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广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伤健共融，各展所长」青少年计划 
 

2013-14 年度活动概要 

 

 
背景 
 
为推广聯合国《残疾人权利公约》的精神及核心价值，向年青一代推广共融文化，

勞工及福利局自2010年起主办「伤健共融，各展所长」青少年计划，并由社会企

业「黑暗中对话」协助推行。透过体验工作坊和学校教育系列活动，计划成功启

发逾五万名青少年认識公约的精神和核心价值，并学会尊重差異和欣赏残疾人士

的才能，共建无障碍的社会。为深化青少年对公约的认識，计划自2011-12年度

增设「聯合国《残疾人权利公约》青少年大使」培育课程。青少年大使会參加为

期六至九个月的多元培训和社会服务体验，透过与不同类别的残疾人士深入交

流，多角度认识共融的意义，并通过不同的媒介将公约精神宣扬至社区。 
 
2013-14年度「伤健共融，各展所长」青少年计划的重点活动包括： 
 
1. 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公约的精神和核心价值。 

 
我们透过「黑暗中对话」体验工作坊和学校教育系列活动，让青少年认識公

约和残疾人士的能力，培养同理心，为他们带來价值观上的转变。本年度体

验工作坊和学校活动日的名额，分别增加至7,000人和82场次 (约13,000人参

与活动)，使更多学生获益。 
 

2. 为残疾人士带来更多可充分发挥才能的工作机会，增加精神病康复者参与到

校活动，藉此丰富青少年的学习经验。 
 
我们在新一年继续招聘残疾导师，为残疾人士提供有意义又具尊严的培训和

工作机会，期以生命影响生命。残疾导师将参与设计学校活动日的内容，并

到校主持有关活动，走进社区宣传公约。除了邀请视障人士、肢体伤残人士

和听障人士参与推展学校活动，我们在新一年与复康机构紧密合作，培训精

神病康复者参加有关工作，目的是在学校宣传精神健康和对精神病康复者的

接纳，丰富青少年的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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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举办共融生活体验营，深化青少年对公约的认識，实践公约。 
 

我们参考过往经验，推行优化的「聯合国《残疾人权利公约》青少年大使」

培育计划，包括增设共融生活体验营，让新一届共50位青少年大使有机会与

残疾人士在生活场景中相处，通过体验活动认识残疾人士的能力，从多角度

了解平等共融的意义。 
 
4. 鼓励青少年身体力行，发起「笑‧融」行动，将公约精神推广至社区。 
 

本年度将大幅扩阔推广的范围，鼓励青少年大使与不同年龄、背景的公众人

士分享公约的核心价值。青少年大使将与不同类别的残疾人士合作，化学习

为「笑‧融」行动，于社区收集五千张以共融为主题的相片，并筹办「笑‧

融」摄影展，以唤起公众对建设无障碍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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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年度「伤健共融，各展所长」青少年计划的详情如下： 

预定时间 活动 参与人数／场次 内容 目标 

2013年6月 
至 

2014年1月 

「黑暗中对话」 
体验工作坊 

7,000人 

- 简介聯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 75分钟「黑暗中对话」黑暗体验旅程； 
- 30分钟的分享环节。 

 - 

- 透过体验式学习和与视障导赏员的 
交流建立同理心，认識公约和残疾 

人士的能力；以及 

着重价值观上的转变，从心开始支持公约。 

2013年9月 
至 

2014年1月 

「伤健共融，各展所长」学校教育系列 

学校活动日 

50场 
(约8,000人) 

- 简介聯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 由视障人士及肢体伤残导师带領活动

日，与学生进行互动游戏及分享。 

- 透过与残疾导师的直接交流和对话，理解

残疾人士的生活及其能力；以及 
- 认识公约及无障碍的概念。 

 

20场 
(约3,200人) 

- 简介聯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 由听障人士以手语及互动形式与学生交

流（提供手语翻译）。 

12场 
(约1,920人) 

- 简介聯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 由精神病康复者导师带領活动日，与学

生进行互动游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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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时间 活动 参与人数／场次 内容 目标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青少年大使」培育计划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青少年大使」

面试日 
透过网上宣传、联系学校及青少年机构等渠

道，招募乐意以行动推广公约的青少年，并

参加面试﹕ 
- 招募热心以行动推广公约的青少年；以及 

50位青少年大使 
- 以小组形式进行，申请人与残疾人士在

- 让所有申请者都能与残疾人士交流和进行
活动中一同完成简单的生活任务，例如

体验活动，初步体验公约精神。 
到餐厅吃午餐、买东西等； 

第一阶段︰招募及遴 - 观察员在旁观察申请人的表现，从其共

2013 年 7 月 选「联合国《残疾人 融意识、主动性、领导才能等方面挑选

至 权利公约》青少年大 合适的青少年大使。 
2014 年 3 月 使」及学长 

 
 

6-10位大专生学长

学长领导培训工作坊 
- 透过网上宣传、联络大专学校及学生组

织，招募大专生成为学长，參与由资深

导师提供的領袖培训课程，学习以同理

心领导和沟通的技巧。学长将带领青少

年大使参与各项共融体验活动，并支持

他们向公众人士推广公约精神。 
 

- 

- 

培育領导才能，学习在小组中协调和组织

的角色； 
推广和实践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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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健共融，各展所长」共融生活体验营 
- 以两日一夜的宿营活动，集中培训青少

