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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状病毒病与残疾人权利：指导方针 
  

1.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健康权有何影响？ 

2. 2019 冠状病毒病对生活在机构中的残疾人有何影响？ 

3. 2019 冠状病毒病对生活在社区中残疾人的权利有何影响？ 

4.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的工作、收入和生计有何影响？ 

5.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受教育权有何影响？ 

6.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保护自身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有何影响？ 

7.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比例过高的特定人群有何影响？ 

a) 残疾在囚人士 
b) 缺少适当住房的残疾人 

  

概述 

如今全体社会成员正经历着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威胁，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在态度、环境和体制方

面对残疾人的不利因素又重新显现，残疾人因此受到格外严重的影响。  

许多残疾人本身已存在健康问题，这使他们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症状，从而导致死

亡率上升。在 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期间，日常生活依赖他人支助的残疾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孤立无助，无法

在封锁状态下生存，而生活在护理机构的残疾人则尤其脆弱，养老院和精神病院中极高的死亡人数就可以

证明这一点。残疾人在获得医疗服务和信息方面的障碍正在加大。残疾人在获得生计和收入支持、参加在

线教育和寻求免受暴力侵害方面也继续面临着歧视和其他障碍。特定的残疾人群体则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如囚犯、无家可归者或缺乏适当住房者。  

认清这些风险有助于采取更好的应对措施，减轻残疾人所遭受的尤为严重的影响。本指导方针旨在：  

• 使人们认识到此次流行病对残疾人及其权利的影响；  

• 提请人们注意世界各地正在采取的一些有效做法；  

• 明确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关键行动；以及  

• 提供资源，以为进一步了解如何确保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措施立足于人权，将残疾人纳入其中。  

        

以人权为核心的应对措施 
 

重点问题 

2019冠状病毒病与残疾人的权利 

2020年 4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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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的健康权有何影响？ 

残疾人虽是 2019 冠状病毒病的高危人群，但由于缺乏无障碍卫生信息和医疗环境，大流行病期间他们在获

得医疗服务方面临着更大的不平等。此外，选择性医疗指导方针和规程还可能加深残疾人在医疗服务上面

临的歧视。这些规程有时显示出医学上对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价值存在偏见。例如，分配稀缺资源的

分流治疗原则中规定某些类型的残障被排除在外、日常生活中需要得到高水平的支持、“脆弱性”、“治

疗成功”的机率以及假设幸存之后还有多长的“寿命”。残疾人及其家属在卫生系统内也面临着被迫放弃

复苏措施的压力。 

 

有哪些有效做法？        

• 圣马力诺共和国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制定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分流治疗的指导方针，该方针禁止

基于残疾的歧视：“因此，在作出选择时，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在治疗的临床适当性和相称性标准的

基础上，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正确应用分流治疗。任何其他选择标准，例如年龄、性别、社会背景

或族裔归属、残疾，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是在给生命价值划分等级，是对人权不可接

受的侵犯。”1 

•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民权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应确保当局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并声明，“不应

基于陈规定型、生活质量评估或根据是否有残疾或年龄来判断一个人的相对‘价值’，进而剥夺残

疾人的医疗服务”。2公告还向当局提供指南，说明如何确保向残疾人开展宣传并提供信息和通信，

使他们有平等机会受益于紧急情况的应对工作，“包括提供合理膳宿（以）帮助确保紧急情况应对

措施取得成功并尽量减少污名化。”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起了残疾人足不出户接受检测的国家方案，截至 4 月中旬，该国已对 65 万名

残疾人进行了 2019 冠状病毒病检测。3 

• 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发布了信息，支持卫生机构为包括儿童和残疾人在内的各社群的弱势群体定制公

共信息。4 

• 加拿大成立了由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参加的 2019 冠状病毒病残疾咨询小组，就具体的残疾问题、

挑战和系统性差距以及应采取的战略、措施和步骤向政府提供咨询。5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 

