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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殘疾人士的特殊生活需要，素為社會人士所關注，對社會福利界尤然。 

 

自 2019 年初以來，新冠疫情影響全世界，香港豈能置身事外！這疫情對各地的經濟、

就業、人們的生活習慣與模式、個人的健康及醫療服務的使用等等，都帶來極大的負

面影響。而這些影響，對殘疾人士而言，更肯定是雪上加霜。 

 

現我欣悉由兩位服務殘疾人士多年的葉湛溪先生及有 30 多年社工經驗的趙立基先生所

領導之非營利組織─香港復康力量，為了解殘疾人士於疫情下所面對的困難和需要，

正剛好完成一份「2019 新冠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影響調查」，這實是切合時宜、不可或

缺的事。 

 

此一項不可多得的調查，不單讓讀者了解受訪者在疫下香港的防疫、就業、經濟、醫

療使用及他們身體及精神情況，也就上述各方面所帶出的問題和負面影響，提出多項

相應的解決辦法，以助殘疾人士較容易地去應付日常的生活。 

 

總的來說，要助殘疾人士在疫情下繼續有尊嚴地生活下去，除需要個別輔助相關人士，

令其自強不息外，還須各福利機構與工商百業互相體諒與協作，携手並肩和雪中送炭，

在不同層面上去協助殘疾人士；而政府各部門更應扮演主導角色，彈性地實施有效政

策和措施，去協助解決本地殘疾人士日常生活之所需。 

 

牛年伊始，願今次的調查報告能帶給社會各界和政府對殘疾人士在新冠疫情下生活的

一些新啓示，讓殘疾人士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得以解決、讓他活得更具意義與舒暢! 

 

 

                                          黎志棠 BBS, MH 

                                          2021 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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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撮要 

 
新冠疫情如何影響殘疾人士？ 

 

摘要 

新冠疫情影響了社會各人的生活，對殘疾人士的影響，如在經濟、醫療、身心健康、

防疫物資及就業等方面，更是雪上加霜。 

 

香港復康力量進行了一項有關 2019 新冠疫情對殘疾人士生活影響的調查。是次調查透

過網上問卷及電話訪問形式，於 2020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17 日期間，接觸了 508 位 18

歲以上的殘疾人士，並成功訪問 234 人。 

 

調查發現有一半受訪者在疫情下支出增加，他們的額外花費除用於購買防疫用品和家

居消毒用品外，同時會增加購買外賣次數和額外食物儲糧來避免外出，減低感染機會。

同時，調查顯示近三成受訪者在疫情期間失業。在受訪的在職殘疾人士中，亦有三成

因疫情而被減薪及削減工時。 

  

除了面對經濟負擔，調查結果顯示四成受訪者在獲取防疫物資時感到困難，尤當社會

上物資短缺時情況則更形嚴峻。疫情持續擴散下，有三成半受訪者因政府門診或相關

醫療服務受影響而延期覆診。 

  

在政府規限的社交距離措施下，有五成半受訪者表示疫情期間欠缺社交網絡支援和難

以獲取地區資源，同時亦影響了他們的精神健康。 

 

建議 

是次報告向政府提出了幾項建議，包括優先為需要緊急醫療服務的殘疾人士提供支援，

以及視像醫療求診服務，以定期檢查在家殘疾人士的健康狀況。 

 

報告促請政府為殘疾人士發放特別防疫津貼或放寬津貼申請門檻，確保他們經濟方面

受到保障。此外，報告亦建議政府規定公私營企業向殘疾人士預留就業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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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How might Covid-19 pandemic affec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verview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disrupted many aspects of our daily lives, but its impacts are especially 

acute for people living with disabilities, who may struggle with challenges like financial burden, 

medical car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unemployment. 

 

HKRP conducted a survey which provided an assessment of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

19 on Hong Ko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t was conducted through online survey and phone 

interview of 508 disabled aged over 18 between 26 Aug and 17 Sept 2020. In total, 234 responses 

were received. 

 

The survey found that 50% of respondents increased expenditure amid Covid-19 pandemic, they 

spent money not only on facemask, disinfectant handrub and cleaning supplies, but also takeaway 

and foods for storag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hance of going out. Meanwhile, 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about 30% of respondents are unemployed. Among those respondents who had been working, 

30% of them suffered salary and working hours cu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ther than financial burden, the survey showed that 40% of respondents found it harder to access 

epidemic prevention supplies which could become even more challenging as resources became 

scarce. As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data is critical to informing 36% of respondents were not 

easy to get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due to the Hospital Authority’s prevention guidance.  

 

Under the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55% of respondents 

expressed that the pandemic harmed their mental health because they had less access to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and supportive social networks. 

 

Recommendation 

The survey put forward certain recommendations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cluding 

prioritizing suppor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urgent need of medical care and providing tele-

health services where appropriate to facilitate health monitoring in their home. 

 

It also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financial allowances and subsidies to ensure the financial 

security of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by introducing simple and transparent procedures. Also, it suggests 

government guaranteeing a certain employment quota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civil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that cover social enterpri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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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我們去了解不同弱勢群體的需要時，除了從他們本身出發，也要從個人和社會體系

的相互關係（Interplay）中作出分析，例如：社會組織、架構及政策等。因為從不同角

度去看，才可以令一些更微細的社會問題及情況清楚地呈現出來。有兩個概念，三重

危險（Triple Jeopardy）及制度性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 Racism）可以擴闊我們的視野，

令我們更加了解社會問題的成因及影響。 

三重危險（Triple Jeopardy）指出，一些弱勢社群在面對困難（Disadvantage）時，往往

不只是面對單一的困難，而是同時間面對多種困難（Multiple Disadvantages）。這種情

況是源自於這些弱勢社群需要同時間面對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例如：貧窮（Poverty）、

歧視（Discrimination）、不平等（Inequality）及制度政策缺失等。就像在一些發展中的

國家，女性因面對性別歧視及文化定型（Cultural Stereotype），她們無法接受正規教育，

只能照顧家庭。就因為她們在面對不同困難（Multiple Disadvantages），使她們比男性

更難脫貧和在社會階梯上爬升（Astbury J & Walji F, 2013）。 

另一是制度性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 Racism），是指向某一些歧視並不是明顯的，卻是

