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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衝擊國際體壇，各大體育賽事
停擺，東京 2020殘疾人奧運會亦宣告延至 2021年舉行，香港隊的訓練及備戰均受到
一定的影響。縱有逆境，我們卻從未停下腳步，更藉此時機回顧過往工作，深入分析本
地及國際殘疾人運動的發展趨勢，制定了協會自 2009年以來第四份策略發展計劃──	
「Project 2026」。

過去三份策略發展計劃在提升管治水平及增加資源經費方面著墨甚深，經過不懈
的努力，協會已建立高效問責的管治、穩健的財政基礎及人力資源架構，是故	
「Project 2026」的十項策略目標及相關行動方案，主要從體育項目發展、社區參與、大
眾認同、與本地及國際持份者合作等方面，勾畫協會未來發展路向，其中開拓基層參與
及招募新秀運動員更是重中之重。

是項計劃也是協會仝人集思廣益的成果，我特此感謝執行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成員、教
練及秘書處同事在累計超過 50小時的討論中提出寶貴的意見，為制定計劃帶來不少的啟
發。

要延續港隊於國際體壇的傑出成就，進一步發展殘疾人運動，除了運動員、教練及協會
的努力，更需要社會各階層的支持。我樂見殘疾人運動漸得大眾的認同，並得到傳媒愈
見廣泛的報導以及工商企業的贊助。更令人鼓舞的是，香港政府於 2019年將「殘疾人運
動項目精英資助先導計劃」恆常化，長遠為運動員提供全職訓練機會及資助，並透過香
港體育學院提供全面運動科學及醫學支援與穩定的訓練場地，協助港隊一再締造佳績。
我衷心感謝社會各界的關注及支持，並誠意邀請大家與我們一同攜手，成為推動香港殘
疾人運動發展的一員。

「Project 2026」為未來數年殘疾人運動發展的藍圖，我們將利用過去近 50年累積的經
驗及優勢，並借力各持份者及公眾的參與及支持，實踐使命，履行提升香港殘疾運動員
的競技水平及推動殘奧運動發展的重任。

主席
林國基
2021年

願景及使命 主席獻辭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協會）前身為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於 1972

年由創會會長方心讓教授及一群熱心的復康工作者領導下組成，目的是有系統地組織、
籌劃及推廣殘疾人士體育運動，使殘疾人士能體會運動的樂趣，促進身心健康。同時，
協會擔任地區殘疾人奧委會的角色，培育及選派運動員代表香港參加殘疾人奧運會及各
項國際體育聯會認可之賽事。

在 2005年，協會應國際殘疾人奧委會要求易名為「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
體育協會」，充分反映協會一直肩負地區殘疾人奧委會的職能。作為香港特區殘疾
人奧委會，協會致力推動本地殘疾人運動發展，培育本地殘疾運動員提升競技水	
平，締造體育成就。

願景
促進香港殘奧運動員締造體育成就

使命
	· 推廣殘奧運動及鼓勵殘疾人士參與體育運動
	· 推廣及發展不同種類的殘奧運動項目
	· 提升香港殘奧運動員的競技水平
	· 喚起社會人士對殘疾人體育運動的關注、支持及認同
	· 挑選香港代表隊參加殘疾人奧運會、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及有關的
國際認可比賽；以及全權管理參賽代表隊的事宜
	· 管理及執行地區殘疾人奧委會的工作
	· 籌辦及推廣本地及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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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協會自1972年成立至今接近半世紀，見證了本地與國際殘疾
人運動的變遷：協會由成立之初，以運動復康為主的志願機
構，漸漸發展成今日的多項殘疾人運動體育總會及地區殘疾人
奧委會，致力促進本地殘疾運動員締造體育成就；放眼世界，
各地政府積極投放資源發展殘疾人運動，實行全職訓練，營建
專屬訓練基地等，國際間競爭愈趨激烈。種種轉變為協會帶來
機遇和挑戰，落實長遠策略發展計劃有助協會與時並進，迎接 
挑戰。

協會早於 2009年始，在每屆殘疾人奧運會落幕後，為未來四年的工作釐定目標，制定策
略發展計劃。過去三份計劃均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其中包括：

建基於過往奠下的殷實基礎，協會於 2020年制定了「Project 2026: 2021–2026策略發展
計劃」，協會的第四份，亦是首份以六年為期的計劃，時長橫跨兩屆殘疾人奧運會及亞洲
殘疾人運動會，使協會能以前瞻方式規劃工作，繼續追求卓越，再創高峰。

