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核心目标

标题关注
2019 冠状病毒病残疾人士的权利
2020 年 4 月 29 日

2019 冠狀病毒病與殘疾人士的權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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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狀病毒病對於殘疾人士的健康權利有什麼影響?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於生活在機構中的殘疾人士有何種影響?
2019 冠狀病毒病對生活於社區中的殘疾人士的權利有何影響?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於殘疾人士的工作，收入和生活有何種影響?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殘疾人士受教育的權利有何影響?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有殘疾保護免受暴力侵害人權有什麼影響?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殘障人士比例過高的特定群體有什麼影響?
a. 殘疾獄友
b. 無適當住房的殘疾人士

概述
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爆發威脅著社會的所有成員，但由於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措施的態度，環境和體制障礙，
殘疾人士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

許多殘疾人有既往的健康狀況，這使他們更容易感染病毒，感染後也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症狀，導致更
高的死亡率。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流行期間，依賴於日常生活援助的殘疾人士可能會在隔離政策中發
現自己與世隔絕，無法生存，而住在機構中的殘疾人則特別脆弱，這在照護中心以及精神病院的眾多死
亡人數中得以證明。殘疾人士獲得保健服務和訊息的障礙日益加深。殘疾人士在獲得生計和收入支援，
參加線上教學課程以及尋求免受暴力侵害的保護也繼續面臨歧視和其他障礙。獄友和無家可歸或沒有住
房的殘疾人士等特定群體面臨更大的風險。
擁有這些危機意識將可以建立更好的應對措施，從而減輕殘疾人士所遭受的不成比例的影響。本指南旨
在：





使人們意識到病毒的流行對殘疾人及其權利的影響；
提及世界各地已經採取的一些有幫助的措施；
確認國家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鍵行動；和
提供資源，以進一步學習確保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包括殘疾人士在內人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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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於殘疾人士的健康權利有什麼影響?
對於 2019 冠狀病毒病來說殘疾人士是特別危險的族群，由於無法獲得健康訊息和良好環境以及選擇性
醫療指南和規約可能會加劇歧視，殘疾人士在爆發期間面臨更大的醫療保健不平等情況，在醫療保健方
面面臨了很大的挑戰。這些規約有時揭示了對殘疾人士生活品質和社會價值方面的醫學偏見。例如分配
稀少資源的分類指南會依照某些類型的障礙而產生排除標準，對日常生活的高需求，“虛弱”，“治療
成功”的機會以及存活後的“壽命”。殘疾人士及其家人健康衛生系統方面也面臨著放棄急救措施的壓
力。
哪些是有幫助的措施?








聖馬力諾共和國生物倫理委員會制定了 2019 冠狀病毒病分流指南, 該指南禁止對殘疾的歧視：“因此，唯一選
擇的是正確採取分流，尊重每個人的生命。，臨床適當性和治療比例的標準。任何其他選擇標準，例如年齡，
性別，社會或族裔歸屬，殘疾等，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樣將對生活進行等級評定，顯然或多或少
的值得生存，而這些是違反人權的”。 1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公民權利辦公室 以確保當局禁止對殘疾的歧視，並指出“不應因刻板印象，生活品質
評估，或因個人是否存在相關殘疾問題或年齡來判斷個人相對“價值” 而拒絕為殘疾人提供醫療服務”。 2 該
公告還向當局提供指導，確保殘疾人獲得訊息和通信的範圍和可及性，從而有機會平等地於應急措施中受益，
“包括提供合理的幫助以確保成功的實行緊急應變並減少污名化。 ”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已經啟動了一項在家中殘疾人士檢測的國家計劃，截至 4 月中旬已對殘疾人士進行了 65 萬
次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測試。 3
菲律賓的人權委員會發布支援衛生機構為包括兒童和殘疾人在內的弱勢群體特別定制的公共訊息。4
加拿大設立了 2019 冠狀病毒病殘疾諮詢小組，邀請殘疾人士及其代表組織參加，向政府提供殘疾相關的問題，
挑戰系統差距以及應採取的策略，措施和步驟的建議。 5

