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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行动辅具可以使残疾人实现个人行动，使用这类辅具是实现平等机会、享受人权、有尊严生活

的先决条件（UN，1993）。《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强调各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

尽最大可能确保残疾人的行动能力，并且有责任促进和确保其获得行动辅具、装置及辅助技术

（UN，2006 年），（见插入框 1）。 
 
 
此外，联合国有关《残疾人机会均等准则》（UN，1993 年）和世界卫生大会 WHA58.23 号决议：

“残疾，包括预防、管理和康复”（WHO，2005）敦促各国提供适宜的辅助技术及其他鼓励残

疾人回归社会的方法。 
 
 
最近的出版物，例如《社区康复（CBR）指南》（WHO，2010a），《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

指南》（WHO，2008a）和《假肢和矫形器项目及方案指南》（地雷幸存者网络 2006a、2006b），
《发展中国家假肢矫形器人员培训指南》（WHO，2005b）等为各国在辅助技术领域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建议和支持。 
 
 
尽管经过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的各级相关方面的努力，残疾人的行动需求仍然未得到满足。

联合意见书是为了响应 2009 年 10 月 28-29 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举行的关于个人

行动能力和行动辅具会议而发布。意见书旨在引导和支持各国，特别是那些资源有限的国家，

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与提供行动辅具相关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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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行动辅具？ 
 
行动辅具是辅助技术或器具中最常见的类型。辅助技术可以被定义为“任何一个设备或者产品，

无论其是否商品化、修改或定制的，只要用于增加、维持和改进残疾人功能。” (WHO, 2011)。 
 
 
行动辅具设计为用来促进或增强用户的个人行动能力——这关系到他们改变和维持身体位置以

及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能力(WHO, 2001)。 
 
 
行动辅具包括拐杖、助行架、轮式助行器、轮椅（手动或电动）、三轮车、滑板车、矫形器（如

夹板，支架和支具）、假肢（如假腿）。盲杖等也被认为是行动辅具，因为它们帮助盲人独立在

家中和社区内活动。 
 
 
 
 

3.行动辅具有何用处？ 
 
行动辅具适用于一些因健康问题和障碍导致行动困难的人群，包括截肢、关节炎、脑性瘫痪、

小儿麻痹、肌肉萎缩、脊髓损伤、脊柱裂、中风和视力障碍。 
 
 
行动辅具还可用于帮助长期行动困难的老年人。研究表明，当辅助技术适合于用户及用户环境

时，对残疾人的独立性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水平有重要影响(WHO, 2011)。已有关于减少正式支援

服务（WHO，2011），以及减少老年照顾者的时间和体力负担的报道（Allen 等，2006 年）。 
 
 
行动辅具的使用，确为用户创造了教育和工作机会，为提升健康和生活质量做出了贡献

(May-Teerink, 1999; Eide & Oderud, 2009; Shore, 2008)。 
 
行动辅具可以预防跌倒、损伤、二次损伤和猝死等风险。 
 
 
行动辅具服务的投资可以减少公共卫生服务的费用和经济的弱点，还能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质

量（SIAT，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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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动辅具涉及到哪些人？ 
 
行动辅具可以由一系列的相关方面来提供，包括政府（见插入框 1）、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包

括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和私营部门。 
 
 
在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古巴、圭亚那、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菲律宾和南非等，行动

辅具服务是公共卫生服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由卫生部通过国家公共卫生服务系统提

供的（WHO ，2011）。 
 
 
在一些国家，由卫生部以外的其他的部委对行动辅具服务负责，比如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

印度、越南的社会福利部。 
 
 
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斯里兰卡，行动辅具由国防部提供，

主要用于军队人员，并在某些情况下延伸到平民使用。 
 
 
在政府资源和能力有限的地区，其他相关方面，包括国际组织在内，比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行动辅具服务上可能发挥更大作用。残疾人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机构申请行动辅具,包括医院、

康复机构、行动/推广机构、社区基础项目、私人零售商和特殊教育机构。各种卫生人员特别是

康复人员参与了行动辅具服务。这些人员包括治疗师（如作业治疗师和物理治疗师)，医疗务人

员（如医生和护士），假肢师和矫形师，社区工作者（例如以社区康复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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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框 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缔约国应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履行以下关于个人行动能力和行动辅具提供的

