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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际劳工组织的首要目标，是与各个成员国一道努力，来实现全面和高效的就业，以

及包括妇女和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体面劳动，该目标已经写入 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的

宣言--通过社会公正来实现全球平等 1，该宣言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纳。 

为了更好地支持各成员国和社会合作伙伴来实现这一目标，国际劳工组织随后又制定

了《体面劳动工作计划》，该计划包括四个相关的部分：尊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遵守国

际劳工标准、促进就业、实现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对于这个综合计划，以及与计划相关

的机遇和挑战，在下面所描述的重要文件中做了详细的诠释：体面劳动的定义和详细讲解
2 ；就业政策公约 1964 年（公约 122 号），以及《全球就业工作计划》。 

《全球就业工作计划》，由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的就业和社会政策委员，通过三方架

构一致同意起草。自从 2003 年得到批准以来，该计划广泛传播并更具有可操作性，如今

该计划已经成为国际劳工组织寻求实现“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的核心”---这一

目标的基础法律框架3。 

就业司全面参与实施了《全球就业工作计划》，并且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支持，能力建

设，服务咨询和政策研究等等，来实现这一工作计划。作为研究和出版活动计划的一部

分，就业司围绕“全球就业工作计划”和“体面劳动工作计划” 的议题，促进核心政策

问题的知识产出。就业司的出版物包括图书，论文专著，工作论文，就业报告和政策咨询 
4。 

就业工作论文系列的出版，目的是为了宣传就业司各个部门实施的项目的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的意图是鼓励经验交流。工作论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是国际劳工组织的观

点。 

 

 

 

 

José Manuel Salazar-Xirinachs 
执行总监 
就业司 

                                          
1参照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dgo/download/dg_announce_en.pdf 
2参照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历年来的报告: Decent work (1999); Reducing the decent work deficit: A global 
challenge (2001); Working out of poverty (2003). 
3参照 http://www.ilo.org/gea. And in particular: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Employment Agenda: Employment 
strategies in support of decent work, “Vision” document, ILO, 2006. 
4参照 http://www.ilo.org/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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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残疾人包括肢体障碍、感官障碍、智力障碍和及精神障碍。从 1955 年开始，国

际劳工组织就在其国际劳工标准中，提到残疾人就业问题，但直到 近，国际劳工

组织才开始关注智障人士的就业机会和培训，表明公众开始慢慢了解并意识到，智

障人士作为公民社会一员的权利和地位。 

随着 2008 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的生效，整个社会都在改变对

残疾人的权利和需求的看法，包括法律、政策、项目和服务。从将残疾人从社会的方

方面面分割开来，这些方面包括，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现在正在努力打开大

门接纳残疾人的融入主流社会，以及得到服务，参与到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中。每

个人都会从这当中受益，因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残疾人也能为其所生活的社区

乃至社会做出贡献。 

智障人士与其他残疾人一样，有权利享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各种权

利，及国际劳工标准规定的各种权利，如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残

疾人）1983 年（159 号）》。但是，尽管有这些条文开始强调“融合”，但是残疾人

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对待而实现“融合”。他们经常受到各种歧视，以及对他们能力的

不认可。因此，智障人士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培训的机会以及全面参与劳动力市场

的机会。 

但是，全球的各种研究和经验证明，通过适当的培训，以及在工作场所加以辅

助，给予一定的机会，智障人士可以为职场作出贡献。我们希望通过这篇工作论文，

推动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会及民间组织能共同合作，采取积极行动，打开大门接纳智

障人士，把他们从社会的边缘拉回来。 

悉尼大学的退休教授 Trevor R. Parmenter, 是这篇工作论文的作者。并且国际劳工

组织残疾事务资深专家 Barbara Murray 帮助编辑。国际劳工组织残疾人融合资深专家 
Debra Perry 提供建议和反馈。 Anna Kealy, Jo-Ann Bakker 和 Elodie Dessors 也为该论

文的格式化作出了很多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Christine Evans-Klock 
总监 
技能和就业能力部 
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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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随着《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于 2008 年 5 月生效，残疾人的权利被

给予了新的关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条款对其他关于残疾事务

的国际规范也产生影响，这一影响传递出国际政策重大转变的信号。例如

在培训和就业问题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为残疾人提

供更多的机会，与非残疾人一视同仁。 

许多国家通过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已经承诺，将实现残疾

人融合的目标。还有一些国家签署了并准备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

约》。还有更多的国家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承诺实现机会均

等，及反歧视的目标。 

智力障碍者与其他残疾人一起，同样能够享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

约》中的各种权利，以及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康复和就业（残疾人）公

约》（第 159 号）中的各种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残疾人融合是

社会主流，但是智力障碍者经常被忽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经常被

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没有机会获得职业技能培训，表现在寻找工作时的

弱势。但是，也有许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智力障碍者，接受适当培

训，遇到合适机会，以及在工作场所得到一定的支持，他们能够为企业及

社会创造出财富。 

 各国政府在遵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第 159
号公约的情况下，通过 近几十年中，增强智力障碍者的培训和提供就业

机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想办法为智力障碍者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工作论文中回顾的一些国际经验，列举了许许多多辅助智力障碍者在就

业环境中融合的优秀实践经验。许多案例清楚表明，在包容性的工作环境

中，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支持，有智力障碍的残疾雇员能够很好地发挥作

用。 
 

这篇工作论文的目的包括: 
• 分析历史上对智障的理解的变化，及对学习障碍人士能力的理

解的变化; 
• 对各国智力障碍者的就业模式加以回顾，主要强调支持性就业

模式(SE); 
• 以研究视角介入，对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支持性就业模式进

行批判性地分析； 

1 



 

• 为未来智力障碍残疾人融合性就业的发展和扩大规模提出建

议。 
 
 

第 1 部分简单回顾了智障等级分类方法的改变，即由按智商高低分类

转变为按帮助需求的多少来分类。此后，文章分析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

果，对展示智力障碍者在工作环境中学习能力所起到的作用。 

第 2 部分讨论了，在现今的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智力障碍者的就业

模式。现状是，尽管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残疾人融合性就业的实践案例，但

是残疾人及智力障碍者就业的主要的模式，还仍然是在隔离的环境中就

业，即庇护性就业，并且大部分的残疾人仍然处于失业状态。 

第 3 部分回顾了，为智力障碍者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的 新进展，详

细描述了在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实施智力障碍者支

持性就业的成就及面临的困难。关于这些研究成果，本文也做了细致的总

结。 

第 4 部分介绍了上述研究成果对政策制定的启示，并为今后的发展提

出了一些结论性意见。 

国际劳工组织/爱尔兰政府援助项目的次区域局会议，于 2010 年 3 月

9-11 日，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的为智力障碍者打开培训和就业的大门 
的会议报告(ILO, 2010a)，以及相伴随的卢萨卡宣言：智力障碍者全面参

与社会培训和就业 (ILO, 2010b)，是这篇工作论文的基础。 

一些智力障碍者关于工作对他们生活的意义的诸多观点,也在本论文的

某些部分有所展示，他们的声音也在本论文中得到体现，这也暗合了自我

倡导运动的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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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障人士 

