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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康复是一项必须由在专业康复中心工作的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提供专业康复服务的复

杂工作。该服务涉及由不同情况引起的与残疾相关的需求，并且是以小的社区参与的城市和城市中心为基础。从
历史上来说，由麻风病导致残疾的人很少获得过这样的服务，他们更喜欢由专业的麻风病机构提供这些服务。这
种以公共机构为中心的方式和依然存在的麻风病歧视的现象，意味着社区很少参与麻风病受累者的康复过程。 

1978年的《阿拉木图宣言》指出，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考虑到专业的医疗康复服务的局限性和障碍，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了社区康复（CBR）的策略。该策略期望通过社区主动参与以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其目的是促
进“融入社区”的概念，并利用社区已有的资源支持其社区中残疾人的康复。但是，由于歧视和缺乏知识，专业
化的康复服务和许多CBR规划都没有认识到麻风残疾人是社区中需要康复的平等成员。 

近年来，人们对麻风病的态度有所改变，歧视有所下降。现在麻风病受累者通常都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社区
生活在一起。因此，让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被视为是当前增强麻风病受累者信心、鼓励他们在康复中积
极参与，以及进一步减少歧视的一个关键策略。CBR的中心策略是促进社区行动以确保残疾人与社区的所有其他
成员拥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这包括，平等地利用卫生服务、教育、技能培训、就业、家庭生活、社会活动和政
治权利。这对麻风病受累者一样平等。因此，CBR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以满足麻风病受累者需求和提高其生活质量
为目的的策略。 

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CBR的联
合声明（2004）中将CBR定义为： 

“CBR是在普通社区发展所有残疾人康复、机会平等和社会共融的一项策略。” 

由于麻风病导致的歧视和残疾，受累者遭受着机会减少、经历着许多形式的社会排斥——所有都与疾病贫穷
的内容相关。因此，很容易看到，根据当前的定义，CBR与麻风病受累者的康复密切相关。 

此外，由于麻风病防治活动已经与综合性医疗服务相结合，因此麻风病受累者的康复也必须与综合性CBR规
划相结合。在仅有麻风病相关规划可用的麻风病流行地区，必须鼓励这些规划利用CBR策略，并将这一服务向其
他残疾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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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本技术指南 
本技术指南是麻风病项目和规划管理者的一个重新定位和需要熟悉的工具。它描述了CBR的策略和任务，即

指对麻风病受累者个人、家庭和社区康复需求的适当反应。文章中“案例分析”和“现场经验”是用有背景的框
框表示。案例分析说明了文中描述的特殊原则和过程。现场经验资料则是为本指南提供帮助的个人的实际经验。 

本指南准备用于负责引入和管理CBR的麻风病防治或康复规划管理者、培训者和监控者。它也可以为将麻风
病受累者纳入其规划的CBR管理者所应用。它描述了CBR的广义目标、规划管理者的作用和任务，以及每天与麻
风病受累者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接触的社区工作者（他们也可以是前麻风病防治人员）的责任。 

其内容可以用于现场水平的人员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同时应用附件一中所列的已出版了的培训课程和
在2008年12月份出版的CBR指南。 

通过干预可以更好的满足残疾人的需求，这种干预对每个残疾人及其家庭人员都是有针对性的，同时对他们
所居住的社区是敏感的。干预将会使整个社区直接或间接地获益，并会进一步发展社区参与性和主人翁思想。 

本指南建议的方法，虽然是有效的，但是要避免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采用这些方法。规划管理者需要有选择地、
小心地应用本指南所描述的过程，在不同的情况下检测其可行性和适应性。 

该指南与2005年WHO、ILO、UNESCO和主要国际残疾人非政府组织（包括残疾人组织）通过的新CBR模式
（见附件二）是一致的。该模式根据参与原则、包容性、可持续性和自我倡导描述了CBR组成的综合观念。本指
南是对关于麻风残疾预防的新的ILEP学习指南之四和将要出版的WHO CBR指南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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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康复需求 

第一节 麻风病受累者的生活如何？ 

麻风病受累者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生活着。很明显，麻风病导致的躯体残疾，使其难以进行日常活动、工作或
挣钱。这可降低受累者在其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从而导致社会心理问题。由偏见和社会排斥产生的歧视对生活
质量有重要的影响。自我歧视导致受累者试图隐藏他们的残疾，或者拒绝正常的社会接触、挣钱活动以及家庭责
任，因此可能进一步影响生活质量。 

与麻风病相关的残疾不是特有的。有许多的不同的情况都可导致歧视。基于社区的康复方法承认适应需求的
重要性，而不考虑病人或他们的残疾类型。任何一个残疾人作为平等公民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都有权利在他们
的社区生活中享受全部。 

第二节 CBR的原则 

CBR被看作是实施包括麻风病受累者在内的残疾人需求的最佳实践。ILO、UNESCO和WHO所描述的CBR的
定义为： 

“CBR是在普通社区内发展所有残疾人的康复、机会平等和社会共容的一项策略。 

CBR是通过与残疾人自己、他们的家庭、机构和社区以及相关的政府和非政府的卫生、教育、就业、社会和
其它服务部门一起努力来实施的。” 

所有人——包括残疾人和麻风病受累者——的基本需求，是一样的——食物、健康、教育、居住等。CBR帮
助获得这一基本需求，同时促进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因此它是一个多部门的策略，其中部分关键原则是使
残疾人能够参与所有范围内的人类活动。 

下面所列出的原则是部分重叠、互补和相互依赖的。 

包含性 

CBR为排除各种阻碍残疾人接触社会主流的障碍而努力。包含性意味着将残疾问题和残疾人纳入活动的主流。 

参与性 

CBR重点关注能力，而不是残疾。它依靠残疾人、家庭成员和当地社区的参与和支持。它同样意味着残疾人
积极地参与为CBR规划作贡献，从制定政策到实施和评价。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激励性（Empowerment） 

地方居民，尤其是残疾人及其家庭，最终会做出规划决定和控制资源。这需要残疾人在规划中承担领导的角
色。这意味着确保CBR工作人员、服务提供者、及包括残疾人在内的辅助人员接受足够的培训和支持。结果将重
建尊严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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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 

CBR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平等。 

认识提高 

CBR涉及社区内部的态度和行为，发展对残疾人的理解和支持，并保证有可证实的利益。它也促进在所有发
展的创新中包括残疾的需求和利益。 

自我倡导 

CBR始终如一地参与与残疾人福利相关的所有问题。自我倡导是一个集体的概念，而不是个体的概念。它意
味着自我决定。它意味着动员、组织、代表、和建立合作和需求的空间。 

辅助性 

CBR需要多部门的协作以支持社区和满足残疾人个体需求，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 

性别敏感性和特殊需求 

CBR是对社区中有特殊需求的个体和团体做出的反应。 

伙伴关系 

CBR依靠与社区组织、政府组织和其它组织团体的有效的伙伴关系。 

可持续性 

CBR活动必须远远超过项目本身的短期时间而具有可持续性。它们必须能够继续超越初期的干预，并从最初
的支持系统中独立出来。规划的利益必须持久。 

框1显示不同国家的社区工作者如何在实践中体现这些原则的。 

第三节 CBR的范围 

在更广的意识形态中，残疾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否认残疾人在家庭和社区内享有平等的机会。其障碍可能是文
化、社会、制度、环境或经济，但态度上的障碍尤为重要。由于残疾不仅仅与损害有关，最佳的方法是与社区一
起来讨论残疾。因此，CBR作为社会包容性的关键策略紧急出台，其目的是克服活动局限性和参与限制，并提高
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通常麻风病残疾人所必需的康复服务，包括理疗、矫形外科服务、职业疗法和重建外科。它也包括所谓的“社
会经济康复”（SER）活动，包括职业培训、麻风受累儿童的教育一体化、微财政和商业创建计划、提供和改善
适当的住房、以及包括各种媒体的各个层面的倡导。实施这些服务的首选策略是CBR。 

CBR认识到了通过健康教育、医疗干预或躯体康复、以及通过治疗干预和辅助设备强化功能以预防各种残疾
的活动的重要性。 

CBR途径的前提假设是，残疾人依靠他们家庭和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能够一起为组织他们自己的生
活和他们自己的发展而工作。它确保这些残疾人被社区所接受。因此，为麻风病受累者提供服务的康复规划必须
与现有的CBR规划完全结合。在还没有这些规划的地区，因麻风病而启动的CBR规划也必须进一步扩展到包括其
他残疾人，而不考虑残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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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1：在实践中体现CBR原则：来自现场的例子 

包含性：塞内加尔的例子 

“由于95%的人非常贫困，我们很难从我们的服务对象中得到捐助和保证。因此，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我们
鼓励我们的服务对象参加一个团体组或找到某个能提供支持的人，并作随访。在重新安居的项目中，当地家庭必须
明确地表明该服务对象是受到他们欢迎的，并在采取任何行动前的一定时间内证实该服务对象已被接受。我们的服
务对象必须有所准备并且愿意移居。” 

参与性：尼泊尔的例子 

“每一项干预都是一个需要团体、服务对象、家庭和社区提供捐献的伙伴关系。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做决定。我
们鼓励自我帮助。我们的服务对象在为他们自己所做的努力在不断的增加。在政策没有落实的地方，我们发现干预
通常是不太成功的。” 

激励性：中国的例子 

“作为一个群众组织，汉达（中国的一个帮助麻风病患者的慈善团体）希望我们自己的成员互相帮助。我们鼓
励和动员我们的成员。我们的作用是帮助成员组织和制订他们的行动计划。在需要的地方，我们提出建议和提供经
济或技术支持。” 