义务。即使一个国家没有签署《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但它在解释他人权公约文件中获得帮

助，同样国际合作需要缔约国的行动来支持，以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第四条 一般义务 

  ㈦ 从事或促进研究和开发适合残疾人的新技术，并促进提供和使用这些新技术，包括信息

和通信技术、助行器具、用品、辅助技术，优先考虑价格低廉的技术； 
  ㈧ 向残疾人提供无障碍信息，介绍助行器具、用品和辅助技术，包括新技术，并介绍其他

形式的协助、支助服务和设施； 
 

第二十条 个人行动能力 

  缔约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残疾人尽可能独立地享有个人行动能力，包括： 
  ㈠ 便利残疾人按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间，以低廉费用享有个人行动能力； 
  ㈡ 便利残疾人获得优质的助行器具、用品、辅助技术以及各种形式的现场协助和中介，包

括以低廉费用提供这些服务； 
  ㈢ 向残疾人和专门协助残疾人的工作人员提供行动技能培训； 
  ㈣ 鼓励生产助行器具、用品和辅助技术的实体考虑残疾人行动能力的各个方面。 

第二十六条 适应训练和康复 

  三、在适应训练和康复方面，缔约国应当促进提供为残疾人设计的辅助用具和技术以及对

这些用具和技术的了解和使用。 
 

第三十二条 国际合作 

  一、缔约国确认必须开展和促进国际合作，支持国家为实现本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而作出的

努力，并将为此在双边和多边的范围内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并酌情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

及民间社会，特别是与残疾人组织，合作采取这些措施。除其他外，这些措施可包括： 
  ㈠ 确保包容和便利残疾人参与国际合作，包括国际发展方案； 
  ㈡ 促进和支持能力建设，如交流和分享信息、经验、培训方案和最佳做法； 
  ㈢ 促进研究方面的合作，便利科学技术知识的获取； 
  ㈣ 酌情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包括便利获取和分享无障碍技术和辅助技术以及通过技术转

让提供这些援助。 
  二、本条的规定不妨害各缔约国履行其在本公约下承担的义务。 
 

来源：UN, 2006（按联合国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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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球的需求是什么？未满足

的需求是什么？ 
 
 
最近的《残疾人世界报告》估计，超过 10 亿的人口带有不同形式的残疾，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15%
（WHO，2011）。在 69 个国家进行的世界健康调查分析表明，18.6%的年满 18 岁的成年人经常

有中等的、严重的和特别严重的行动困难。在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进行的

研究，支持这一说法。在这些国家中，大约有 1/5 的人至少有一些行走或者爬楼梯的困难，1/20
的人有严重的困难(Mont, 2007)。 
 
 
关于全球的康复服务需求（包括行动辅具）以及未满足需求的资料非常少（WHO，2011）。目

前估计发展中国家，大约 0.5%的人口需要矫形器或者假肢（WHO,2005b），1%的人口需要轮椅

（ISPO/USAID/WHO，2006）。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有更高的残疾风险；全球慢性疾病的增

加，尤其是一些非传染性疾病（NCD）例如糖尿病、中风和癌症，这些都必然使残疾人数增加。

其他因素，诸如道路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和战争冲突都增加了残疾人数量，实际提示了行动辅

具需求的增长。 
 
 
在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赞比亚、津巴布韦进行的残疾人生活状况的国家调查，反映

出辅具服务上的巨大差距（Loeb & Eide, 2004; Eide & Kamaleri, 2009; Eide, van Rooy & Loeb, 
2003; Eide & Loeb, 2006; Eide 等, 2003。）研究表明，只有 17%-37%的残疾人得到所需的辅具。

马拉维和赞比亚在不同性别各自所拥有辅具的比例方面也存在着性别不平等，马拉维男性为

25.3%，女性为 14.1%；赞比亚男性为 15.7%，女性为 11.9% (Loeb & Eide, 2004; Eide & Loeb,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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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行行动辅具有哪些障碍？ 
 
政府和领导 
行动辅具的服务对政府而言通常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同样情况也体现在国家的立法、政策和

