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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這本小冊子由康復諮詢委員會 

轄下的推廣圖文簡易版工作小組 

以圖文簡易版 * 的形式製作。

2. 這本小冊子以圖像和簡易文字 

概括介紹《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 

的背景、願景、策略方向、主題及

實施等。

3.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的全文 

載於 www.lwb.gov.hk。

康復諮詢委員會

推廣圖文簡易版工作小組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簡介

 www.lwb.gov.hk

康復諮詢委員會

推廣圖文簡易版工作小組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簡介

* 有康復機構稱為「簡易圖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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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 

就殘疾人士的服務需要 

說明策略性方向及措施。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 

上次在 2007 年完成 

檢討及更新。

行政長官在 2017 年宣布委託 

康復諮詢委員會開展制定新的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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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諮詢委員會成立了 

1 個檢討工作小組及 

5 個專責小組， 

並委聘香港理工大學 

進行了顧問研究。

特殊需要 
專責小組

就業支援 
專責小組

精神健康 
專責小組

共融文化 
專責小組

暢道通行 
專責小組

檢討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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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原則

康復諮詢委員會根據以下 3 個原則

制定《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

原則（1）

恪守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 

宗旨。

 ● 促進、保護和確保殘疾人 

充分和平等地 

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

殘
疾
人權
利

殘
疾
人權
利
公
約

人
權

自
由

人
權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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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視「自立、自主」、 

「無障礙」及「多樣性」等 

核心價值。 

原則（2）

以貫穿人生歷程的方式， 

檢視殘疾人士不同人生階段 

各方面的需要。

原則（3）

推動跨界別、跨部門的協作， 

共同為殘疾人士建設 

傷健共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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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復服務的挑戰與機遇

殘
疾
人權
利
公
約

在過去 10 年，有關殘疾人士的 

事宜有新的發展：

(1)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於 2008 年 8 月 31 日起適用於 

香港。

 《殘疾人權利公約》促進、保護和

確保殘疾人士能充分地和平等地

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 

並促進對殘疾人士 

固有尊嚴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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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各個殘疾類別的估計人口 

均有增加。

 

 ●  殘疾人士出現老齡化的問題，

尤其是智障人士。

 ●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尤其是 

自閉症及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兒童，數目有明顯 

增長。

 ●  接受專上教育而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 

有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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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協助殘疾人士溝通、 

獲取資訊、學習和工作，克服

日常生活面對的困難及障礙。

(4) 「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 

根據

(i) 身體功能和結構，及

(ii) 個人活動和參與， 

考慮殘疾的局限。

 ● 可應用於制定個人化的 

康復計劃及釐定社會服務的

優先次序等。

123

10m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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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願景及策略方向

願景

 ● 確認殘疾人士多元化的發展需要

 

 ● 尊重殘疾人士的自主、自立

 ● 建構傷健共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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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殘疾人士可充分發揮潛能、 

盡展所長、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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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向

主題

策略方向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訂出 

4 個策略方向，按 20 個主題 

提出 62 項策略建議。

策略方向 (1)

提供適時及適切的支援 

裝備殘疾人士， 

以應對人生歷程中各個階段的轉變。

主題 1 學前康復服務

策略建議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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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 由幼稚園升讀小一時的 

過渡性支援

主題 3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提供的支援

主題 4 職業康復訓練及職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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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5 就業支援

主題 6 殘疾人士老齡化

主題 7 醫療康復

就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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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向 (2)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讓在 

社區生活的殘疾人士與家人 

得到所需的支援，並在有需要時 

可獲安排盡快入住院舍。

主題 8 殘疾人士的社區支援服務

主題 9 為家人或照顧者提供的 

社區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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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0 院舍照顧服務

主題 11 科技產品及輔助裝置

主題 12 多樣化社區照顧及 

日間服務

社交及康樂中心

家居照顧服務 地區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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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向 (3)

推動傷健共融文化，  

促進暢通易達的環境、 

交通及資訊傳達， 

讓殘疾人士可全面參與社會。

主題 13 傷健共融文化

主題 14 精神健康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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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5 社區環境的通達性及 

無障礙服務

主題 16 無障礙資訊

主題 17 無障礙交通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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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8 文化藝術、康樂及 

體育活動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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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向 (4)

確保殘疾人士的多元化服務 

因應需求轉變得以持續發展。

主題 19 處所及服務規劃

主題 20 人力及培訓

 

2030年規劃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的 

部分建議已開始推行。

 ● 部分建議已有初步落實方案。

 ● 其他較長期的建議的落實方案 

有待敲定。

建議 落實 推行中

建議 落實 推行中

建議 落實 推行中

待定

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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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施安排



 ● 康復諮詢委員會將繼續協助政府 

跟進《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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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簡介 

個別用詞解釋 

詞語 頁數 解釋 

跨界別、 

跨部門協作 

7 不同界別和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 

國際功能、 

殘疾和健康分類 

10 

由世界衛生組織制定，根據個人的 

身體功能及結構、個人的活動能力和 

實際參與生活程度去評估個人的健康狀況 

個人化的 

康復計劃 

10 因應殘疾人士的個人需要而提供的康復服務 

職業康復訓練及

職業培訓 

14 

讓殘疾人士學習一般工作技能及 

增強其工作能力的訓練 

殘疾人士老齡化 15 

指殘疾人士出現衰老情況，包括身體功能、 

日常活動能力及社交等出現衰退 

暢通易達的環境 18 便利殘疾人士出行的環境 

資訊傳達 18 向殘疾人士傳遞信息和提供資料 

精神健康 

友善社區 

18 

增加公眾對精神健康的認識和 

對精神復元人士的接納， 

協助精神復元人士融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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