在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智力障碍者始终作为所有文化类型中的一

个组成部分，存在于世界各地。他们是数量庞大的多样性人口群体中的一

小部分。据报道，他们占有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这可能只是一个

被低估了的数值，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甚至关于残疾人活动的受限范围

以及残疾的评判标准都没有明确，关于智力障碍，没有清晰的辨别指标和

统一的定义，也没有深入的全国性的数据。不同的文化环境也会影响智障

的定义，以及决定什么人算作智力障碍者，什么人不包含在内(Solarsh 和
Hofman，2006)。文化因素可能会给辨别残疾人时带来一些难题，因为残疾

人的家庭成员经常将他们的残疾孩子藏起来，避免社区其他人的负面评论

(Mung’omba, 2008)。 

智力障碍者，与非残疾人以及其他种类的残疾人一样，都希望参与一

定范围的社会生活。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会面临如下的

一种或多种困难： 

• 学习障碍 
• 沟通困难 (聆听和表达语言的能力; 口头表达和非口头表达) 
• 社会交往能力 
• 学术能力 
• 职业技能  
• 独立生活的能力 

案例 1.1 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有动力、有决心，去学习、进步，去融入集体。我们需要工作，这样

我们会感觉高兴、有成就。我们需要合适的工作、合适的报酬，我们会努

力工作。请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接受我们，不要首先看到我们的残

疾。我们能做事，我们能干得很好。别说我们残废，那样我们会感到很痛

苦。虽然我们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们有技能。我们也是独一无二的，我

们也愿意被尊重。尊重是双方面的表现，我们尊重别人，同时也应该得到

别人的尊重。我们愿意经济独立，希望在外面有工作。我们希望别人能真

诚地对待我们，就如同我们对待他们一样。我们需要别人的理解，而不是

歧视我们、给我们贴上残疾的标签。 （摘自 2005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

的第二届非洲唐氏综合症患者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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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明，智力障碍者很多都患有多重残疾，包括肢体残疾和精神健

康疾病，等等(Beange 等人, 1999, Einfeld 等人, 2006; Hofer 等人, 2009)。这

些多重残疾，很可能会带来活动、语言能力的障碍，以及情绪问题，如病

人不能控制愤怒的情绪，经常焦虑和抑郁等等，他们经常感到孤独和缺少

朋友(McVilly 等人, 2004)。 

我们知道，所有类别的残疾人，在人类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都受到

过歧视和侮辱，健全的智商在历史上总是被高度推崇，常常被视作一个完

整的人所应具备的重要特征（Parmenter，2001），智力障碍者经常是整个

残疾大家庭中 后受到关注的。在几十年前，智力障碍者“不是被看做二

等公民，而是被归为根本没有正常人的身份。” （Stevens, 1967）。 

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示例可以证明，丑化和歧视是如何影响智力

障碍者生活的。在一些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智障残疾儿童不能够

接受基础教育，这就使他们在成年后，很难有机会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工作

（UNESCO, 2010）。2001 年，在加拿大，70%的智障人士的受教育程度低

于高中。对比来看，只有 46%的其他类别的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低于高

中，25%的成年非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低于高中。大约有 63%的工作年龄

的智障人士接受过特殊教育，而其他类别残疾人士接受特殊教育的比例只

有 13% （CACL, 2006）。并且，大约 35%的智力障碍者接受过职业培训，

来提高与现在的工作相关的技能，不过职业培训内容的无障碍化和培训的

费用都是不小的问题。 

智障残疾儿童, 由于他们自身的缺陷，他们经常会感到害羞、恐惧和被

忽视，因此他们常常被孤立于社区及社会之外。基于这些原因，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报告中提到，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针对残疾人的融合式教

育，是尊重残疾人人权的必要表现，对残疾人从特殊教育到主流学校的融

合式教育形式，已经有一些案例报道出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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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1.2  Quincy Mwiwa 先生，一位智障残疾人士的声音 
 国际劳工组织 2010 年 3 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办的一次地区级会议

上，Quincy Mwiwa 先生，一位残疾人权利自我倡导者，强调教育和职业技能培

训对改变智障残疾人士生活的重要性。 

“我今年 34岁。 我住在 Livingstone——赞比亚的一个旅游城市，在我上小学一

年级时，我爸妈和老师发现我是个智障残疾儿童。但是，我父母仍然想让我上

学，于是，我被推荐去特教学校读书。后来，在我拿到餐饮行业的证书之后，

我又幸运地参加了 Livingstone 工会组织的职业培训。之后，我获得了太阳酒店

的工作，这是一家赞比亚残疾人就业协会开办的餐厅，我在这当经理…. 工作

对我和我的智障伙伴们非常重要。没有工作，我们就会被边缘化，我们只能通

过乞讨来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ILO, 2010a)。 

 

 

定义方式的改变 

在 近的数十年里，对智力障碍者的命名及分类有了很大的改变。以

前使用的一些词语，如：白痴、弱智、精神病、呆子、傻瓜等等，现在看

来，这些都是充满蔑视和歧视的词语，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有些词语在

科技文献中仍然是可接受的。例如，在大部分使用英语的国家，“弱智”

这个词语，由于其带有很大的贬义的成分，而逐渐被“智障残疾”所替

代。在英国，用语“学习残疾”或“学习困难”，被社会环境所接受，因

此能广泛应用。在加拿大，“智力障碍者”和“发展性残疾人士”是相同

的意思，但是在美国，“发展性残疾人士”，也可能包括大脑麻痹患者和

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这些人并不是智力障碍残疾人，而“学习障碍人

士”也包括阅读障碍者。残疾人自己的组织，也在不断改变他们的名称，

以适应当代的需求。如，美国智力障碍和发展性障碍残疾人协会

(AAIDD)，（它的前身是美国精神发育迟缓协会，更早以前叫美国精神缺

陷者协会），智力障碍者科学研究和国际融入组织(IASSID)（以前叫做精

神缺陷人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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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理学背景的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如美国的埃利斯 Ellis (1963:xi)，
认为“精神发育迟缓是一个社会问题”；英国的科学家克拉克 Clarke 
(1958:xiv)，认为“精神残缺与其说是个科学领域研究的问题，倒不如说是

个社会领域研究的课题。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

家，也会因时而异。” 

代表了智障人士利益的残疾人自我倡导小组，在正面描述残疾人术语

的改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着眼于修订那些贬低他们身份的、

对他们的形象消极描述的词语。这种争论一直存在，甚至使用术语“残

疾”也意味着一种低于“正常”的身份。这些自我倡导小组，在表达智障

残疾人的愿望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案例 1.3 非洲自我倡导组织的发展  

 
通过近些年来的自我倡导培训项目的发展，以及建立起来的自我倡

导小组，智障残疾人士的声音开始被重视，并且能够经常听到。 

 
2008 年，在非洲，85 名智障人士，通过国际融合组织的培训班，接

受了自我倡导培训。国际融合是一家国际组织，它的活动都是以家庭为

中心的。该组织为世界范围内的智障残疾人士的权利做广泛宣传。该组

织与挪威智障残疾人士协会(NFU)是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与非洲发展障碍

残疾人网络(ANDD)建立了合作关系。 自我倡导培训班的目的，是为智障

残疾人士赋权，教会他们知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争取自

己的权益，培训班的内容还包括，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内容，自我

倡导培训教材的拓展等等。随着自我倡导培训班的发展，在乌干达、纳

米比亚、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和马拉维等国家都建立了自我倡导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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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识别智力障碍者 

1.1.1 智商检测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针对智力障碍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

受到不断发展的心理学学科的影响。阿尔佛雷德·比奈 Alfred Binet (1857-
1911)是巴黎大学 Sorbonne 心理学实验室的主任，他是公认的第一个用指标