暗地裡藏於社會上的現存制度和系統中，例如：教育、主流思維、法律及就業等等。

這些社會制度雖然表面公平公正，卻暗藏某一些措施或思維對某一些社群產生不便甚

至歧視。就如美英等國普遍潛藏著白人至上的思潮，這不但引致不同種族間有不同程

度的仇恨，更引致有色人種在接受社會服務、教育及醫療上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有不

少在英國進行的服務調查，均發現華人及非洲族裔普遍較少使用社會及醫療服務，其

中原因不是他們沒有這方面需要，乃由於言語上的障礙，使他們難於接觸適切的服務。

加上某些服務設計以白人為主，並不適合少數族群，促使他們雖然有服務的需要，卻

不欲尋求適切服務，令社會誤以為他們沒有相關服務需求（Runnymede Trust, 1986; 

Rooney, 1988 & Chiu, 1993）。 

新冠肺炎疫症自 2019 年爆發以來，蔓延至全球各地。香港 2020 年 1 月 21 日出現首宗

確診個案，截止 9 月為止，已錄得超過 5,000 宗確診個案，經歷三波疫情爆發，此次疫

情對香港及至全世界無論在經濟、民生及社會，均有嚴重打擊，市民都必須面對經濟、

就業及醫療等問題，生活出行也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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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力量以服務殘疾人士為己任，更加關注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影響。其實在疫情

前，殘疾人士就業率已普遍很低，不少殘疾人士因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墮入福利網中，

過著倚賴別人的生活。根據《2013 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本港殘疾人士的

貧窮率高達 45.3%，比整體貧窮率 19.9%高出一倍。他們貧窮的主因是沒有工作，以至

需依靠社會保障援助，他們失業率亦較一般人高出約 50%。 

在 2019 年初，當疫情在香港爆發，不少會員向我們尋求協助，特別在缺乏防疫用品、

對自身經濟的擔憂及就業困難等等。雖然本會自 2 月至 7 月期間依然緊守崗位，向殘疾

人士提供服務，並派發多於十萬個防護口罩、舉辦網上講座及進行電話慰問等等。但

我們深感在這世紀疫情下，殘疾人士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將比別人難上加難。加上疫

情期間，由政府資助的綜合職業復康服務中心、其他日間中心和家居上門服務暫停，

殘疾人士的生活及就業支援更受到莫大衝擊。有見及此，本會在 2020 年 8 月至 9 月進

行了《2019 新冠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影響調查》，旨在探討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影響，並

就調查結果提出建議。期盼這一次由同事胼手胝足，在極短時間內推行的調查，能夠

使更多社會人士了解殘疾人士的情況，並發揮香港市民同舟共濟的精神共同抗疫。 

 

 

葉湛溪     趙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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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調查及抽樣方法 

1.1 目的 

透過是次調查了解受訪殘疾人士於疫情下所面對的困難及需要，包括：  

 經濟情況； 

 使用醫療服務情況； 

 身體及情緒情況 

 防疫情況； 

 工作及求職情況；  

1.2 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為 18 歲以上的殘疾人士，是次調查接觸人數為 508 人，並成功訪問了 234

人。 

1.3 調查方法 

於 2020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17 日期間進行問卷調查（見附件），透過電話及網上問

卷的方式，收集受訪者意見後，有關數據利用電腦軟件系統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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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調查結果 

2.1 調查問題 1–32 

1.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你的整體支出變化為？（回應人數：234 人） 

近一半受訪者在疫情下支出增加，近兩成支出減少，約三成人支出維持不變。 

 

2. （增加）承上題，如果整體支出有改變，請回答增加的百分比（回應人數：115

人） 

開支增加的受訪者中，有三成半受訪者開支增加 1 - 25%；兩成受訪者開支增加 26 - 

50%；另有兩成受訪者開支增加超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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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少）承上題，如果整體支出有改變，請回答減少的百分比（回應人數：42 人） 

開支減少的受訪者中，接近三成整體支出減少 1–25%，四成受訪者整體支出減少 

26 – 50%；接近一成受訪者整體支出減少 50%以上。 

 

3. 你在哪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 （可選多項）（回應人數：116 人） 

開支增加的受訪者中，有八成半表示開支增加用於購買防疫用品；四成是飲食開支

及日常用品開支。受訪者表示開支增加是由於防疫用品使用量大幅增加、外賣次數

上升、增加食物儲糧和購買家庭消毒用品等。 

 



《2019 新冠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影響調查報告》 

11 

3. 你在哪方面的支出有所減少？（可選多項）（回應人數：42 人） 

開支減少的受訪者中，有七成人表示交通及飲食開支減少。 

 

 

 

4. 在新冠疫情影響下，除了政府早前派發的一萬元外，你有否成功申請或領取其他資

助？（回應人數：234 人） 

除了香港政府一萬元的現金發放外，近九成八受訪者表示沒有成功領取其他資助；

234 名受訪者當中僅有 5 名受訪者領取抗疫相關資金援助，例如建造業註冊工人防疫

基金、 防疫抗疫基金、及時雨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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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你一星期外出的次數有否改變？（回應人數：234 人） 

超過七成受訪者在疫情期間減少外出次數；兩成受訪者沒有改變；其餘人則有增加

外出次數。 

 

 

 

 

6. 承上題，如外出次數等有改變，原因是？（可選多項）（回應人數：182 人） 

外出次數改變的受訪者中，超過八成人表示因擔心外出會增加感染風險，四成半受

訪者表示受限聚令影響而減少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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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疫情下，你所使用由政府資助的綜合職業復康服務中心或其他日間中心和家居上

門服務的服務有否暫停？（回應人數：234 人） 

近一半受訪者所使用由政府資助的綜合職業復康服務中心，或其他日間中心和家居

上門服務的服務有因疫情而暫停，另有四成受訪者沒有使用任何政府資助服務。 

 

 

7i. 承上題，在疫情下，你所使用由政府資助的服務為？（回應人數：108 人） 

社會服務受疫情影響暫停的受訪者中，過半數受訪者使用輔助就業服務及殘疾人士

在職培訓服務；另有三成受訪者使用家居上門服務；接近兩成受訪者使用其他日間

中心服務。 

 



《2019 新冠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影響調查報告》 

14 

8. 在疫情前，你有否正在接受政府門診的治療？（回應人數：234 人） 

八成受訪者有接受政府門診治療；另外一成多受訪者沒有接受政府門診治療。大部

分受訪者接受的門診為專科門診；其他則是職業或物理治療；有小部分使用中醫門

診治療。  

 

