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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狀病毒病與殘疾人士的權利:指南 
 

1.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於殘疾人士的健康權利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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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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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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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殘疾人士受教育的權利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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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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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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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hchr.org/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isability-and-work/WCMS_74128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isability-and-work/WCMS_741287/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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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Ressource.action;jsessionid=dd5vZXh8uPFDr9jr9AF0cWyLyVe__X3Q98ZUnjnkP0mkMYrSRmJT!-1463413688?id=56029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
https://www.unicef.nl/files/INT_CRC_STA_9095_E.pdf
https://www.unicef.nl/files/INT_CRC_STA_9095_E.pdf
https://www.unicef.nl/fi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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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nicef.org/disabilities/files/COVID-19_response_considerations_for_people_with_disabilities_190320.pdf
https://en.unesco.org/covid19


www.ohc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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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見 http://www.sanita.sm/on-line/home/bioetica/comitato-sammarinese-di-bioetica/documents-in-english/documento2116023.htm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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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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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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