数据来衡量人的“智力”的研究人员。发展到 1905 年，这一指标数据已经

包括一系列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根据年龄不同，安

排处理不同难度的任务。在这项研究中，首先提到了智力年龄的概念，随

后，这个概念演变为智商(IQ)。比奈当时研究这一概念的动机，是为了那

些由于智力缺陷而不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孩子，给他们接受特殊教育的机

会。 

Charles Darwin 于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以及格里格·孟德尔

Gregor Mendel (1822-1884) 关于基因的发现，这两个重大的研究成果，强化

了对智障残疾的观点——智障的产生是单一基因缺陷遗传性决定的，而不

是由于多重基因及多重因子共同影响所造成的遗传疾病。随着优生学在西

方社会的发展，更强调优生优育来提升人口质量，特别是如果夫妻双方有

着基因遗传缺陷，则会劝阻其生育后代。但是，这样却给智障儿童的父母

带来了压力，阻止了他们的结婚和生育。当时，加拿大、美国、瑞典和法

国等很多国家，都颁布了这些肆意禁孕的法律。但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后期，这些法律中的大部分都被废除了。 

如上所述，智障人士或精神残缺人士的分级，在二十世纪早期变成了

的争论焦点，并且出现了对智力障碍者的分类：“白痴”，是指没有语言

功能，智力年龄低于 3 岁的智力障碍者；“智障”不是全文盲，智力年龄

为 3-7 岁，“损伤程度较低的人”，“低能”是可以通过培训后，可以参

与社会活动的智力障碍者。在西方社会，优生运动的直接影响，使人类生

育时会认真考虑优生优育。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有记录的对智力障碍者

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诞生了（Sandys，2007 年）。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对智力障碍者的定义和智力障碍者的分类有了

重要的进展（Parmenter, 2004)。这些是由于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首先，

许多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智力障碍者潜在的学习能力；其次，1971 年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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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精神残缺者宣言》，为各个国家来重新回顾本国的法律是否能保

证智障人士的权利不被侵犯，提供了一个机会。另外，一些西方国家的非

学院派的发展对人们在宗教信仰中，对智力障碍者的歧视，设立了评判的

道德标准(参看下面的 1.2.1 部分)。 

从 1921 开始, 美国智力障碍者和发展障碍残疾人士协会开始建立智力

障碍者定义和智力障碍者分级系统。这就为智力障碍者定义和分类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直到 近，实际上关于智力障碍者的分类和定义，也都是按

照智力情况测试并按照一些适应性行为来衡量的。“美国智力障碍者和发

展障碍残疾人士协会”的第十一版定义手册中，有对智力障碍者的 新定

义，是这样陈述的： 

智障残疾，具有如下特征：在智力机能和适应行为方面同时存在

重大的局限，包括在概念、社会和实践等层面的迅速适应技能。这种

残疾通常是源发于 18 岁之前（Schalock 等人, 2010:5）。 

1.1.2 辅助需求框架 

在“美国智力障碍者和发展障碍残疾人士协会”的第九版概念手册

中，关于智力障碍者的分类，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传统的分类系统，

都是按照智商缺失的程度划分（轻度、中度、严重、非常严重），但在这

本书中，却按照辅助的需求程度这一概念来为智力障碍者分类(Luckasson
等人, 1992)。这本书的新观念代表了对智力障碍者的理解上的重大改变。

重新修订的针对智障人士的定义和与之相伴的按辅助需求程度对智障人士

分类的概念，将智障的成因由以前的完全属于个人的原因，进一步扩展为

由于他/她所处的环境的相互作用而造成的结果。 

这种发展与逐渐趋于强势的使用“社会模式”来定义残疾的趋势相一

致，与使用“医疗模式”定义残疾渐行渐远（Mercer,1992）。因为，定义

残疾的医疗模式关注个人的缺陷，并想努力减少或转移这种缺陷，而定义

残疾的社会模式，意识到个人参与社会的能力受到限制，不只是他/她个人

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以智力障碍者为例，社会公

众对智力障碍者的歧视态度，才是智力障碍者参与社会活动的 大障碍，

这些歧视中包含了对智力障碍者的能力及其对社会贡献的低估。 

美国智力障碍者和发展障碍残疾人士协会在随后的定位修订中

（Luckasson 等人, 2002; Schalock 等人, 2010)， 对智力障碍者的概念和对智

力障碍者个人的辅助理念得到了更进一步深化，并且逐渐通过衡量智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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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对环境的适应程度来对其分级(Schalock,1999; 2004a)。通过这些改变，美

国智力障碍者和发展障碍残疾人士协会的关于智力障碍者的定义和关于智

力障碍者的分级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同时，也促进了其他一些相关的，

关于残疾人和疾病的国际分类系统的建立，如精神障碍者的诊断和数据分

析(DSM-IV)，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级(ICD-10)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机

能、残疾和健康的国际分级(ICF)。 

 

1.1.3 相关的智力障碍者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项目 

在规划和实施智力障碍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时，按辅助程度对智力障

碍者分级的方法，相对于按智商来对智力障碍者分类（轻度智障、中度智

障、重度智障、 严重智障）的方法，有更为明显的益处。首先，该方法

按照个人的需求来制订定服务规划并实施服务。这一点非常重要，老一套

的使用智商等级评估智力障碍者行为的方法，不能很好地来预测智障个人

在工作环境下的行为。并且以智商评估残疾人的办法，也不适用于残疾定

义的社会模式和权利模式。在这些新的模式中，更多地考虑了环境因素的

影响。 

一味地强调某人特殊的认知缺陷，还不如通过提供辅助服务，对其工

作环境进行合理便利，以更高效地减少其自身缺陷的影响。辅助性支撑评

估工具，即通过人们每天生活所涉及的领域，按其个人需求进行评估，这

个工具已经上线应用了(Arnold 等人, 2009; Riches 等人, 2009a, b; Thompson
等人, 2004)。 

关于智力障碍者的就业，可能涉及到的重要的辅助性支持的领域，包

括如下一些方面： 

• 计算能力和读写能力； 
• 对指令及信息的综合理解能力； 
• 对非口语语言的理解； 
• 短期记忆力和长期记忆力； 
• 注意力的集中时间； 
• 主动性； 
•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做决定的能力； 
• 选择的能力； 
• 听从指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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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的认识、管理和组织能力； 
• 旅行及独立生活的能力； 
• 社会能力和生活适应力； 
• 生活能力和自我照料的能力； 

每个人智力障碍者上述能力的困难程度和需要辅助的程度都会因人而

异。 

 

1.1.4文化方面的因素 

对智力障碍者智商测试概念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工业

化国家，受到当时社会氛围、政治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与当时工

业化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按照更符合人类学上的方法，

Cianciolo 和 Sternberg (2004: 22)发表看法说：“……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人们的智力能力可能多少有些不同，智力能力会根据特定的文化环境而有

价值地发展。” 

一个人在特定文化中随意地“川行”的能力和本领，紧密依赖于那种

文化的环境因素。埃莫森 Emerson 等人(2007:607) 的观点是： 

……在大多数的社会里，人们将“能力”更多地建构于文化的大

背景中，而不只是抽象的智力发展的概念。依据该国家人们的特殊需

求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能力的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多元化因素。如果从

全球的视角来对智力障碍者进行分类，并对他们提供服务，可能会产

生误导。对智力障碍者的分类系统和服务系统，源于一个地方的居民

对智力能力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定义适当的社会角色和工作能力等

等。 

总体来看，许多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社会文化的因素更能决定什么是

有能力的行为。在西方的高收入国家，人们被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所驱动，

对智力障碍者的理解来自符合城市的、工业化社会的需求。相对来讲，在

非工业化的社会，能力可能跟相互合作以及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等因素更加

相关，这与尼日利亚的学生给智力障碍者做的标定相一致(艾德 Edeh 和 西
克森 Hickson, 2002)。无论何如，正如埃莫森 Emerson (2007)等人指出的，

一般被认为没有能力的人或是“比较麻烦”的人，在其所在的国家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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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性的服务也不足，他们经常被忽视，一般都生活在贫困的、与社会隔

绝的环境中。 

 

1.2  学习和工作的能力 

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出现了第一个有

记载的智力障碍者在正规就业场所就业的项目。那些“被监视居住人”

