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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申請表格 
有意申請成為會員者，請填妥下列表格，連同會費寄回： 
九龍東頭邨振東樓東翼地下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收 (請在信封面註明「會員申請」) 
請以支票形式繳交會員費，抬頭請寫「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18 7778 與本會職員聯絡。 
 

會員資格： 
甲、 年滿十八歲並同時具備下列其中一項資格： 

c 唐氏綜合症人士的家長／家屬，或 
c 致力改善唐氏綜合症人士及其家人生活質素之志願人士。 

乙、 對本會服務有興趣、並樂於支持的團體或機構可成為機構會員。 
 
會員類別：  

1. c 新會員： 
q 普通會員 每年港幣伍拾圓正 (於每年四月續會) 
q 永久會員 港幣伍佰圓正 
q 機構會員 每年港幣貳佰圓正 (於每年四月續會) 

2. c 續會：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個人申請資料： 
姓    名：(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碼：       性別：     
國    藉：      語      言：q廣東話  q英語  q普通話  q其他：    
聯絡地址：                   
電    話：(住宅)         (手提)          
電子郵箱：         職    業：        
學    歷：q 小學或以下  q 中學  q 大學或以上  q 其他：           
 
如有唐氏綜合症子女的家長／家屬，請填以下資料： 
子女姓名：(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出生證明書號碼：     性別：    
國    藉：      語      言：q廣東話  q英語  q普通話  q其他：    
與申請人之關係：      就讀學校／就業機構之名稱：        
智    能：q 正常   q 輕度   q 中度   q 嚴重   q 未評估 
 
* 本人 q 願意／q 不願意 家長分區網絡代表接觸本人作關懷探訪或活動推介。 
 

乙、機構申請資料： 
機構名稱：(中文)             (英文)             
機構性質：q 教育  q 社會福利  q 商業  q 宗教  q 其它：(請註明)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電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職    位：         
 
* 本人 q 願意／q 不願意提供上述資料作為日後 貴會與本人／機構聯絡之用。 
 
申請人簽署：           日期：          
機構負責人姓名 (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蓋印 (如適用)：         

 

 
辦事處專用 
接獲申請日期：         協會會員編號：           
支票號碼：            收據編號：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香港九龍東頭邨振東樓 1 號地下 
電話：(852) 27187778   傳真號碼：(852) 27180811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唐氏綜合症人士個人資料： 

主要殘疾  
唐氏綜合症 智障 

自閉症 學習遲緩 

身體殘障  
 

兼有其他弱能情況 (可選多項)  
(0) 沒有 (1) 癲癇症 (2) 自閉症 

(3) 精神病 (4) 失明 (5) 弱視 

(6) 失聰 (7) 弱聽 (8) 大腦性麻痺 

(9) 肢體傷殘 (10) 其他, 請註明:   
 

智障程度  
(1)有限智商 (IQ 70-79) 

(2)輕度 （IQ:50-69） 

(3)中度 （IQ:35-49） 

(4)嚴重 （IQ:20-34） 

(5)重度 （IQ：20 以下） 

(6)未做評估 

(7)正等待評估報告 

(8)不知道 

(9)不記得 

教育程度 (可選擇多項) 
(1) 從未接受教育 

(2) 特殊學校  

(3) 主流小學 

(4) 主流中學 

(5) 不清楚 

 學校名稱:                                     年級: 

主要居所 

(1)在家居住 
(2)綜合職業訓練中心-住宿 (匡智松嶺綜合職業

訓練中心) 

(3)輔助宿舍 (4)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5)嚴重弱智人士

宿舍 
(6)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7)小型家舍 (8)私人院舍 

請註明院舍名稱:  



現正接受哪種職業復康服務 

(如適用) 
(0)沒有 (1)展能中心  

(2)庇護工場 (3)輔助就業 

(4)綜合職業康復

服務中心 

(5)綜合職業訓練中心–日間(分別是香港明愛樂務

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及匡智松嶺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6)殘疾人士在職

培訓計劃 
(7)「陽光路上」培訓計劃 

(8)職業康復延展

計劃 
(9)技能訓練中心 (分別位於屯門,觀塘,薄扶林) 

(10)公開就業, 請

註明工作性質:  
 

 

現正接受社區支援服務 (可選

多項) 
(0)沒有 (1)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 

(2)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3)殘疾人士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4)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5)健樂會 

(6)殘疾人士自助組織 (7)住宿暫顧服務 

(8)緊急安置服務 (9)收容所 

(10)殘疾幼兒日間暫託服務 (11)日間物理,職業,言語治療服務 

(12)其他, 請註明:   
 

如正在接受社區支援服務，請註

明服務單位名稱  
服務單位名稱:  

如有需要時，會主要使用那種醫

療服務： 
(1)私家診所 

(2)公立普通科門診診所 

(3)公立醫院急症室 

(4)其他, 請註明: 
 

定期覆診之專科門診／家庭醫

生 沒有      有  ,  請註明:  

需否長期服藥  
不需要    需要  ,  請註明:  

其他情緒及行為問題   

其他特別需要關顧事項(如進

食、喜好等)  
 

申請人認為智障子女有什麼發

展需要：（在  內用 1-5 排列

你認為最需要的項目，1 為最需

要，如此類推，最多請選 5 項）

加強言語表

達能力 

鍛鍊良好

體魄 
學習自我照顧技能 

發展興趣 
學習使用

社區設施 

學習處理自己的情

緒 

加強認知能

力  

學習服務

他人 

學習與人相處及溝

通（包括家人及朋輩) 