战略上。2005 年在 114 个国家进行的全球性调查结果表明，在执行联合国关于《残疾人机会均

等准则》方面，50%的国家没有通过相关立法，48%的国家没有关于行动辅具供应的政策（南北

对话与发展中心，2006）。 

 

财政支付能力 

对许多国家来说，有限的财政资源明显制约着辅助技术及其相关服务的推广利用。在上面提及

的 2005 年全球调查中，36%的国家没有用于开发和供应辅具的专项财政资源（南北对话与发展

中心，2006)。许多国家依靠现金支付作为资金供应渠道，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残疾人及其家庭

直接购买了超过一半的辅具(Albrecht 等,2003)。在失业率和贫困率比残疾率更高的低收入国家，

许多残疾人无力购买辅助技术及相关服务，支付能力差成为他们无法享受必要的公共卫生服务

的一个主要原因（WHO,2011)。 
 

服务 

行动辅具的相关服务包括推介、评估、处方、资金、订货、产品的制备、装配调节、用户培训、

跟踪以及维护修理（WHO,2008)。 
这些服务经常供不应求，而且服务地点距离大部分残疾人生活区域较远。在 2005 年的全球调查

中，53%的国家还没有开始制定供应辅具的计划（南北对话与发展中心，2006）。这些国家的非

政府组织参与了行动辅具服务，但他们很少有财政能力或手段为整个国家发展可持续性的服务

系统。他们往往关注于提供特定类型的辅具并只针对特定类型的损伤、年龄的群体和地区。如

果有类似服务也往往集中在有康复中心的大城市，往往缺乏公共交通能够到达该处，前往这些

中心对于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属来说是昂贵且费时的（Dejong 等，2002；Penny 等，2007）。几乎

在所有国家，行动辅具的相关服务经常短缺，而且服务质量低。短缺的服务会给残疾人带来二

次伤害，如果假肢是不合适的，那么这个辅具就可能被丢弃，或者如果在轮椅上未提供舒适的

坐垫，那么可能发生压疮。 

 

人力资源 

对于提供合适的行动辅具服务而言，缺少训练有素的人员是主要的障碍（Pearlman 等人，2008；
Jensen 等人，2004a，2004b；Magnusson & Ramstrand,2009)。许多国家存在着康复人员不足、不

稳定甚至没有专业人员（WHO,2011;Bo et al,2008;Stanmore & Waterman,2007;Al Mahdy,2002)，
还有康复人员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例如，最近在加纳的一些综合性康复调查中，发现这个国家

没有康复医生或者作业治疗师,只有少数假肢师、矫形器师以及物理治疗师，这导致残疾人只能

通过有限的渠道去接受治疗和辅助技术（Tinney 等人，2007）。在所调查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在作业治疗师与物理治疗师的数量上存在很大差异。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康复专业

的教育课程。上面提及的 2005 年全球调查中，有 37 个国家没有采取措施用来培训康复人员；

56 个国家没有更新残疾人相关的医疗保健知识（南北对话与发展中心，2006），已经制定了各种

各样的手册、指南和培训方案，但并没有广泛的实施，同时经常处于停滞状态。除了缺乏已受

培训人员外，现有人员没有机会接受持续教育课程，这使得他们无法保持并更新他们的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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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产品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行动辅具产品往往只有小规模，甚至根本没有。这些国家只有有限的材料

和设备用来生产行动辅具。市场相关的因素也可能限制产品的生产。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残疾

人通常都不知道行动辅具的存在，或者不知道能从这些辅具中得到什么好处，以及有限的购买

力导致市场需求有限。由于市场有限，公共或者私人部门很少有动力来从事行动辅具的生产。

本地市场太小，当地生产可能是不划算的。进口辅具的关税，进一步阻碍当地的企业进口辅具。 

 

物理环境 

个人环境中存在众多的障碍会限制个人行动和行动辅具的使用。物理障碍会造成难以有效使用

行动辅具，甚至不能使用（Wear mouth & Wielandt, 2009; Ameratunga 等,2009)。例如，在

轮椅无法到达的房间、学校或者工作场所里，再好的轮椅也是没法使用的。物理上的障碍往往

由于因自然灾害、战争所形成的流离失所者居住区以及城市的平民窟使得环境进一步恶化。 

 