公平：印度的例子 

“残疾人的期望非常高，而CBR规划的资源却非常有限。我们明确表明的是，我们不会免费提供任何东西，而
是通过贷款的形式，但贷款必须偿还。如果他们不偿还，我们就没有能力帮助其他人。” 

辅助性（Facilitation）：埃及的例子 

“我们相信自力更生。我们帮助患者照顾他们自己，并独立地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开始时就与他们讨论，
因此他们可以反映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成为伙伴关系。” 

辅助性：尼日利亚和巴拉圭的例子 

“由于经济原因，有的服务对象的家庭拒绝参与。部分家庭认为康复是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特有的职责。我们在
家庭和社区成员中开展工作，鼓励他们参与进来。这促进了我们服务对象的接受性，使他们更容易适应，并提高了
他们在社区中的生存能力。这已经产生了爱和协调的氛围。” 

“我们只是辅导员。我们希望我们的服务对象自己处理干预。我们鼓励家庭成员在干预过程中支持我们的服务
对象。我们试图让社区参与。虽然这对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说很难，我们想推广这个方法，因为我们发现这非常有效。
它潜在地帮助了所有服务对象。” 

贫穷是残疾的原因，也是残疾的结果。贫穷限制了包括康复在内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及教育的获得。因此，通
过获得谋生机会和激励机制来减少贫困是残疾预防和康复两者的关键策略。如果CBR导致了残疾人、其家庭以及
广大社区贫困状态的改善，则将是最有效的。 

CBR活动的范围和复杂性要求与社区中参与的人、关心残疾预防的人、和促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人之间密切
合作和交流。交流的路线概述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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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麻风病患者及其他残疾人

提供服务的CBR 

 

图1：CBR中残疾预防、社会经济康复和社区定向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节 CBR服务分配的安排 

初级CBR服务分配的安排根据当地情况各不相同。根据所存在的哪些机构，CBR服务可通过下列几个或所有
机构来分配： 

 社区机构； 

 麻风病受累者或其他残疾人机构； 

 志愿者、非政府组织； 

 政府服务机构。 

该工作可获得社区网络、联合提供资源的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支持，以开发技能或开展有助于残
疾人的综合康复服务的干预。 

该规划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社区和CBR工作者的技能。他们需要有效的动员者鼓励受累者及其家庭和社区
成员共同作为一个小组，予以承诺和参与。他们促进残疾人和社区间的接触：尤其是，与社区内的主要服务提供
者——当地雇员、当地的医疗机构、学校、市场、培训中心和制作工厂——的接触。更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获得当
地资源的能力，包括经验、信誉、知识、技能和经费支持。他们的承诺和动员是成功所必需的。图2描述了许多潜
在的有用资源如何与康复服务的分配相结合。 

案例分析1：该案例源自印度Tamil Nadu，它描述一个年轻女孩由于社区工作者和走访专家的关怀和关心获得
好处的经历。同时，他们的投入改变了她的生活。 

 

残疾预防 社会经济康复干预 社区活动 

 躯体康复干预  减少贫穷  减少贫穷 

 提供辅助用具和培训  促进平等机会和权利  促进平等机会和权利 

 自我护理活动  教育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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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BR服务分配中有用的资源 

 

案例分析1：印度Tamil Nadu 

Karpagam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她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名叫Trichirapalli的村庄里。她父亲患有脊柱畸形。
Karpagam自己患脑瘫。她的父母是农民。他们自己没有土地，靠给别人干活挣点钱生存。 

直至7岁时，父母出去打工后，她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当她的妹妹出生后，她的父母特别的关爱这个孩子，导
致karpagam渴望她的父母对她表达同样的关爱。她7岁以后，社区工作者听说了Karpagam的情况，并到她家进行了走
访。她的病得到了确诊，并告知其父母如何对她进行照顾和关怀。由于她的父亲自己有残疾，他很快就学会了。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社区工作者帮助Karpagam用竹子做的双扛学习走路。一位理疗师走访了几次，并教她许
多技能。她学会了用她的双手指认颜色、说出时间和数钱。通过日常生活技能的培训，她学会了上厕所、梳头和穿
衣服。现在她能自己洗澡和洗自己的衣服，并能帮助她母亲做家务活，如切菜、烧饭和打扫卫生。她会从水井中打
水，也会用茉莉花做花环。看到他们的女儿有这么大的变化和成长，她的父母非常高兴，更喜欢她了。现在，她已
经完成了放羊的培训，并可能为家里挣点收入。她也第一次开始上学。因此她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始。 

 

现场工作者及其监督员动员社区成员和资源 

当地机构和当地规划管理网络，最大化获得技能和服务 

社区工作者动员和促进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 

康复人员的技能和资源通常只在专业的转诊中心存在，其它医院的存在也在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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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与社区一起工作 

第一节 社区的潜力 

认识到社区和社区中的个人及其家庭作为康复可利用的首要资源是很重要的。社区了解存在的问题。他们有
可利用的资源，并且能长期提供支持。在康复进程中开发社区支持和参与对有效的康复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非
常穷的社区也有促进包容和参与的资源。为此，社区和CBR工作者需要很好地了解社区及其潜力。 

与社区一起工作的目的 

CBR的关键目的之一就是创建一个包容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残疾人在他们的社区里承担公民、社会、政治
和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角色。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区工作者试图建立对残疾人的尊重并促进其尊严，因此他们有平等的权利、资格、责
任和机会，并能参与每日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为社区服务。 

达到这些目的的策略 

首先必须要对社区有深入的了解，确认可能会影响康复进展的态度和信念，以及可能会促进康复进展的资源
和支持。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后，才能通过建立交流通道、提高意识、改变态度和促进参与来创建一个有能力的、
包容性的康复环境。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通过下列几个方面推进一个有能力的康复环境，并调集康复进程的技能和资源： 

 与地方政府官员、地方管理当局、地方工业/作坊、舆论领导、教师和可能成为康复过程中关键人物的其
它关键人群确认和建立工作关系； 

 开发工作网和确认由当地机构或政府提供的服务：卫生、教育、居住、储蓄和信贷规划、技能培训、福
利或养老金支付（见第二章第四节）； 

 准备一个促进社区认知、参与和倡导的日程（见第二章第二节）。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通过确认以下内容来收集社区必要的信息： 

 当地对残疾和麻风病的信念和态度； 

 弱势群体：妇女、老年人、穷人、严重残疾人、生活在贫民区的人； 

 与语言、交流和交通有关的障碍； 

 当地的资源； 

 社区以外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得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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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经验 

理解和让社区参与是产生认知和促进参与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参与到康复过程的社区成员反映了一个很强的
信息，那就是残疾人是可接受的和受到尊重的。 

第二节 促进社区认知和参与性 

经验表明，损伤是残疾人生活中的唯一的限制因素。态度上的、制度上的和其它的障碍对所发生的残疾的程
度有重要的影响，同时限制了残疾人的机会。因此对许多残疾人而言，他们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自己的意识作一基
本的改变：从被动的获取到主动的贡献，排除所有的拒绝他们在社区内完全参与的障碍是康复过程的关键一步。 

以社区为导向的干预是需要的，它可以提高知识水平、改变态度、调动资源和鼓励参与康复活动。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协助促进社区认识和参与： 

 确定每次健康教育运动的中心； 

 依靠现有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计划和实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确定当地安排会议的机会：在公共场所、学校或团体； 

 计划有残疾人、其家庭成员和其他重要社区成员积极参加的CBR规划活动。 

这些工作大多依靠社区工作者、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的信息。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需要确定当地的服务提供者并了解限制残疾人获得这些服务的障碍。然后他们可能参与每个阶段
的干预。 

在制定计划阶段，他们通过确认以下几个方面来起作用： 

 弱势群体或“危险”人群； 

 一定范围的服务提供者； 

 社区领导的观点； 

 与社区交流的正常途径； 

 通过当地媒体、街道影剧院、传统剧组和学校交流的机会； 

 参与的障碍和排除； 

 获得乡村/当地领导支持的机会； 

他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促进社区参与： 

 让社区了解去除参与障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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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可以提升包括社区残疾人利益的认识； 

 鼓励社区成员为残疾人提供适当的关怀和支持。 

下列几点可能直接有助于干预： 

 为改变残疾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态度而工作； 

 促进作用模式，更多关注成功克服躯体、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个体； 

 鼓励残疾人成为积极的贡献者、动员者和倡导者； 

 通过介绍恰当的信息和说服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来应答歧视态度； 

 协助组织干预； 

 开发参与者的新技能。 

建议： 

 简单性：提供适当而又清楚的信息； 

 创新性：利用每一个机会介绍信息； 

 持续性：不断地重复这些信息。 

下面的两个案例分析均来自尼泊尔。案例分析2说明通过鼓励，团组是如何找到他们自己解决所面临问题的答
案的。案例分析3说明激励是如何有效克服社会排斥的。 

案例分析2：尼泊尔 

Sundari社区林业委员会管理Sundari社区的林业产品。其中有一个社区成员曾经是麻风病患者。作为评估的一部
分，有个社会工作者走访了林业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决定参加康复过程。通过这一伙伴关系，林业委员会认识到
残疾人是社区中社会地位最低下和被忽视的人群，因此决定在其社区启动康复规划，动员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他们
成立了一个康复委员会，并派了一个社区工作者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 

此外，尼泊尔的社区成员还为残疾人捐款、撰写了参考资料、免费提供培训、安排了福利经费或制定了康复计
划。 

第三节 倡导 

倡导意味着为某一原因推动或大声地说出来。由于残疾人对他们的情况和需求了解最深，让他们带头倡导是
很重要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情况和需求将不会被有效地表达出来。表达行为本身就是激励，而且能促
进行动。 