（inmates），通常指“被监管的对象”，过去经常像囚犯一样被监管着，

他们在一些室内和室外的工作岗位中被雇佣了，其中许多人帮助了所在机

构的经济活动。例如，许多“被监视居住人”在机构的洗衣房工作或是在

小型农场的工作区域帮助提供员工餐食。 

在农村的非城镇化社区里居住的智力障碍者，他们的日常活动与住在

社区的其他居民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爱杰顿 Edgerton (1967, 2001)提到一

种“6 小时智力迟钝儿童”现象，指的是，一旦智障儿童登记入学，那么

读写能力和算术技能的缺失，成为他们每天 6 个小时在学校学习的 大难

题。但是，在校外的活动，除了那些需要大量辅助需求的活动以外，大多

数的智障儿童都能参与各种社区活动。他们具备每天的基本的生活技能。

这种模式，也显示出以智商测试的手段来预测人们参与社区生活能力的诸

多问题，如智商测试法并不能反映人们是否能参与公开的就业活动，因为

这些测试方法，都是按照学校的学习生活而设计的，没有考虑任何其他方

面。 

那些由于智力缺陷而被普通学校拒之门外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和一些

慈善机构为他们建立了特殊教育学校。顺理成章地，在澳大利亚、加拿

大、法国、德国、新西兰、瑞典、英国、荷兰和美国等国家，当这些孩子

们到了青春期以后，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同样的组织为他们建立了庇护

工场和日间看护中心；随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建立了相同的

场所。传统的观点认为，智力障碍者由于他们的学习障碍，永远也不会进

入到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中。 

 

1.2.1 正常化、去机构化，社区生活和工作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智力障碍者的就业开始有所发展，特别是

在美国，推动庇护工场和日间看护中心的替代方案，成为智力障碍者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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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模式。这些获得认同的基础因素，至今对国际社会智力障碍者就业

的发展，还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人们广泛接受残疾人的去机构化

运动的原则，让残疾人安排在普通社区生活（尼日 Nirje, 1969, 1985; 沃芬

斯伯格 Wolfensberger, 1972）。第二，贯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

开展的一系列项目，展示了智力障碍者在就业方面的潜质（柯尔南 Kiernan 
和夏洛克 Schalock, 1997; 柯尔南 Kiernan 和斯塔克 Stark, 1986）。第三个因

素，庇护工场作为成年智力障碍者的主要就业模式，被越来越多地诟病。 

在美国，针对庇护工场就业模式的大量研究表明，只有二十万智力障

碍者享有这种就业服务，同时另外的大约二百万智力障碍者都处于失业状

态，都需要工作（怀特海德 Whitehead, 1979）。特别是那些需要更多辅助

支持的智力障碍者，由于他们被认定劳动能力低下，常常被庇护工场拒之

门外。格林利联合会(1975)的研究表明，庇护工场的工作内容非常有限，主

要原因是：(a) 缺乏合适的工种和足够的工作内容；(b)工作种类主要是低技

能的流水线工作；(c)对员工缺乏在岗培训；(d)有工作技能的员工很少；(e)
支持智力障碍者在孤立的庇护工场持续工作的资金非常有限。 

 

1.2.2 美国人马克·戈尔德Marc Gold开创性的工作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公众还普遍认为，智力障碍者

没有能力在公开的工作场所工作。但是这一观念遭到研究人员马克·戈尔

德 Marc Gold 的质疑。马克·戈尔德 Marc Gold 是一位特殊教育的教师，他

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取名为“换一个思路”。通过他的开创性的应用研

究，他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接受积极的辅助性支持，所有的人都能够学会

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任务(戈尔德 Gold, 1972, 1975)。戈尔德 Gold 的研究创

新及其研究成果，以及智障人士的学习能力的培训课程，都证明智力障碍

者，在接受合适的培训，伴随着适当的辅助性支持，他们能够在现实的工

作场所工作，并且能承担高级别的复杂工作（参见英国早期的研究人员克

拉克 Clarke 和克拉克 Clarke, 1965；甘兹伯格 Gunzberg, 1965; 和 迪扎德和

鲁斯 Tizard and Loos, 1954)。 

毋庸置疑，戈尔德Gold 和迪扎德 Tizard的早期研究成为一种催化剂，

改变了人们对残疾人，甚至是严重的智力障碍者，关于学习潜能的认识。

在他们之后，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系统为基础的方法，重点着眼于工作场所

的合理便利和合理改造，以及高效的职业技能培训等等 ( 参 见

www.marcg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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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向智力障碍者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时

候，应该尽可能地在实际的工作场所展示真实的情况。负责提供辅助性支

持的工作人员应该意识到，在实际的工作场所进行设备改造，是帮助残疾

个人完成工作要求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因此，应鼓励负责提供支持的员

工，一方面协助加强智力障碍者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积极敦促雇主改造

工作场所的设施。除了应该具有良好的工作实践经验之外，负责提供支撑

的员工还需要掌握基础教学知识以及特殊教育工作者的一些法则。 

相关的研究带动了“安置加培训”这种支持性就业服务模式的发展，

与之相对的，是传统的康复形式——“先培训，后安置”。经验表明，为

了让智力障碍者的教育和培训更有效，这些活动应尽可能在模拟真实工作

场所的背景下开展。提供支持的人员要意识到，对环境加以改造也是辅助

残疾个人适应工作要求的一个方法之一。因此，应提倡提供支持的人员，

同事瞄准残疾人的学习需要和适应工作场所这两件事。除了需要对工作场

所的实践有充分了解，提供支持的人员还需要掌握特教人员使用的基本的

训导规程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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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强调“自

由选择工作，被劳动力市场所接

受，来获得生存是残疾人的权

利。并且其工作的环境，应该是

开放的，无障碍化的以及融合式

的。  (UN CRPD, 2006, Article 
27(1). 

2. 就业选择 
  

 

 

尽管 新的、以人权为本的方式，使残疾人获得了尊重，而且大量的

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越来越多的能够满足残疾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但是

残疾人进入主流的劳动力市场，远比非残疾人困难很多。在工业化国家，

处于工作年龄的残疾人的失业率高达 50%-70%，这个数据至少是非残疾人

失业率的 2 倍(国际残疾人权利监控, 2004)。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更糟：大

约 80%-90%的处于工作年龄的残疾人处于失业状态。(Zarocostas, 2005). 

大量证据表明，虽然不同的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不同，可是智

力障碍者的就业状况在不同的国家都非常值得警醒(Dempsey 和 Ford, 2009; 
卫生部, 2009)。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教育，就不可能找到工作。这种让人

担忧的情况是由于人们的无知和迷信所造成的(Parmenter, 2001)。 

例如，2006 年，加拿大的一份调研报告发现，残疾人的就业率在全国

来讲，是 低的，在全球范围也是这种情况(加拿大社区生活协会, 2006)。
这份调查指出：残疾人，在一年内的工作时间，只是非残疾人工作时间的

一半。他们失业的时间会更长，是处于工作年龄的非残疾人的失业时间的

3 倍。智力障碍者的就业率更低，调查指出，他们的就业率只有 27%，40%
的智力障碍者从来没有工作过。关于收入，大约 50%的智力障碍者的收

入，低于加拿大统计局的 低工资临界点，加拿大统计局用这种方法来统

计贫困人口。 

在澳大利亚，2010 年，41%的智力障碍者在政府资助的就业机构工

作，并且男性比例要高于女性比例（男性：64 %，女性：36%）。数据还

显示，27%的残疾人参与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但是另外 73%的残疾

人在封闭的企业就业，就是以前称作“庇护工场”的地方。这表明为智障

人士残疾融入融合性就业场所的比例在逐渐减少。很多证据都证明，那些

需要服务较少，容易安置的智障残疾人，能够在两种不同的就业模式中就

业，而那些需要更多辅助的智障残疾人，却只能在政府开设的日间看护中

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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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国家，智力障碍者的失业率已近 100% (Greve, 2009)。绝大多数