社会、文化、意识 

许多残疾人及其他们的家庭对于行动辅具所带来的好处以及这些服务如何保证产品应用的认识

非常有限。比如，一份关于莱索托残疾人生活状况的研究表明表达对辅具服务有需求和知晓辅

具的人仅有 25.4%。社会文化障碍也会影响行动辅具的使用。例如，为下肢虚弱患者所配的矫形

器需要随时穿着一只鞋子，这意味着矫形器不能使用于世界很多地方的礼拜所以及家庭中

（Lvsack 等,1999;Mulholland 等,2000)。许多需要使用行动辅具的人由于他们的性别、年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 损 伤 部 位 以 及 居 住 场 所 在 应 用 辅 具 时 会 面 临 着 各 种 障 碍

（May-Teerink,1999;Eide & Loeb,2006;Francois 等,1998;Matse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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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框 2 

行动辅具提供的相关原则 
 
为了使各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有关辅助技术（行动辅具）相关的义务，需要考虑下列

原则： 
 
1. 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残疾人积极参与行动辅具供应的所有阶段，有选择决策权。供

应中的效率、可靠性、安全性、美学等因素应加考虑，以确保使用者对辅具和相关服务满意。 
 
2. 无障碍性（Accessibility）  行动辅具及相关服务对每个有确定需求的人都是无障碍的。无

障碍包括非歧视，物质无障碍和信息无障碍。提供行动辅具应该是公平的，以避免性别，年龄

组，损伤组、社会经济群体和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 
 
3. 可适配性（Adaptability）  行动辅具及相关服务都是适配的和可修改的，以确保它们适应

个人的要求。需要考虑个案残疾的所有方面，即损伤、活动受限、参与限制、有关的健康状况、

环境因素（如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因素（如性别，年龄，种族，身体素质，生活方

式和习惯）（世卫组织，2001 年）。 
 
4. 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  行动辅具及相关服务对残疾人及其家属必须是能负担的，特别

是在资源少的地区。可负担性是指人们对该器具和/或与之相关的服务能够支付的程度。 
 

5. 可获得性（Availability）  为提供行动辅具所要求的全部相关资源（卫生保健设施，方案

和服务，人力资源，材料和产品）都是可得到的，且对有关居民的需求有足够的数量，以及这

些资源要尽可能接近人们自己的社区来提供。 
 
6. 保证质量（Quality）  所有相关的资源（包括健康照护设施、方案、服务、人力资源、材

料和产品）应该有可靠的质量。产品的质量应该按照当地的、国内的以及国际上的技术标准、

指南，从强度、耐用性、安全性、舒适性等方面进行检测。特殊的质量要求应该符合《人员培

训需求和服务指南》检测要求(WHO, 2008a)。整体的服务质量可以通过用户满意度以及对生活

质量的影响来评估。资源受限制地区尤其是经济困难地区也不能降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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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增加行动辅具应用的途径有

哪些？ 
 

消除行动辅具及其相关服务的障碍，需要考虑的原则包括可接受性、无障碍性、可适配性、可负担

性、可获得性、保证质量（参看插入框 2）。下面的建议是为了帮助各国遵守这些原则，并帮助他们

确保行动辅具供应系统的位置正确。在国家保证这一领域高度自主权和承诺时，各种各样的相

关部分也应该扮演各自的角色。 

 

服务需求和未满足需求 

掌握行动辅具需求满足与否的国家数据，对提出政策与项目有重要的影响。需求满足与否可以

通过目前比较普遍使用的残疾人调查方法以及人口、行政数据进行评估。关于未满足辅具服务

需求的问题，可以纳入国家研究或者抽样调查，比如在南部非洲六个国家进行的关于生活受限

制人群的调查 (Lysack, 1999; Eide 等, 2003; Loeb & Eide, 2004; Eide & Loeb, 2006; Kamaleri & 
Eide, 2011; Eide & Oderud, 2009）。可以通过符合辅具供应规定的管理数据，来估计行动辅具的