計劃臚列十項策略目標，為未來六年的重要藍圖，從社區基層至精英級別，全面推動本
地殘疾人運動發展，包括提升港隊競技水平、增加肢體殘疾及視障人士參與體育運動、
維繫與促進各持份者參與殘疾人運動發展，以及加強社會大眾的關注及認同。為使計劃
緊貼殘疾人運動的急速發展，協會將不時檢討及調整計劃內容。

透過切實及有效的執行，「Project 2026」將引領協會踏入金禧之慶，向 2026年節節邁	
進，開啟香港殘疾人運動新的一章。

〮	 確立協會使命及願景

〮	 制定代表隊架構

〮	 建立系統化精英訓練計劃

〮	 深化運動科學及醫學的應用

〮	 於大型綜合運動會締造佳績

〮	 向政府爭取合理的資源及支援

〮	 爭取穩定的訓練場地

〮	 推動政府實行運動員全職訓練

〮	 優化青訓系統

〮	 擴大發掘新秀渠道

〮	 與政府、學校及相關機構合辦社區訓

練計劃

〮	 增加香港在國際體育聯會的參與

〮	 舉辦齊撐殘奧精英籌款活動

〮	 舉辦每兩年一次的香港殘奧日

〮	 成立香港殘奧之友

〮	 開辦基礎殘疾人運動教練課程

〮	 實行檔案電子化

〮	 建立運動項目管理系統

〮	 維持透明、問責及嚴謹的管治標準

追求卓越 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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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 A級精英體育項目表現目標01
制定重點項目發展計劃
	· 按優次制定六年重點發展計劃，並每兩年檢討
	· 與香港體育學院檢討「殘疾人運動項目精英資助
計劃」的評核準則及支援範圍
	· 於杭州 2022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取得較印尼 2018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更佳的成績
	· 於巴黎 2024殘疾人奧運會取得較東京 2020殘
疾人奧運會更多的參賽資格、入圍項目及更佳的
成績
	· 於 2026年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取得較杭州 2022亞
洲殘疾人運動會更佳的成績

建立成績為本管理系統
	· 確立運動員及教練的責任及目標，強化專業訓練
	· 建立運動員訓練管理機制及教練評核

加強教練培訓
	· 編訂 A級精英項目教材
	· 舉辦「基礎殘疾人運動教練課程」，並定期檢討
內容
	· 檢討及加強教練團組合
	· 組織教練海外交流
	· 舉辦本地國際教練培訓課程

隨著「殘疾人運動項目精英資助先導計劃」於 2019年恆常化，根據評核準則，協會的四個	
運動項目：羽毛球、硬地滾球、乒乓球及輪椅劍擊獲納入 A級精英項目，得到政府資助，並
由香港體育學院提供四年的全面精英訓練支援。協會將透過以下行動方案，確保現有 A級精
英項目獲資助至 2030年，延續港隊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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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更多體育項目至 
精英資助級別

目標02
實行全職訓練
	· 為 B級精英項目聘請全職教練
	· 展開非精英項目運動員全職訓練先導計劃
	· 於 2021年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將 B級及非精英項
目運動員數目增加至代表團運動員總人數的 40%
	· 於 2025年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將 B級及非精英
項目運動員數目增加至代表團運動員總人數的
50%，且其中三個非精英項目的成績達精英資助
水平

增加運動員支援
	· 制定非香港體育學院獎學金計劃運動員的全面
支援

建立成績為本管理系統
	· 確立運動員及教練的責任及目標，強化專業訓練
	· 建立運動員訓練管理機制及教練評核

加強教練培訓
	· 編訂 B級及非精英項目教材
	· 舉辦「基礎殘疾人運動教練課程」，並定期檢討
內容
	· 檢討及加強教練團組合
	· 組織教練海外交流
	· 舉辦本地國際教練培訓課程

爭取更佳成績，除要保持 A級及 B級精英項目 ( 草地滾球及保齡球 ) 的表現，更要提升非精
英項目 ( 射箭、田徑、游泳、射擊及輪椅籃球 ) 至精英資助水平，將現有精英項目由六個增至
九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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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成效及可持續的 
梯隊培訓計劃