康复工作者代表残疾人开展倡导。这包括大声说出反对不公平，并为权利平等而工作。鼓励社区和政府接受
并承担起他们对残疾人的责任。在因残疾导致权利丧失或社会排斥的地方，倡导就会引起对这些不公平的注意，
并寻求纠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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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3：尼泊尔 

尼泊尔的一项消除歧视的规划采用了一种独立的方法以减少社区对麻风病的歧视。其想法是鼓励自助小组制定
一开发日程以便为他们更广泛的社区带来利益。10名麻风病受累者被指派为辅导员，并要求他们在他们的村上建立
自助护理小组。所有这些个体均完成了自我护理培训，并根据他们的特点和潜质被选为组织者和辅导员。他们在其
村里被公开为麻风病受累者，并要求大家与这些人接触，并鼓励他们创造自助护理小组。 

一年内，这些小组就成立了，并开始了自助小组的功能。他们开展了小型的项目并管理贷款。他们还招募了包
括其他被社会排斥的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新成员。 

接着，这些小组启动了为他们社区带来利益的开发日程。这些小组组织并监督非正式教育。他们主要工作是打
井和安置水泵以改善当地的环境（卫生和可及性）。他们还吸纳老年人参加并参与倡导。 

通过规划评估发现，这些小组获得了他们所在社区的认可和尊重。当地居民感谢他们为社区所做的所有工作，
尤其是他们努力克服麻风病损伤所带来的影响。地区教育办公室领导认为这些小组是他们地区最具有功能的社区合
作伙伴。一项参与限制的评估发现参与这些小组的个体比没有参与该规划的麻风病受累个体的参与限制有明显减少。
该评估的结论是：当因麻风病而被排斥的个体发生积极的改变时，则社区中对麻风病的歧视将被忽视。 

让更多的人参与倡导，大声说出一致的声音，并且与其他感兴趣的团体联合行动，这些均有助于倡导的成功。 

通常与倡导有关的活动包括大规模的教育规划或宣传以改变社会的不公平。倡导开始于个体或团体与有关当
局接触和提出某一特殊问题，如需要让残疾儿童进入地方学校、获得借贷、获得居住条件等。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应计划确保残疾人能认识到他们权利的规划活动，这些权利包括获得服务、拥有土地、结婚、生
育、工作和参加社会和宗教活动的权利。同时，他们享受这些权利。这包括。 

 协助参加地方当局与残疾人及其家庭之间的会议，以解决某些问题，如偏见和歧视； 

 与志趣相投的组织建立网络和联盟； 

 通过倡导鼓励社区领导和其他感兴趣的组织参加； 

 促进自我倡导、鼓励残疾人畅所欲言，可以通过自助小组（见第四章第五节）； 

 鼓励地方媒体报告残疾人的成功事迹或提高他们权利的认识。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寻求确保残疾人的权利并帮助他们获得可利用的服务。他们找寻当地特有的问题，或帮助服务对
象解决特殊的问题，这可通过： 

 让残疾人认识到他们的权利和机会； 

 协助团体形式：鼓励残疾人及其家庭组织起来（团体倡导远远比单兵作战有力）； 

 鼓励团体畅所欲言抵制偏见和歧视； 

 处理合法的土地购买、继承、公民权等； 

 与服务对象一起处理不公正，如获得上学的权利、参加培训、工作或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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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自助和其它小组表达残疾人的权利（见第四章第五节）； 

 确认和宣传战胜对残疾不公正和歧视的典型。 

现场的经验表明在某一时间集中在某一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就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问题是什么？它触犯了什么? 

 这是否被广泛认可为是个问题？它是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发生的？ 

 怎样才可能解决它？ 

 那里可能是什么居民？ 

 什么行动将涉及这一问题？ 

 建立一个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明确责任。 

 采取行动 

已经证明，组织一个康复咨询委员会是指导倡导活动的有效的途径。其成员可以来自当地社区、合作伙伴组织、
自助小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案例分析4和5说明倡导在孟加拉国和塞内加尔的重要性。 

案例分析4：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的麻风残疾者生活尤为困难。社区工作者开始了对残疾人的家访，开展对话和了解残疾人的经历，为
残疾人提供建议并鼓励他们参加团体，并一起讨论他们自已所面临的各种需要改善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残疾
儿童上学难的问题。学校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些孩子，因此往往拒绝接收他们上学。 

开始的时候，在12个村庄建立了自助小组。每个自助小组约有10名成员定期讨论一些问题，如交通、援助资源、
被忽视和抑郁。这些小组为改善他们村庄的环境等而工作，并且做得很好。残疾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权利，并认
识到他们有能力改变一些事。在有自助小组的村庄里，很多残疾儿童现已进入了学校。 

近来开始了一项倡导政府资助辅助设施的全国运动，这将促进残疾人的更多参与。所有参与者都日益认识到参
与带来的好处。 

这些自助组织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作的另一个问题是为残疾人获取房屋。由于可获取的公共房屋很少，因此
获得工作机会的残疾人非常少。现在政府正在制定为残疾人创造工作机会的政策，并逐渐认识到交通是非常重要的。
在许多地区，目前公共汽车上已经有了专供残疾人的座位，并且车费只有正常的一半。 

 

案例分析5：塞内加尔 

在塞内加尔，组织了一个专家讨论会，明确建议改变歧视麻风村的法律。该信息已送达首相，并与政府进一步
讨论。一些村庄的村领导和村发展委员会现在已被行政机关合法地承认。向公民宣传显示了结果。现在麻风村的人
有了身份证，并有了选举权，但他们现在同样要求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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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区和其他组织的网络 

让残疾人认识到在社区可得到服务是康复进程的重要信息。潜在的合作伙伴组织中的网络提供了共享地方服
务信息的机会、避免重复和开辟了应对康复需求的新途径。它保证康复规划及其服务对象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任何一个地方团体或组织都可以参加这个网络。组织可以代表社区或社区里的团体。他们可以代表残疾人的
利益。他们可以提供资源或服务，如贷款、职业/技能培训、市场机会或其它服务或专门知识。 

巴基斯坦和乌干达的网络 

在巴基斯坦，转诊选择权鼓励残疾人利用他们的权利获得适当的服务和利用社区资源。由于保健门诊的网络已
经建立，残疾人正习惯于与社区成员一起享受服务。 

乌干达，网络促进了国家CBR政策的建立，并导致国家承认批准了的CBR培训规划。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通过召开有其它组织的代表参加的正式或非正式会议建立网络。这些会议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提
供许多不同的机会： 

 认识共享的兴趣和注意点； 

 学习其他规划和组织的有关工作； 

 确认服务中的重复或差距； 

 确认地方争议或问题； 

 回顾工作安排，例如转诊途径或培训规划。 

定期召开维持网络的会议：保证定期交流、建立认知和促进参与。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通过以下方面提高社区的技能意识并获得社区的资源： 

 社区中的关健个体，如学校老师、宗教或社区领导、妇女团体参与网络、并鼓励他们参与康复进程； 

 地方组织、社区代表或可提供指定的经费（如培训残疾人、社区工作者或提供CBR的其它人员经费）的
政府部门参与网络。 

 

第五节 辅助社区水平其他服务提供者的工作 

有的组织不是选择他们自己领域的规划，而是帮助其他服务提供者发展他们的服务。这一途径需要与现场合
作伙伴的定期交流和有效的网络。案例分析6展示了乌干达的地方非政府组织是如何提供CBR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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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6：乌干达社区康复联盟 

社区康复联盟（COMBRA）建立于1990年，其创始人是一群想通过能力建设创造与残疾人有能力的环境以获得
平等机会的乌干达人。COMBRA的任务是激励和倡导残疾人自主。通过CBR，COMBRA旨在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
量，提供平等的机会，并促进和捍卫人权。他们的目标在下列五个方面： 

 制定CBR规划； 

 培训不同水平的康复工作者； 

 加强联系和网络化； 

 倡导和宣传平等机会； 

 开展研究和记录。 

该组织开发了培训材料并为不同水平的CBR工作者提供培训。它通过网络与政府部门合作伙伴和代表残疾人的
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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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适应个体康复的需求 
可持续的干预必须适应个体的需求和技能。在干预中麻风病受累者的主动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达到最佳

的效果，干预需要社区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第一节 与需求和资源相适应的筛查 

麻风病受累者或残疾人可能是由卫生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或社区工作者或地方领导转诊至康复服务机构的。
部分可能是主动求医。 

确定个体通过职业培训或贷款计划能否提高他们的实用能力是重要的。有的人可能有他们自己能管理自己的
明确需求。而有的人可能只适应于简单的咨询或鼓励，另外一些人的需求可能与当地社区成员没有区别。很多规
划采用筛查程序来确定需要康复服务的个体（见图3）。 

麻风或残疾给个体及家

庭带来了什么改变？ 

社会？ 经济？ 躯体？ 心理？ 

 

图3：确定有康复服务需求者的程序 

 

承认个体有优先需求的政策或由于资源有限可进一步限制规划的获得。优先权可授予被公认的弱势团体中的
个体，例如与性别、年龄或婚姻状态有关，有严重的心理、社会、经济或躯体问题，或有严重的参与限制。 

通过筛查，有些个体可以转到其它地方组织接受服务。那些入选开展康复者则开始一段时间的评估和动员，
并获得对个体康复计划（见附件3）的承诺，旨在建立新的生活技能、社会一体化和恢复尊严。 

最接近的家庭成员（丈夫/妻子、父母、祖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往往是该进程的有价值的资源。该家庭是
CBR的中心。 