 

9. 如在疫情前有接受政府門診的治療，在疫情下，你有否繼續接受原有的政府門診？ 

（回應人數：195 人） 

正在接受政府門診治療的受訪者當中，八成人在疫情下繼續接受政府門診治療，其

餘兩成人則在疫情下沒有繼續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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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疫情下，原有的政府門診治療有延期嗎？（回應人數：195 人） 

超過五成受訪者的政府門診服務沒有延期，另有約四成受訪者表示原有的政府門診

治療有延期。 

 

 

 

11. 在疫情下，原有的專科門診治療受到延期。由原定需要覆診的日期，延期了多久？

（回應人數：84 人） 

專科門診治療需延期的受訪者中，超過七成人的治療需延期 1-6 個月；接近三成人

需延期 7-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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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上題，如有，原有的專科治療延期的原因是？（可多選） （回應人數：84 人） 

專科門診治療需延期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人擔心覆診時增加感染風險自行致電

改期；四成人由門診致電通知覆診改期。 

 

 

 

13. 在疫情下，有否影響您的身體狀況？（回應人數：234 人） 

過半數受訪者表示疫情有影響身體狀況，另外近半數受訪者表示疫情沒有影響身體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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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 承上題，疫情下令您的身體出現了什麼狀況？（回應人數：119 人） 

身體狀況受影響的受訪者中，四成半人表示活動量減少；接近四成體重改變；其

他出現皮膚敏感及氣促等狀況。 

 

 

 

 

14. 在疫情下，有否影響您的情緒？（回應人數：234 人） 

超過五成受訪者表示疫情下增加了負面情緒，另有四成半受訪者表示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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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上題，這些增加正面/負面情緒，有為您帶來困擾嗎？（回應人數：132 人） 

受疫情影響情緒的受訪者中，當中近三成半人表示增加的情緒為自身帶來嚴重困

擾；接近一半受訪者表示困擾；兩成受訪者受到輕微困擾。 

 

 

 

16. 您有沒有經常出現欠缺防疫物資？ （回應人數：234 人） 

近四成受訪者經常出現欠缺防疫物資的情況；六成受訪者沒有經常欠缺防疫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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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現時擁有的防疫物資足夠您使用多長時間？（回應人數：234 人） 

三成半受訪者的防疫物資短缺，不足一個月存量，當中有 7 ％受訪者不足一星期使

用量；防疫物資能使用三個月以上的受訪者不足三成。 

 

 

18. 您獲取   /   添置防疫物資的最大困難是 ？（回應人數：169 人） 

三成半受訪者表示欠缺足夠金錢購買防疫物資；一成人欠缺購買渠道；另外有一成

人表示同時欠缺足夠金錢和購買渠道；接近四成受訪者表示沒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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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除政府派發的口罩外，您有否從社福或地區機構獲取過防疫物資 ？ 

（回應人數：234 人） 

接近九成受訪者有接受社福機構或地區組織派發的防疫物資；其餘受訪者不需要或

無法領取防疫物資。 

 

 

20. 您最欠缺的防疫物資是甚麼 ？（回應人數：234 人） 

近一半受訪者最欠缺口罩；消毒濕紙巾及家居消毒用品則佔兩成半及兩成；其餘酒

精搓手液、手套及眼/面罩不足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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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您現在的工作狀況是？（回應人數：234 人） 

受訪者中有三成現正待業；兩成人正公開就業；餘下為在學或退休人士。 

 

 

 

 

22. 您待業中的原因是？（回應人數：71 人） 

現正待業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人一直無法尋得工作，兩成人在疫情下不想工作；

一成人因身體狀況欠佳無法工作；有少部份受訪者在疫情下被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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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疫情下，現時您的工作正處於哪個情況？（回應人數：50 人） 

現正公開就業的受訪者中，有六成人的工作在疫情下無受影響；減薪、無薪假期及

削減工時合共佔三成人。 

 

 

 

24. 您的職業（或上一份工作的職業）為？（回應人數：125 人） 

現正待業或公開就業的受訪者中，近四成人職業為文書支援人員；兩成非技術工

人；另有近一成半為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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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您在疫情期間，有否嘗試求職或轉工？ （回應人數：71 人） 

待業的受訪者中，近六成半人表示在疫情期間並沒有嘗試求職；另三成半表示有

嘗試。 

 

 

 

26. 在疫情下，您曾透過以下哪（些）途徑尋找工作？（可多選項）（回應人數：35

人） 

現正待業或公開就業，並曾嘗試求職的受訪者中，近三成人表示會透過求職網站尋

找工作，另亦有兩成半受訪者會透過勞工處協助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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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您認為求職或轉工需要什麼技能？ （可多選項） （回應人數：34 人） 

正待業或公開就業，並曾嘗試求職的受訪者中，近四成受訪者認為求職或轉工需要

具備求職準備及面試技能，另有三成受訪者則認為需要懂得使用電腦軟件。 

 

 

 

28. 您在尋找工作時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可多選項） （回應人數：34 人） 

正待業或公開就業，並曾嘗試求職的受訪者中，認為欠缺工作技能及經驗、工作期

望有落差是主要的求職困難，各佔兩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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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以您現時收入情況，您預計自己的儲蓄足以應付多少個月的日常開支呢？  

（回應人數：125 人） 

現正待業或公開就業的受訪者中，有一成半受訪者有穩定收入；有近三成受訪者目

前經濟狀態僅能維持不足三個月的經濟開支，當中有一成受訪者儲蓄只能維持一個

月生活；另外則有兩成受訪者能夠維持四個月至一年生活；其餘則表示不願透露及

無法估算。 

 

 

30. 在疫情期間，當面對健康、經濟、生活各類問題，您認為殘疾人士可以怎樣自助互

助？ （可多選項） （回應人數：234 人） 

近七成受訪者認為互相致電關心最能在疫情下自助互助，另外相互交流資訊和分享

物資也能協助度過疫情，分別佔三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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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疫情期間，有哪些社會服務是您需要但未獲提供？ （可多選項）   

