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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

認識肢體傷殘
肢體傷殘人士

主要輔助工具

協助肢體傷殘

人士注意事項

無障礙場地及

設施



傷健 = 傷殘人士 + 健全人士
PHAB = Physically Handicapped + Able-Bodied

象徵兩者間無分彼此、共同參與的意思

1972年成立，至今有46年歷史
致力推廣「傷健共融」的理念，務求使不同年紀的傷殘及健全
人士，都能夠在無障礙環境下，並肩參與各項社交、康樂、文
化、藝術、體育、個人發展活動及就業，並從中增進兩者間之
互動和互助，締造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



認識肢體傷殘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2007》

任何人士

 如因骨骼、肌骨骼或神經器官殘障
 並主要損及運動機能
 以致某方面或多方面的日常活動受到妨礙或
限制，皆可視為「肢體傷殘人士」



認識肢體傷殘

澳門《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登記及發證制度》

 6個類別：肢體、視力、聽力、言語、精神、智力
 4級輕、中、重及極重進行殘疾評定
 《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等多個國際性標準



認識肢體傷殘

持有效殘疾評估登記證各類別累計人數（2018.06.30 數據）



777

肢體傷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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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移動

體力勞動

動作協調

迅速反應

溝通理解

認知能力

肢體傷殘人士可能的限制



肢體傷殘人士的重要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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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傷殘人士的重要輔助工具



認識手動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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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肢體傷殘人士的注意事項

圖片來源：USAID



協助肢體傷殘人士的注意事項

 請先詢問他們是否需要協助，除非生死攸關
不要假設所有傷殘人士都需要別人幫忙

 可詢問他們協助的方法
傷殘人士才是自己身體的專家

 不要隨便觸碰他們的身體或復康工具，除非生死
攸關
除卻禮貌問題，肢體傷殘人士的身體有時候會有
不同的反射作用或其他特殊情況，而復康工具也
許亦有其特別功能



協助肢體傷殘人士的注意事項

 如有必要使用他們的工具或儀器，而又無法詢問他們，
請盡量找尋工具上的指示

 如要將他們搬離輪椅，請留意有否連著維生儀器
 有需要可問問他們，身體有否部位的感覺較弱
例如你要檢查他們有否受傷時

 盡量不要將他們與其照顧者分開
照顧者除有助溝通和安撫情緒外，亦比你清楚他們的
需要

 同樣，不要將他們與其復康工具分開
 一般使用手杖者，不必扶助他們，尤其上落樓梯時。
如樓梯沒有扶手，則可站於其較弱一邊紿予協助



協助肢體傷殘人士的注意事項

 如非必要，請勿搬動電
輪椅
電輪椅剩重普遍都超過
300磅
如要搬動電輪椅，請以
車架為使力點，切勿只
抓住扶手或腳踏

 許多電輪椅都可以轉為
手動模式，切換掣通常
在左右兩邊



協助過程中較為需要留意的肢障類別

腦麻痺
 幼年期腦部因意外或疾
病受損，導致某些功能
缺失

 頗大機會智力受損
 頗大機會影響語言能力
，但與智力受損無必然
關係

 行動能力差距大，如低張型會全身無力，如痙攣型
或徐動型，可能需要使用輪椅，亦可能不用任何輔
助工具

圖片來源：Forest Farm



協助過程中較為需要留意的肢障類別

腦麻痺
 若情緒緊張或受驚，肌
肉痙攣會更嚴重，可先
安撫情緒讓其放鬆

 若下身僵直者，應先
屈曲其膝部及髖關節，
以方便扶抱

 若為徐動型患者，由於
四肢有不規則動作，扶
抱時可視情況抓緊其四
肢，以免其受傷

圖片來源：親子天下



協助過程中較為需要留意的肢障類別

肌肉萎縮症
 多種疾病統稱，多為遺
傳性

 中樞神經細胞出現毛病
或肌肉本身缺乏某種蛋
白質，引致肌肉功能消
失，逐漸呈現肌肉無力
抽搐、顫抖、退化和萎
縮等現象，嚴重者會出現吞嚥困難，咳嗽和呼吸
功能衰退

圖片來源：The Guardian



協助過程中較為需要留意的肢障類別

肌肉萎縮症
 缺乏肌力保護關節，扶
抱時應緊抱他們的身體
，並留意頭部及四肢的
位置，以免其受傷甚至
脫臼

圖片來源：香港01



協助過程中較為需要留意的肢障類別

成骨不全症（玻璃骨）
 遺傳性疾病
 第一型膠原纖維病變，造
成骨骼強度與耐受力較弱
，進而導致脆弱骨折

 如非必要，不宜觸碰
 避免施力於長骨及肋骨
 扶抱或轉位時宜以腳步移動代替身體旋轉

圖片來源：新華網



扶抱轉移

 基本原則

 單人扶抱注意事項

 從床到椅的扶抱轉移技巧



扶抱轉移

 向案主解釋將進行程序，確定案主已明白並鼓勵參與
 按案主情況作及環境作好轉移計劃
 盡量將椅子/輪椅移向案主健側，角度越少越好
 移開轉移範圍之障礙物
 照顧員面向案主而立，雙腳分開，屈膝，將重心放下
 照顧員曲膝，雙手穿過案主腋下，雙手抱著長者肩膀
 照顧員夾著案主雙膝或採弓箭步穩住案主
 案主雙手扶著照顧員手臂/按牀/按椅
 打數一、二、三
 保持腰部伸直，伸直膝關節並拉起案主
 慢慢轉身，後腳尖轉移時轉至指向輪椅
 確定案主雙腳已觸碰椅邊才讓案主慢慢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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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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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道

坡度不得超過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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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bbc.coml

圖片來源：pinterrest.coml

圖片來源：smosh.co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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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斜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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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Dear North Tyneside Council

圖片來源：身心障礙聯盟

下斜路緣



其他須留意的狀況

 原本合規格的無障礙設施
可能因災情而破壞，令傷
殘人士未能到達安全位置
，建議預留“後備路線”

 所有的指示牌，包括需扶
助人士集合點和避險中心
內，應盡量以簡單清晰圖
案顯示

 場地的無障礙出入口須清晰標示
 場地內的臨時設施不應對傷殘人士行動構成障礙
例如通道預留1200毫米或以上

圖片來源：Pacific Standard



其他須留意的狀況

 災前災後的公共交通路線
可能改道，須確保資訊可
讓不同類型傷殘人士掌握

 預備一定數量的輪椅及復
康工具，以防傷殘人士本
身的工具損壞以作臨時替
換

 預備“溝通簿”，有助與
未能言語表達的傷殘人士
溝通。

圖片來源：Pacific Standard



小結

傷殘人士最懂得自己的身體，
最明白自己的需要，

不要事先假設，多點了解溝通，
請記得，在殘疾以外，
他們都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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