入选康复规划的个体称为服务对象，而不是患者。 

是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个体或

家庭需要任何支持吗？ 

否 

个体和家庭无康复需求 个体和家庭有康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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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需求和技能评估 

通过需求和技能评估，康复工作者会很好的了解每个新的服务对象、麻风病对他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他
们康复所需的技能和资源。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确认和开发对监测整个规划进程所必需的工具和文件系统。他/她可能需要对工具加以改进以适应
当地的特殊需要，或应答社区和CBR工作者的反馈。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为了收集完整和准确的信息，需要一个对个体最适合的地方进行谈话，并且用需求和技能评估表开展工作。
附件3包括了该表的提纲。利用导向性的问题，如“为什么…？”和“如何…？”，鼓励服务对象坦率地讲述他们
的情况和经历。建议的问题如下： 

 服务对象观察到了什么躯体改变，包括感觉丧失和无力？ 

 残疾影响到日常生活和行动了吗？（可以用附件3提供的SALSA度量表进行评估） 

 残疾对家庭和社区关系的影响如何？ 

 残疾是如何改变个人工作、支持家庭成员、或完成他们学业的能力？ 

 由于性别、年龄或少数民族团体，或因为多重残疾或严重残疾带来了什么问题？ 

 个人拥有什么技能和资源？ 

此外，必须通过倾听其家庭成员和其他人的观点来收集信息，并鼓励他们在开始时就参与到康复的过程。 

尽可能多地获得以下相关信息也是很重要的： 

 教育背景； 

 经济背景； 

 保障，如家庭支持、土地、住房等； 

 “可出售的”技能和知识； 

 对家庭成员的责任； 

 来自社区或其它资源的支持； 

 社区内外所能获得的设施； 

 根据服务对象自己的想法，今后他/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服务对象经历的定量的参与限制可以引起对特殊问题的关注，并为评估未来的改变提供基础资料。附件3提供
了参与程度测览表，可用于评估由麻风病或其它原因造成的参与限制。 

获得有关服务对象情况的完整信息可能需要召开一系列会议。 

社区工作者通过以下几方面管理他们的工作，保存详细记录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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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好包括每场会议发言摘要的现场日记，但要注意保密； 

 向监督者和管理者提交发现报告； 

 确定并转诊有复杂需求的个体，以便进一步评估或寻求专家帮助。 

建议： 

 接受每一个服务对象； 

 尊重每个服务对象及其家庭； 

 仔细倾听他们所说的每件事； 

 不要做评价； 

 承认服务对象的需求和技能评估在不断进行中，但也要强调动员工作。 

 

第三节 开展动员（Developing motivation） 

可能会发现，很多麻风病受累者很难谈论他们的经历以及麻风病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些经历对有的人来说
是痛苦难忘的。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处于沮丧状态。因此，在开始讨论康复过程之前，要从容地进行，也许要组织
几个简短的会议。因为这一过程一旦开始，社区和CBR工作者在开展动员和鼓励每个服务对象从开始时就参与康
复活动方面起重要的作用。 

服务对象对他们自己当前的情况、自身的需求和他们的问题可能非常了解，而且好多人都知道潜在的解决方
法。因此，对一个成功的康复过程而言，倾听服务对象所说并鼓励他们制定他们自己未来的计划是重要的。 

作为开展动员，有的规划鼓励服务对象参与准备个体的康复计划。久而久之，发展成描述一系列被认可的康
复行动和责任（见附件3）。对有的服务对象而言，制定康复计划可以为他们的康复提供所需的所有动力和信心。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通过以下几方面指导开展动员的进程： 

 促进工作方法以鼓励服务对象分享他们的经验； 

 监测社区和CBR工作者的态度和活动，并评估与服务对象交流的质量； 

 评估康复过程中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质量对康复过程成功是极为重要的（见图4）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通过倾听、重新确认、咨询和指导，社区工作者能鼓励他们的服务对象建立自信和动力。有助于获得成功的
特殊任务包括： 

 召开建立信任和促进交流的常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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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受累者及其家庭成员

社区代表 CBR规划管理者 

社区和CBR工作者 

 

图4：CBR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开展对残疾原因，包括持续开展自我护理需求的理解； 

 建立对康复过程的理解； 

 在有需要时，让家庭成员一起参加康复过程； 

 联系服务对象与自助小组； 

 鼓励服务对象参与培训规划，如实用性识字、开发新的生活技能； 

 用角色模式介绍其他成功的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和社区工作者之间关系的质量是成功的关键。 

案例分析7和8说明了有歧视和自我歧视存在时咨询的重要性。 

案例分析7：印度 

Beeramma，40岁。她在年轻时是一名很好的歌手，在节日和其他特殊场合，村民经常邀请她唱一些祈祷的歌曲。
大约20年前，她发现了颈部的斑损，被医生告之患了麻风病，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治疗。但是由于药物引起呕吐，所
以她就停止了药物治疗。经过几年后，她的双手和双下肢感觉丧失，并且出现了残疾。 

CBR工作者走访她的村子时，发现Beeramma与其他人保持很远的距离。问她为什么不和其他人在一起时，她解
释说她害怕其他人因她的残疾和麻风病而取笑她。她说：“当人们取笑我时，我真的很痛苦。”CBR工作者开展了
咨询，并且鼓励她参加了村里的一个新的自助小组。 

Beeramma同意参加这个小组，并成为该小组的领导成员之一。她学会了如何保护她的手和足，现在正忙于家庭
杂务和养羊。她在社区里面没有受到歧视。回顾过去，她说：“长期以来，我活在围城中，把自己隔离起来。现在
我认识到人们不把我往坏处想。我是弱势人群中的一员，现在我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这些天，
Beeramma主动地与人们谈论麻风，并向人们宣传如果治疗及时，麻风病是可以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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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8：泰国 

由于歧视或由于他们难以接受自己的残疾，有些服务对象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另一些则开始憎恨自己，或者产
生了绝望和有罪的想法。对这样的案例，尚不能接受干预工作。当服务对象和社区中的关键人物，如社区工作者、
朋友或邻居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时，才是干预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些信任，对一个新挑战的支持是不够的。 

服务对象必须提出干预的建议，这需要时间。只有提出自己想法的人才能开始干预工作。如果没有建议，则需
要作更多的动员和背景工作。仅仅说“你做得到！”对一个没有希望或没有未来前景的人是不起作用的。更好的是
给他们几句鼓励的话，鼓励他们与家庭和朋友合作。可以让服务对象想一想，并在以后的交流中继续讨论。 

当服务对象即将参加干预时，让家庭和社会成员以支持的方式参加是很重要的，不要将服务对象看作是一个需
要帮助的“穷麻风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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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制订计划和实施干预 

第一节 什么是干预 

干预是CBR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为寻求解决与个体或社区有关的共同约定的需求或问题而达成共识的行
动。这些可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如： 

 向服务对象或社区提供有关在社区内或在社区附近可利用的资源和机会的信息； 

 涉及处理心理或社会问题的咨询或社会工作； 

 组成和建立自助小组或倡导小组； 

 加强社会协调或促进社会包容性的教育活动； 

 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的倡导； 

 通过谈判以获得当地政府服务、上学、养老金和救济金； 

 促进残疾人参与社区开发活动； 

 提供不加重残疾危险又能得到收入的小型项目； 

 开发家庭关怀规划：更适用的是自我护理； 

 提供辅助设施，以克服躯体残疾； 

 鼓励残疾人参加主流的自助小组； 

 技能培训和增进收入的活动。 

从上面列出的干预可以看出，增进收入只是多种干预中的一种。服务对象和社区工作者可以确定适于服务对
象特殊需求的其它形式的干预。 

部分或全部干预可以通过转诊至其他组织提供的机构来实现。 

第二节 干预的选择 

干预的选择对服务对象的个体康复计划是极为重要的。干预必须与服务对象及涉及的其他家庭和社区成员的
需求、技能、期望和资源相匹配。 

其目的是确认符合约定优先需求的适当活动，无论是躯体的、心理的、社会的或经济的。 

其结果可能是社区、家庭或服务对象的干预。 

在选择干预时，让服务对象认识到其风险和费用以及机会和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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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在促进服务对象选择干预、帮助其理解开展干预的意义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列出的一些问题可
以用于与个体服务对象的技能和需求的干预相匹配。 

与身体状态、灵巧和灵活性有关的问题 

 服务对象能走到工作地点吗？ 

 所建议的活动对丧失感觉的手或足或其它形式的残疾会有伤害吗？ 

 残疾会影响精细的工作吗？ 

 干预活动可以让服务对象在其自己家里进行吗？ 

 有足够的场地让服务对象有效地工作吗？ 

与工作经验和培训要求有关的问题 

 培训可承受吗？有没有限制，或有足够的时间接受培训吗？ 

 服务对象有相关和足够的经验吗？ 

与雇佣、产品和市场有关的问题 

 干预开发当地可用的技能了吗？ 

 与当地的经验有关吗？ 

 产品能在当地销售吗？ 

 有可靠的一年到头的市场吗？ 

 有竞争性的，高质量的同类产品吗？ 

 消费品、原材料、工具和设备的价格如何？这些会威胁到可持续性吗？ 

 存在与性别、社会地位和社会状态有关的问题吗？ 

 对残疾的负面态度会影响销售吗？ 

 如果开展小组或合作活动，干预会更有效吗？ 

 干预需要有使用权的、租用或购买土地吗？ 

 农业、畜牧业或渔业干预易受地方病、季风或洪水的影响吗？ 

 有足够的可承受的地方交通用来运输原材料和产品吗？ 

 干预依靠高成本的专业技能，如兽医技能吗？ 

在管理者的指导下与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成员一起工作，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以下各点促进干预的选择： 