在工作的智障人士都在庇护工场工作，那些有很高辅助需求的智力障碍

者，基本是在日间看护中心。Verdonschot 等人也描绘了相同的情况，

Verdonschot 等人指出，智力障碍者的失业率是非智力障碍者的三到四倍。

在芬兰的北部，根据一项对 1966 年出生的智力障碍者的跟踪调查，也反映

出了同样的问题(Taanila 等人, 2005)。 

残疾人的就业模式，具体而言，智力障碍者的就业模式，可以粗略地

分为封闭环境中且只有残疾人参加的工厂，另外还有一种模式，是残疾人

在融合的工作场所，与非残疾人一起工作(Kregel 和 Dean, 2002)。在这些就

业模式中，关于智力障碍者，在全世界的一些国家的就业情况，在下面做

了详细的阐述。下面的内容，以介绍日间看护中心开始，日间看护中心遭

到很多人质疑，因为它既不是庇护工场也不是开放的就业市场。 

2.1 日间看护中心 

在残疾的医疗模式的定义下，针对智障残疾人的服务，是让那些看似

不适合就业的智力障碍者都在“活动治疗中心即日间看护中心”被看护，

日间看护中心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实现就业。实际上，只有很少的智力

障碍者能够从日间看护中心“毕业”去庇护工场工作。所以，在过去，这

些看护中心已经成为那些看似不适合就业的智力障碍者，长期生活的地

方。 

（详见 e.g.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08/aug/19/specialeducationneeds)。 

 

转变就业模式，要综合考虑个人的因素和项目的影响。一些智力障碍

者非常不情愿从自己熟悉的日间看护中心，转移至其他的就业场所，因为

他们在日间看护中心，已经交了很多朋友。这种不情愿，成为就业模式转

变的障碍，除非在新的工作之外，还能保持原来的老朋友的关系。当英国

出现这种情况时，Beyer (2004)等人及时发现。Beyer 他们指出，在日间看

护中心看护的智力障碍者，生活圈子狭小，就业愿望不强烈，没有自信，

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样的工作。 

传统的日间看护中心，是在职业病治疗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为暂缓

父母照顾他们的成人的智障孩子，及亲属照顾智障家庭成员所造成的压力

而开办的。但是智障残疾人也在随着时代而慢慢改变，他们变得越来越依

靠职业技能而生存，及更关注独立生活。例如，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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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就为那些离开学校，但又不能在公开的就业市场找到工作的学生，开

辟的一个项目叫做“由学校过渡到工作场所”。该项目于 2004 年启动，工

作帮助，澳大利亚 著名的职业服务机构，安置了 179 所学校的 60%的学

校毕业生，使他们在公开的就业市场找到工作。这家机构特别关注那些需

要更多辅助支持的中度智力障碍者 (在传统分类方法意义上的中度智力障碍

者）。 

现今的其他一些非职业日间看护项目，提供持续的日间照料活动，来

辅助中度智障及重度智障人士。这些辅助包括： 

• 参与社会的机会 
• 有意义的休闲活动 
• 缓解家庭和看护者的压力 
• 发展社会技能 

但是这些看护中心基本上是与社会隔离的，并且是以看护中心为基

础，来辅助智力障碍者的生活。看护中心提供生活技能培训，（如准备一

顿饭或是基本的读写能力），活动包括制作手工艺品，游戏课和音乐课及

其他一些户外活动（如旅游）。一些先进的日间看护中心，也为智障残疾

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如大学的一些课程），并且提供针对个人的相关服

务（如提供一对一的或是小规模个人的工作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一些中

心，按照融合的思想，让智力障碍者逐渐的融入到常规的社区文化、娱乐

和持续的教育环境中。 

2.2 庇护工场 

庇护工场，起初是由智障残疾人的父母组织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那

些被认为不可能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一份工作的智力障碍者，设

立的一个隔离的工作场所。大部分的在庇护工场工作的工人，都是智力障

碍者。庇护工场为在其工作的智障员工，负担一定的生活费用。在庇护工

场工作的工人，能够获得相关的培训，及一些他们能享受的社会福利，但

是他们的工资很少或者近乎没有---当然，有时候如果生产的产品达到要

求，也会有相应的奖金。一直到现在，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智障员工，都没

有劳动合同，并且也不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在许多国家，这样的庇护工

场也被称为康复和培训中心。但是，在庇护工场里工作的智障员工，很少

能够适应公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即使政府为他们提供一定的财务支持。

事实上，有一项制约因素使得有技能的智障工人，很难深入到有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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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中，因为这些技术智障工人的生产力是支持该庇护工场生存的

财政基础 (Murphy 和 Rogan, 1995; Parmenter, 1980)。                                                                        

1955 年，《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康复（残疾人）建议书（第 99
号）》被批准，这份建议书，是第一部关于国际法律和实践的国际劳工工

具，建议书关注的是残疾人的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和工作安置。这份建议

书，在批准后的 30 年里，都一直在为残疾人的就业提供指导意见。建议书

提出了，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的主流化，机会均等和反歧视原则，以及同

工同酬等。建议书认为，庇护工场的建立是扩大残疾人就业机会的一种行

之有效的办法。智障人士庇护工场这种就业方式，还在下面这些条款中被

引用：联合国的残疾人平等机会标准规范；欧洲社会宪章理事会(1961)；欧

洲倡导残疾人权利，残疾人全方位融入社会，2006-2015 行动计划理事会；

同时，1983 年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建议书第 168 号》；为执行国际劳工

组织的《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提出了指导意见。但是，那个时

候，《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还没有提出。 

研究表明，公开的就业工作，能带给人们很强的认同感。孤立的庇护

工场的环境，传递给残疾人，及传递给大众这样的信息：残疾人是不同

的，他们有别于社会的其他人群。为了能让残疾人在社会上与其他人一样

生存，需要给他们设置庇护工场(Nirje, 1985)。这样的观点一直被很多人认

同，使得庇护工场一直生存到现在。 

公众的观点，集中在庇护性就业即庇护工场的益处上。这些好处包

括，避免智力障碍者在庇护工场以外的工作场所工作，从而避免受到伤害

(Dudley 和 Schatz 1985; Migliore 等人 2008)；因为庇护工场以外的工作场所

的极其复杂的环境，远远超过了智力障碍者的职业就业能力，以及心理承

受能力(McConkey 和 Mezza 2001;Visier1998)；而且庇护工场不仅能让智力

障碍者就业，还为他们提供了交友平台，这是任何外界的工作场所不能提

供的(Dudley 和 Schatz 1985; Weikle 2008)，庇护工场的发展趋势是，为没

有获得伤残抚恤金的残疾人，提供终身的工作机会。庇护工场注重为那些

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中，找不到工作的残疾人，提供了一种就业的选择。 

同时，公众广泛地认识到，在残疾人就业方面，很多都需要改变。

近几年，在一些高收入国家，如澳大利亚，政府将庇护工场从新命名为

“澳大利亚残疾人企业”，这样的目的是更多的强调有价值的商业行为及

生产能力。在这种企业中，残疾员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得到了进一部分

改善，这一系列的行为，也得到了当地工会的资助。在新西兰，法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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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残疾员工按照劳动生产情况获得 低工资，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在澳