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採取哪些主要行動？
 禁止因殘疾原因而拒絕治療，並廢除禁止因殘疾，支援需求水平，生活品質評估或任何其他形式針對殘疾人的
醫療偏見的治療措施，包括指南內針對稀少資源（例如呼吸機或重症加護權）的分配。
 確保對出現症狀的殘疾人士優先進行檢測。
 推廣有關 2019 冠狀病毒對殘疾人士健康影響的研究。
 查明並消除治療障礙，包括確保可及的環境（醫院，測試和檢疫設施），並且以可及的方式和形式提供和傳播
健康訊息和通訊。
 確保在大流行期間繼續為殘疾人士提供藥品。
 對衛生工作者進行培訓和提高認知，以防止對殘疾人士的偏見和歧視。
 積極與殘疾人及其代表組織協商，針對疫情制定以權利為基礎的應對措施，包括對各種不同的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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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即使是 2019 冠狀病毒病也沒有例外: “人人有權採取挽救生命的干預措施” –聯合國專家說到
 聯合國特派調查員殘疾人士的權利, 2019 冠狀病毒病: 誰在保護殘疾人士 ?
 世界衛生組織：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殘疾人士的考量

2.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於生活在機構中的殘疾人士有何種影響?
2019 冠狀病毒病在精神病機構，社會護理機構（孤兒院，日託中心，康復中心）和老年人機構中產生了不成比例
的影響，導致高感染率和死亡率。在一些初步研究中，在這些國家中，護理中心死亡人數佔所有 COVID-19 死亡人
數的 42％至 57％。 6 由於基本的健康狀況，難以在居民和工作人員之間實行社交距離以及被工作人員遺棄，機構
中的殘疾人面臨著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極大的風險。生活在機構中的殘疾人也面臨更大人權侵犯人的風險，例
如忽視，抑制和暴力。

哪些是有幫助的措施?
 在瑞士與西班牙, 生活在機構中的殘疾人士在可能的情況下被移出機構並轉與他們的家庭一起生活
 加拿大針對機構安置發布了 優先檢測指南 以及具體措施。7

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採取哪些主要行動？
 將殘疾人從機構中釋放出來，並迅速確保家庭和/或非正式網絡向社區提供支援，為公共或私人服務提供者提
供支持服務。
 疫情期間，機構內優先進行測試並採取預防措施以降低因擁擠問題造成的感染風險,，為居民實施身體距離措
施，修改探視時間，強制使用防護設備以及改善衛生條件。
 臨時增加機構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和財政資源，以實施預防措施。
 在緊急時期，確保繼續尊重機構中人們的權利，包括免受剝削，暴力和虐待，不歧視，獲得自由

知情同意的權利以及訴諸司法的權利。 8
 以採取和加強非機構化政策關閉機構並使人們重返社區，並加強對殘疾人士和老年人的支援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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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世衛組織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關於長期護理設施的感染預防和控制指南，臨時指南，2020 年 3 月 21 日
 世衛組織,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殘疾人士的考量
 社會心理殘疾者區域和國際組織, 對 2019 冠狀病毒病與社會心理殘疾者的聲明與建議

3. 2019 冠狀病毒病對生活於社區中的殘疾人士的權利有何影響?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應變措施使的殘疾人在社區中的日常生活面臨特殊障礙。尤其是留在家裡的限制，如果沒有考
慮到他們的需求，就會對他們的自主權，健康和生活造成破壞和新的風險。9