供给量，通过对行动辅具的等待时间来判断需求。同时需要考虑缺乏对辅具服务的认识，以及

影响个人或者家庭对辅具需求的消极态度（WHO,2011）。对行动辅具有需求，但还没有的人群

或者已经有了但辅具不适宜适用的人群，可以为制定规划提供有效的信息（WHO,2011)。 
 

 
采用相关的法律、政策和策略 
行动辅具的应用应当整合到现有的残疾人、健康、康复和/或社会福利法律、政策中，这在很多

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已经实现。有需求的地区应该对辅助技术有明确的规定。南非的公

共卫生部门颁布的全国康复政策中，有对辅具服务的国家标准（南非卫生部，2011）。行动辅具

服务需要与改善公共建筑、道路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等措施同步进行。新的公共建筑、道路以及

交通运输工具的选用，应该基于普遍性的设计原则并且不得低于国家标准。对现有的基础设施

进行改进，比如改善现有人行道的质量、增加盲道、安装坡道、电梯、宽门以及各类信号和引

导装置，使残疾人可以使用他们的行动辅具。 
 
 
提供足够的资金，提高购买力 
行动辅具相关政策和策略的顺利落实需要政府财政预算的支持。行动辅具的预算应该是相关部

门常规预算的组成部分，具体数额需要根据当地的需求来判定，包括行动辅具持续使用时的更

换、维护和保养。基本的行动辅具应该明确、公开的免费资助给无能力购买的人群。《世界残疾

报告》（WHO，2011）列出了一系列可供考虑的财政选项，包括提供可购买的、覆盖行动辅具

的医疗保险；提供普遍的收入支持；免除或者减少行动辅具维护、修理所需的现金支付；公共

与个人联合融资。捐赠辅具和/或部件的部门，必须遵守国际/国家标准，在所捐产品符合当地环

境要求情况下，才能提供相关的服务和培训。《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三十二条规定，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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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合作获得额外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增强服务供应。 
 
 
增加行动辅具的生产和/或供应 
在发展中国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以增加行动辅具生产和/或供应，必须指出的是每一个适宜

的类型（国产的小批量或者大批量、进口的、或者合作的方式）都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将会产

生不同类型的行动辅具（Jeferds 等.,2010)，同时也需要考虑用户利益以及当地的就业情况

（WHO,2008a）。 
 
在当地制造与装配行动辅具可以使用当地的材料，降低成本，保证辅具适合于当地的环境

（WHO,2011)。其他产品类型包括进口行动辅具的零部件，在本地进行装配（WHO,2011)。阿

尔巴尼亚、哥斯达黎加、黎巴嫩和马来西亚等国都是进口假肢和矫形器的零部件，然后根据个

人情况进行装配。萨尔瓦多、印度、印尼、伊朗、肯尼亚、南非和越南等国则同时有国产与进

口方式。 
 
然而所产辅具以及与各国需求和环境相关的技术标准，都应该建立在能确保为服务和用户提供

高质量辅具的基础上。实际上，这些标准应该基于或者来源于现有的国际标准，例如，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系列 7176 条提供了轮椅的测试方式与要求。 
 
 
发展适宜的服务 
各国需要在一系列不同模式的延伸服务中，发展出一种符合各自国情的服务模式，集中式与分

散式延伸服务是重要的方式，有助于提高可行性、可达性以及可供力服务（WHO，2011)。社区

延伸服务可以作为可持续护理的一部分，例如社区康复（CBR）能解决生活在农村或者偏远地

区人口，以及劳动力短缺的问题。CBR 工作人员的作用是帮助残疾人以及其家庭决定是否需要

行动辅具，并介绍适宜的产品给他们（转送、转诊病人到适宜的服务区），这使得残疾人能更方

便地得到服务，以及保障辅具所必需的维护、保养与修理（WHO,2010a）。 
 
为了确保为残疾人提供适宜的、可接受的、高质量的行动辅具，他们需要接受全方位的服务，

包括评估、适配、训练与追踪服务。确保这些服务可以解决诸如报废辅具的后处理，以及使用

辅具过程中可能产生诸如压疮之类的二次伤害问题。 
必须保证所有涉及提供服务的残疾人及其家庭，得到适合他们的行动辅具。残疾人在延伸服务

中，往往扮演着类似教育者或培训者的重要角色。《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是一个有

用的资源，为规划与实施全方位的轮椅服务提供了建议，例如推介以及预约后续服务、修理与

维护（WHO,2008a）。手动轮椅的建议文件，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行动辅具。 
 