 确定可以发展个体及其家庭成员现有知识、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干预； 

 确定依靠社区中已有的技能、资源和机会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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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家庭及社区成员一起参与； 

 不鼓励对麻木手或足可致危险的干预； 

 协助动员培训和能力建设所需的资源； 

 协助选择得到规划支持的干预； 

 与管理者共同确认允许规划支持一项特殊干预的政策和资源； 

为了获得成功，社区工作者与管理人员、康复专业人员、当地领导或企业家保持良好的交流是重要的。 

有助于做出有效干预的因素摘要如下： 

有助于做出有效干预的因素 

社区工作者 

 对服务对象和其他人的建议做出应答； 

 仔细制订计划、监测和评估； 

 社区工作者的所有权、积极性和承诺； 

社区 

 共享监督的责任； 

 社区成员对资源的承诺； 

服务对象及家庭 

 拥有干预的权利； 

 动员、家庭参与和鼓励，并对家庭资源的承诺； 

 共享监督的责任，也许还包括自助小组； 

 适当的知识和管理技能； 

 与严重残疾有关危险的处理； 

对产品销售收入的干预 

 管理生意的能力； 

 包括以下信息的实际商业计划： 

 产品价格：原材料、劳动力和运输成本； 

 市场问题：需求、策划、质量、耐久性、适应性； 

 资金问题：贷款、种子钱、定价和资金管理，包括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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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准备干预 

一旦服务对象、家庭成员、社区工作者和管理者承诺开始干预，重要的是将详细的计划纳入个体康复计划，
对资源进行分配，以及所有参与的人对期望他们做的事都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通过以下几方面确保有效的计划： 

 让服务对象了解干预选择的意义，包括技术支持的可及性和费用； 

 明确家庭成员作为重要合作伙伴的作用，承诺为服务对象提供资源和支持； 

 准备撰写覆盖干预所有方面的计划，包括： 

 对干预的描述； 

 明确干预的终点； 

 设计时间表，注意可能的改变； 

 预测影响以及将如何对其进行评估； 

 确定可能影响结果的危险或假设； 

 详细说明监督、监控和报告的安排，包括谁将提供监控信息； 

 解释服务对象、家庭和规划成员的作用和责任。 

现场的经验 

 服务对象全面承诺干预，并得到家庭和社区成员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社区工作者可能必须作特别的努力以保证社区成员的支持； 

 服务对象将需要各种水平的支持，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对象获得组织新的创新的能力，而且仅需要规划较少的支持。 

第四节 实施干预 

干预可能需要包括使用新技术、做出困难的决定和暴露危险。仔细的制订计划和注意细节能确保干预被正确
的实施和减少危险。监控提供了有关干预进展的信息，并确定可能产生的问题。评估则评价了干预的影响。 

管理者对所有这些过程负责，这取决于社区工作者收集的资料和进展报告。 

管理者的任务 

管理者根据批准的计划承诺资源： 

 支持指派的社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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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有成员一起定期召开总结会，共同关心和评价已获得的进展，和了解他们可能碰到的困难； 

 与社区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定期召开会议，确定干预在何时能达到其共识的终点； 

 确定和记录学到的教训，以及进一步干预的任何需求。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实施干预： 

 鼓励服务对象、家庭和社区承诺约定的资源； 

 与服务对象一起回顾进展； 

 协助解决问题； 

 根据约定的监控程序（包括基线评估）提供进展报告（见第六章第二节）； 

 与家庭和社区成员一起报告服务对象自己的进展评估和影响（见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 

案例分析9说明一项增进收入干预的实施。 

案例分析9：孟加拉国 

Babu被诊断为麻风病时只有16岁。他是农民，但是他的右手有严重的感觉丧失，并导致了严重的溃疡。为了治
愈溃疡，他住了几次院。他的右足也有畸残。在出院后，他决定找一个新工作以减少手损伤的危险。首先Babu从CBR
规划那里得到了一笔小额贷款，然后他买了一只奶牛，并通过卖牛奶赚钱。在他还清全部贷款时，他又贷了一笔款
作修理自行车的生意。他接受了培训并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意，每天都能挣一点钱。 

作为CBR活动的结果，现在Babu的日常收入是他以前的3倍。他结了婚并住在了离他工作地点不远的新房子里。
他的顾客对他的工作质量进行了肯定。在以前，社区的其他成员都忽视他，现在他们接受了他，他在社区里参加所
有的活动，而且去清真寺朝拜。 

第五节 建立和支持自助小组 

协助建立和发展自助小组对康复规划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这些小组必须让有广义残疾背景的人参加，或为包
括麻风受累者参加的主流自助小组，而不是只包括麻风病受累者。小组专注于普通妇女需求，首选让女性麻风病
受累者参与。 

自助小组在许多方面已经证明是有效的： 

 成员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和分担问题。他们学习互相支持、理解和鼓励，因此建立信心和自尊。 

 小组会议提供了共享信息和互相学习的机会。现有的成员和新成员一起参与需求和技能评估。成员们可
以评论其他人的康复计划。 

 提高小组成员在社区内的透明度，以帮助改变态度和促进接受。 

 当成员们作为小组成员讲话时，当地人们和当局更可能倾听。 

 小组的正式注册提供了合法的身份，可能便于与政府或金融机构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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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小组变得强大和活跃，就更容易包含在以残疾人为主的自助小组内。从而，这会促进作为社区平等
的一员而被包容和参与。 

建立和支持自助小组：现场经验 

早期阶段 

 有限的灵活性、文化问题和当地交流不良可能对建立自助小组不切实际。 

 在早期阶段提供指导和高水平的支持是重要的。 

 通过共同学习和增进对其他经验的了解开展动员。 

 随着自助小组的建立和有效工作，提供了能力建设（尼泊尔）、需求评估（埃塞俄比亚）、开发培训资料
（乌干达）和制订计划及监控康复活动（尼日利亚）的机会。 

 要允许小组按照其自身的情况发展。 

后期阶段 

 已经证明自助小组在建立动员和自信方面非常有效：对康复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小组成员学习如何确认其成员对干预的优先权，以及如何监控干预的进展。 

 在小组会上，社区工作者有机会学习小组成员的经验和促进新的思想和挑战。 

 获得社区工作者对小组成员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小组成员可以挑战规划的假设和优先权，这是激励自主（Empowerment）过程的一部分。 

 

建立自助小组 

早期阶段 

社区工作者促进进程、建设能力和鼓励小组成员共同参与，他们的任务包括： 

 确认招收自助小组成员的地理范围； 

 向潜在的人员咨询以确定小组的目的； 

 向社区解释小组的意图； 

 自约定的地方确认和招收成员； 

 协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当地的问题和促进意见统一； 

 鼓励小组确认躯体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需求； 

 指导小组选举组长/委员会； 

 确定能力建设需求和安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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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小组发展和形成主流； 

 教育小组成员如何安排资金、如何开银行帐户，以及如何建立存钱计划。 

 

有助于自助小组有效的标准 

确认的标准为以下的几点： 

会员资格 

 会员享有共同的价值、注意点和经历。 

 小组有共同的目标和目的。 

 会员资格是相同的（如有必要，为了保证某一水平的教育程度或提供所需的专门技术，小组中也可以包括
1-2名无残疾的人）。 

 所有的成员都承诺资源（时间、经费等）。 

 所有成员明确他们的作用和责任，并建立小组的所有权。 

 小组最适当的大小为10-15人。 

领导和能力建设 

 计划每年选举产生小组的组长。 

 提供培训，开发领导技能、秘书技能，和会计技能。 

小组发展 

 鼓励定期存款。 

 鼓励开展小型项目。 

 动员小组讨论和设定新的目的和目标。 

 持续开展自我护理。 

 开展理解和相互支持。 

 鼓励小组宣传平等机会。 

 提示对关键问题的认识，如倡导、必要的教育、家庭计划。 

 减少管理贷款的时间。 

 鼓励形成自助小组联盟。 

案例分析10和11展现了有不同残疾人的自助小组是如何启动鼓励麻风病受累者参与自我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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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10：尼泊尔 

尼泊尔的规划鼓励人们组建自助小组，并提供培训，如小型生意、农业技能、基本账户管理、以及根据小组要
求的其他项目。当小组成员建立了信任和理解互相帮助的重要性后，他们开始存款。每个成员都有一个银行存折，
他们的每笔存款都记录在存折和账本上。 

随着时间的变迁，小组成员向小组贷款，这可以从存款里提取，也可以从规划提供给小组的种子钱中提取。小
组自己决定贷款利率和期限。有半数成员可以同时获得贷款。其他成员鼓励他们及时还贷。共有14个自助小组获得
了种子钱，其中13个管理得很好。 

 

案例分析11：印度泰米尔纳德邦 

我们试图在Pallathur建立一个由8个麻风病受累者组成的自助小组。我们告诉他们及其家庭有关自助小组及其优
越性的信息，但是这些家庭拒绝合作。他们不知道如何操作。他们的概念是麻风残疾人必须被照顾一辈子。我们定
期召开会议，但是他们总是问同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摆脱麻风病？”然后我们选择了其他8名有不同类型残疾
的人。有一个是身体残疾，有的是盲人，有的是语言或听力有问题。我们鼓励所有这16个人参加一体化的自助小组。
虽然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让服务对象及其家庭理解这些概念，但是他们全部同意了。他们将该小组称为Sakti，意思是
动力。现在他们每两个星期碰一次面，不再有歧视了。他们尽力理解相互的困难。当该小组被政府承认后，他们获
得了25000卢比周转资金的奖励，所以现在经济上不用担忧了。 