許多殘疾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需仰賴其他人(通過服務提供者的正式支援或親戚/朋友的非正式支援)但由於
行動受限和身體距離措施而無法獲得援助。這可能使他們處於高風險，無法獲得食物，必需品和藥品，
並被禁止進行基本的日常活動，例如洗澡，烹飪或進食。
針對 2019 冠狀病毒病措施的公共訊息沒有以可及性的形式有系統地傳播，也沒有以殘疾人可接受的方
式進行傳播（例如手語翻譯，字幕，易讀格式等）。
另外，一些殘疾人士例如心理社會殘疾者和自閉症患者，可能無法應付在家中的嚴格禁閉。一天當中短
暫而謹慎的外出將會是他們對應此情況的關鍵。
哪些是有幫助的措施?
 巴拉圭 10 和 巴拿馬 11 開發了確保以可及格式提供相關訊息的系統。同樣的紐西蘭衛生部在其網站上專門設有
一部分以可及的格式提供訊息，包括手語和易於閱讀。 12 墨西哥政府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13
 在阿根廷,14 支援人員不受行動和身體距離的限制可以為殘疾人提供支援。哥倫比亞已經建立了社區支援網絡，
並招募志願者，向殘疾人和老年人提供日常用品和其他採買。 15 另外在巴拿馬，為了降低風險，已為殘疾人及
其私人幫手設定了特別開放時間以進行基本採買。16
 英國及北愛爾蘭 17寬了最初嚴格的禁閉規則，並引入了例外規定，以允許自閉症患者和其他殘疾人出院。法國
也採取了類似措施。 18

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採取哪些主要行動？






確保殘疾人可以獲得 COVID-19 相關措施的訊息，包括手語翻譯，字幕和易於閱讀的格式等。
確保為殘疾提供支援者免於居家隔離的限制以提供支援。
促進和協調社區支持網絡的發展，並確保提供保護性材料，設備和產品。
考慮在居家/禁閉措施期間，在超市，雜貨店和其他必要的商店中，考慮殘疾人及其私人幫手的優先開放時間。
確保為殘疾人提供合理的住所，避免全面禁止外出和處以罰款，並為殘疾人士提供可在戶外的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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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世界衛生組織：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殘疾人士的考量
 UNPRPD，ILO 和其他機構，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災害殘疾包容性社會保護

4. ２０１９冠狀病毒並對於殘疾人士的工作，收入和生活有何種影響？
殘疾人士對比比其他人受僱的可能性較小，而當他們受僱時可能會受僱於非正規部門。 19 也因此，與其
他人相比，他們獲得的社會就業保險的機會較少，這降低了他們在疫情下經濟方面的彈性。對於那些被
聘僱或自僱的人， 20由於缺乏工作場所可取得的設備和支援，他們可能被禁止在家工作，並面臨失去收
入和工作的更大風險。此外，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施可能會因家庭成員和賺錢者無法工作而間接
影響殘疾人，從而對家庭總收入產生負面影響。缺乏收入對殘疾人及其家庭造成了不成比例的負擔，他
們通常面臨與殘疾人有關的額外成本和支出（無障礙住房和設備，輔助設備，特定商品和服務等），使
他們更快地陷入貧困的窘境。
哪些是有幫助的措施?
 為了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保加利亞，馬耳他和立陶宛增加了其社會保護系統的預算，以擴大社會支援服務
並含括包括殘疾人等的更多受益者。21
 在阿根廷和秘魯，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可獲得額外的殘障補助金。 22 法國宣布了一項類似的措施，有
利於殘障津貼的受益人，23而突尼斯的緊急計劃包括向低收入家庭，殘疾人和無家可歸的人匯入現金。24
 美國 25 製定了稅收減免計劃，這可能有助於減輕殘疾人此種情況下的財務狀況。

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採取哪些主要行動？








向沒有任何收入的殘疾人提供財務援助（例如一次性付款，稅收減免措施，商品補貼等）。
增加現有的殘疾福利，包括通過預付款支付額外費用。
自動延長即將到期的殘疾相關權利。
為收入減少的自僱殘疾人提供經濟補償。
對那些因支援或防止其殘疾家庭成員受到感染而停止工作但無領取失業津貼或疾病津貼的人實施財務援助計劃。
向殘疾人的雇主提供財務支援，包括通過稅收減免，以提供遠程辦公所需的設備。
確保食物供應計劃包含殘疾人，滿足他們的需求，包括將食物送達家中的運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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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國際勞工組織，沒有人將被遺棄,不僅現在是，未來也是：2019 冠狀病毒病應變對策中的殘疾人士
 UNPRPD，國際勞工組織和其他機構，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災害殘疾包容性社會保護的對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變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政策