 
教育与培训相关人员 
为确保残疾人能够使用适宜的行动辅具，国家需要培训为行动辅具服务的不同领域训练有素的

人才，例如处方、评估、设计、开发、生产、供应服务以及维修，培养不同等级的人员以确保

服务的广泛性，例如培训中级人员，，作为保证健康专业人员短缺地区进行供应服务的战略 
(WHO,2011)。培训课程需要根据特殊的国情来进行制定，比如语言上、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等。 
 
例如，有的国家需要同时培训男女性才能确保辅具的应用（世界银行，2009）。受训的残疾人应

 20



该推广他们使用行动辅具所得到的利益以及经验和知识（Shakespeare 等，2009）。现有人员同样

需要接受继续教育，例如，短期培训课程、专业课程、模块化课程以及在职督导与培训来更新、

扩展他们的知识技能。 
 
 
建立相互合作关系 
广泛的相关各方面都需要参与到上述行动中，这包括政府部门的健康、康复、社会福利/保护、

教育、交通、劳动等部委以及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专业组织、残残疾人组织和残疾人自己。

此外，相关各方面之间的良好合作与协商是基础，避免重复服务，保证更有效、更有利的行动

辅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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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议 
 
各国 
建议各国采取下列步骤，确保行动辅具服务，促进残疾人的包容和参与。 

1、通过《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审议修改现有的法律与政策，使之符合《联

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要求，确保行动辅具的供应列入相关的法律与政策中，并为之提供必

要的财政预算。 
2. 参与行动辅具供应的国内各相关方面，采用综合的方法增强国内行动辅具供应能力，包

括相关部委、残疾人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的国内办事处、专业组织、教育家以及服务

供应商。将分配行动/辅助器具服务的权利给予一个关键部门是辅具供应应关注的焦点。 
3.在制定和实施与残疾人相关的政策、法律和行动辅具供应相关服务时，应该考虑到残疾人

及其家庭。残疾人组织或其父母群体能为建立行动辅具服务的国家系统提供很好的帮助。 
4.按下面条例建立包括行动辅具服务在内的残疾/康复国家行动计划。 

        ①. 增加公众对行动辅具好处的认识与了解。 
    ② 建立灵活、新型的财政政策，以确保大众买得起行动辅具。比如建立覆盖行动辅具

供应的健康保险和社会保护方案，对无力购买辅具人群建立针对性的基金。 
        ③ 提高常用行动辅具和/或零部件的产量/采购数量。对国内无法制造的行动辅具可以

通过减免行动辅具及其部件的关税或者进口税，便于大众购买并能负担。 
        ④ 通过建立国家或者地方的资源与分配中心，有效利用资源，提供种类繁多的产品来

发展与加强康复服务项目。确保服务尽可能的靠近包括农村在内的社区。 
    ⑤ 建立与采纳相关的技术标准与指南，以确保提供适宜的辅具给用户，且质量可靠，

例如《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 
    ⑥ 确保教育和培训能够产生适合行动辅具服务的劳动力（国内的或者国外的），同时

强化现有人员的知识和技能。。 
5. 开发或改进数据采集/健康信息系统，来获得与行动辅具需求与使用有关的数据，同时加

强和支持成本-效益的研究，加大行动辅具服务对残疾人及其家庭生活质量与幸福度的影响。 
 
 
 
国际相关方面 
建议国际相关组织和本联合意见书签署国支持以下行动： 

1.动员和/或提供财政、技术支持，帮助各国建立并加强现有行动辅具的政策、系统、服务

以及培训项目的能力。 
2.支持各国制定和实施标准/指南，以确保为用户开发和生产出高品质的辅具。 
3.从已成功实行行动辅具服务的国家收集信息和经验，以满足《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要