（回應人數：234 人） 

最多受訪者需要家居清潔服務但未獲提供，佔整體兩成人；另外防疫物資及資訊、

經濟援助則各有一成半人認為最有需要但未獲得提供；有四成人表示暫時沒有服務

需要。 

 

 

32. 您希望本會能提供哪方面支援？ （可多選項） 

（回應人數：234 人） 

近一半受訪者表示本會可多提供防疫物資，另有約三成人希望本會能提供興趣及康

樂小組，和日常用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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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受訪者背景資料 

年齡 （回應人數：234 人） 

四成受訪者年齡於 51-64 歲之間、兩成受訪者為 65 歲或以上、其他則有一成半為 41-50

歲、超過一成為 31-40 歲及不足一成為 21-30 歲。 

 

 

性別 （回應人數：234 人） 

六成受訪者為女性、其餘受訪者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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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類別（可選多項）（回應人數：234 人） 

六成受訪者為肢體傷殘人士，另有近三成有長期病患或器官殘障，兩成是精神病康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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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調查分析 

3.1 經濟情況 

有近一半受訪者表示開支增加，當中的八成半受訪者表示開支增加是因為購買防疫

用品；四成是飲食及日常用品開支。受訪者表示防疫用品使用量大幅增加，同時購

買外賣次數上升、需增加食物儲糧和購買家庭消毒用品等原因，使整體開支增加。 

除了政府發放的一萬元現金外，超過九成受訪者沒有領取其他資助，反映某程度上

社會的資助項目申請條件未能符合殘疾人士需要或申請門檻過高，大部份殘疾人士

在疫情下生活困難，但未能夠受惠於社會資助項目。  

調查發現不足兩成殘疾人士具備穩定收入，當中有部份受訪者領取綜援，依靠綜援

及傷殘津貼維持生活開支。近三成受訪者目前的儲蓄僅僅能夠維持三個月生活費，

反映社會上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嚴重。面對經濟困境，加上突如其來的疫症，生活

開支大大增加，導致殘疾人士的生活重擔雪上加霜。 

3.2 使用醫療服務狀况 

疫情下有八成受訪者繼續接受原有的政府門診治療，當中超過四成受訪者的原有門

診治療延期；另外超過一半受訪者擔心覆診時增加感染風險而自行致電改期；四成

受訪者則由門診致電通知覆診改期。 

防疫物資短缺導致殘疾人士於求診時風險增加，過半數受訪者選擇自行改期，減低

感染機會。對於部份殘疾人士需要定期覆診檢視情況的殘疾人士，面對專科門診服

務延期，他們的醫療需要只能維持補配藥物，無法檢視身體狀況，以上情況反映殘

疾人士的醫療需要因疫情受到影響。  

3.3 身體及精神狀況 

疫情下有一半受訪者表示身體狀況受到影響，主因是疫情下減少外出，而且日間中

心服務暫停，殘疾人士運動量大減，接近四成出現體重變更；同時因經常佩戴口

罩，容易出現皮膚敏感及氣促等狀況。 

另外，有五成半受訪者表示因疫情增加負面情緒，當中有八成人因負面情緒增加而

受到困擾，更有三成受訪者情緒受到嚴重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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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訪者表示自疫症爆發而來，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更甚者數星期足不出戶，以減

低外出時感染風險。在缺乏社交活動及情緒支援的情況下，疫情嚴重影響殘疾人士

的身體和精神健康。 

3.4 防疫物資情况 

近九成受訪者曾經從社福或地區機構領取防疫物資，但仍然有四成受訪者表示欠缺

防疫物資，反映有部分殘疾人士獲取防疫物資出現困難。同時地區或社福機構在是

次疫情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亦相當，提供支援予無法購買防疫物資的殘疾人士。因

疫情持續，地區或社福機構物資有限，大部份受訪者因經濟困境，加上缺乏購買資

訊渠道等因素，使他們難以獲取足夠的防疫物資，當中更有受訪者的物資不足一星

期使用量。 

3.5 工作及求職情況 

是次調查中，只有兩成多受訪者是在職人士，另有三成人待業。待業的受訪者中，

超過一半人長期無法成功就業。在職的受訪殘疾人士中，有三成人受疫情影響就業

狀況，包括減薪、削減工時、放無薪假等等。在疫情影響下，本來失業率偏高的殘

疾人士更難以覓得工作。在職的殘疾人士亦面臨疫情帶來的衝擊，賴以為生的工作

受到影響。 

另外，六成半受訪者在疫情期間並沒有嘗試求職或轉工，除了經濟環境轉差導致職

位空缺大減，受訪者亦因擔心感染風險而不欲求職。有受訪者透露即使有公司重新

營業後邀請他/她上班，但因家人阻止也使他/她無法工作最後選擇居家避疫，可見

疫情使受訪者求職意欲減低，影響殘疾人士工作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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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總結及建議 

 
新冠疫情對殘疾人士產生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從經濟層面上，一般生活開支增加，

導致他們的生活重擔雪上加霜。殘疾人士雖然仍可接受醫療服務，但因擔心受感染或

專科門診延期，他們只能維持補配藥物，部份因而無法按時覆診及檢查身體，使他們

日益擔心身體狀況。疫情下不少殘疾人士減少外出，加上日間中心服務暫停，使他們

的活動量大減，部份殘疾人士的體重因而受影響。同時，疫情也為不少殘疾人士帶來

負面情緒。雖然有不少福利機構均有派發防疫用品，但部份殘疾人士表示因缺乏資訊

和購買渠道，使他們難以獲取足夠的防疫物資，反映殘疾人士在獲取防疫物資面對困

難。殘疾人士一直面對就業困難，在疫情影響下，使他們尋找工作倍添難度，更打擊

了他們的就業動機。 

4.1 預留臨時職位及支援社企，解決殘疾人士在疫情下嚴重就業問題 

為了紓緩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就業影響和提升他們求職的意慾，政府早前宣佈將預留 60

億元以創造 30,000 個臨時職位。我們建議政府預留最少 2%配額聘請殘疾人士，協助殘

疾人士投入勞動市場，自力更生。 

另外，社會企業一直支援殘疾人士就業，並且積極聘請殘疾僱員，我們建議政府額外

資助社企營運，並且鼓勵社企增加聘請殘疾僱員，以鞏固及協助殘疾人士就業。  

長遠而言，我們希望政府能落實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立法規管具一定規模的企業預

留配額聘請殘疾人士，以增加他們獲聘機會，改善殘疾人士整體就業情況。  

4.2 放寬防疫基金申請門檻或發放津貼，紓緩殘疾人士在疫情下的經濟困境 

超過一半殘疾人士在疫情下因購買防疫物品而開支大增，又或因遭遇減薪或無薪假，

使經濟陷入困境。政府雖然曾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和額外一個月的綜援及傷殘津貼，

