟歡迎所有殘疾人士及關心殘疾、復康政策
之健全人士加入成為會員，有興趣者，請即瀏
覽康盟網頁填寫「會員入會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