其他,請註明:  
 

 
備註  



 

唐氏人士之健康狀況： 

申請人如何描述現時唐氏人士

的整體健康狀況？ (可選擇多

項) 

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是否曾被診斷出患有下列口腔

及腸胃疾病？ (可選擇多項) 
(0) 沒有 (1) 胃酸倒流 

(2) 胃炎或胃潰瘍 (3) 便秘 

(4) 腸閉塞 (5) 吞嚥困難 

(6)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有下列眼部的

毛病？ (可選擇多項) 
(0) 沒有 (1) 近視 

(2) 遠視 (3) 斜視 

(4) 視力衰退 (5) 白內障 

(6) 青光眼 (7) 散光 

(8)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有下列肺部毛

病或呼吸困難的情形？ (可選

擇多項) 

(0) 沒有 (1) 哮喘 

(2) 慢性阻塞性肺病 (3) 鼻敏感 

(4) 睡眠窒息症 (5) 肺炎 

(6) 氣管炎／支氣管炎 (7) 週期性抽吸困難 

(8)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患有下列皮膚

性疾病？ (可選擇多項) 
(0) 沒有 (1) 皮膚感染（病毒、細菌、真菌） 

(2) 慢性潰瘍 (3) 皮膚乾裂 

(4) 濕疹或過敏性紅疹 (5) 牛皮癬 

(6)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有下列肌肉與

關節的毛病？ (可選擇多項) 
(0) 沒有 (1) 肌肉、關節硬化 

(2) 骨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 (3) 骨質疏鬆 

(4) 痛風症 (5) 扁平足 

(6)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患有下列之心

臟血管疾病？ (可選擇多項) 
(0) 沒有 (1) 先天性心臟病 (例如，心漏) 

(2) 冠狀心臟病 (3)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有下列耳部的

毛病？ (可選擇多項) 
(0) 沒有 (1) 耳垢嵌塞 

(2) 聽力衰退 (3) 失聰 

(4)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患有下列之心

理或精神方面的疾病？ (可選

擇多項) 

(0) 沒有 (1) 抑鬱症 

(2) 焦慮症 (3) 癡呆症 

(4) 精神分裂症 (5) 躁鬱症／雙極型情感疾病 

(6) 不知原因的行為失控 (7) 自閉症／自閉徵狀 

(8) 過度活躍症 (9)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有下列內分泌

／新陳代謝／傳染病／其他疾

病？ (可選擇多項) 

(0) 沒有 (1) 尿道炎 

(2) 甲狀腺功能失調 (3) 癡肥症 

(4) 荷爾蒙失調 (5) 睡眠窒息症 

(6) 白血球過高／血癌 (7)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被診斷出有下列牙齒疾

病？ (可選擇多項) 
(0) 沒有 (1) 牙週病 

(2) 爛牙／蛀牙 (3) 其他, 請註明:  
 

是否曾接受任何手術？  
沒有     有  ,  請註明:  

平均一星期參予甚麼類型的運

動？ (可選擇多項) 
激烈的運動 

溫和的運動 

輕鬆的運動 

沒有做運動 

  次數: 

是否有吸煙習慣？ (可選擇多

項) 有    沒有   

 

家長/監護人資料： 

家庭總收入  
＄4,999 或以下 ＄5,000－9,999 

＄10,000－14,999 ＄15,000－19,999 

＄20,000－24,999 ＄25,000－29,999 

＄30,000－34,999 ＄35,000－39,999 

＄40,000－44,999 ＄45,000 或以上 

綜援家庭  
 

     

 

家庭成員總人數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或

以上 
 

     

婚姻狀況  
已婚 分居    離婚 

鰥寡 
未婚     其他, 請註

明: 
 

     

 

 

 



 

 

 

 
 

教育程度  
未受過教育 小六或以下 

中學程度 其他, 請註明: 

大專程度或以上  
 

子女狀況  
子女數目: 位  每位子女年齡:  

智障子女的數目 : 位 智障子女排行第 位 
 

家庭遇到的整體困難（請在格內用 1-5 排列先後次序，1 為最困難，如此類推，最多可選 5 項） 

   
智障子女的健康及

醫療問題 
智障子女的教育問題 

智障子女的社交問

題 
智障子女未來的出路 

智障子女與其他子

女的相處問題 
社區人士對智障孩子的接納問題 

智障孩子與父母相

處的問題 
管教智障子女問題 

家庭經濟問題 
與配偶在照顧或管教子女方法上

不協調所產生的問題 

與配偶之婚姻問題 
智障子女的情緒及行為問題 請

註明:  

其他, 請註明:   
 

     

申請人是否願意接受本會的家長

或社工以電話慰問或家訪的形式

來進一步瞭解您們的近況及服務

需要?  

願意 不願意       

申請人是否願意接受本會的家長

委員會聯絡人接觸作關懷探訪或

活動推介  
願意 不願意       

申請人是否同意子女的真像和聲

音刊登在本會通訊或被作公開用

途 
同意 不同意      

本人自願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作為日後協會與本人聯絡及申請服務之用。我明白我有查詢個人資料的權利和修正

個人資料的義務。本會將根據附頁的意願，為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密。  

 

 

簽 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