卻無法填補他們因疫情引致的額外開支。  

我們建議政府放寬防疫基金的申請門檻或額外多發放一至三個月的傷殘津貼，甚至提

供額外現金津貼予殘疾人士，協助他們在疫情下，解決日常生活需要的額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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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推動殘疾人士互助及發展社會資本，紓緩殘疾人士在疫情下的情緒困擾  

大部份受訪殘疾人士表示透過電話或短訊、分享資訊，彼此互相關心及幫助，有助紓

緩他們面對疫情下的情緒困擾。 

我們建議不同的殘疾人士自助組織團體發揮互相守望的精神，協助傷健社群建立不同

的網絡和平台，在逆境下推動傷健人士之間的溝通及彼此的支援。 

同時，我們鼓勵不同界別提供支援，如社企及商界公司可以提供防疫用品團購優惠，

讓殘疾人士減低生活開支。在疫情下，殘疾人士生活各方面均受到影響，互助精神更

能在逆境下發揮效用。  

4.4 提供線上醫療諮詢及送藥服務，處理殘疾人士疫情下醫療需要 

受疫情影響，大部份殘疾人士都難以外出接受醫療服務，除了擔心外出受到感染，亦

有醫療機構在疫情期間變更服務時間，使他們未能適時接受相應醫療服務。 

因此，我們建議醫療機構可暫時提供視像醫療諮詢服務，以解決殘疾人士的燃眉之

急。此外，醫療機構可考慮與非牟利團體或義工組織提供上門送藥服務，減少殘疾人

士外出風險同時提供必需藥物。 

4.5 提供線上健康及運動教育，改善殘疾人士在疫情下的身體狀況 

有一半殘疾人士因減少外出缺乏活動，影響了他們的健康，例如體重改變，甚至皮膚

敏感及氣促等狀況。 

我們建議非牟利機構或運動團體提供線上運動或健康教育，鼓勵殘疾人士多做運動，

以保持身體及精神健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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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工作團隊 

 
顧問： 

沃馮嬿婛女士 — 臨床顧問  

 

統籌： 

馮淑莊女士 — 培訓及就業經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研究員及工作小組： 

賴加俊先生 — 高級培訓及就業主任 

林卓廸先生 — 培訓及就業主任 （社工） 

朱家儀女士 — 培訓及就業主任 （輔導） 

 

訪問員： 

梁穎 女士 — 培訓及就業主任 

關佩怡女士 — 培訓及就業主任 

李坤霖先生 — 培訓及就業主任 

溫喜歡女士 — 高級培訓及就業助理 

陳家儀女士 — 實習學生 

王恩熙女士 — 實習學生 

郭子樂先生 — 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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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衷心感謝 234 位受訪者抽出寶貴的時間協助我們完成問卷調查，令我們可以透

過是次調查，更加明白殘疾人士在疫情下所面對的挑戰。他們提供的資料也能讓我們

構思更有效和適切的支援和服務。 

 

 

研究員及工作小組 

二零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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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問卷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影響調查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令香港特區政府資助的各項為殘疾及復康人土提供的服務如：綜

合職業復康服務中心、以及其他日間中心和家居上門服務等被迫暫緩。香港復康力量

進行是項調查，旨在探討有關措施對殘疾人士支援構成的影響和了解在疫情下殘疾人

士的需要，希望能透過所得資料，研究及建議如何加強疫情期間的服務支援。  

  

本次調查對象為 18 歲以上的殘疾人士，問卷共 33 題，可選擇自行填寫答案或由工作人

員以電話訪問形式進行。在答題過程中，請選擇最能描述您目前狀況的選項。這次參

與調查屬自願性質，您有權提出對調查的任何疑問，是項調查所得的資料，將會保密

並只限用於研究目的和個案跟進工作（適用於本會的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和輔助就

業計劃參加者）。除了用作個案跟進外，您的姓名將不會被記錄，亦不會出現在任何

調查報告中。在完成調查研究後，所有收集的問卷將會在一年內銷毀。  

 

如對是項調查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71 7000 或 3185 8200 向培訓就業部職員查詢。  

 

您是否已經明白是次調查的目的和同意回答以下的問卷？  

□ 我明白和同意  

 

1.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疫情前的定義：香港未有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個案），您

的整體支出變化為？  

□ 增加  

□ 減少  

□ 不變 （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4 題繼續作答）  

 

2. 承上題，如果整體支出有改變，請回答增加   /   減少的百份比：  

  

A） 增加：  B） 減少  

□+1 - 25％    □-1 - 25％  

□+26 - 50％    □- 26 - 50％  

   □+51 - 75％    □- 51 - 75％  

   □+76 - 100％    □- 76 - 100％  

   □+ 100％以上    □- 100％以上  

□無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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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上題，如支出增加      /   減少，您在哪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減少？（可選多項）  

  

A） 增加：  B） 減少  

  □交通    □交通  

  □飲食    □飲食  

  □ 醫療    □ 醫療  

  □ 日常用品    □ 日常用品  

  □ 防疫用品    □ 防疫用品  

  □ 其他    □ 其他  

 

4. 在新冠疫情影響下，除了政府早前派發的一萬元外，您有否成功申請或領取其他

資助（如：防疫抗疫基金、及時雨抗疫基金等）？  

□ 有（請列明獲得的資助名稱：_____________ ；獲得資助金額：＿＿＿＿＿）  

□ 沒有  

 

5.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您一星期外出的次數有否改變？  

□ 增加  

□ 減少  

□ 不變（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7 題繼續作答）  

 

6. 承上題，如外出的次數有改變，原因是？（可選多項）  

□政府服務暫停  

□擔心外出受感染  

□限聚令或其他防疫政策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7. 在疫情下，您所使用由政府資助的綜合職業復康服務中心，或其他日間中心和家

居上門服務的服務有否暫停？  

□ 有（請列明服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  

□ 沒有使用任何政府資助服務  

 

