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冠狀病毒病 
爆發期間 
殘疾人士的 
考量措施
因鑑於傳播的速度和規模，世界衛生組織（WHO） 
於 2020年 1月 30日宣布，2019冠狀病毒病的爆發 
是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PHEIC）。
世衛組織和世界各地的公共衛生當局正在採取行動極力
揭止 2019冠狀病毒病的爆發 1。而某些族群，例如 
殘疾人士，可能會受到 2019冠狀病毒病更大的影響。 
如果主要相關人能採取適當的行動和保護措施， 
則可以減輕這些影響。

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critical-preparedness-readiness-and-response-
actions-for-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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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2019冠狀病毒病新的爆發期間需為殘疾人提供
額外考量
需採取行動以確保殘疾人能夠繼續獲得所需的醫療保健服務，水和衛生
服務以及公共衛生訊息，以上須包含 2019冠狀病毒病的爆發期間。
由於以下原因，殘疾人可能更容易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 

– 實施基本衛生措施（例如洗手）的障礙（例如，洗手盆，水槽或水泵可能
不方便使用，或者可能很難徹底搓手）; 

– 需要額外的幫助或由於被安置而難以實行社交距離； 

– 需要觸摸物體以從環境中獲取訊息或獲得物理支持； 

– 獲取公共衛生訊息的障礙。
如果殘疾人因以下原因被感染，則成為重症的風險將更大： 

– 殘疾之前已存在的健康狀況；和 

– 獲得醫療照護的障礙。
因依賴於提供殘疾人士的服務，殘疾人也可能受到疫情暴發的嚴重
影響。如果相關者能夠採取適當行動，可以減少殘疾人所經歷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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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者的考量

殘疾人士以及其家庭的採取措施

減少暴露於 2019冠狀病毒病的潛在機會
在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每位殘疾人士及其家庭應遵循世界衛生組
織基本保護措施方針，例如手部衛生，呼吸禮節和社交距離2。如果您在遵
循這些基本保護措施時遇到任何困難（例如，您無法使用洗手槽 /水槽 /
水泵定期洗手），請與家人，朋友和看護人一起確定應變方法。此外： 

– 實際與他人的距離至少為一米。 

– 盡可能避免擁擠的環境，並儘量減少與他人的身體接觸。考慮在尖峰
時間外去超市或藥房進行必要的採買。利用專為殘疾人提供的特別營
業時間。 

– 經由網路或通過電話進行購買，或請求家人，朋友或看護的幫助，避免
前往擁擠的場所。 

– 考慮購買散裝物品，例如食物，清潔用品，藥物或醫療用品，以減少進
入公共場所的頻率。 

– 盡可能地在家中工作，尤其是在經常忙碌或擁擠的環境中工作時。 

– 確保輔助產品（如果使用）經常消毒；其中包括輪椅，拐杖，助行器，
轉接板，白色拐杖或其他在公共場所經常使用的產品。

制定確保持續提供所需的護理和支援的計劃計畫 

– 如果您依賴看護，請考慮增加可聘僱人數，當一名或多名看護身體不適
或需要自我隔離時可隨時替補。 

– 如果您是通過仲介聘請看護，請了解仲介採取哪些應急措施來彌補潛
在的勞動力短缺。您也可與家人和朋友談談他們可以提供哪些額外的
支援，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您可能會致電給他們。 

– 確定您所在的社區中當您需要時可幫助您的相關組織。

2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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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的家庭做好 2019冠狀病毒病實際接觸的準備 

– 確保您家中的人，包括您信任的朋友和家人，在您感到不適時都了解所
需的重要資訊 3。這可能包括您的健康保險，藥物治療以及任何受撫養人
（兒童，年邁的父母或寵物）的照護需求資訊。 

– 遵循致電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或醫療保健熱線的建議。 

– 確保您家中的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您接觸到 2019冠狀病毒病或需要幫助時
該如何處理。 

– 如果尚未建立聯繫管道，請在您的支援網絡中介紹，以便在您感到不適
時可以有效地進行交流。 

–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緊急醫療幫助，請了解相關的遠程醫療服務 4

和專線號碼。

家庭成員和看護者的身心健康 

– 確保所有家庭成員和看護者都採取基本的保護措施，例如洗手，以免感
染 2019冠狀病毒病。 

– 遵循世界衛生組織關於精神衛生考量與方針以及有關在 2019 冠狀病毒
病爆發期間管理現有非傳染性疾病的方針 5 6。 

– 鼓勵殘疾兒童繼續玩耍，閱讀，學習並使用電話，短信或社交媒體與朋
友聯繫。 

– 如果懷疑家庭中有人感染病毒，應隔離該人，指示其戴口罩，並且必須
盡快進行檢測7。所有物體表面都需要消毒，家庭中的每個人都應進行症狀
監測。如果可能，任何具有潛在健康狀況或免疫力下降的人都需要轉移
到另一個地方，直到隔離期結束為止。 