大利亚，残疾员工的工资是与每个人的生产情况相结合的，这如同一般工

厂给予工人的工资及奖金。 

除了上述的这些进步，人们也注意到，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残疾员工，

享受不到符合劳动标准的保护。但是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工人，却

很容易获得劳动保护。在一份对美国的 24 个州的 5000 名在庇护工场工作

的工人的调查中发现，在庇护工场工作的工人，平均每月劳动时间为 74 小

时，平均工资为每月 101 美元(NCI 2008)。相反的，Kregel 和 Dean (2002)
发现，在融合工作场所工作的残疾人的平均收入，是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残

疾人的 2 倍。 

但是，能够顺利的从庇护工场，过渡到公开的劳动场所的残疾人的数

量少之又少，大约是 1%到 5%之间(Beyer et 等人 2002; 美国政府职责办公

室 2001)。而且 Cimera (2011)发现每 2 个就业的残疾人，其中一个以前在庇

护工场工作过，而另一个没有在庇护工场工作过，他们在公开的劳动力市

场的就业率是相似的，但是，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没有在庇护工场工作

过的残疾人，要比在庇护工场工作过的残疾人，工资高很多，并且，以前

在庇护工厂工作过的残疾人， 工作时间会更长。 

在北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开展的研究同样表明，在庇护工场工作的

残疾人，更愿意去公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 (McConkey 和  Mezza 2001; 
Migliore 等人 2007; Verdugo 等人 2009). 

在美国的 23 个州，由发展障碍残疾人组织建立的网络，在就业第一的

战略下，帮助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政策，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特别是那些

重度残疾人，这些政策中包含融合式的竞争性的就业模式(Kiernan 等人. 
2011)， 可以看到，随后的自主性创业很支持这一理论(Walker 2011)。 

很多的信息都表明，庇护工场就业的模式，正在逐步过渡到社区就业

的模式。在澳大利亚，翠园，一家为残疾人和智力障碍者提供就业服务的

机构，在一些庇护工场中，实施了一个开放就业的项目。这个项目的一个

战略方针，就是逐渐的将在庇护工场就业的员工，转移到开放的具有竞争

性的就业市场中 (http://www.greenac.com.au/employment.html)。在美国，

Rogan 和Rinne (2011)跟踪了 10 家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的机构，他们的服

务内容包括，将残疾员工逐渐地从庇护工场转移至社区就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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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庇护工场这种就业形式，不断地为智力

障碍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虽然这种就业形势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解

决，如相关的就业环境急需改善，这种就业形势需要逐渐过渡到开放的竞

争劳动力市场，等等。在那些已经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

家，在公约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如何持续地，更好的支持庇护工场即庇

护性就业，是需要更深入探讨的课题。 

2.3 支持性就业 

既是庇护工场又兼日间看护中心的就业模式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参见上面的 1.2.1 章节)。1961 年在美国，由于上面所描述的原因，以及

“总统关于智力障碍问题小组”(现在称为‘智力障碍者总统委员会’)、 
“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国家研究所”建立之后，关于智力障碍残疾人从学

校毕业后到就业的选择上的研究遍地开花。 

上述的这些事实，直接影响到，《发展障碍残疾人就业计划》的建

立。在该计划中，为企业领导，社区小组，学术期刊等等普及了支持性就

业的概念，并且制定的两部公共法律，来促进国家发展支持性就业。这两

部法律是，1984 年颁布的《发展障碍残疾人的权利及对他们的帮扶》，

(P.L. 98-527)，1986 年修订的《康复法案》，(P.L. 99-506)。这些发展的出

现是从“有竞争性的就业”这一经验而来的，“有竞争性的就业”关注在

公开就业场所就业的残疾员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职业康复而上岗，之后

就不需要为他们提供持续性的辅助工作。 

支持性就业在美国的法律中是这样定义的： 

… 个人在融合的工作场所从事具有竞争性的工作： 

(a) 对那些严重残疾的人，竞争性的就业不适合他们，或  

(b) 为那些由于严重的残疾而中断了竞争性就业的人，和那些由于他们

的残疾，需要持续的辅助，才能完成竞争性就业( The Rehabilitation 
Amendments of 1986, P.L. 99-506)。 

... 这种就业形式还包含，支付工资，在融合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和对残

疾员工的持续的辅助(发展障碍残疾人权利及对他们的帮扶法案 1984, 
P.L.9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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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定义被广泛的采纳，并且也翻译成很多不同的文字，在世界

各个国家广泛使用。支持性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新西兰辅助就业协

会（ASENZ）来确定的，下面就是支持性就业的特点： 

• 开放的就业：残疾员工在融合的工作场所工作； 
• 工资和福利：在融合的工作场所，为残疾员工提供，与非残疾员

工相同的工资和适当的工作条件。 
• 安置第一：通过精准的工作/个人的工作匹配，直接为残疾人安置

工作，没有因为“没有准备好”和培训而拖延工作安置。 
• 融合性: 对于严重残疾的人，没有将他们从社会分开，并且会为

他们提供支持性就业。 
• 按个人需求提供持续性的帮助：辅助服务战略，没有时间限制，

按照个人的需求来设计，并且做到 大化的延续工作。 
• 选择和职业发展：服务和支持性就业的成果要建立在个人的职业

发展愿望的基础上。 

 研究人员与获得很大支持的残疾人一起合作，发现了四种可选择的就

业路径，这些路径的特点都符合“支持性就业”模式(Mank 等人, 1986)。
第一种路径叫做“提供辅助性的工作”。这种路径演变成后来的支持性就

业模式，就是上面所描述的。另外一种路径叫做“‘飞地’就业”模式，

还有“流动工作队”模式和“工作小组”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是针对那

些，获得很多支持的智力障碍者就业设计的。 

2.3.1 辅助性工作的模式 

“提供辅助性工作”的智力

障碍者就业模式，主要表现在

“安置和培训”，而不是在以前

的康复中心所实施的“先培训，

后安置”方法。因此，按照这种

服务，提供就业，安置工作，是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实现的，而不

是在 后实现。 

合理便利 
是指工作场所必要的和适当的改变和调

整，这种调整或改变，不是很大的，不

成比例的改变，也不是需要花费很多钱

的变化，这种改变，只是确保残疾员

工，能够在工作场所，与非残疾员工一

起工作，并且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章。 

这种“安置，培训和辅助”的支持性就业模式，需要就业指导员与残

疾求职者一起来确定他/她的工作兴趣和工作技能。这项工作与工作寻找，

工作匹配和工作安置密切相关。另外，还需要鼓励雇主，来变通某一项工

作，而与智障员工的工作技能和兴趣相匹配（这里的变通指的就是合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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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很多案例告诉我们，就业指导员，可能需要首先学会做这项工作，

然后就可以在随后的工作中，教会残疾员工去做这个工作。但是在一般的

情况下，雇主可能愿意请一位常规的工作人员来教授残疾员工做这项工

作。这位工作人员，随后可能成为残疾员工的“指导员”，这样，就可以

自然而然的为残疾员工提供工作上的帮助。 

如果不考虑由谁一开始来做培训工作，大量的研究事实表明，持续的

自然而然的对残疾员工的辅助（即通过一名企业的工作人员为残疾员工做

指导），要比外部的就业指导员（通过政府部门或非政府组织雇佣的就业

指导员）能够获得更好的对智障员工的工作安置。虽然，自然而然式的辅

助工作能够为智障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使得智障人士在融合的工作场所

更好地工作，但是，综合性工作指导和自然而然式的辅导，如果有两方面

的支持，可能更是智障员工所需要的，那种按照个人的情况和需求，量体

裁衣式的支持和辅助工作更适合智障员工。实例 2.1 列举了，在庇护工场

如何帮助残疾员工巩固其工作，并且如何过渡到融合的工作场所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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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2.1.在外部环境的帮助下--逐渐转移至支持性就业 
一旦一位智力障碍者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雇主就会通知智力障碍者