8. 在疫情前，您有否正在接受政府門診的治療（如：專科門診、物理或職業治

療）？  

□ 有（請列明服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13 題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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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在疫情前有接受政府門診的治療，在疫情下，您有否繼續接受原有的政府門診

的治療？  

□有  

□沒有  

 

10. 在疫情下，原有的政府門診治療有延期嗎？  

□ 有  

□ 沒有（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13 題繼續作答）  

 

11. 在疫情下，原有的專科門診治療受到延期。由原定需要覆診的日期，延期了多

久？  

□ 1－3 個月  

□ 4－6 個月  

□  7－9 個月  

□ 10－12 個月  

□ 12 個月以上  

 

12. 承上題，如有，原有的專科治療延期的原因是？  

□擔心感染病毒，自行致電專科改期  

□專科門診致電改期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3. 在疫情下，有否影響您的身體狀況（如：皮膚敏感、減少活動量、氣促、體重改

變等）？  

□ 有（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  

 

14. 在疫情下，有否影響您的情緒？  

□ 增加正面情緒  

□ 增加負面情緒  

□ 沒有影響（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16 題繼續作答）   

□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5. 承上題，這些增加正面   /   負面情緒，有為您帶來困擾嗎？  

0 分    沒有困擾    ＜───────────────＞10 分   十分困擾  

分數：＿＿＿＿＿  

 

16. 您有沒有經常出現欠缺防疫物資（如：口罩、消毒用品）的情況？  

□ 有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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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現時擁有的防疫物資足夠您使用多長時間？（可選多項）  

□少於一星期  

□少於一個月  

□少於三個月   

□三個月或以上（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19 題繼續作答）  

 

18. 您獲取   /   添置防疫物資的最大困難是？  

□無足夠金錢購買  

□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購買  

□無足夠金錢購買和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購買  

□沒有任何困難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9. 除政府派發的口罩外，您有否從社福或地區機構獲取過防疫物資？  

□曾收到捐贈資訊，亦曾經領取  

□曾收到捐贈資訊，但不需要領取  

□曾收到捐贈資訊，但無法領取  

□未曾收到捐贈資訊，亦未曾領取  

 

20. 您最欠缺的防疫物資是甚麼？（最多可選擇三項）  

□口罩  

□酒精搓手液  

□消毒濕紙巾  

□手套  

□面罩或眼罩  

□家居消毒用品（如：漂白水）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1. 您現在的工作狀況是？  

□待業中  

□公開就業 （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23 題繼續作答）  

□在學人士   /   退休人士 （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30 題繼續作答）  

 

22. 您待業中的原因是？（完成此題後，請往 24 題繼續作答）  

□ 一直無法尋得工作  

□因疫情被裁員  

□在疫情下不想工作  

□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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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疫情下，現時您的工作正處於哪個情況？  

□ 減薪（收入減少约 _____________%）  

□  加薪（收入增加约 _____________%）  

□ 削減工時（工時減少约 _____________%）  

□ 無薪假期  

□ 沒有影響  

□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4. 您的職業（或上一份工作的職業）為：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如：政府的行政人員、董事、執行總監、總裁及經理等）  

□專業人員（如：擁有專業資格的人士、社會工作助理、圖書館管理員等）  

□輔助專業人員（如：護士、保健輔助專業人員、建造業工程技術員等）  

□文書支援人員（如：秘書、文員、銀行櫃位員、接待員等）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如：飲食行業、美容師、紀律部隊、推銷員等）  

□工藝及有關人員（如：建造業工人、麵包師傅及食品及飲品處理工人等）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如：裝配員、司機、海員及其他工廠及機器操作

員）  

□非技術工人（如：小販、清潔工人、保安、貨運工人、建造業雜工、包裝工人

等）  

□其他：（請註明：＿＿＿＿＿＿＿）  

 □不適用（原因：＿＿＿＿＿＿＿＿）  

 

25. 您在疫情期間，有否嘗試求職或轉工？    

□ 有  

□ 沒有（如選此答案，請往第 29 題繼續作答）  

 

26. 在疫情下，您曾透過以下哪（些）途徑尋找工作？   （可選多項）  

□報章、雜誌  

□勞工處  

□職業展覽（招聘日）  

□街上的招聘廣告  

□親友介紹  

□本會服務  

□求職中介  

□求職網站（例如：JobsDB、Jump 明報、Recruit 等）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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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您認為求職或轉工需要什麼技能？（可選多項）  

□語言  

□電腦軟件  

□中文及英文打字輸入  

□求職準備及面試技巧  

□按特定工種要求的工作技能（如：專業證書課程）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28. 您在尋找工作時有遇到什麼困難嗎？（可選多項）  

□市場缺乏合適空缺  

□面試技巧不足  

□缺乏工作技能  

□不熟識求職途徑  

□不懂編寫合適的個人履歷表  

□個人與僱主對工作期望有落差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29. 以您現時收入情況，您預計自己的儲蓄足以應付多少個月的日常開支呢？  

□有穩定收入  

□ 少於一個月  

□ 一至三個月  

□ 四至六個月  

□ 六個月以上  

□無法估算  

□不願透露  

 

30. 在疫情期間，當面對健康、經濟、生活各類問題，您認為殘疾人士可以怎樣自助

互助？（可選多項）  

□網站上互相鼓勵支持  

□交流資訊  

□分享物資  

□互相致電   /    私訊關心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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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疫情期間，有哪些社會服務是您需要但未獲提供？（可選多項）  

□經濟援助  

□送飯  

□家居清潔  

□陪診  

□培訓（如：職業培訓、生活技能培訓）  

□求職支援  

□情緒輔導  

□提供防疫物資及資訊  

□沒有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32. 您希望本會能提供哪方面支援？（可選多項）  

□就業支援  

□防疫物資  

□日常用品支援  

□職前技能培訓  

□興趣小組及康樂活動  

□服務資訊提供及轉介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33. 現時政府對殘疾人士的防疫措施，您認為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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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個人資料  

1.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殘疾類別（可選多項）  

□肢體傷殘  

□視障  

□聽障  

□長期病患   /   器官殘障  

□精神病康復者  

□特殊學習障礙  

□智能障礙  

□自閉症譜系障礙  

□注意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  

□言語障礙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3. 性別：□男   □女  

 