目標03
優化梯隊培訓計劃
	· 重整運動員發展架構
	· 訂定梯隊訓練及升級準則
	· 編訂選材通用手冊
	· 制定項目發展工作手冊

加強運動員參與及溝通
	· 定期舉辦運動員全面發展培訓研討會及論壇
	· 邀請運動員加入專責小組及小組委員會
	· 成立運動員委員會

增加發展梯隊支援、訓練及比賽機會
	· 增加對潛質運動員的支援
	· 設立「曾子修紀念獎」，表揚潛質運動員
	· 增加運動員升學及就業支援
	· 舉辦 BISFed	2023硬地滾球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 於 2026年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將首次參與的運動
員增至代表團運動員總人數的 20%

港隊傑出成績並非一蹴而就，必須新秀輩出，接捧邁向精英之列，方能延續佳績。有效及可
持續的梯隊培訓計劃有利發掘潛質新秀，並透過訓練、比賽及適切支援，逐步將之培育成為
精英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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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活動參與人次目標04
鼓勵不同肢體殘疾類別及程度的人士 
參與運動
	· 成立視障及腦癱 ( 痙攣 ) 運動員發展小組
	· 加強與視障及腦癱 ( 痙攣 ) 相關機構及學校合作

增辦興趣班及推廣活動
	· 檢討現有訓練班及興趣班成效
	· 啟用設於西貢大網仔路域多利遊樂會的殘疾人射
箭場
	· 開展區域訓練計劃
	· 每年舉辦不少於兩次的活動日；興趣班則循序漸
進地增加至每年八班
	· 循序漸進將參與常規活動人次增加一倍至六萬
人次

進行肢體殘疾學生普查
	· 統計全港主流中小學校肢體殘疾學生人數
	· 掌握肢體殘疾學生參與運動的需要以制訂相關
活動

加強與學校合作
	· 與辦學團體合辦推廣活動
	· 制定與特殊學校合作計劃
	· 向醫護及運動相關大專學系推廣殘疾人運動
	· 舉辦傑出學生運動員選舉

協會同時在社區籌劃及推廣殘疾人運動，使殘疾人士能體會運動的樂趣，促進身心健康。協
會將通過以下的行動方案，將現有參與常規活動人次增加一倍，擴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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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體育總會合作 
發展更多殘疾人運動項目

目標05
增加本地殘疾人運動項目
	· 與柔道、跆拳道、單車及欖球等體育總會探討發展項目的可能
	· 邀請相關體育總會及機構參與殘疾人運動發展研討會
	· 於 2026年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增加代表團非協會管轄的參賽
項目

協會除積極發展轄下的 11個項目外，亦一直與各體育總會	
保持緊密聯繫，支援其他殘疾人運動項目的發展。未來，協
會更希望與不同體育總會合作，發展更多項目，增加本地殘
疾人運動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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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運動融入 
殘疾人士生活

目標06
倡議政府制定殘疾人運動政策
	· 與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合作就殘疾人運動政策進
行研究
	· 制定策略倡導政府制定殘疾人運動政策
	· 舉辦發展殘疾人運動國際研討會
	· 向教育局提出將殘疾人運動納入體育科課程
	· 將全港運動會肢體殘疾運動項目由兩項增加至
三項

舉辦全港大型宣傳活動
	· 繼續舉辦每兩年一次的香港殘奧日
	· 定期於不同展覽場地，如商場、醫院及學校舉辦
巡迴展覽	
	· 舉辦協會 50周年圖片巡迴展覽

運動對於殘疾人士不只是個人興趣或復康需要，而是日常生活的必要元素。協會倡導運動融	
入殘疾人士生活，建立殘疾人士運動文化，鼓勵他們參與運動，藉以改善身體機能，增添
活力。

17Project 2026: 2021–2026 策略發展計劃薈萃16



提升宣傳及推廣成效目標07
推行殘疾人運動大使計劃
	· 物色合適人選接受培訓，擔任大使推廣殘疾人
運動

善用社交媒體
	· 制定及執行社交媒體運用策略

加強與不同界別合作
	· 與政府部門合作製作電視宣傳短片
	· 與體育總會合作進行聯合運動示範及表演賽
	· 與商界合辦推廣活動
	· 與各大媒體平台合作製作專題節目