以及他们的父母。雇主会安排一个见面，邀请工作介绍人，以及将要

工作的智力障碍者一起参加。目的是为将要工作的智障人残疾士和雇

主，以及工作介绍人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并且为将要工作的智力障碍

者安排一定的试用期。 

试用期时间，一般为 3天，在此期间，雇主不用支付任何的费用。不

过，如果有必要，工作试用期可以延长。在此期间，将来的雇主，作

为体验工作的智力障碍者，以及工作介绍人，要一起设定新的工作职

责，讨论工作场所的合理便利。因为在智障员工亲身体验的工作试验

中，各方都要对工作职责，工作场所的便利性等等，提出修改意见。

一旦智力障碍者与雇主的工作关系确立后，对智力障碍者的持续的资

助还将继续，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也需要经过充分的分析和考察，

雇主对这些都需要了如指掌。 

在工作关系确立后，智障员工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星期，不仅对他自

己，而且对各方面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庇护工场到公开的工作

场所的巨大变化是势不可挡的。智力障碍者的家庭可能还在犹豫，这

就需要就业指导员、安置中心工作人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辅助。智力

障碍者的学习曲线急剧攀升，他或她的活动范围也从家庭和社区延伸

至工作场所，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需要合理化，要尊重智力障碍者的

需求，智障员工要与同事建立新的朋友关系。 

同时，职业技能的设计要符合工作场所的需要，对智障员工的常规化

的生活技能培训，也很必要，这样能保证他/她工作的延续性。 

Parent, W.; Hill, M.L.; and Wehman, P. 1989 

支持性就业的持续性辅助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通过智障员工工作

场所的主管或工人，对他们进行自然而然的帮助（详见下面的实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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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2.2. 支持性就业- 与“自然而然”的帮助 
Jenny 在一家当地的快餐厅做餐厅服务员。她迎接顾客，为顾客上菜，打扫

餐厅，维护餐厅的卫生。Jenny 有一个就业指导员，但是她现在做的工作，

都是餐厅的助理经理交给他的。餐厅的老顾客每次来吃饭，都跟她打招

呼，如果她有事没来， 还向其他人打听她。餐厅的区域经理知道Jenny的名

字，并且让她参与为餐厅做宣传的广告活动。 当有人问到这件事时，餐厅

经理说：“Jenny代表的了我们餐厅想要传达给客户的信息：我们的员工都

是友好、懂礼貌和努力工作的员工。 (www.worksupport.com) 

2.3.2“飞地”就业模式 

“飞地”就业模式是指，一群残疾员工在非残疾员工的培训和指导下

工作，一般是指他们在工业生产或是商业领域工作。在起初的设计中，残

疾员工的工资与非残疾员工的工资是相同的，并且随着他们的生产能力而

不断调整。由于在一开始，这种模式在庇护工场得到采纳，所以一般都没

有与智障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这就意味着残障员工的工资按照庇护工场的

标准来支付。 

提供给参与“飞地”就业模式的残疾员工的持续帮助，如同支持性就

业中的就业指导员一样。相关的研究报告，的确指出了在一些案例中，企

业愿意承担“工作指导”的职责，如同上述所描写的“自然而然”的支

持。但是这当中也有一些有风险的地方，如在企业的社会交往机会少，有

些企业的残疾人就业“飞地”小组不愿意与其他员工分享公司内部的午间

休息室，等等。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在正常的商业环境中，“飞地”就业模式很可能

演变成为“庇护工场”模式。 但是，无论如何，在有限的研究中发现，仍

然有些人在这种就业模式中受益。一个权威的调查显示，针对智力障碍者

高度的辅助需求，以及非残疾人对三种工作模式（支持性就业模式，“飞

地”工作模式和与非残疾人一起工作模式），所获得的社会干预作比较，

Storey 和 Horner (1991) 发现，支持性就业模式及“飞地”工作模式，更有

利于非残疾员工与残疾员工的相互融合。但是，作者又建议到，工作场所

的融合性比简单地强调就业模式，更能起到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积极作用。 

Kregelet 等人(1989)的研究报告指出，残疾人就业模式的建立，如“飞

地”就业模式和流动工作队的就业模式，为残疾人提供了虽少但是却很重

要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社会参与机会。研究报告还发现，那些需要高度支

持的残疾人，更愿意在“飞地”就业模式中就业，而不倾向于其他一些就

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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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流动工作队就业模式 

这种就业模式是服务和商业领域的结合。它是一个工作小组，可能有

5 个左右的残疾人，以面包车为工具，而不是在办公楼里工作。他们在社

区提供各种各样的流动性的服务。他们所从事的服务包括修剪草坪，擦拭

窗户，整理社区环境，等等。在开始设计的时候，流动工作队就业模式是

很小规模的，单一目的服务，而不是那种大规模的，有很多工作人员的就

业模式。并且，流动工作队就业模式，可以为“飞地”就业模式，庇护工

场的就业模式提供服务。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工人们更愿意在庇护

工场的环境下拿到他们的基本工资，从而以一种服务的方式来行成流动工

作队就业模式。 

实例 2.3. 流动工作队就业模式 
流动工作队就业模式是一种小规模的，提供单一服务的就业模式，在

这种模式中，工作人员，从社区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来提供服务。

总经理全权负责各个小组的工作，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位主管人员，及

一位职业指导员。接受这些工作小组服务的公司，一般都是非盈利的

机构或社会企业，流动工作队提供的服务包括景观美化，保洁工作，

等等。流动工作队的主管人员，主要负责督导流动工作队的日常工

作。但是，很多证据都证明，流动工作队的就业模式，与辅助就业中

的其他模式相比较，更少社会交流，更少选择机会  (Boeltzig 等人 , 
2006)。 

 

2.3.4 专业工作就业模式 

这种就业模式 早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开

展的一项特殊培训项目，目的是替代日间看护中心的模式，为智力障碍者

提供长期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以前拒绝接受就业服务的智力障碍者。这种

就业模式，是一种小型的就业集体，从事单一的服务项目，以非盈利的商

业模式进行操作，为所需要的客户提供一定的货物和服务。这种就业模

式，需要一些具有较高技能的工作人员，来做技术指导，但是技术指导人

员和工人的比例不能超过 1:5。 

这种就业模式的人数控制在 20 人以内，工作场所，一般会离商店，餐

厅和其他社区内的设施较近，这样就能很方便的为员工提供参与社区活动

的机会，特别是在午餐休息时，以及下班后等等。这种模式，现在在美国

的 5 个州和澳大利亚都存在。该模式运作的费用一般不会比日间看护中心

运作的费用高，但是其员工可以按照生产能力的高低，而获得相应的工

资，这也是他们工作后第一次实现按劳分配。在后续跟踪的调查表明，通

过这种形式的就业模式，员工能够深入社区的生活，特别是在用餐期间，

他们能够进入社区的购物中心。实例 2.4 介绍的 CNS 精细装备中心，就是

在澳大利亚的专业工作就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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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为那些辅助需求大的残疾人设计的，而且由于他们相对较低的

