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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自31.8.2008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別行
政區生效。

 《公約》的宗旨：

 促進、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士充分和

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

 促進對殘疾人士固有尊嚴的尊重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主要條文

《公約》的正文由序言和50項條文組成

序言 制訂《公約》的原因和理據

第1至9條 概述《公約》的整體原則

第10至30條 包括殘疾人士的各項權利，例如家
庭、教育和就業的權利等

第31至40條 關於《公約》的實施和監測

第41至50條 涵蓋生效程序等技術性條款



第9條－無障礙
Article 9: Accessibility

 應該採取適當措施，為殘疾人士建設無障礙環境，確保

他們可以自由進出所有建築物、使用公共交通、資訊和

通訊科技、公共服務和其他設施，使殘疾人士能夠獨立

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

 措施應適用於：(1) 建築、道路、交通和其他室內外設

施，包括學校、住房、醫療設施和工作場所 (2) 信息、

通信和其他服務，包括電子服務和應急服務



落實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政策和計劃

政策局／部門

制定政策及推行計劃 充分考慮
《公約》的規定

認真檢討所負責範疇的政策和措
施，包括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
的生活環境，並在有需要時採取
適當措施確保遵守《公約》的規
定。



各政策局和部門的義務

 應充分了解《公約》的規定和精神

 協力建設無障礙的環境

 提供平等機會予殘疾人士充分參與社會各個
層面的活動

 鼓勵社會大眾尊重殘疾人士的固有尊嚴和權
利

共建和諧、共融和關愛的社會



推動無障礙環境的整體政策

 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生活環境，讓他們與其

他人一樣，在平等的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處

所、使用交通和通訊，協助他們獨立生活和充

分參與社會的各項活動，融入社群。

 繼續建設和改善無障礙環境，以落實聯合國

《殘疾人權利公約》下有關無障礙通道、設施

和服務的規定。



推動無障礙環境的法例和行政措施

相關法例

1. 《殘疾歧視條例》(第487章) 

2. 《建築物(規劃)規例》(第123F章)下的
《設計手冊2008》

現行的行政措施

1. 新建處所和設施

2. 現有處所和設施



《平機會報告》的背景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於2007年展開正式

調查，審視落實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環

境的進度，特別是在公眾可進出的處所提

供無障礙通道及設施的進度

就香港房屋協會、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委員會及八個政府部門所擁有或
管理的60個公眾可進出的處所，進行
無障礙通道／設施審核



《平機會報告》

 《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

查報告》 (《平機會報告》) 於2010年6月7日發

表

 就改善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的無障礙通道、與附

近環境的連接和融合，以及方便使用者的管理

方法提出了23項建議



政府就《平機會報告》的回應

經改善的行政措施

1. 改善工程

2. 委任無障礙統籌經理和無障礙主任

3. 加強統籌機制

4. 諮詢持分者



改善工程

 為統籌政府對《平機會報告》的回應和跟進
行動，勞工及福利局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由19個政府相關部門的代表組成

檢視平機會所審核的政府和房委會處所

檢視政府部門和房委會轄下約3 900個市

民經常到訪的處所和設施



改善工程

 運輸署、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亦研究
切實可行的方法以提升轄下設施的無障礙
通道

158個公共交通交匯處／ 小巴總站

611條行人天橋／行人隧道

187處的公眾碼頭／登岸台階及道路



政府處所／設施的改善工程計劃

30.6.2012前完成 3 306個 (85.1%)

30.6.2014前完成 386個 (9.9%)

(因應其使用量、有關改善工程的規
模、大型翻新計劃、運作需要、技術
限制等考慮因素)

不適用 193個 (5%)

(不建議進行改善工程，因為這些場
地即將停用或拆卸，或存在難以解決

的技術限制)



政府處所／設施的改善工程－持續措施

 雖然改善工程計劃已涵蓋市民經常到訪的
政府處所及綜合大樓的公共設施，各政策
局和部門仍可在有需要時，根據小型工程
項目的現行機制，繼續向建築署提出為其
他政府辦公室進行改善工程的要求。