加深傳媒對殘疾人運動的認識
	· 定期舉辦傳媒午宴及同樂日

殘奧運動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競爭性及關注度亦大幅增加，然而香港社會對殘疾人運動及
協會工作的認識仍然不多，傳媒報導的興趣相對較低。協會需要更有系統地透過不同渠道傳
遞信息，提升宣傳及推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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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持份者於 
殘疾人運動發展的參與

目標08
增加運動員及家長的參與
	· 邀請運動員及家長分享參與經歷
	· 邀請家長加入專責小組，參與發展規劃
	· 招募退役運動員加入殘奧之友，支援協會活動
	· 舉辦歷屆殘奧運動員重聚活動

增加醫療界別的參與
	· 加強與醫院病人資源中心聯繫
	· 為醫護相關學會及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舉行
講座

加強香港於國際體育機構中的代表性
	· 增加本地代表出任國際體育機構公職

推動本地殘奧運動發展需要各持份者的積極參與，協會將繼續與持份者保持雙向溝通，提升
他們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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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香港殘奧之友角色目標09
表揚傑出殘奧之友
	· 設立嘉許計劃，每年舉辦嘉許禮暨分享會

加強殘奧之友角色及功能
	· 物色殘奧之友加入代表隊作長期服務
	· 就殘奧之友的興趣及專長成立工作小組，協助秘
書處不同工作
	· 邀請資深的殘奧之友加入義務工作發展小組委
員會

收集及分析意見
	· 進行聚焦小組及分析對殘奧之友發展路向的意見

完善培訓及管理
	· 每年舉辦基礎培訓工作坊
	· 每兩年進行一次更新登記

協會在 2016年成立香港殘奧之友，維繫社會熱心人士及義務工作者，為協會項目及活動提	
供支援。加強殘奧之友的角色，有助他們在支持殘奧運動發展的同時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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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洲殘疾人運動科研及 
級別鑑定作積極貢獻

目標10
善用運動科學與醫學數據
	· 與香港體育學院建立訓練數據庫	
	· 制定 2023-2026運動科學及醫學支援策略

投放資源發展應用運動科學 
及醫學研究
	· 與合作夥伴進行應用運動科學及醫學研究	

分享運動科研資訊
	· 設立運動科研電子資訊分享平台
	· 舉辦運動科研及體適能訓練研討會

促進級別鑑定發展
	· 增加不同項目的本地級別鑑定師
	· 協會每個項目均至少具一名國際級別鑑定師
	· 與國際體育機構合作，舉辦認可的級別鑑定課
程、工作坊或研討會

協會了解運動科學與醫學的應用以及級別鑑定對殘疾人運動發展的重要性及影響，一直重視
及推行相關工作。協會將進一步完善這些工作，並與亞洲同儕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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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2021 2022 2023

	˙ 為 B級精英項目聘請全職教練

	˙ 開展區域訓練計劃

	˙ 啟用殘疾人射箭場

	˙ 進行肢體殘疾學生普查

	˙ 設立運動科研電子資訊分享平台

	˙ 取得較上屆亞洲殘疾人運動會更佳的成績

	˙ 保持精英項目資助至 2026年

	˙ 完成編訂協會項目的教材

	˙ 展開非精英項目運動員全職訓練先導計劃

	˙ 舉辦殘疾人運動發展研討會

	˙ 推行香港殘奧之友嘉許計劃

	˙ 展開協會首項應用運動科學及醫學研究

	˙ 與香港體育學院建立訓練數據庫

	˙ 進行殘疾人運動政策研究

	˙ 推行殘疾人運動大使計劃

	˙ 舉辦協會 50周年圖片巡迴展覽

2024 2025 2026

	˙ 取得較上屆殘疾人奧運會更多參賽資格、
入圍項目及更佳成績

	˙ 保持精英項目資助至 2028年

	˙ 就倡導政府制定殘疾人運動政策提出建議

	˙ 成立運動員委員會

	˙ 編訂選材通用手冊

	˙ 舉辦發展殘疾人運動國際研討會

	˙ 加強香港於國際體育機構的代表性

	˙ 將首次參與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的運動員增至代
表團運動員總人數的 20%，增加代表團非協會
管轄的參賽項目，同時取得較杭州 2022亞洲
殘疾人運動會更佳的成績

	˙ 將精英項目由六個增至九個，並保持資助至
2030年

	˙ 增加一倍參與常規活動人次至六萬人次

	˙ 協會每個項目均至少具一名國際級別鑑定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