• 禁止以残疾为由拒绝提供治疗，并废除基于残疾、对支持的需求程度、生活质量评估或对残疾人任

何其他形式的医疗偏见：而拒绝提供治疗的规定，包括稀缺资源（如呼吸机或重症监护）分配准则

中的规定。 

• 确保对出现感染症状的残疾人优先检测。 

http://www.ohchr.org/ch/
http://www.sanita.sm/on-line/home/bioetica/comitato-sammarinese-di-bioetica/documents-in-english/documento2116023.html
https://www.hhs.gov/sites/default/files/ocr-bulletin-3-28-20.pdf
https://www.khaleejtimes.com/coronavirus-pandemic/combating-coronavirus-uae-launches-home-testing-programme-for-people-of-determin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pg/chrgovph/photos/?tab=album&album_id=2681151298668065&__xts__%5B0%5D=68.ARDMDVSzDL1xxdpgTy2TOIlVNOoH6rH2gZzM4hAxcCNMbqySDSNDHmyrF1Db5dmgUD5oK2ZAlML8R4E6_jafDBoVnSNfBPz0Q2jhIl3Yqgnkwe59Vsx5Pr8msanJ-o_vKsVJ0hOKmjs94yjY7dCpFDJT142x4MIAsAOebYmSoYhOBY9PCNbGMmHtMO_dWaMcHu74jjpc86uKGL11AqmcE4UVZI3T4ZoK2CUa2DxVQmCIZ9oAcsjXLim8OboLzrAsVH72Vm8DNmrz4LszC8Z9uKAwMAQ8cdIl4H61fmPNz4Tqtr7t3nfxgbc5CfkPYtr3ahWRKrVDf8P23esW7-HhVL4Wif63kdsm7BNsDhxa647oK8zK-ss2YhCAtxV43bTueGZBn0OmAVBN0syiq4sYksxs9labCkKwGkqi0Z_ykJjelYu7wVmZoXFMYoQ9ytTjkmr2_UiVf0bdcLg&__tn__=-UC-R
https://www.facebook.com/pg/chrgovph/photos/?tab=album&album_id=2681151298668065&__xts__%5B0%5D=68.ARDMDVSzDL1xxdpgTy2TOIlVNOoH6rH2gZzM4hAxcCNMbqySDSNDHmyrF1Db5dmgUD5oK2ZAlML8R4E6_jafDBoVnSNfBPz0Q2jhIl3Yqgnkwe59Vsx5Pr8msanJ-o_vKsVJ0hOKmjs94yjY7dCpFDJT142x4MIAsAOebYmSoYhOBY9PCNbGMmHtMO_dWaMcHu74jjpc86uKGL11AqmcE4UVZI3T4ZoK2CUa2DxVQmCIZ9oAcsjXLim8OboLzrAsVH72Vm8DNmrz4LszC8Z9uKAwMAQ8cdIl4H61fmPNz4Tqtr7t3nfxgbc5CfkPYtr3ahWRKrVDf8P23esW7-HhVL4Wif63kdsm7BNsDhxa647oK8zK-ss2YhCAtxV43bTueGZBn0OmAVBN0syiq4sYksxs9labCkKwGkqi0Z_ykJjelYu7wVmZoXFMYoQ9ytTjkmr2_UiVf0bdcLg&__tn__=-UC-R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news/2020/04/backgrounder--covid-19-disability-advisory-grou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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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健康影响的研究。 

• 查明和消除治疗障碍，包括确保提供无障碍环境（医院、检测和隔离场所），并以无障碍方式、手

段和形式提供和传播卫生信息和通信。 

• 确保残疾人在大流行病期间能持续获得和使用药品。 

• 对卫生工作者开展培训和提高意识活动，防止因对残疾人存在偏见和好恶而引发歧视。  

• 制订基于权利的大流行病应对措施时，应与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密切协商，并积极鼓励他们参与，

制定出包容残疾人各个不同方面问题并能快速应对的措施。 

 

相关资料 

• 面对 2019 冠状病毒病，没有人被排除在外：联合国专家表示：“人人有权获得拯救生命的干预措

施。”  

•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2019 冠状病毒病：谁来保护残疾人？》 

• 世卫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暴发期间对残疾问题的考量》 

2. 2019 冠状病毒病对生活在机构中的残疾人有何影响？ 

2019 冠状病毒病对精神病院、社会护理机构（孤儿院、日托中心、康复中心）和养老机构造成了尤为严重

的影响，导致了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一些国家的初步研究发现，在所有 2019 冠状病毒病死亡病例中，护