第六节 小额贷款项目 

因为很多残疾人生活很贫困，所以扶贫是一项重要的CBR活动。在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的地方，许多残疾人
只有向私人放贷者借高利贷。当他们不能还款时，就会被迫借更多的钱，使他们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就会进
一步被社会排斥。 

提供合理的和利率可被承受的小额贷款被证明对增进收入和促进自力更生是有效的。在CBR的内容中，这些
提供金融资源的贷款途径在别的地方可能被否定。有的CBR规划中，自助小组在他们的会员中开展小额贷款项目。 

CBR规划的服务对象为了开展增进收入的活动而要求小额贷款是一项常见的行为。下面描述了开展小额贷款
项目的推荐程序。（注意：正式的会计程序和与贷款项目有关的法律要求不包括在本文的范围内，但管理者必须
了解。） 

贷款项目的基本原则 

 小额贷款项目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提供补助金或慈善金的项目。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让一个人得到的
钱要还，而另一个得到的钱允许不还，这是不现实的。 

 在当地组织提供可接受的协议贷款的地方，会有让服务对象到这些组织来的许多有利条件。 

 贷款项目需按有明确条件的商业协议和所有参加者都理解的简单账户程序运作。 

 所有参加者都必须完全承诺还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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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倾向通过自助小组提供贷款，让小组成员参与决策、监督和收回贷款。 

 监控还贷必须包括在约定的程序中。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建立与合作组织或提供小额贷款的当地银行之间的联系。 

案例分析12列举了塞内加尔小额贷款项目中产生的问题。 

案例分析12：塞内加尔 

 由于文化原因，人们不愿意表达他们的观点，而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对我都是有好处的。”相反，他们
的需求有点过度。决定如何以及在什么地方提供帮助的进程通常要慢一点。 

 日益加剧的贫穷对开展小额贷款项目有负面影响：人们发现难以维持还贷。 

 与个体一起工作需要对服务对象及其环境有良好的了解，并定期随访等。通常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是保
证体系失灵。 

 常规大小的贷款数额太小，以至于不足以增进收入。但提供大额贷款并不现实。 

 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非常大。对于挣钱很少的人，必须提供伙食费、家庭事务费（如丧葬费、婚礼等）或
照顾年老的家庭人员。通常这些贷款都用在这些额外的用处。 

 做小生意是不够的，导致没有能力进货。 

 选择吸引资金的项目对没有文化的人限制很大。 

 有的人不遵守与贷款有关的章程和合同。 

支持贷款项目的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在为服务对象提供他们如何在贷款项目中获益的信息方面起重要的作用： 

 确保服务对象全面了解项目的所有方面，包括成本和利益。 

 协助从合作组织那里获得贷款，或转交申请以获得管理者批准。 

 让可能有还贷困难的服务对象的家庭成员或其它小组成员共同参与干预。 

 鼓励定期还贷。 

 确定和寻找可能会造成不能及时还贷的情况。 

下面的因素已经被确认对成功实施小额贷款项目很重要： 

 批准贷款必须附有超过12个月的定期存款这一条件。 

 服务对象和小组必须学习管理贷款。 

 必须根据服务对象的能力，共同确定还贷的期限，通常是1-2年。 

 经常性的小额还贷有助于完成较高的还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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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和家庭成员提供鼓励和监督。 

 必须邀请社区成员代表或领导鼓励和监控贷款的接受者。 

 如果存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就必须让社区的其他人帮助管理记录，或进行扫盲。 

 所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迅速地处理。 

案例分析13列举了小额贷款是如何开创了长期的改善。 

案例分析13：埃塞俄比亚 

Ato Tsega Birle，38岁，已婚，有6个孩子。他住在一座漂亮的新房里，并且有一个正常的银行账户。他的房子
外面有一排等待做运输生意的二轮马车。但Ato Tsega Birle以前并不富裕。 

他出生在贡德尔。他10岁时父母就去世了。这似乎还不是最严重的打击，不久以后，他被诊断为麻风病。他的
亲戚远离了他，而不是照顾他。他被迫搬到了一个遥远的麻风村里居住。他成为那个社区的一员。一段时间以后，
他听说麻风病可以治愈。他找到了可以治疗的地方并开始工作，这样他有能力买一些食物和支付那里的住宿费。他
发现工厂里的工作会弄伤他的手。后来他在面粉加工厂工作，并开始存钱。最后，他存了足够的钱并买了一头骡子
和一辆二轮马车，并在当地的市场上来回运货挣钱。 

Alto Tsega努力工作和认真存钱似乎可以给他带来美好的未来，但是，几个星期以后，灾难发生了。他的骡子死
了，他的生意亏了。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做，并一度想自杀。感谢他的朋友和邻居，他们的劝说使他相信希望还
是有的。几天后，他听说有个康复项目可以帮助他重新开始做他的生意。 

他申请了可以重新开始做生意的贷款。贷款批下来后他继续开始他的二轮马车运输。这证明是有用的，而且他
的生意渐渐做大了，使他很快就还清了贷款。很快他买了自已的二轮马车，并穿梭在亚的斯亚贝也之间。后来他还
买了房子，并结了婚。通过努力工作，他实现了生命中的许多梦想。 

在最需要的时候通过提供帮助，CBR项目在Ato Tsega的生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承认，在他获得帮助前，他
感觉他自己是生活在麻风村里的地位低下的人。现在，他建立起了自信和尊严，而且在镇上是一个重要的商人。他
是社会和宗教组的成员之一。经济上，他完全独立，并且可以帮助其它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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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干预的环境问题 

第一节 在麻风村工作 

在很多地区，有麻风病受累者的居住地，通常被称为麻风村。许多麻风村是由于过去隔离或安置的政策造成
的，对这些麻风村的优缺点缺乏了解。 

这些居住在麻风村的部分居住者可能是长期住户，与家人或者以前的家乡没有联系。这些严重残疾者可能靠
乞讨或接受别人的施舍生活。有时，社区可能产生一种认识，认为他们有权接受慈善组织或者个人的无条件的捐
款和礼物。 

麻风村康复活动的目的是通过提升和促进认识的过程，加强社区的能力建设。在长期居住的麻风村，这还包
括致力于促进自力更生和提高生活质量，协助居民获得基本权利和特权。相反，一体化也应被鼓励，即鼓励没有
残疾的人搬进这些麻风村。 

管理者的任务 

管理者应与地方当局和决策者协商，以明确现场工作的方法，协助居民开展下列工作： 

 土地登记； 

 获取政府补助，如养老金或者津贴； 

 获取卫生服务和当地便利设施； 

 获取学校就读、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 

 挣钱支持家庭成员； 

 在社区领导中开发新的认识。 

通过网络，管理者鼓励其它组织到麻风村扩展他们的项目，比如就业、职业培训或信贷项目。 

在人多的麻风村，康复项目可以鼓励家庭和个人考虑移居他处。管理者随访搬迁的家庭，报告他们的经验和
鼓励其他家庭搬迁。然后空出的土地予重新分配，用于社区、资源中心、康复中心或者娱乐中心。 

那些受到开发威胁的麻风村土地，康复项目建立了居民和合作组织的联盟，从事倡导和代表居民们的意见。
当达到这一步后，他们致力于麻风村位置的标准化。理想的情况下，需要重新安置的麻风村，应该是在现有的社
区。应该确保新的土地被适当规划，并提供住房和基础便利设施。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起关键的作用，他们应： 

 代表或者鼓励社区的代表在会议上讨论麻风村的未来； 

 致力于动员个人和家庭； 

 支持个人和家庭，制定决策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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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有特殊需要的人群，例如年龄、性别和残疾状态不同的人群； 

 收集并报告信息并监控进展。 

第二节 性别问题 

残疾同时侵害男性和女性。在麻风病例中，有证据提示女性经历更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年轻的新婚妇女尤其危险。残疾或者麻风病可能破坏婚姻的前景。有残疾的妇女更容易被剥削。要特别的关
注妇女的需要，承认其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多重作用。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项目试图选派女性工作人员很重要。她们的作用是帮助妇女发现和解决问题。她们应当： 

 协助女性加入妇女团体； 

 建立和发展妇女自助团体； 

 协助妇女获得贷款和进行她们自己的增进收入的活动； 

 对妇女开展有关妇女权利的教育，提供有关消除剥削和获得法律帮助的信息。 

现场经验 

 在患者家人或社区给予支持时，现场工作更易成功； 

 有益于妇女的倡导问题包括生育权、艾滋病预防、家庭计划和性剥削。政府各部门在这些领域有相关项目；

 复杂的家庭状况可能需要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或者咨询医生； 

 对有特殊需要、严重残疾、家庭成员多、没有子女或者丧偶的妇女应该给予优先权； 

 应该发现和宣传模范的作用。 

个案研究14（埃塞俄比亚）显示妇女工作（个人和团体）的潜力。 

案例研究14：埃塞俄比亚 

比斯蒂摩的一个妇女自助团体最初每周存几分钱。当她们的储蓄增多后，她们开始投资于盈利项目。她们从养
鸡开始，然后购买牛羊。最后使用灌溉系统种植蔬菜。 

埃塞俄比亚的现场工作者发现这些妇女有很高的能动性。她们愿意长途跋涉参加团体集会。一旦完成一项工作，
她们就开始计划更大的项目。她们为自助团体制定严格的规章，并认真遵守。勤奋工作被视为成功的主要原因。这
些妇女大多数是家庭主妇，很少有机会参加政治或者社会活动。项目培养了自信，建立了妇女间的联系，提供了机
会，并鼓励她们。这些妇女团体得到了国家和地方妇女组织的支持。 