年大使的团队精神、与残疾人士深入交

流及接受推广公约训练。共融生活营将

包括以下元素︰ 
 团队建立工作坊 

- 青少年在活动中与其他参加者加深认

识，建立团队精神。 
 共融体验活动 

第二阶段︰团队建
50 位青少年大使、

- 青少年大使在体验活动中亲身了解残疾 - 认识不同的残疾类别及其能能力； 

立、认识公约精神及
6-10 位学长、多位

人士的生活困难。 - 透过体验活动、交流和反思，学习公约的

不同类别的残疾人士  伤健交流活动 精神和核心价值； 
残疾导师及残疾义

及其能力 - 透过与不同类别的残疾人士进行互动交 - 学习以语言及行动表达公约的精神和核心
工 

 流、表演和分享，例如绘画、艺术品创 价值，为日后的推广作准备； 

作、手语舞等，让青少年大使在与残疾

人士的互动当中学习公约的精神，尊重

各人的差异，并加深认識残疾人士的能

力。 

 推广公约训练工作坊 
- 加深认识公约的精神及价值，并以模拟

角色扮演来锻炼青少年大使的信心和表

达能力，为他们在社区推广公约精神的

活动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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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同理心出发」社会服务体验 

第三阶段︰「由同理 50 位青少年大使、
- 青少年大使到访视障／肢体残障／精神

心出发」社会服务体 6-10 位学长、不同
病复康／智障机构，透过体验活动与不

- 透过与残疾人士接触，加深对不同残疾类
同类别的残疾人士交流、合作完成任务

验 机构的残疾会员及 别人士的认识和关注，实践伤健共融。 
和分享，从而培育其同理心，了解无障

 义工 
碍社会的重要性和共融平等的要诀。 
 

 「笑‧融」行动 

- 青少年大使将与残疾导师及义工合作，

深入社区，于街头或有兴趣参加的学校

和机构，推广公约精神，并收集以共融

为主题的回应及充满笑容的相片，表达

50 位青少年大使、 出实践共融，建立和谐关爱社会的主题。 - 鼓励青少年大使以行动实践和宣传公约；

6-10 位学长、多位 「笑．融」行动具体构思如下﹕ 以及 
第四阶段︰「推广公

残疾导师及义工、  广泛于港、九、新界指定地区分享，并 - 集合青少年大使、不同类别的残疾人士及
约在行动」社区推广

学校、复康或青少 鼓励不同年龄、背景的公众人士支持公 社会大众的力量，将公约的精神传到更远、
活动 

年机构成员、公众 约精神 更广。 

人士 青少年大使及残疾朋友会于不同地区  

的街头、学校或机构，向途人、师生、

机构成员分享公约的精神和核心价值，

并邀请他们一同承诺，合力推广公约。

 收集5,000张「笑‧融」相片 

接着鼓励公众人士、学校及机构成员即



                                                                             
场绘画一幅图画或写下一句简单句子，

表达他们对伤健共融的想法，表达出尊

重、平等、关爱、无障碍等主题。并邀

请他们手持自己的图画/句子，即时留

影，拍下有共融意义的笑脸，表示对伤

健共融的支持。 
 支持交流无障碍，各类残疾朋友参与摄

影、绘画与写作感受 
大会将为残疾朋友准备特制相机及相

关指导，令肢体残疾及视障朋友也可以

参与其中，为公众摄影。另按需要可准

备点字、触感画材料，使视障朋友也可

以参与，表达对共融的想法。 
 网上「笑．融」平台 
青少年大使将定期更新网上平台，并将

收集到的「笑‧融」相片上载，发挥网

络力量，宣传公约精神。 
 制作「笑‧融」宣传品 

 设计「笑．融」海报 
建议制作「笑．融」海报，邀请学

校、机构、政府部门等地方展示，

既可宣传公约精神及「笑．融」行

动，亦可号召公众参与「笑．融」

7 
 



                                                                             

8 
 

行动相片展览及闭幕礼 
 制作「笑‧融」纪念品 

将收集的「笑．融」照片制作纪念

品，作推广公约之用，可于政府部

门、学校等地方派发，将公约精神

及核心价值带到公众人士的日常

生活中。 
 拍摄「笑‧融」花絮 

将青少年推广公约精神及收集「笑

‧融」分享和相片的片段由专业摄

制队辑录成短片，以展示社会人士

对公约实践的关注。短片可于学校

或其他推广公约之场所播放。 
 

 「伤健共融，各展所长」青少年计划闭幕礼

暨「笑．融」相片展 

第五阶段︰「伤健共 50 位青少年大使、  闭幕礼及相片展将于公众地方举
- 宣扬公约的精神和核心价值及展示青少年

融，各展所长」青少 残疾导师及义工、 行，以吸引社区人士参加。发动青
大使学习成果；以及 

年 计 划 闭 幕 礼 暨 学校、复康或青少 少年大使的力量，进一步推广公约
- 提供一个让健全人士和残疾朋友互相交流

「笑．融」相片展 年机构成员、公众 精神推广至社区 
的平台，实践公约精神。 

 人士  以青少年大使及残疾朋友收集到

的「笑．融」相片，设计成相片展

览，带出平等、共融、关爱、无障



                                                                             
碍等主题，表达公众人士对公约的

支持与关注； 
 青少年大使及残疾导师亦会分享

青少年计划及「笑‧融」行动的点

滴； 
 总结青少年计划的成果，将公约精

神带推广至各区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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