理机构内的病例占 42%至 57%。6由于患有基础疾病、难以保持被照料者和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交距离以及

工作人员的遗弃，机构内的残疾人面临着更高的 2019 冠状病毒病感染风险。生活在机构内的残疾人还面临

着更大的侵犯人权风险，如忽视、限制、孤立和暴力。 

 

有哪些有效做法？        

• 在瑞士和西班牙，机构内的残疾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已搬出机构，与其家属人一同居住。 

• 加拿大发布了优先检测指导方针，并对机构环境采取了具体措施。7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 

• 安排残疾人离开机构，并及时确保通过家庭和／或非正式网络在社区内提供支助服务，资助公共或

私营服务提供者的支持服务。 

• 在此期间，应优先开展检测并在机构内加强预防措施以减少感染风险，具体措施包括解决过度拥挤

问题、实施机构内人员保持物理距离措施、修改探视时间、强制使用防护设备以及改进卫生条件。 

http://www.ohchr.org/ch/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46&LangID=E&fbclid=IwAR1vFZDTrmlWSQXRq5BMJF3144OrKv9HRQevSO_SH1mqOEJXcXDM4KqUHM4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46&LangID=E&fbclid=IwAR1vFZDTrmlWSQXRq5BMJF3144OrKv9HRQevSO_SH1mqOEJXcXDM4KqUHM4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25&LangID=E&fbclid=IwAR0BtrEp7xOtFlARx_MRhcdxTyNJCVymIS0eBi55zc8Q4P9QysdtzvZDS3k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disability-considerations-during-the-covid-19-outbreak
http://www.health.gov.on.ca/en/pro/programs/publichealth/coronavirus/docs/2019_covid_testing_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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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加大对机构的资源投入以落实预防措施，包括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 

• 在紧急状态期间，确保继续尊重生活在护理机构中的人们的权利，包括免受剥削、暴力和虐待，不

歧视，自由和知情同意的权利，以及诉诸司法的权利。8 

• 采取和加强去机构化战略以关闭机构，使人们重返社区，并加强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支助和服务，

使其更好地恢复健康。  

 

相关资料 

• 世卫组织，暂行指导文件《2019 冠状病毒病背景下对长期护理机构的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指导》，

2020 年 3 月 21 日 

• 世卫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暴发期间对残疾问题的考量》 

• 区域和国际心理残疾者组织声明及在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背景下的建议  

3. 2019 冠状病毒病对生活在社区中的残疾人的权利有何影响？ 

由于实施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残疾人在社区内开展日常生活时面临着特定障碍。尤其是，未考虑残

疾人需求的居家限制会对其自主性、健康和生活产生干扰和新的风险。9  

许多残疾人依靠他人维持日常生活（通过服务提供者的正式支助或亲属／朋友的非正式支助），现因实施

行动限制令和保持物理距离措施而无法获得支助。这可能会使残疾人处于无法获得食物、必需品和药品的

高风险中，也阻止了他们进行基本的日常活动，如洗澡、做饭或吃饭。 

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的公共信息没有以无障碍形式和手段系统传达或传播至所有残疾人（例如手

语翻译、字幕、易读格式等）。 

此外，社会心理残疾者和自闭症患者等残疾人可能没有能力做到严格的居家隔离。一天中能够进行短暂且

谨慎的外出，对于他们适应隔离非常重要。 

 

有哪些有效做法？  

• 巴拉圭 10和巴拿马 11开发了各种系统，确保以无障碍格式提供相关信息。同样，新西兰卫生部在其

网站上开设了专区，专门提供无障碍格式的信息，包括手语和易读格式。12墨西哥政府采取了类似

的做法。13 

• 在阿根廷，14支助人员在向残疾人提供支助服务时可不受出行限制和物理距离限制。哥伦比亚发展

了社区支助网络，招募志愿者帮助残疾人和老年人采购食品杂货和其他物品。15巴拿马为降低风险，

为残疾人及其支助人员安排了专门的营业时间，方便其采购基本物品。16 

http://www.ohchr.org/ch/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08/WHO-2019-nCoV-IPC_long_term_care-2020.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08/WHO-2019-nCoV-IPC_long_term_care-2020.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disability-considerations-during-the-covid-19-outbreak
https://dk-media.s3.amazonaws.com/AA/AG/chrusp-biz/downloads/357738/COVID19-and-persons-with-psychosocial-disabilities-final_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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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7放宽了最初严格的居家令，破例允许自闭症患者和其他残疾人外出。