5.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殘疾人士受教育的權利有何影響?
與他人相比，殘疾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較小，更有可能被完全排除在學校教育之外。 26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爆
發，大多數國家的教育機構已暫時關閉 27 影響了包括殘疾學生的所有學生,。為了減少教育中斷的影響，某些國家
正在採用遠程教學模式。但是在這些情況下，由於缺少必需的設備，網路，無障礙材料以及允許他們參加網路教
學課程所需的支援，殘疾學生面臨著考驗。也因此許多殘疾學生，尤其是智能障礙的學生更被拋諸於後。

此外，殘疾學生還受到因學校停課所產生其他方面的影響，包括取得學校伙食以及與同儕一起進行娛樂
和運動的機會。
哪些是有幫助的措施?
 美國發布了有關適用的聯邦法律《殘疾人法》的指導文件。28
 厄瓜多爾對教師發佈建議，支援需要在家中保持隔離兒童的教育。29
 英國及北愛爾蘭為支援殘疾兒童父母和照顧者，指導他們如何在家中面對及完成他們的責任，並更好地協助殘
疾兒童的教育進度。 30

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採取哪些主要行動？








在學校外提供教育時，就其義務的範圍和可用資源的多樣性向教育和學校當局提供明確的指導。
確保殘疾人可以使用網路進行遠程學習以及使用軟件，包括提供輔助設備和合理的住宿。
通過遠程學習為教師提供與融合教育相關的指導，培訓和支援。
與父母和照顧者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以對殘疾兒童進行早期教育。
為父母和照顧者提供指導和遠程支持，以幫助他們安裝設備並支持其殘疾兒童的教育計劃。
為殘障學生開發可使用且經過修正的材料，以支持遠程學習。
編制可使用的教育視聽材料，以便通過不同的媒體（例如，線上點播，電視教育節目等）進行傳播

來源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委員會關於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對兒童嚴重身心影響的聲明，並呼籲各國保護兒童權
利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9 冠狀病毒病的應對：對殘疾兒童和成人的考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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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有殘疾保護免受暴力侵害人權有什麼影響?
殘疾人遭受暴力的風險較高，特別是在隔離的情況下。殘疾婦女和女孩面臨更高的性別，性，親密伴侶和家庭暴
力發生率。 31 與其他婦女相比，殘疾婦女和女孩不僅面臨更高的暴力風險，而且她們遭受的暴力行為也比殘疾男
人要高。32 雖然目前尚無關於 2019 冠狀病毒病殘疾和性別的暴力的訊息，但經驗說明在類似情況下，殘疾人特別
容易受到威脅。33

通報和獲得家庭暴力服務和援助對殘疾人尤其具有挑戰性，因為這些服務通常不包括殘疾人，殘疾人也
無法獲得。熱線通常沒有為聾啞人士和失明人士提供口譯服務，而且緊急庇護所和服務還沒有準備好滿
足殘疾人的需求。
哪些是有幫助的措施?
秘魯發布了指導方針，要求地方政府在危機期間以電話聯絡殘疾人以及在解除緊急情況後親自與殘疾人
聯繫，這表示了當地政府有必要向當局報告暴力狀況的責任。 34 除此之外，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
事處無法在這一領域確定具有前瞻性的措施，這提高了人們的關注程度。有國家繼續提供無障礙熱線，
援助和通報，包括為聾人提供訊息，轉達和視訊電話服務。 35 下面列出的資源中舉出了一些好的做法.

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採取哪些主要行動？
 確保殘疾人可以使用通報機制，熱線，緊急避難所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通過社區和志工網絡等的積極宣傳，對殘疾人，特別是隔離生活中殘疾人的狀況進行監測。
 提高有關殘疾人，尤其是殘疾婦女和女童面臨暴力風險的意識並提供的培訓，促進支援網絡，包括推廣同伴援
助。
來源
 聯合國人口基金提供以權利基礎和性別反應服務的準則，以解決殘疾婦女及年輕人性別暴力，性和生殖健康權
利的問題
 2019 冠狀病毒病期間為殘障倖存者提供不間斷的服務