求。 
 4. 建立包括科研和良好管理规范的信息共享平台。 
5. 与其他伙伴合作开发出符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可获得性、无障碍性、可负担性行动辅具项目。 
6. 加强同联合国系统（包括联合国各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包括残疾人组织）、私人部门、学术机构之

间的合作，确保行动辅具得到更好应用。 
 

 23



 

 
 
 
 
 
 
 
 
 
 
 
 
 
 
 
 
 
 

 24



参考文献 
Albrecht G, Seelman K, Bury M (2003). Handbook of disability studies. London, Sage. 
Allen S, Resnik L, Roy J (2006). Promoting independence for wheelchair users: the role of home accommodations. 
Gerontologist, 46:1:115–123. 
Al Mahdy H (2002). Rehabilit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 in Iran. Clinician in Management, 11:57–60. 
Ameratunga S et al. (2009). Rehabilitation of the injured child.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7:327. 
Bo W et al. (2008). The demand for rehabilitation therapists in Beijing health organization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30:375–380. 
Dejong G et al. (2002). The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 of health servic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Milbank 
Quarterly, 80:261–301. 
Eide AH, Kamaleri Y, eds. (2009). Living conditions amo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Mozambique: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tudy. Oslo, SINTEF Health Research.  
(http://www.doh.gov.za/docs/factsheets/guidelines/rehabilitation.html, accessed 19 October 2011). 
Eide AH, Loeb ME, eds. (2006). Living conditions among people with activity limitations in Zambia.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tudy. Oslo, SINTEF Health Research. 
Eide AH, Oderud T (2009). Assistive technolog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In: MacLachlan M, Swartz L, eds. 
Disability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owards inclusive global health. New 
York, Springer. 
Eide AH, van Rooy G, Loeb ME (2003). Living conditions among people with activity limitations in Namibia. A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survey. Oslo, SINTEF Unimed. 
Eide AH et al. (2003). Living conditions among people with activity limitations in Zimbabwe. A representative 
regional survey. Oslo, SINTEF Unimed. 
Francois I et al. (1998). Causes of locomotor disability and need for orthopaedic devices in a heavily mined 
Taliban-controlled province of Afghanistan: issues and challenges for public 
health managers. Tropical Medicine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3(5):391–396. 
ISPO/USAID/WHO (2006). Report of consensus conference on wheelchair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Bengaluru, 
India, 6–11 November 2006 (http://www.who.int/disabilities/ technology/ 
Wheelchai Consensus Conference Report_Jan08.pdf accessed 12 October 2011), Bengaluru. 
Jefferds AN et al. (2010). Current state of mobility technology provision in less-resourced 
countries.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1:221–242. 
Jensen JS et al. (2004a). Clinical field follow-up of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HDPE)-Jaipur prosthetic technology 
for transfemoral amputees.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International, 
28:152–166. 
Jensen JS et al. (2004b). Clinical field follow-up of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HDPE)-Jaipur prosthetic technology 
for trans-tibial amputees.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International, 
28:230–244. 
Kamaleri Y, Eide AH, eds. (2011). Living conditions among people with activity limitations in Lesotho: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tudy. Oslo, SINTEF. 
Landmine Survivors Network (2006a).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programme guide: implementing P&O services in 
low-income settings. Geneva   
(www.usispo.org/assets/pdf/Programme_ Guide_ Final_Version.pdf accessed 19 October 
2011). 