法国也实行了类似措施。18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 

• 确保残疾人能够通过手语翻译、字幕和易读格式等途径获得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相关措施的信息。 

• 确保残疾人的支助人员不受居家限制，以便为残疾人提供支助。 

• 促进和协调社区支助网络的发展，确保提供防护材料、设备和产品。 

• 在实施居家隔离/禁足措施期间，考虑在超市、杂货店和其他必需品商店内设立开放给残疾人及其支

助人员的优先时段。 

• 确保为残疾人提供合理膳宿，避免全面禁止外出和处以罚款，并为残疾人外出提供豁免。  

 

相关资料 

• 世卫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暴发期间对残疾问题的考量》 

• 联合国促进残疾人权利伙伴关系、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下包容残疾人

的社会保障对策》  

4.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的工作、收入和生计有何影响？ 

与其他人相比，残疾人就业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就业，也更可能受雇于非正规（经济）部门。19因此，与其

他人相比，残疾人通过就业而获得社会保险的机会更少，这降低了他们在当前 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下的经

济抵抗能力。那些已获雇佣或自营职业的人，20可能由于家中缺乏工作场所可获得的设备和支持而无法在家

工作，从而面临更多失去收入和工作的风险。此外，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可能会使残疾人的家人和养

家的人无法工作，从而对残疾人造成间接影响，同时对家庭总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缺乏收入会给残疾人及

其家庭会带来尤为严重的负担，因为他们通常面临着与残疾有关的额外费用和支出（无障碍住房和设备、

辅助器具、特定商品和服务等），导致他们更快地陷入贫困。 

  

有哪些有效做法？        

• 在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过程中，保加利亚、马耳他和立陶宛增加了社会保障系统的经费，用以

扩大社会支助服务并使其覆盖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更多受益人。21 

http://www.ohchr.org/ch/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disability-considerations-during-the-covid-19-outbreak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Ressource.action;jsessionid=dd5vZXh8uPFDr9jr9AF0cWyLyVe__X3Q98ZUnjnkP0mkMYrSRmJT!-1463413688?id=56029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Ressource.action;jsessionid=dd5vZXh8uPFDr9jr9AF0cWyLyVe__X3Q98ZUnjnkP0mkMYrSRmJT!-1463413688?id=5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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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根廷和秘鲁，考虑到 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领取残疾津贴者还可以获得额外福利。22法国宣

布了有利于残疾津贴受益人的类似措施，23突尼斯的紧急情况计划则包括向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和

无家可归者提供现金资助。24 

• 美利坚合众国 25制定了税收减免方案，可能有助于减轻残疾人在此紧急情况下的财政负担。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 

• 为无收入残疾人提供财政援助（例如整笔资助、税收减免措施、商品补贴等）。 

• 增加现有的残疾福利，包括提前发放福利以支付残疾人的额外支出。 

• 自动延长所有即将到期的残疾相关福利。 

• 对收入减少的自营就业残疾人提供经济补偿。 

• 执行财政援助方案，帮助那些因需支持其残疾家庭成员或预防其遭到感染而停止工作且未能享有失

业或疾病福利者。 

• 通过税收抵免等措施向残疾人雇主提供财政支持，以使其能够提供远程工作所需的设备。  

• 确保食物供应计划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并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包括通过物流将食物送达其家中。 

 

相关资料 

• 国际劳工组织，《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现在不会，永远不会：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中的残疾

人》  

• 联合国促进残疾人权利伙伴关系、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下包容残疾人的社

会保障对策》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的应对政策》 

5.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的受教育权有何影响？ 

与其他人相比，残疾人完成教育的可能性更小，并更可能被完全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26由于 2019 冠状病

毒病，大多数国家都暂时关闭了教育机构 27，包括残疾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都受到了影响。为减轻教育中

断所带来的影响，一些国家正在采取远程教学的做法。但是，在这些情况中，残疾学生由于缺乏参与在线

学习方案所必需的设备、互联网接入、无障碍资料和支持而面临着障碍。因此，许多残疾学生，尤其是有

智力障碍的学生正被落在后面。  

此外，学校停课还给残疾学生造成了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包括无法获得校餐及与同龄人一起参加游戏和