7.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殘障人士比例過高的特定群體有什麼影響：殘疾獄友和那些沒有適
當住房的人？
a. 殘疾獄友
在監獄人口中殘疾人人數占相當大的比例， 36特別是心裡殘疾和智能殘疾人士。由於在無法實行身體距
離的擁擠和不衛生的情況下感染的風險很高，因此它們的感染風險更高。特別是許多殘疾獄友依靠夥伴
的非正式幫助來獲取食物，四處走動和洗澡，監獄的衛生服務通常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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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挑戰不僅在刑事司法和監獄系統中在監獄中的獄友以及審前拘留所內的殘疾人士可見到，還包含目
前處於任何形式的行政或其他種拘留，包括在移民拘留所中被拘留的殘疾移民。
哪些是有幫助的措施?
 英國及北愛爾蘭正在釋放刑期不到兩個月的獄友。 37 美國已有幾個州已經釋放或正在釋放獄友。 38 在伊朗，土
耳其和印尼也發生了類似的釋放獄友的事件。在哥倫比亞，具有功能限制以阻止他們自主實施保護措施的殘疾
人被包括在提前釋放的受益人中。 39 同樣的在阿根廷，最高法院和刑事上訴法院將殘疾人確定為監獄釋放工作
的受益者。 40 巴西的國家司法委員會發布了一項建議，審查，重新評估和釋放殘疾獄友，包括少年犯罪系統中
的獄友。41

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採取哪些主要行動？
 經由釋放高風險的囚犯群體，包含殘疾人等，執行早期釋放和緩刑，或縮短或減刑，減少審前拘留，減少監獄
人口，並積極確認家庭/或非正式網絡為社區提供的支援以及由公共或私人服務提供商提供的資金支援服務。
 在監獄內採取預防措施以減少感染風險，包括確認殘疾獄友身分並確保他們獲得協助，食物，水和衛生設施；
採取隔離措施和身體隔離措施，要求使用防護設備，並改善衛生條件。
來源
 世衛組織，在監獄和其他拘留所中預防和控制 2019 冠狀病毒病
 聯合國機構間常設委員會 2019 冠狀病毒病：焦點關注被剝奪自由者

b. 無適當住房的殘疾人士
殘疾人口，特別是那些心理和智力殘疾的佔了貧窮人口很大的比例。無家可歸的殘疾人以及生活在緊急庇護所
和非正式住宅中的殘疾人容易因為擁擠的生活條件，缺乏水和衛生設施以及由於他們先前已經存在的健康狀況
特別脆弱而感染了 2019 冠狀病毒病。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緊急狀況已迫使包括殘疾人在內的無家可歸者尋求庇護和支援，緊急庇護所擁擠不堪並傳
播了病毒。由於生活安排而無法實行隔離的人也處於不利的情況。

哪些是有幫助的措施?
 美國已通過特別指南實施了包括在殘疾溝通方面問題在內針對無家可歸者的對策。
 在智利，政府宣布加強在街頭參與提供無家可歸者的醫療服務。
 阿根廷在大型設施中設置了 1000 多張床，為那些可能需要隔離但沒有高醫療需求的人提供緊急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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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採取哪些主要行動？
 確保給予無家可歸的殘疾人尊嚴和尊重的對待，並確保急救人員接受溝通方面的培訓和指導，以避免發生暴力
情況。
 避免非正式安置的強迫流離失所，因為這可能會加速病毒的傳播。善待無家可歸的殘疾人，並在可能的情況下
提供安全的住所。
 尋找可提供身體距離的各種避難所，包括出租物業，酒店，會議中心和體育館，並提供適當的衛生條件和生活
條件。
 於街道提供衛生服務，包括水，肥皂，水槽和其他資源，確保有水源和衛生設施。
來源
 聯合國合適住房問題特派調查員，2019 冠狀病毒病指導：保護無家可歸者
 聯合國合適住房問題特派調查員，2019 冠狀病毒病指導：保護無正式安置的居民