3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987/WHO-nCov-IPC_Masks-2020.1-
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4 遠程醫療涉及在傳統醫療機構之外使用電信和虛擬技術提供醫療服務。 
5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mental-health-considerations. 

pdf?sfvrsn=6d3578af_2 
6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covid-19-and-ncds 
7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987/WHO-nCov-IPC_Masks-2020.1-

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987/WHO-nCov-IPC_Masks-2020.1-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987/WHO-nCov-IPC_Masks-2020.1-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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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987/WHO-nCov-IPC_Masks-2020.1-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987/WHO-nCov-IPC_Masks-2020.1-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covid-19-and-n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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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取措施

確保公共衛生訊息交流的通暢 

– 為所有即時和錄製的事件和訊息提供字幕應包含手語。這包含國家
發表，新聞發布會和即時社交媒體。 

– 將公共資料轉換為「輕鬆閱讀」方式，以便智能缺陷或認知障礙者可以
使用。 

– 通過使用適當的文檔格式（例如“ Word”），為失明人士使用結構化的
標題，大字體，盲文版本和格式，開發可使用的書面信息產品。 

– 包括文件內或社交媒體上使用的圖像的標題。使用包含性圖像，不要將
殘疾污名化。 

– 與殘疾人士組織合作，包括宣傳機構和殘疾人服務提供者，以傳播公共
衛生信息。

為殘疾人士及其支援採取針對性措施

與殘疾人士及其代表組織合作，以快速確定財務和行政措施，例如： 

– 為需要休假以照顧親人的家庭和照顧者提供經濟補償。這可能包括在一
定期限內向家庭成員支付正常工作時間的撫養費。 

– 為家庭和照顧者提供經濟補償，這些家庭和照顧者是臨時性和自僱的殘
疾勞動力的一部分，他們可能需要自我隔離，並且上班的地方會使殘疾
人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 

– 採用彈性在家工作的政策，並對為此所需的技術進行經濟補償。 

– 包括殘疾人在內的財務措施（通常在範圍更廣泛的經濟促進方案中），
例如為合格的個人提供的一次性付款，稅收減免，物品和 /或寬大處理的
補貼以及可允許的普通費用遞延。 

– 學校和其他教育設施採取了適當措施，以確保殘障學生的持續教育，
他們可能需要在家中學習更長的時間。 

– 提供多種類型的熱線電話（例如電話，電子郵件和短信），以使殘疾人士
能夠與政府溝通，提出問題並引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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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殘疾服務提供者採取針對性措施 8 

與殘疾服務提供者一起確認服務持續提供和優先使用保護設備的措施： 

– 確保提供殘疾護理機構可能減少可用護理人員情況的應變方案。 

– 與殘疾服務提供者合作，以減少官僚主義的招聘障礙，同時仍保有保護
措施，例如警察對照顧者的檢查。 

– 考慮為殘疾服務提供短期財務支持，以確保他們在業務下滑時仍維持財
務運作。 

– 提供殘疾人服務熱線，與政府溝通並引起關注。 

– 優先安排殘疾人士看護機構使用免費的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
圍裙，手套和洗手液。 

– 確保殘疾人士的照顧者可以與其他已確定的優先群體一起進行 2019冠狀
病毒病測試。

增加對生活於潛在高風險環境中殘疾人士的關注

與殘疾人士及其代表組織合作，確定保護可能處於高風險環境的殘疾人
的措施： 

– 確保仲介在機構安置中對殘疾人提供服務並實施服務持續計劃 9。 

– 確認監獄 ,看守所中的殘疾人士，並與有關當局合作實施感染控制措施並
確定可能的突發事件。 

– 確保為無家可歸的殘疾人提供與他人同等的水，食物，庇護所和衛生
保健，並能夠採取基本的防護措施以防止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 

– 確保在人道主義環境中（包括生活在被迫流離失所，難民或移民營地，
非正式定居點和城市貧民窟中的那些人）應對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的準
備和響應行動中，考慮到殘疾人的需求。

確保緊急措施中涵蓋殘疾人士的需求

與殘疾人士及其代表組織合作，確保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的緊急情況聲
明包含他們的需求： 