体育活动的机会。   

http://www.ohchr.org/ch/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128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1287.pdf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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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有效做法？ 

• 美利坚合众国就适用的联邦立法《残疾人法案》发布了指导文件。  

• 厄瓜多尔就如何支持需要继续居家隔离的儿童的接受教育向教师们发布了建议。28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进行了信息传播并建立了支持系统，以指导残疾儿童的父母和照料者

在居家期间应对相互冲突的责任，从而更好地支持残疾儿童的教育进程。29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 

• 向教育当局和学校提供明确指导，说明实施校外教育期间的义务范围和可用资源种类。 

• 通过提供辅助设备和合理便利等手段，确保残疾人能够接入互联网以进行远程学习，确保残疾人能

够无障碍使用软件。 

• 为教师提供关于通过远程学习实行全纳教育的指导、培训和支持。 

• 就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与其父母和照料者保持密切协调。 

• 为残疾儿童的父母和照料者提供指导和远程支持，协助其安装设备并支持残疾儿童的教育计划。 

• 为残疾学生编制无障碍和适应性材料，支持其远程学习。 

• 开发无障碍视听教学材料并通过各类媒介进行传播（如在线点播、电视教育节目等）。  

 

相关资料 

•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儿童造成严重生理、情感以及心理影响的声明，以

及要求各国保护儿童权利的呼吁    

• 儿基会，《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 将残疾儿童和成年人纳入考量》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专题网页 

6.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保护自身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有何影响？ 

残疾人遭受暴力行为的风险更高，尤其是在隔离情况下。残疾妇女和女童遭受性别暴力、性暴力、亲密伙

伴和家庭暴力的比例更高。30与其他妇女相比，残疾妇女和女童不仅面临更高的暴力侵害风险，而且她们所

遭受暴力的严重程度也高于男性残疾人。31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在 2019 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基于残疾和性

别暴力的资料，但经验表明，在类似情况下，残疾人面临的危险尤为严重。32  

 

http://www.ohchr.org/ch/
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RC/Shared%20Documents/1_Global/INT_CRC_STA_9095_E.pdf
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RC/Shared%20Documents/1_Global/INT_CRC_STA_9095_E.pdf
https://www.unicef.org/disabilities/files/COVID-19_response_considerations_for_people_with_disabilities_190320.pdf
https://www.unicef.org/disabilities/files/COVID-19_response_considerations_for_people_with_disabilities_190320.pdf
https://en.unesco.org/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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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家庭暴力和获得相关服务及援助对残疾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服务通常不将残疾人纳入其

中，也不具备残疾人无障碍模式。热线电话往往不会配备聋人和聋盲人所需的翻译服务，紧急庇护所和服

务也没有准备好满足残疾人的需要。  

 

有哪些可行做法？  

秘鲁颁布了指导方针，要求地方政府在危机期间通过电话联系残疾人，并在紧急情况解除后派人走访，向

残疾人说明向当局报告暴力行为的义务。33除此之外，人权高专办尚无法找出在这一方面可能见效的新做法，

这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关切。一些国家持续为聋人提供无障碍热线、援助和包括短信、转达和视频电话服

务等形式的报告。34下列材料展示了一些良好做法。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 

• 确保报告机制、热线、紧急庇护所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具备无障碍形式，且将残疾人纳入其中。 

• 开展监测，注意残疾人的状况，尤其是处于隔离的残疾人的状况，为此要通过社区和志愿网络等途

径开展积极主动的外联活动。 

• 提高认识并提供相关培训，宣传残疾人尤其是残疾妇女和女童所面临的暴力风险，通过发展互助小

组促进支助网络。 

 

相关资料 

• 联合国人口基金，《为解决性别暴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残疾妇女和青年权利问题提供基于权

利和促进性别平等服务的指导方针》 

• 2019 冠状病毒病期间面向残疾幸存者持续提供服务 

7.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残疾人比例过高的特定人群——残疾在囚人士与缺少适当住