來源-概要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委員會和聯合國秘書長殘疾人與無障礙問題特使，聯合聲明：殘疾人與 2019 冠狀病毒病
 國際殘疾人聯盟,2019 冠狀病毒並與殘疾運動
 國際殘疾與發展聯合會: 殘疾包含和 2019 冠狀病毒病的資源庫
 國際勞工組織， ILO，沒有人將被遺棄,不僅現在是，未來也是：2019 冠狀病毒病應變對策中的殘疾人士
 社會心理殘疾者區域和國際組織, 對 2019 冠狀病毒病與社會心理殘疾者的聲明與建議
 聯合國致力於確保弱勢團體不會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對策中被遺棄
 聯合國亞太經社會: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對策中確保殘疾人權利與包含性
 聯合國機構間常設委員會,2019 冠狀病毒病：焦點關注被剝奪自由者
 UNPRPD，國際勞工組織和其他機構，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災害殘疾包容性社會保護的對策
 聯合國 特派調查員與獨立專家, 即使是 2019 冠狀病毒病也沒有例外: “人人有權採取挽救生命的干預措施”
 聯合國特派調查員殘疾人士的權利, 2019 冠狀病毒病: 誰在保護殘疾人士 ?
 聯合國人口基金提供以權利基礎和性別反應服務的準則，以解決殘疾婦女及年輕人性別暴力，性和生殖健康權
利的問題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9 冠狀病毒病的應對：對殘疾兒童和成人的考量
 世衛組織,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殘疾人士的考量
 世衛組織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關於長期護理設施的感染預防和控制指南，臨時指南，2020 年 3 月 21 日
 世衛組織，在監獄和其他拘留所中預防和控制 2019 冠狀病毒病