 25



Landmine Survivors Network (2006b).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project guide: supporting P&O services in 
low-income settings. Geneva (www.usispo.org/assets/pdf/Programme_ Guide_Final_Version.pdf 
http://www.usispo.org/assets/pdf/Project_Guide_Final_Version.pdf, accessed 19 October 2011) 
Loeb ME, Eide AH, eds. (2004). Living conditions among people with activity limitations in Malawi: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tudy. Oslo, SINTEF Health Research. 
Lysack JT et al. (1999). Designing appropriate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a mobility device for women with 
ambulatory disabilit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22:1–9. 
Magnusson L, Ramstrand N (2009). Prosthetist/orthotist educational experience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Technology, 4:385–392. 
Matsen SL (1999). A closer look at amputees in Vietnam: a field survey of Vietnamese using prostheses.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International, 23:93–101. 
May-Teerink T (1999). A survey of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and people coping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in Uganda, 
East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22:311–316. 
Mont D (2007). Measuring disability prevalence. In: World Bank (2007). SP Discussion Paper No. 0706. Washington, 
D.C. 
Mulholland SJ et al. (2000). Evaluating a new mobility device:feedback from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in India.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2:111-122. 
Pearlman J et al. (2008). Lower-limb prostheses and wheelchair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n overview.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Magazine, 27:12-22. 
Penny N et al. (2007).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and orthopaedic surgery for children with motor impairment 
in an African context.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9:839-843. 
Shakespeare T, Iezzoni LI, Groce NE (2009). Disability and the training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The Lancet, 
374:1815-1816. 
Shore SL (2008). Use of an economical wheelchair in India and Peru: Impact on health and function. Medical 
Science Monitor,14:71-79. 
SIAT (2005). Rollatorns betydelse for aidre med roelsehinder [Importance of rollators for older people with reduced 
mobility].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of Assistive Technology. 
South African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1). Standardisation of provision of assistive devices in South Africa: a guide 
for use in the public health sector (http://scholar.sun.ac.za/bitstream/ 
handle/10019.1/2565/Law,%20F.pdf http://www.doh.gov.za/ docs/factsheets/guidelines/ 
rehabilitation.html, accessed 25 August 2011). 
South-North Centre for 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2006). Global survey on government ac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Rul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mman,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Disabilities. 
Stanmore E, Waterman H (2007). Crossing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eric rehabilitation assistants within three organizations in the northwest of England.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9:751-759. 
Tinney MJ et al. (2007). Medical rehabilitation in Ghana.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9:921-927 
UN (1993). Standard Rul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sa/socdev/enable/dissre00.htm, accessed 12 
October 2011). 
UN (2006).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Geneva,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full.shtmlhttp://www.un.org/ disabilities/ 
convention/conventionfull.shtml, accessed 12 October 2011). 

 26



Wearmouth H, Wielandt T (2009). ‘Reserve is no place for a wheelchair’: Challenges to consider during wheelchair 
provision intended for use in First Nations community.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Technology, 
4:321–328. 
WFOT (2010). Occupational therapy human resources project 2010. Melbourne,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HO (2001).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5a). Resolution WHA58/17. Disability, including prevention, manag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In: 
Fifty-eigh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Geneva, 16–25 May 2005. Volume 1.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A58/2005/REC/1). 
WHO (2005b). Guidelines for training personne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servic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8a). Guidelines on the provision of manual wheelchairs in less-resourced setting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8b). Global atlas of the health workforc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apps.who.int/globalatlas/default.asp, accessed 12 October 2011). 
WHO (2010a).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guidelin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0b). Assistive devices/technologies (http://www. who.int/disabilities/technology/ en/ 
http://www.who.int/disabilities/technology/en/, accessed 12 October 2011).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1).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Bank (2009).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India: from commitments to outcomes. Washington, D.C.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DIAEXTN/Resources/295583-1171456325808/  
DISABILITYREPORTFINALNOV2007.pdf accessed 12 October 2011). 
 
 
 
 
 
 
 
 
 
 
 
 
 
 
 
 
 
 
 
 
 

 27



 
 
 
 
 

 

此文件经与以下各组织咨询后制定，以求致力于促进行动辅具更好的得到应用，

以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相关的义务与建议： 
非洲矫形技术者联盟（FATO）；肯尼亚身体残疾人协会（APDK）；柬埔寨信托基

金（CBM）；戴豪斯大学；残疾与发展全球合作伙伴（GPDD);国际残联（HI）；
国际红十字会（IC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残疾人特别基金（ICRC-SFD）；国际

假肢与矫形器协会（ISPO）；ISO,TC173，SC1：轮椅检测第一工作组，轮椅座椅

第 11 工作组；公益慈善信托基金；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国家假肢矫形器中心；康

复国际（RI）；瑞典辅助技术研究所（SIAT）；坦桑尼亚矫形技术培训中心

（TATCOT）；美国国际开发署下属莱希战争受害者基金；世界物理治疗联合会

（WCPT）；世界职业治疗师联合会（WF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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