房的残疾人——有何影响？ 

a. 残疾在囚人士 

残疾人尤其是社会心理残疾者和智力残障人士，在监狱人口中的比例过高 35。由于居住条件拥挤且不卫生，

无法保持物理距离，这些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很高。特别是，许多残疾在囚人士要依靠其他囚犯的非正式

支助来获得食物、走动和洗澡，监狱卫生服务一般不足以满足其需要。 

 

http://www.ohchr.org/ch/
https://www.unfpa.org/featured-publication/women-and-young-persons-disabilities
https://www.unfpa.org/featured-publication/women-and-young-persons-disabilities
https://www.endabusepwd.org/sustaining-services-for-survivors-with-disabilities-during-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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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上述挑战的不仅是刑事司法和监狱系统内在囚和审前拘留中的残疾人，还包括目前处于任何形式的行

政拘留或其他类型拘留中的残疾人，包括移民拘留中的残疾移民。 

 

有哪些有效做法？        

•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剩余刑期不足两个月的囚犯被释放。36 在美利坚合众国，一些州

已经释放或正着手释放囚犯。37伊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也采取了类似的释放囚犯措施。哥伦比

亚将因身体机能受限而无法自主采取防护措施的残疾人列入可提前释放的人员名单。38 同样，阿根

廷最高法院和刑事上诉法院也确认，残疾人可享受从监狱中获释的待遇。39 巴西国家司法委员会发

布建议，要求审查、重新评估和释放残疾在囚人士，包括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内的残疾在囚人士。
40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 

• 释放包括残疾人在内的高感染风险囚犯群体、采取提前释放和缓刑、减刑及减少审前拘留的方式，

以减少监狱人口，迅速确保通过家庭和／或非正式网络为社区提供支助，并为公共或私营服务提供

者的支助服务提供经费。 

• 在监狱内部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感染风险，具体包括：确定残疾在囚人士并确保其获得支助、食物、

水和卫生设施；采取隔离和保持物理距离的措施，要求使用防护设备，改进卫生条件。 

 

相关资料 

• 世卫组织，《预防和控制在监狱和其他拘留场所中暴发 2019 冠状病毒病》 

• 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19 冠状病毒病：关注被剥夺自由者》 

b. 缺乏适当住房的残疾人 

残疾人，尤其是社会心理残疾者和智力残疾者在最贫困人口中的比例也过高。无家可归、生活在紧急庇护

所或非正规住区的残疾人，由于居住条件过于拥挤、缺乏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原先就患有疾病，因此尤其

容易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 

2019 冠状病毒病紧急情况迫使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无家可归者寻求庇护和支助，导致紧急庇护所内人满为患，

加剧病毒传播。由于居住安排而无法保持物理距离的残疾人也面临不利处境。 

 

有哪些有效做法？        

• 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具体的指导方针执行无家可归问题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与残疾人的沟通问题。 

http://www.ohchr.org/ch/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health-emergencies/coronavirus-covid-19/novel-coronavirus-2019-ncov-technical-guidance/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outbreak-technical-guidance-europe/prevention-and-control-of-covid-19-in-prisons-and-other-places-of-detention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3/IASC%20Interim%20Guidance%20on%20COVID-19%20-%20Focus%20on%20Persons%20Deprived%20of%20Their%20Liberty.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homeless-shelters/plan-prepare-respo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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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政府宣布将加强街头的工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 阿根廷在一处大型设施中布置了 1000 张床位，为那些无较高医疗要求但可能需要保持物理距离的

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庇护所。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 

• 避免非正规住区发生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加速病毒传播。在无家可归残疾人的居住地

点对其实施治疗，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安全的无障碍庇护所。 

• 探索能够提供物理距离的多种庇护选择，包括具备适当卫生设施和居住条件的租用房屋、酒店、会

议中心和体育场馆。 

• 在街头提供卫生服务，包括水、肥皂、水槽和其他资源，确保无家可归者获得水和卫生设施。 

 

相关资料 

• 联合国适当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2019 冠状病毒病指导方针：保护无家可归者》 

• 联合国适当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2019 冠状病毒病指导方针：保护非正规住区居民》 

相关资料–全面内容 

•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残疾和无障碍问题特使的联合声明：残疾人和 2019 冠状病毒