請見 http://www.sanita.sm/on-line/home/bioetica/comitato-sammarinese-di-bioetica/documents-in-english/documento2116023.html.
請見 https://www.hhs.gov/sites/default/files/ocr-bulletin-3-28-20.pdf.
3 請見 https://www.khaleejtimes.com/coronavirus-pandemic/combating-coronavirus-uae-launches-home-testing-programme-for-people-ofdetermination
4 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pg/chrgovph/photos/?tab=album&album_id=2681151298668065&__tn__=-UC-R
5 請見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news/2020/04/backgrounder--covid-19-disability-advisory-group.html
6 Adelina Comas-Herrera and Joseba Zalakain,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outbreaks in care homes: early internation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Long term care policy network, 12 April 2020, p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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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 http://www.health.gov.on.ca/en/pro/programs/publichealth/coronavirus/docs/2019_testing_guidance.pdf
社會心理殘疾者區域和國際組織，對 2019 冠狀病毒病與社會心理殘疾者的聲明與建議
https://dkmedia.s3.amazonaws.com/AA/AG/chrusp-biz/downloads/357738/COVID19-and-persons-with-psychosocial-disabilities-final_version.pdf
9 在中國爆發疫情之初，一名患有腦性麻痺的 16 歲青少年因家人被隔離而無人陪伴死亡。
10 巴拉圭的殘疾人聯絡點（SENADIS）開始使用社交媒體以手語提供訊息，從而促進聾人社群的使用。
11 請見 SENADIS, Panamá toma medidas para la inclusión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frente al covid-19, 3.1.
12 請見 https://www.health.govt.nz/our-work/diseases-and-conditions/covid-19-novel-coronavirus/covid-19-novel-coronavirus-resources/covid-19novel-coronavirus-new-zealand-sign-language
13 請見 https://coronavirus.gob.mx.
14 阿根廷, Decree 297/2020, 章節 6.5.
15 此措施由國家推行,例如哥倫比亞 (請見 https://www.minsalud.gov.co/sites/rid/Lists/BibliotecaDigital/RIDE/DE/PS/asif13-personas-condiscapacidad.covid-19.pdf)
16 請見 SENADIS, Panamá toma medidas para la inclusión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frente al covid-19, 3.3.
17 請見英國及北愛爾蘭冠狀病毒病爆發問與答：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第 15 段.
18 請見 Secrétariat d’Etat auprès du Premier Ministre chargé des personnes handicapées, https://handicap.gouv.fr/autisme-et-troubles-du-neurodeveloppement/infos-speciales-coronavirus/article/information-covid-19-et-confinement
19 請見 OECD, Sickness, Disability and Work. Breaking the barriers, page 23，指出殘疾人士相較於其他族群有更高的無業比例：分別為 49%至
20%
20 請見, UNDESA, Disability and Development Report, page 157, 圖示 II.81, 指出殘疾人士在自僱者中的比例多了 9％（19 個國家/地區的數據）
21 保加利亞, State Gazette, 24 March 2020, 章節.12; IMF, 應變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政策,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T
22 請見 https://www.argentina.gob.ar/noticias/bono-extraordinario-para-las-personas-con-discapacidad-que-cobran-pensiones-no
23 請見 https://informations.handicap.fr/a-prime-solidaire-aah-covid-12818.php
24 IMF, 應變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政策,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T
25 請見 https://www.benefits.gov/benefit/945
26 例如以小學方面來說, 殘疾人士完成教育的比例是 56%而其他人是 73%
27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估計因停課影響了全球 91％以上的學生。請見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
28 請見美國教育部,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向殘疾兒童提供服務的問與答, 2020 年 3 月
29 請見 https://educacion.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20/03/Anexo-2-RECOMENDACIONES-A-LOS-DOCENTES-PARA-BRINDARAPOYO-PEDAGÓGICO-A-LOS-ESTUDIANTES-EN-AISLAMIENTO-EN-FUNCIÓN-DE-PREVENIR-POSIBLES-CONTAGIOS-POR-ENFERMEDADESRESPIRATORIAS.pdf
30 請見英國, https://www.gov.uk/guidance/supporting-your-childrens-education-during-coronavirus-covid-19. 以及下列,
https://www.gov.uk/guidance/help-children-with-send-continue-their-education-during-coronavirus-covid-19
31 世界衛生組織 2019 冠狀病毒病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衛生部門/系統可以做什麼 , 請見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699/WHO-SRH-20.04-eng.pdf
32 UNDESA, 殘疾與發展報告 第. 7, 16, 113-115, 249-252 頁 https://social.un.org/publications/UN-Flagship-Report-Disability-Final.pdf; 殘疾人權利
特派調查員, A/72/133, para 35.
33 Emma Pearce, 2019 冠狀病毒病流行期間性別暴力編制中對殘疾的考量 https://gbvaor.net/sites/default/files/202003/Disability%20Considerations%20in%20GBV%20programming%20during%20COVID_Helpdesk.pdf
34 祕 魯 , Ministerio de Desarrollo e Inclusión Social, Resolución Viceministerial N° 001-2020-MIDIS/VMPES, 2020 年 4 月 24 日 ,
https://www.gob.pe/institucion/midis/normas-legales/484313-001-2020-midis-vmpes
35 澳洲國家性侵害, 家庭暴力諮詢服務 https://www.1800respect.org.au/accessibility/ ; 英國冠狀病毒病(2019 冠狀病毒):家暴受害者援助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vid-19-and-domestic-abuse/coronavirus-covid-19-support-for-victims-of-domesticabuse#disability-specialist-services
36 國際刑事改革, 2020 年全球監獄趨勢 https://cdn.penalreform.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Global-Prison-Trends-2020-Penal-ReformInternational.pdf
37 指南: 冠狀病毒病(2019 冠狀病毒)以及監獄 https://www.gov.uk/guidance/coronavirus-covid-19-and-prisons
38 https://www.prisonpolicy.org/virus/virusresponse.html
39 哥倫比亞 Decreto legislativo 546, 14 April 2020, at
https://dapre.presidencia.gov.co/normativa/normativa/DECRETO%20546%20DEL%2014%20DE%20ABRIL%20DE%202020.pdf
40 阿根廷, 國家最高法院, Acordada 10/2020, 以及補充法規,聯邦刑事上訴法院 Acordada 9/2020, at https://cnpt.gob.ar/wpcontent/uploads/2020/04/Acordada-9.20-CFCP.pdf
41 巴西, 國家司法委員會, 建議 62, 2020 年 3 月 17 日 https://www.cnj.jus.br/wp-content/uploads/2020/03/62-Recomenda%C3%A7%C3%A3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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