个案研究15（孟加拉国）显示有效的CBR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水平，还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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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15：孟加拉国 

香提患麻风病20年了。当她刚十岁，她的舅舅发现她有麻风症状。因为严重的神经损伤，她入院了好几次。其
中一次，她才结婚6个月，她的新婚丈夫与她离婚了。她回家与其父母和弟弟生活在一起。CBR项目开始对她做工作，
鼓励她在职业培训中心接受缝纫课程培训。香提学会使用缝纫机后，不久就能够挣钱，并能帮助父母和姐妹。当地
人对她有一些闲话和避讳，但是康复工作者能够鼓励大家接受她。现在她以工作技术高超而闻名，成为家里的顶梁
柱。CBR规划的新成员到她家，向她学习。她买了地，家里有自己的水井和厕所。 

香提的心理状态也有了变化。以前她很压抑，一直担心健康问题。现在很自信，身体健康，受到尊重。几年后，
她的前夫想复婚，但被她拒绝了。自那以后，她爸爸帮她找了一个更适合她的丈夫。她现在高兴的结婚了，并生了
一个孩子。 

第三节 儿童工作 

儿童可以因为残疾或患麻风病而直接受到影响，或者因为他们的父母或亲属是麻风病患者而受到影响。因此
他们可能有以下结果： 

 被学校拒绝接收； 

 被强制退学； 

 被以前的朋友抛弃； 

 被家人藏匿； 

 退学，需要工作去挣钱； 

 有另外的情感需求或难题。 

康复项目的目标是确保这些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其目标是保证儿童完成基本的学校教育，并且掌握
谋生技能。典型的项目活动包括： 

 宣传和推动入学就读； 

 对儿童、其他家庭成员和老师，有时还有学校或者地方领导提供咨询意见； 

 市场定向的职业培训，比如学习传统技能； 

 参加其他干预活动，比如校外辅导小组。 

要注意避免绝对的偏见，即给予麻风病受累儿童特殊优惠，因为这可能加深歧视。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通过以下方法来确保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会见老师，确保入学就读； 

 与父母和家人探讨教育的必要性和益处——促使家人考虑未来，因为他们通常仅仅应付日常事物，最多
考虑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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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龄后少年寻找职业培训和成人教育的机会。 

第四节 城市地区的需求和机会 

城镇和旧城区往往具有高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广泛差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极度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可能
居住和卫生条件差，难以得到水、电和其它便利设施。疟疾、结核和艾滋病可能已经被广泛关注，但残疾或者麻
风病仍然有较大危害。歧视态度可以导致残疾人或者麻风病受累者在城市里隐姓埋名，这些地区可能难以提供康
复服务。也可能几乎或完全得不到家庭或者当地社区的支持。 

但是，在城市地区提供康复服务的困难被政府机构和不同组织，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机会所弥补。这
是由于可以得到当地组织、地方交通和通讯提供的服务，包括与麻风病无关的一些服务。 

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规划管理者通过以下方法来确认城市地区的需求和机会： 

 收集有关最贫困城市社区的信息（规模、文化背景、卫生状况和与残疾相关的需求）； 

 明确当地政府和志愿者组织提供的服务； 

 确认合作组织，发展网络，转诊安排（见第二章第四节）； 

 特别关注歧视残疾人和麻风病患者的地区。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的优先权与第二章到第四章中所述相同。社区工作者应与社区代表联系，并致力于个体服务对象，
以评价他们的需求和技能，鼓励并帮助他们选择最适当的干预项目。 

第五节 与其他团体的合作 

社区中有特殊需要的团体除了与麻风病相关的团体外，可能还包括老年人、严重残疾者、极度贫困者和其他
少数人群的团体。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致力于这些团体的优先次序如下： 

 老年人 

 应帮助取得养老金和交通优惠证。 

 严重残疾者 

 为他们寻求参与家庭和社区的决策制定和社会活动的机会； 

 为他们的家人寻求职业培训的机会； 

 寻求某种形式的福利或者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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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得到便利设施。 

 生活极度贫困者 

 应该帮助其家人得到一定的生活必需品； 

 应当寻求获得缓解贫困的项目； 

 应当提供应用性读写训练。 

 因为社会状况或者疾病（比如艾滋病）而被抛弃的个体 

 优先确认其特殊需要，共同倡导和帮助其得到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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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提供有效的康复服务 
本指南提出了使康复项目可以实施并确保工作有效的方法。本章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详尽的指导，如动员社

区工作者以及监测和评估的流程。《麻风受累人群的社会和经济康复指南》详尽探讨了组织结构、决策制定、培
训需求和监督评估步骤，出版供社区工作者使用，如WHO出版的《社区残疾人员的培训》。 

第一节 发挥工作人员的能动性 

最有效的社区工作者是那些具有高度能动性，献身于项目，并且对贫困者、被边缘化者和残疾人具有积极态
度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麻风病患者和残疾人被证明是有影响力的工作者。 

项目管理者的任务 

项目管理者应该通过以下方法激励员工： 

 组织培训项目以开发新技能，比如促进、倾听、动员、鼓励家庭或者社区成员参与，或发现和利用社区
内可及的资源； 

 确保工作者对所有项目活动和他们个人工作职责有良好的认识； 

 定期召开员工会议以回顾进展、讨论经验、从失败的康复计划中吸取教训，包括以建设性的方法处理缺
陷； 

 鼓励改革和现场决策； 

 发现和确认他们的成绩。 

第二节 督导干预活动的进展 

督导干预活动包括收集项目活动的资料和人们生活的相关变化。管理者关心干预的影响、带给服务对象的好
处和组织学习到的经验。督导为涉及的干预活动的所有重要问题给出答案。例如以下问题： 

 干预的进展如何？ 

 出现了什么问题？ 

 干预带来了什么变化？ 

 服务对象、家庭或社区如何评价进展？ 

安排充足的时间和力量来督导干预的进展，表明承诺了解残疾人所面临问题的方方面面，并且能取长补短。 

项目管理者的任务 

项目管理者负责制订计划和实施每项干预活动的督导程序，可以通过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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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每个人都认识到督导和评估的好处，即这不是旨在发现每个人工作的错误，而是使用现有经验来改进
项目； 

 促进参与的方法和有益的环境，鼓励人们评估干预的优点和缺点； 

 准备基于个人康复计划的督导计划（见附件3）； 

 确认谁需要监控信息、什么时候收集资料、以及包含基线评估；  

 确认预期的变化如何检测，使用现场相关的指标，设计督导表格（见第六章第三节）和根据需要培训员
工； 

 与现场工作人员定期会晤，评价干预进程； 

 收集符合上报所需的信息 

参与的方法 

参与督导需要每个参加者对干预结果有兴趣，对干预的评估做出贡献。除项目管理者外，还包括服务对象及
其家庭成员、朋友或者近邻、技术人员和/或康复专业人员、社区的参与人员和社区工作者本人。 

社区工作者的任务 

社区工作者通过以下方法协助实施督导： 

 参与既定的与服务对象和其他人的会晤； 

 完成为干预设计的督导表格，包括基线评估； 

 使用引导性问题，收集更多信息——比如询问：“为什么…？”和“如何…？” 

 在现场日记上记录观察结果和发现的问题； 

 报告发现，参与总结会议； 

 与服务对象和其他参与者一起讨论进展。 

第三节 使用指标 

指标为不能直接测量的特征提供了一种衡量的方法。它们被用于估量一项干预活动导致的变化或监测其进展。 

当必需某项指标时，管理者确认一项或一些适当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目标的指标 

 能够参加社会活动或者上学； 

 收入增加相当于某基线数据的50%。 

这些指标可以被评估和报告为“达到”或者“未达到”。 

基于服务对象陈述的定性指标 

 “我和邻居喝茶/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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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经验 

后期 

当服务对象的家庭给予支持时，现场工作更加有效。督导包括每月到家中和工作场所随访。这样可以确定问题、
失败和成功之处。结果被总结和绘制表格，上报以确定问题、失败和成功之处。人们通过常规随访，以吸取经验。

印度 

通过督导得到的信息用于决定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是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的服务。需要进一步的社会学干预
吗？他们获得改善了吗？如果没有，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导致干预过程失败的诸多因素是什么？根据督导收
集到的信息将用于决定进一步的行动。这有助于工作人员采用新的技术或者策略来帮助患者解决其问题。 

尼泊尔 

季度性回顾性会议介绍督导信息。会议确认每个服务对象开展新活动的需求，以及任何进一步培训的需求。这
些信息用于与支持服务对象的社区成员一起制定进一步的计划。与其它人一起分享信息，了解某一援助是成功还是
失败，并且寻找其原因。取得的经验在为新的服务对象准备新的计划和预算时，可以提供指导。 

巴基斯坦 

工作人员评估每个服务对象的进展。家人和邻居也给予反馈。常规随访督导进展，注意变化。当工作人员见到
服务对象时，将询问他们的进展情况。这些信息常用于指导和鼓励服务对象。一个服务对象的成功则与其他人分享，
以此激励他们。有时带一位尚未被动员的服务对象去访问一位成功者，这样可能使他们得到激励。 

 “我们一起去市场”。 

 “我们的孩子一起玩”。 

这些指标可以单独报告，也可以作为反映生活质量的肯定回答的计数。 

评估社区行为的指标 

 社区成员推荐从事康复服务的人数。 

评估康复活动对服务对象长期影响的指标 

 服务对象表达未来计划的能力，比如参与社会活动、未来家庭活动或工作展望； 

 参与程度度量表可用于评估干预活动导致的变化。 

指标必须准确反映它们想要测量的事物。它们必须： 

 对于变化敏感； 

 基于易得到的资料； 

 收集和评估资料者能够理解。 

评估指标与干预活动宜同时实施。最初，可从已出版的目录中选择指标。随后，可以根据当地经验生成指标。
（参见附件1中已经出版的指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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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理者的任务 

期望规划管理者可以： 

 为每项干预活动选择一个或多个适合的指标； 

 培训社区工作者，使他们可以： 

 理解指标在测量什么； 

 知道如何和何时收集必要的资料； 

 知道如何报告基于这些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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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其它资料 
残疾指标的信息 

Boyce W, Broers T, Paterson J. CBR and disability indicators. Asia Pacific Disability Rehabilitation Journal, 
2001, 12:3–12. 