病》 

• 国际残疾人联盟，《2019 冠状病毒病和残疾运动》 

• 国际残障与发展问题联合会：关于包容残疾人问题和 2019 冠状病毒病的资源库 

• 国际劳工组织，《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现在不会，永远不会：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中的残疾

人》  

• 关于社会心理残疾者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和社会心理残疾者的声明和建议 

• 联合国关于确保弱势群体不在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中掉队的工作 

•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确保将残疾人权利和包容问题纳入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 

• 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19 冠状病毒病：关注被剥夺自由者》 

• 联合国促进残疾人权利伙伴关系、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下包容残疾人的社

会保障对策》 

http://www.ohchr.org/ch/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ousing/SR_housing_COVID-19_guidance_homeless.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ousing/SR_housing_COVID-19_Guidance_informal_settlements.pdf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65&LangID=E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65&LangID=E
http://www.internationaldisabilityalliance.org/content/covid-19-and-disability-movement
https://www.iddcconsortium.net/blog/librairie/resources-on-disability-inclusion-and-covid-19/
http://www.chrusp.org/file/357738/COVID19-and-persons-with-psychosocial-disabilities-final_version.pdf
http://www.chrusp.org/file/357738/COVID19-and-persons-with-psychosocial-disabilities-final_version.pdf
https://www.un.org/en/un-coronavirus-communications-team/un-working-ensure-vulnerable-groups-not-left-behind-covid-19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SDD_policy_brief_COVID19PWD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3/IASC%20Interim%20Guidance%20on%20COVID-19%20-%20Focus%20on%20Persons%20Deprived%20of%20Their%20Liber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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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专家，《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没有例外：“人人有权获得拯救生命的干

预措施”》  

•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2019 冠状病毒病：谁来保护残疾人？》 

• 联合国人口基金，《为解决性别暴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残疾妇女和青年权利问题提供基于权利

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服务的指导方针》 

• 儿基会，《2019 冠状病毒病：关于残疾儿童与成年人的考虑》 

• 世卫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暴发期间对残疾问题的考量》 

• 世卫组织，暂行指导方针《2019 冠状病毒病背景下对长期护理机构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导》，

2020 年 3 月 21 日 

• 世卫组织，《预防和控制在监狱和其他拘留场所中暴发 2019 冠状病毒病》 

                                                 
1 见：http://www.sanita.sm/on-line/home/bioetica/comitato-sammarinese-di-bioetica/documents-in-

english/documento2116023.html。  
2 见：https://www.hhs.gov/sites/default/files/ocr-bulletin-3-28-20.pdf。  
3 见：https://www.khaleejtimes.com/coronavirus-pandemic/combating-coronavirus-uae-launches-home-testing-

programme-for-people-of-determination  
4 见：https://www.facebook.com/pg/chrgovph/photos/?tab=album&album_id=2681151298668065&__tn__=-UC-R  
5 见：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news/2020/04/backgrounder--covid-19-disability-

advisory-group.html  
6 阿德利娜·科马斯-赫雷拉（Adelina Comas Herrera）和约瑟巴·扎拉凯因（Joseba Zalakain），《护理机构中与 2019 冠状病毒

病暴发相关的死亡率：早期的国际证据》，国际长期护理政策网络，2020 年 4 月 12 日，第 5 页。 
7 见：http://www.health.gov.on.ca/en/pro/programs/publichealth/coronavirus/docs/2019_covid_testing_guidance.pdf  
8 区域和国际社会心理残疾者组织声明及在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背景下的建议：

https://dkmedia.s3.amazonaws.com/AA/AG/chrusp-biz/downloads/357738/COVID19-and-persons-with-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final_version.pdf  
9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在中国暴发之初，一名 16 岁的脑瘫少年因家庭成员被隔离，导致其因失去支助而死亡。 
10 巴拉圭的残疾问题协调中心（全国残疾人人权秘书处）开始利用社交媒体提供手语信息，以促进聋人社群获得信息。 
11 见：全国残疾人人权秘书处（SENADIS），巴拿马采取措施将残疾人纳入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3 月 1 日。 
12 见：https://www.health.govt.nz/our-work/diseases-and-conditions/covid-19-novel-coronavirus/covid-19-novel-

coronavirus-resources/covid-19-novel-coronavirus-new-zealand-sign-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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