4. 年齡：□ 20 歲或以下  

□ 21 - 30 歲  

□ 31 - 40 歲  

□ 41 - 50 歲  

□ 51 - 64 歲  

□ 65 歲或以上  

 

5. 是否本會會員：□ 是□ 否   □不知道  

 

6. 是否本會服務使用者？  

□  是  （ 輔 助 就 業  / 殘 疾 人 士 在 職 培 訓 計 劃  / 其 它 服 務 ： 請 註 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不知道  

  

7. 如果您希望是獲得本會最新的服務資訊，請留下聯絡方法 （如適用）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問卷完結，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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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52294-20200929.htm 

巴士的報 （2020-09-29）：調查稱逾半受訪殘疾人士疫情間整體開支增加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7220114-

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

%a4%b1%e6%a5%ad-

%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

%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9-30-2020/66773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3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3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3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3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3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3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29917/%E8%AA%BF%E6%9F%A5-%E4%B8%89%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6%A9%9F%E6%A7%8B%E5%86%80%E6%94%BF%E5%BA%9C%E9%A0%90%E7%95%99%E8%87%A8%E6%99%82%E8%81%B7%E4%BD%8D%E5%8A%A9%E5%B0%B1%E6%A5%AD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29917/%E8%AA%BF%E6%9F%A5-%E4%B8%89%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6%A9%9F%E6%A7%8B%E5%86%80%E6%94%BF%E5%BA%9C%E9%A0%90%E7%95%99%E8%87%A8%E6%99%82%E8%81%B7%E4%BD%8D%E5%8A%A9%E5%B0%B1%E6%A5%AD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29917/%E8%AA%BF%E6%9F%A5-%E4%B8%89%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6%A9%9F%E6%A7%8B%E5%86%80%E6%94%BF%E5%BA%9C%E9%A0%90%E7%95%99%E8%87%A8%E6%99%82%E8%81%B7%E4%BD%8D%E5%8A%A9%E5%B0%B1%E6%A5%AD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29917/%E8%AA%BF%E6%9F%A5-%E4%B8%89%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6%A9%9F%E6%A7%8B%E5%86%80%E6%94%BF%E5%BA%9C%E9%A0%90%E7%95%99%E8%87%A8%E6%99%82%E8%81%B7%E4%BD%8D%E5%8A%A9%E5%B0%B1%E6%A5%AD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29917/%E8%AA%BF%E6%9F%A5-%E4%B8%89%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6%A9%9F%E6%A7%8B%E5%86%80%E6%94%BF%E5%BA%9C%E9%A0%90%E7%95%99%E8%87%A8%E6%99%82%E8%81%B7%E4%BD%8D%E5%8A%A9%E5%B0%B1%E6%A5%AD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29917/%E8%AA%BF%E6%9F%A5-%E4%B8%89%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6%A9%9F%E6%A7%8B%E5%86%80%E6%94%BF%E5%BA%9C%E9%A0%90%E7%95%99%E8%87%A8%E6%99%82%E8%81%B7%E4%BD%8D%E5%8A%A9%E5%B0%B1%E6%A5%AD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29917/%E8%AA%BF%E6%9F%A5-%E4%B8%89%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6%A9%9F%E6%A7%8B%E5%86%80%E6%94%BF%E5%BA%9C%E9%A0%90%E7%95%99%E8%87%A8%E6%99%82%E8%81%B7%E4%BD%8D%E5%8A%A9%E5%B0%B1%E6%A5%AD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52294-20200929.htm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7220114-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7220114-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7220114-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7220114-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7220114-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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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日報 （2020-09-29）：3 成受訪殘疾人士失業 逾半人疫情間整體開支增加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85733/%E5%8D%B3%E6%99%82-

%E6%B8%AF%E8%81%9E-

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

3%AB%E5%A4%B1%E6%A5%AD-

%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

%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香港商報網 （2020-09-29）：調查：新冠肺炎疫情引發殘疾人士情緒困擾 衝擊殘疾人

士就業 

https://www.hkcd.com/content/2020-09/29/content_1218951.html 

六度新聞 （2020-09-29）：调查称逾半受访残疾人士疫情间整体开支增加 

https://6do.news/article/3237714-41 

msn 新聞 （2020-09-29）：3 成受訪殘疾人士失業 逾半人疫情間整體開支增加 

https://www.msn.com/zh-

hk/news/localnews/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

%BA%BA%E5%A3%AB%E5%A4%B1%E6%A5%AD-

%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

%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ar-BB19xdoR 

香港新浪（2020-09-29）: 調查稱逾半受訪殘疾人士疫情間整體開支增加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200929/0/1/84/%E8%AA%BF%E6%9F%A5%E7%A8%B1%E

9%80%BE%E5%8D%8A%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

A%E5%A3%AB%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

%8B%E6%94%AF%E5%A2%9E%E5%8A%A0-12243094.html 

晴報 （2020-09-30）：近半殘疾者疫下陷財困 3 成人失業部分患嚴重情緒問題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766111/%E8%BF%91%E5%8D%8A%E6%AE%98%E7