Velema J, Cornielje H. Reflect before you act: providing structure to the evaluation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03, 25:1252–1264. 

Wirz S, Thomas M. Evaluation of community base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a search for appropriate 
indica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2002, 25:163–171. 

更多的有关CBR和卫生与发展的文献可从以下网站获得： 

Enablement, Langenhorst 36 2402 PX, Alphen aan de Rijn, The Netherlands (http://www.enablement.nl) 

Sourc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upport Centre, 2nd Floor,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30 Guilford Street, 
London WC1N 1EH, England (http://www.asksource.info). 

提供CBR和相关主题培训课程的中心 

ILEP网站列出了CBR和相关主题的培训课程：(http://www.ilep.org.uk). 

澳大利亚、加拿大、菲律宾、英国、美国及其它地方都有相关学位或硕士的课程。在网上输入“community based 
rehabilitation”、“community disability studies”或类似的关键词可搜索。 

推荐读物 

期刊 

Asia Pacific Disability Rehabilitation Journal 

Available from Dr Maya Thomas, Editor, APDRJ, J-124, Ushas Apartments, 16th Main, 4th Block, Jayanagar, 
Bangalore 560011, Karnataka, India (http://www.aifo.it/english/resources/online/apdrj/journal.htm). 

适用读者：管理者、决策者、研究人员和康复专业人员。 

Disability Dialogue (formerly CBR News) 

Published by regionally based partners of Healthlink Worldwide 
(http://www.healthlink.org.uk/resources/newsletter.html#disa). 

适用读者：社区工作者。 

Disability World 

http://www.disabilityworld.org 

Foot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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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from Tearfund, 100 Church Road, Teddington, Middlesex, TW11 9AA, England 
(http://tilz.tearfund.org). 

Leprosy Review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 (LEPRA), 28 Middleborough, Colchester, Essex, CO1 1TG, 
England (http://www.leprosy-review.org.uk). 

Partners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Leprosy Mission International, 80 Windmill Road, Brentford, Middlesex, TW8 0QH, England 
(http://www.leprosymission.org). 

Regional arrangements for mailing. 

有孟加拉语、中文、英文、法语和北印度语。 

适用读者：支持麻风病受累者的辅助医务工作者。 

非系列出版物 

Abbat F, McMahon R. Teaching health care workers: a practical guide, 2nd rev. ed. Basingstoke,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3. 

Chambers R. Challenging the professions. Frontiers for rural development. London,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formerly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1993. 

Chambers R. Rural development. Putting the last first. Harlow, Longman, 1983. 

Chambers R. Whose reality counts. Putting the first last. London,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formerly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1997. 

Frist T. Don’t treat me like I have leprosy. Londo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nti-Leprosy Associations, 2003. 

Guideline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of people affected by leprosy. Londo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nti-Leprosy Associations, 1999. 

Helander E. Prejudice and dignity –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2nd ed. Geneva,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9. 

The end of isolation. A handbook fo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integration of persons affected by lepros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99. 

Thomas M, Thomas MJ. Manual for CBR planners. Bangalore, Asia Pacific Disability Rehabilitation Group 
Publication, 2003.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7 
(http://www.un.org/disabilities/convention accessed 17 August 2007). 

Werner D. Disabled village children. A guide for 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rehabilitation workers and families. 
Berkeley, CA, The Hesperian Foundation, 1987. 

Werner D.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Develop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by and with disabled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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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o Alto, CA, HealthWrights, 1998. 

Werner D, Bower B. Helping health workers learn. A book of methods, aids and ideas for instructors at the 
village level. Berkeley, CA ,The Hesperian Foundation, 1982. 

上面提到的出版物大多可以通过邮件或下列出版者申请获得： 

DevelopmentBookshop.com. ITDG Publishing, The Schumacher Centre fo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Bourton-on-Dunsmore, Rugby, Warwickshire, CV23 9QZ, England (http://www.itdgpublishing.org.uk). 

Teaching Aids at Low Cost (TALC). PO Box 49, St Albans, Herts, AL1 5TX, England (http://www.talcuk.org). 

ILEP, 234 Blythe Road, London, W14 0HJ, England (http://www.ilep.org.uk). 

INFOLEP Leprosy Information Service, Wibautstraat 137, 1097 D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http://www.infole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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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CBR模式 
该模式提供了CBR的总体可视印象，指出了可以开展CBR策略的主题领域。该模式包括5个主要内容：卫生、

教育、生活、社会和激励自主，其中每个内容又被分如下所述的5个关键的要素。CBR需要通过在5个主要内容之
间建立桥梁发展部门间的合作。 

目标：回归发展、回归社会 

社区康复（CBR） 

卫生 教育 生活 社会 自主 

关系婚姻

和家庭 
促进 幼教 技能发展 

 
 

社会动员 

小学 预防 自我激励 个人帮助 政府参与 

中学及以

上教育 

文化宗教

和艺术 
医学关怀 雇佣 交流 

康复 非正式 财政服务 娱乐运动 自助小组 

辅助设备 终身学习 公平公正 社会保护 残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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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资料收集表 
这里列出了CBR规划中应用的表格。其它特殊的表格可在ILEP网站（http://www.ilep.org.uk）下载。 

需求和技能评估表 

这些表格描述了残疾对身体、心理、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并关注可以指导干预选择的技能和资源。它们也可
用于从家庭成员和当地社区代表中收集信息。下面显示了表格的概要。注意：下面列出的问题均需要认真试验。
在具体情况下，有的问题可能不需要，而其它问题可能需要增加。 

个体康复计划 

该表描述了选择干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承诺和责任、任一干预的详细信息、随访和监督的安排、指标的选
择、以及针对干预的其它信息。 

在CBR中需要用到的其他表格如下： 

 监控表：用于记录监控系统产生的信息。 

 现场日记：用于记录社区工作者每天活动的详细信息、令人特别关注的事件、疑问和问题、以及发生的
争议。 

 干预结果：用于记录干预的结果和开发现场经验的历史。 

 参与程度度量表（P度量表）：用于评估因麻风病或其它情况导致的参与限制。可从荷兰麻风救济会的
麻风病信息服务（INFOLEP）（http://www.infolep.org）和国际麻风协会（TLMI）研究资源中心（印度
德里）（电子邮件：rrc@tlmi.india.org）获得。 

 SALSA度量表：用于评估因麻风病或其它情况导致的活动受限。可从TLMI评估和监控服务（荷兰阿珀
尔多伦）（电子邮件：ems@ems.tlmi.nl）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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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技能评估表：建议的问题 

人口统计和身体状态 

1. 服务对象编号、姓名、年龄和性别 

2. 父亲/丈夫的姓名，或者是最亲密的亲戚的名字，通讯地址 

3. 教育程度、宗教和婚姻状态 

4. 诊断、登记地、治疗状态 

5. 疾病对身体的影响、损伤状况和残疾 

经济状况 

6. 以前的职业、工作年限、已取得的专业技能、正常月收入 

7. 当前职业、工作年限、已取得的专业技能、正常月收入 

8. 失业原因 

9. 有工作的家庭成员数，当前家庭总收入 

10. 服务对象具有的其它职业技能，或其家庭有用的其它职业技能 

社会状况 

11. 家庭大小：配偶、其他成年人、孩子，总数 

12. 房屋类型：自建、个人拥有、家人拥有、租用、临时过度房 

13. 水供应情况、厕所 

14. 家庭资产：房产、土地、牲畜和存款 

社区工作者收集到的其他信息 

15. 社区观点 

16. 社区工作者的观察 

17. 服务对象有什么问题？ 

18. 社区对服务对象的残疾和问题知道和理解些什么？ 

19. 社区对如何帮助服务对象有什么想法？ 

20. 社区成员认为他们的生活在哪些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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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麻风病有关的残疾不是独特的，也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损伤。从广义上说，残疾的产生是因

为人们歧视和拒绝他们在家庭或社会上获得平等的机会。 

社区康复（CBR）被认为是社会包容的基本策略，旨在战胜歧视、活动限制和参与限制，并

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它是一种与麻风病受累者的康复高度相关的方法。 

本技术指南描述了CBR的策略和任务作为对麻风病受累者个人、家庭和社区需求的适当应

答。它将证实对负责引入和管理CBR的麻风病防治或康复规划的管理者、培训者和监控者是一个

有用的重新定向和熟悉的工具。它也可以为将麻风病受累者纳入他们的规划的CBR管理者所应

用。它描述了CBR的广义的目标、规划管理者的作用和任务、以及每天与麻风病受累者及其家庭

和社区成员接触的社区工作者的责任。该指南推荐的方法被报告是有效的，但是要避免在所有情

况下都照搬这些方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风病控制中心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蒋王庙街12号 
邮政编码：210042 
电  话：025-85478902 
传  真：025-85478927 
电子信箱：yumw@ncstdlc.org 
网  址：www.lepinf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