– 確保將殘疾護理人員視為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員，並免於宵禁和其他可能
影響繼續提供支援服務的針對性措施。 

– 給予特例，以便在宵禁和其他封鎖措施期間，因家庭禁閉而可能遭受嚴
重困擾的殘疾人士可以安全地在短期內離開家園。 

– 確保緊急措施不會因殘疾而受到歧視。作為緊急措施的一部分，不應減
少在機構安置中殘疾人的人權保護機制。 

8 社區中的殘疾人服務提供者可能包括為殘疾人提供照料服務，專門就業機會或專門療法和諮詢服務的
機構。 

9 機構安置包含監獄 ,精神病院及照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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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措施

確保 2019冠狀病毒病健康照護的可及性，可負擔性及包含性 

– 努力確保所有提供與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的測試和服務的診所皆為可
及的。解決物理障礙（例如不平坦的通道，樓梯，難以到達的空間或難
以使用的設備）；態度障礙（例如對殘疾人的社會污名化和對基本服務的
否定）；以及經濟障礙（例如與治療或使用設施相關的高昂費用）。確保將
有關 2019冠狀病毒病健康服務的資訊傳送至殘疾人士及其護理人員。 

– 以易於理解和多樣化的方式提供訊息，以因應不同的需求。不應僅由口
頭或書面訊息，而應採用智力，認知和社會心理受損人士可以理解的溝
通方式。 

– 為殘疾人提供家庭諮詢，包括他們的一般健康需求以及在適當的情況
下和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需求的諮詢。 

– 開發並向衛生工作者傳播信息，使他們知道 2019冠狀病毒病對殘疾人士
的潛在健康影響和社會後果。 

– 為有更複雜需求的殘疾人提供足夠的支援，尤其是在隔離的情況下。
必要時，在衛生與社會服務，家庭和護理人員之間溝通協調。 

– 確保有關稀少資源（例如呼吸機）分配的決策不應基於既有的障礙，
高支援需求，生活質量評估或對殘疾人的醫療偏見。遵循世界衛生組織
的方針，對高危險人群進行優先順序 10。

為殘疾人士提供遠程醫療 

– 提供電話諮詢，簡訊和視訊會議，為殘疾人提供醫療保健和社會心理
支援。這是為了他們的整體健康，其中包括復健需求以及與 2019冠狀病
毒病相關的適當需求。

10 https://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infectious-disease-outbreaks/en/ 

https://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infectious-disease-outbreak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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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殘疾服務提供者的措施

制定實施服務持續計畫 

– 當服務人員減少時的規劃方案，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查明擴大管理人員和
技術人員以及護理人員的措施。 

– 明確了解措施內容並與政府合作以減少聘僱障礙，同時持續保護措施，
例如警察對照顧者的檢查。 

– 進行額外的培訓，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開發網路模板以準備新的工作團
隊以及將要擔任職務的人員。 

– 與其他當地的殘疾護理機構合作，對最急需殘疾服務以及必須保持開放
狀態的服務進行優先排序。確認那些因服務減少而受影響最需要幫助的
客戶。

– 提供關於 2019冠狀病毒病的資訊，並特別註明與殘疾人士及其支持網
絡有關的資訊。這可能包括有關連續計劃的訊息；遠程醫療和熱線電話
號碼；無障礙醫療服務的地點；以及在供應不足或可能需要自我隔離的情
況下可以使用洗手液或消毒設備的位置。 

– 使用各種通信平台，例如電話，簡訊和社交媒體來共享訊息，並在必要
時將現有訊息轉換為可獲得的方式。

減少社區提供殘疾服務期間可能接觸 2019冠狀病毒病的機會 

– 提供培訓，並迅速提高殘疾人護理人員在感染控制方面的技能 11。 

– 確保殘疾護理人員和服務提供者可以使用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
手套和洗手液；考慮增加這些產品的訂購 12。 

– 通過家庭諮詢或通過遠程醫療中使用的類似平台提供適當的殘疾服務。

為有複雜需求的殘疾人士提供充分的支援 

– 確認有更複雜需求的殘疾人，並與他們和他們的家人以及社區支援機構
合作，了解在護理人員有限或沒有護理人員時的緊急情況。 

– 瞭解因社會孤立和日常生活造成的困擾，可能對殘疾人士製造更多的
暴力，虐待和忽視；進而減少這些風險 (例如提供可申訴的熱線電話 )。

1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infection-prevention-and-control-during-health-
care-when-novel-coronavirus-(ncov)-infection-is-suspected-20200125 