%96%BE%E8%80%85%E7%96%AB%E4%B8%8B%E9%99%B7%E8%B2%A1%E5%9B%B0%

203%E6%88%90%E4%BA%BA%E5%A4%B1%E6%A5%AD%20%E9%83%A8%E5%88%86%

E6%82%A3%E5%9A%B4%E9%87%8D%E6%83%85%E7%B7%92%E5%95%8F%E9%A1%8C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85733/%E5%8D%B3%E6%99%82-%E6%B8%AF%E8%81%9E-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
https://www.hkcd.com/content/2020-09/29/content_1218951.html
https://6do.news/article/3237714-41
https://www.msn.com/zh-hk/news/localnews/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ar-BB19xdoR
https://www.msn.com/zh-hk/news/localnews/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ar-BB19xdoR
https://www.msn.com/zh-hk/news/localnews/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ar-BB19xdoR
https://www.msn.com/zh-hk/news/localnews/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ar-BB19xdoR
https://www.msn.com/zh-hk/news/localnews/3%E6%88%90%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5%A4%B1%E6%A5%AD-%E9%80%BE%E5%8D%8A%E4%BA%BA%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ar-BB19xdoR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200929/0/1/84/%E8%AA%BF%E6%9F%A5%E7%A8%B1%E9%80%BE%E5%8D%8A%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12243094.html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200929/0/1/84/%E8%AA%BF%E6%9F%A5%E7%A8%B1%E9%80%BE%E5%8D%8A%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12243094.html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200929/0/1/84/%E8%AA%BF%E6%9F%A5%E7%A8%B1%E9%80%BE%E5%8D%8A%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12243094.html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200929/0/1/84/%E8%AA%BF%E6%9F%A5%E7%A8%B1%E9%80%BE%E5%8D%8A%E5%8F%97%E8%A8%AA%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7%96%AB%E6%83%85%E9%96%93%E6%95%B4%E9%AB%94%E9%96%8B%E6%94%AF%E5%A2%9E%E5%8A%A0-12243094.html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766111/%E8%BF%91%E5%8D%8A%E6%AE%98%E7%96%BE%E8%80%85%E7%96%AB%E4%B8%8B%E9%99%B7%E8%B2%A1%E5%9B%B0%203%E6%88%90%E4%BA%BA%E5%A4%B1%E6%A5%AD%20%E9%83%A8%E5%88%86%E6%82%A3%E5%9A%B4%E9%87%8D%E6%83%85%E7%B7%92%E5%95%8F%E9%A1%8C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766111/%E8%BF%91%E5%8D%8A%E6%AE%98%E7%96%BE%E8%80%85%E7%96%AB%E4%B8%8B%E9%99%B7%E8%B2%A1%E5%9B%B0%203%E6%88%90%E4%BA%BA%E5%A4%B1%E6%A5%AD%20%E9%83%A8%E5%88%86%E6%82%A3%E5%9A%B4%E9%87%8D%E6%83%85%E7%B7%92%E5%95%8F%E9%A1%8C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766111/%E8%BF%91%E5%8D%8A%E6%AE%98%E7%96%BE%E8%80%85%E7%96%AB%E4%B8%8B%E9%99%B7%E8%B2%A1%E5%9B%B0%203%E6%88%90%E4%BA%BA%E5%A4%B1%E6%A5%AD%20%E9%83%A8%E5%88%86%E6%82%A3%E5%9A%B4%E9%87%8D%E6%83%85%E7%B7%92%E5%95%8F%E9%A1%8C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766111/%E8%BF%91%E5%8D%8A%E6%AE%98%E7%96%BE%E8%80%85%E7%96%AB%E4%B8%8B%E9%99%B7%E8%B2%A1%E5%9B%B0%203%E6%88%90%E4%BA%BA%E5%A4%B1%E6%A5%AD%20%E9%83%A8%E5%88%86%E6%82%A3%E5%9A%B4%E9%87%8D%E6%83%85%E7%B7%92%E5%95%8F%E9%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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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日報 （2020-09-30）：調查：三成殘疾人士失業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930/00176_012.html 

港人講地 （2020-09-30）：有組織促政府增加在疫情間對殘疾人士支援  

https://www.speakout.hk/%E7%84%A6%E9%BB%9E%E6%96%B0%E8%81%9E/62662/-

%E7%84%A6%E9%BB%9E%E6%96%B0%E8%81%9E-

%E6%9C%89%E7%B5%84%E7%B9%94%E4%BF%83%E6%94%BF%E5%BA%9C%E5%A2%

9E%E5%8A%A0%E5%9C%A8%E7%96%AB%E6%83%85%E9%96%93%E5%B0%8D%E6%A

E%98%E7%96%BE%E4%BA%BA%E5%A3%AB%E6%94%AF%E6%8F%B4 

香港電台 新聞特寫（2020-09-30）：調查發現疫情期間只有兩成多受訪殘疾人士仍有工

作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836&eid=168041&lang=zh-CN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930/00176_012.html
https://www.speakout.hk/%E7%84%A6%E9%BB%9E%E6%96%B0%E8%81%9E/62662/-%E7%84%A6%E9%BB%9E%E6%96%B0%E8%81%9E-%E6%9C%89%E7%B5%84%E7%B9%94%E4%BF%83%E6%94%BF%E5%BA%9C%E5%A2%9E%E5%8A%A0%E5%9C%A8%E7%96%AB%E6%83%85%E9%96%93%E5%B0%8D%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6%94%AF%E6%8F%B4
https://www.speakout.hk/%E7%84%A6%E9%BB%9E%E6%96%B0%E8%81%9E/62662/-%E7%84%A6%E9%BB%9E%E6%96%B0%E8%81%9E-%E6%9C%89%E7%B5%84%E7%B9%94%E4%BF%83%E6%94%BF%E5%BA%9C%E5%A2%9E%E5%8A%A0%E5%9C%A8%E7%96%AB%E6%83%85%E9%96%93%E5%B0%8D%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6%94%AF%E6%8F%B4
https://www.speakout.hk/%E7%84%A6%E9%BB%9E%E6%96%B0%E8%81%9E/62662/-%E7%84%A6%E9%BB%9E%E6%96%B0%E8%81%9E-%E6%9C%89%E7%B5%84%E7%B9%94%E4%BF%83%E6%94%BF%E5%BA%9C%E5%A2%9E%E5%8A%A0%E5%9C%A8%E7%96%AB%E6%83%85%E9%96%93%E5%B0%8D%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6%94%AF%E6%8F%B4
https://www.speakout.hk/%E7%84%A6%E9%BB%9E%E6%96%B0%E8%81%9E/62662/-%E7%84%A6%E9%BB%9E%E6%96%B0%E8%81%9E-%E6%9C%89%E7%B5%84%E7%B9%94%E4%BF%83%E6%94%BF%E5%BA%9C%E5%A2%9E%E5%8A%A0%E5%9C%A8%E7%96%AB%E6%83%85%E9%96%93%E5%B0%8D%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6%94%AF%E6%8F%B4
https://www.speakout.hk/%E7%84%A6%E9%BB%9E%E6%96%B0%E8%81%9E/62662/-%E7%84%A6%E9%BB%9E%E6%96%B0%E8%81%9E-%E6%9C%89%E7%B5%84%E7%B9%94%E4%BF%83%E6%94%BF%E5%BA%9C%E5%A2%9E%E5%8A%A0%E5%9C%A8%E7%96%AB%E6%83%85%E9%96%93%E5%B0%8D%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6%94%AF%E6%8F%B4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836&eid=168041&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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