路政署的加建無障礙設施計劃

 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為未設有升降機或
斜道，或附近沒有地面行人過路處的公共
行人天橋∕隧道加建該等設施

 22條行人天橋∕隧道的加建工程已經完成

 45條的工程將分階段在2016年前完成

 餘下160條正展開勘查研究，以期於2016-

17年度完成大部分工程，餘下項目則會在
翌年竣工



房屋署的改善工程計劃

30.6.2012前完成 大部份工程

30.6.2014前完成 部份工程

2016-17年完成 小部份工程

(配合更換升降機計劃)

 在155個公共租住屋邨(包括43個由房署管理

的公共交通交匯處)、23個商場及119個停車

場進行改善工程



各政策局和部門的配合

委任一名無障礙
統籌經理，以統
籌局內或部門內
的無障礙事宜

每個場地亦需委任
一名無障礙主任，
負責管理場地有關
無障礙事宜的工作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職責 (1)

1. 集中統籌局內或部門內的無障礙事宜；

2. 統籌及處理局內或部門內的無障礙事宜及委任
無障礙主任；

3. 統籌合適的訓練和指導，以提高部門無障礙主

任及場地人員對無障礙事宜的意識；

4. 統籌部門內有關無障礙服務及設施方面的政策

和指引；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職責 (2)

5. 統籌與持份者的溝通，以檢視局或部門屬下的

物業內需要改善的地方；

6. 監察部門改善場地無障礙設施翻新工程的實施

情況，並向專責小組匯報，以便專責小組定期

向政務司司長綜合報告有關翻新工程的進度；

7. 應專責小組的要求，統籌部門的跟進行動；以

及

8. 處理公眾就部門的無障礙事宜所作的的查詢及

投訴。



無障礙主任的職責 (1)

1. 進行定期審核檢查，並在有需要時適時採取跟
進行動，以確保場地提供適當的無障礙設施，

以及有關通道未有被不當地改動或阻塞；

2. 協助殘疾人士進出場地和使用當中的服務和設

施；

3. 擔任有關場地在無障礙事宜方面的前線聯絡人；

4. 就如何在有關場地改善無障礙通道及協助殘疾
人士，向部門無障礙統籌經理提出建議；



無障礙主任的職責 (2)

5. 向殘疾人士提供有關場地無障礙設施的資料，

例如透過網站發放有關資料，及／或在有關

場地展示適當告示；

6. 定期檢討殘疾人士如何從該場地緊急疏散的

運作方式和程序；

7. 處理公眾就場地的無障礙事宜所作查詢及投

訴；以及

8. 向場地員工提供適當指引，並加強他們對無

障礙事宜的意識。



加強統籌機制

 根據沿用機制，繼續積極與有關部門／機構，
統籌跨部門工程項目

 引入「設施為本」的原則 (Facility-based 

Approach)

 負責部門在工程的不同階段，加強與有關部門
／機構的協調

 確保場地內與連接附近運輸系統的道路，均有
無障礙通道和設施

 制定部門指引和守則，列明統籌機制和定期檢
討有關安排



諮詢持分者

 與主要持分者（包括殘疾人士團體）保持有

效的溝通，以確保無障礙設施切合服務使用

者的需要

 康復諮詢委員會無障礙小組委員會

 部門指引和守則應列明有關的諮詢安排



殘疾類別

•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 自閉症

• 聽障

• 智障

• 精神病

• 肢體傷殘

• 特殊學習困難

• 言語障礙

• 器官殘障

• 視障

根據2007年《香港康復計劃方案》，需要康
復服務的殘疾類別包括：



無障礙設施



無
障
礙
設
施







無障礙設施－其他例子

1. 提供手語翻譯 (方便聽障人士)

2. 設置資訊顯示系統 (方便聽障人士)

3. 影片／表演附 語音旁述 (方便視障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