12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695/WHO-2019-nCov-IPC_PPE_use-
2020.3-eng.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infection-prevention-and-control-during-health-care-when-novel-coronavirus-(ncov)-infection-is-suspected-20200125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infection-prevention-and-control-during-health-care-when-novel-coronavirus-(ncov)-infection-is-suspected-20200125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695/WHO-2019-nCov-IPC_PPE_use-2020.3-eng.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695/WHO-2019-nCov-IPC_PPE_use-2020.3-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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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安置的措施

減少 2019冠狀病毒病的潛在暴露 

– 立即採取措施以減少機構安置中暴露於 2019冠狀病毒病的潛在危機 13： 

– 確定風險最大的人士，並與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及員工一起實施感染控制
措施。 

– 確保設施清潔衛生，並確保有衛生，洗滌設施和用品。 

– 通過空間的重新配置大大減低擁擠環境。 

– 通過實施早期出院計劃並為社區生活提供足夠的支援，盡可能減少精神
病醫院的人數。 

– 確保居民可獲得有關 2019冠狀病毒病的訊息，並知道如何遵循基本的保
護措施 14。 

– 採取保護措施，以防止探視期間傳播感染，並促進與家人和外界的不同
交流方式（例如電話，互聯網，視訊交流）。

若於機構內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的準備事項 15 

– 必要時向居民提供測試和醫療服務；必要時請居民前往適當的醫療機構。 

– 準備支援人員增加的需求，以照顧那些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輕症但不需
要住院的病例。 

– 必要時為殘疾人士和工作人員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 

– 對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但不需住院的居民實施感染控制措施（例如，
指示他們戴口罩並限制與其他居民接觸）。

13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08/WHO-2019-nCoV-IPC_long_ 
term_care-2020.1-eng.pdf 

14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 
15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9/434026/Preparedness-prevention-

and-control-of-COVID-19-in-prisons.pdf?ua=1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08/WHO-2019-nCoV-IPC_long_term_care-2020.1-eng.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08/WHO-2019-nCoV-IPC_long_term_care-2020.1-eng.pdf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9/434026/Preparedness-prevention-and-control-of-COVID-19-in-prisons.pdf?ua=1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9/434026/Preparedness-prevention-and-control-of-COVID-19-in-prisons.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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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殘疾人士提供足夠的支援 

– 確保維持足夠的人員和物資，以維護對居民的持續照護和支援。 

– 對疫情爆發期間而遭受困擾的居民提供心理社會支援，包括通過電話和
線上心理社會服務以及同伴支援。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保障居民的權利 

– 檢查並確保疫情暴發期間居民沒有被虐待或忽視，並且沒有使用或增加
強制措施。 

– 確保現有的監督和投訴機制保持正常運作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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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措施

公眾採取的基本保護措施 

– 遵循世界衛生組織針對 2019冠狀病毒病的基本保護措施制定的方針 16。
認真對待 2019冠狀病毒病的風險；即使您自己可能沒有嚴重症狀的高
風險，也可能將病毒傳播給其他人。

雇主支持得彈性工作安排和感染控制措施 

– 遵循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為工作場所做好應對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的
準備 17。 

– 盡可能實行彈性的工作安排，允許殘疾人士進行遠程辦公。確保他們擁
有所需的技術，包括工作場所通常需使用的任何輔助產品。 

– 如果無法進行遠程辦公，請考慮允許具有嚴重症狀高風險的殘疾人士請
假（包括帶薪假），直到感染風險降低為止。查詢政府可能為雇主提供的
政策及支援，以使這些措施得以實施。 

– 確保可使用工作場所感染控制措施，例如洗手台。

商家為弱勢人群提供增加來訪商店的方式 

– 考慮為殘疾人或其他潛在弱勢群體提供特別開放時間前往商店；或考慮開
放殘疾人士其他的購物方式（例如送貨，網路訂購）。

家人，朋友和鄰居為殘疾人士提供額外的支援 

– 定期關心殘疾人士，提供情感和實際的支持，並遵守可能存在的社會隔
離限制。 

– 了解事實，獲得訊息，但不要散佈與 2019冠狀病毒病有關的謠言 18。

16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 
17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getting-workplace-ready-for-

covid-19.pdf?sfvrsn=359a81e7_6 
18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 

myth-busters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getting-workplace-ready-for-covid-19.pdf?sfvrsn=359a81e7_6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getting-workplace-ready-for-covid-19.pdf?sfvrsn=359a81e7_6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getting-workplace-ready-for-covid-19.pdf?sfvrsn=359a81e7_6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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