生产力，这些人在庇护工场基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是，专业工作就业

模式，与传统的庇护工场的就业模式相比较，一样有很多类似的弊端和缺

陷。在 早设计时，专业工作就业模式，是为电子产品的工厂所设计，但

是，随着电子产品的发展， 生产自动化代替了人工劳动，所以很多工人都

失业了，不过这种就业模式，仍然为员工提供了很多的与社会接触的机

会。 

实例 2.4 CNS 精细加工厂 
CNS 精细加工厂，是澳大利亚的一家残疾人福利企业，成立于 1984 年，工厂

雇佣智力障碍者工作，工厂以生产电子产品为主，同时为工业生产提供各种

服务。 
CNS 通过提供辅助性的工作机会及与就业有关的服务，而达到帮助个人来参

与社区的主流经济活动的目的。CNS 服务，是一个社区系统培养残疾个人生

产力，独立性和融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www.cns.org.au 

2.3.5 对支持性就业的总结 

上面描述的四种就业模式，已经在它们 初的基础上模式经历了很多

改变。支持性就业得到扩展，并且成为了国际上首选的智力障碍者就业模

式，特别是它涵盖了联合国残疾人平等机会标准规则的核心思想，以及

近颁布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该公约倡导为各类残疾人提供就业

机会，而不考虑他/她需要帮助的程度的大小。即便是在高收入国家，支持

性就业，也没有全部涵盖处于工作年龄的，愿意工作的智力障碍者。在

近几年，不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实地工作者，都在努力提高支持性就业的

就业率，使得更多的智力障碍者参与就业。努力的重点在于工作匹配和工

作调整的一个持续的增长，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作或部分工作都适合各种

类型的残疾人，包括智力障碍者。这使得支持性就业模式，向新的就业模

式转变，这种新的就业模式被称为用户化就业模式。 

2.4 用户化就业模式(CE) 

在美国，一种新的就业模式在 近提出，这种就业模式的目的是为残

疾人找到能够获取有竞争力的工资的工作。这种就业模式叫做“用户化就

业模式”，此概念首先由“美国残疾人就业政策办公室”于 2001 年提出

的。 

这种模式是依照“以人为中心”的概念来设计的，它以人的需求、愿

望、才能和技能为中心。这种模式搭建了与潜在雇主交流的平台(Inge, 2006; 
2008)。这种就业模式，强调个人的选择、优势和能力。 这种就业模式提供

一站式就业服务(Blanck 等人, 2009; Inge, 2008)，如同对智力障碍者所在的

工作场所进行投资，对智力障碍者提供教育，和人力资源服务项目，使其

达到提供服务和长期的就业产出的 优化(参见实例 2.5)。工作支持公司，

澳大利亚的一家 大的就业服务公司，采用该原则， 成功的实施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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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业。支持性就业，是该公司从学校到工作就业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Tuckerman, 2008)。 

实例 2.5 用户化就业模式的成功案例 
       一家大型的商业房地产公司，通过行政服务的重组，来重新管理

一个文件档案中心，从而达到减少房产交易时间的目的。这样一份工

作分配给了 José，一个残疾求职者。这份工作按照他的技能和他的兴

趣设计成为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他的工作职责包括，传送邮件及传真

文件，为每一份房产交易建立档案，传递房产交易合同给相关负责的

财务经理，整理数据资料，为档案分类。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给其他

同事，来承担更细致的工作。雇佣了这名残疾人后，房地产的交易环

节减少，交易时间也有所缩短，交易量增加，公司通过每一笔交易所

获得的利润上升。 
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办公室(2001)  

工作与求职者匹配的过程，正如实例 2.5 所描述的那样，对每个人和

每一位雇员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过程包含如下的几个步骤： 

• 详细了解求职者对所申请职位的适合程度，潜在的能力和对工

作的兴趣。 
• 能够与求职者的适合程度相匹配的契合点，以寻求就业机会。 
• 制作一份书面的工作责任分析，这份分析中，详细说明工作过

程的排列顺序，“自然而然”的辅助，在各种操作中所需要的

额外指令，工作场所的合理便利，其他可选择的方法，以及在

与另一位同事合作时会遇到的各种情况，等等。 
• 按照求职者的个人兴趣为基础的安排，使得雇主能够看到工作

的个人对工作场所的巨大贡献，雇主更愿意提供合理便利和重

新安置调整工作内容，以做到：有人需要工作，就有人安排工

作，并且是将个人的成就 大化。 
• 为雇主和残疾人的同事提供高质量的咨询，这样他们能够很好

地将劳动技能传授给残疾员工。 
• 为雇主和雇员提供连续性的支持 (Griffin 和 Hammis, 2002:1. 还

有 Griffin 等人, 2007). 

Beyer 和 Robinson (2009)的研究报告指出，2005 年的一份调查中发

现，美国劳动部的相关的报告中指出，用户化支持性就业是残疾人就业的

成功模式，特别适合需要给予高度辅助的残疾人。在美国劳动部的调研

中，第一轮有 345 名残疾人被安置到有竞争性的岗位。他们中的大部分找

到了高质量的工作，95%的残疾员工的工资远远高于 低工资，超过 50%
的残疾员工找到的工作有职业发展的前景 。在第二轮的调查中，针对 536
名残疾人进行随机抽查，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在这些残疾人中，其中的

42%是精神障碍残疾人士，大约 20%为智力障碍者。  

  本质上，用户化辅助就业对支持性就业模式的 大贡献，就是个人的

工作选择在工作匹配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形式更加阐明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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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疾定义的社会模式的认识，就是改变环境要远

远比尝试去改变人重要的多。 

2.5  个体经营，自主创业和微型企业 

Neufeldt 和 Albright (1998:6) 是这样定义自主创业的: 

残疾人自主创业，通过他/她自己选择投资的项目，自行安排时

间，在工作中有决定权，并且该工作能够带来收益。 

Duce 和 Biersdorff (2002) 指出，智力障碍者能够从事的自主创业的种

类，可能会有别于非残疾人。很多案例指出，一般来讲为智力障碍者做创

业指导的并不是就业指导员，更多的时候是家庭成员，他们一般会为想要

创业的智力障碍者，在创业前，提出 5 项主要步骤: 1) 开发一份商业计划; 2) 
获得必要的技能; 3) 拥有启动资金; 4) 实施商业计划; 和 5) 扩大生意。其

实，自主创业所需要的工作技能，与支持性就业所需要的工作技能非常相

似，同样需要工作职责分析，技能培训和持续提供辅助。并且帮助智障创

业者获得自然而然的辅助支持也是必要的，如志愿者和辅导员，他们是有

创业经验的辅导员，同时也是志愿者，他们可以持续的为智障创业者提供

服务。  

这种创业的企业也被描述为微型企业，由一个人开始的一间很小的生

意。 Beyer 和 Robinson (2009: 65-66) 的研究报告指出，微型企业相对于智

力障碍者就业， 大的优势在于: 

• 微型企业，尊重智力障碍者的能力，以及他们拥有的资产，看

重的是他们的兴趣和优势，这种模式，比融合式就业模式及对

就业场所的要求要灵活方便; 
• 微型企业，显示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平等，是以前从未有

过的，是开放式的智力障碍者个体经营的模式。 
• 微型企业，反映了政府在增强弱势群体就业方面的思考，以及

所作的努力，和政府不断开发各种服务满足残疾个人的需需。 
• 微型企业，是一些人从个人爱好和兴趣出发，而获得收入的一

种就业方式。通过以人为本的计划，直接的付费和个性化的预

算来获得资助和支持。 
• 微型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使得智力障碍者，从客户转变成

了社会一员。 

Neufeldt 和 Albright (1998)的一份，对超过 120 户，在低收入、中等收

入和高收入国家个体经营者的调查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对残疾人的创业辅助要比高收入国家经验丰富的多。 对于智力障碍者，少

量的一些研究表明，微型企业还处于实践探索中，更多的成果还有待于进

一步了解(Okahashi, 2001, a, b)。 

尽管微型企业是一种残疾人群体常见的就业模式，但是这种就业模

式，对智力障碍者来说，仍然不被看好。 近在赞比亚开展的一个技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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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也证实了这一点。主要原因是智力障碍者缺少基础的工作技能

(Koistenen, 2008)。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经营，更适合那种需要高度帮助的

残疾人，同时也适合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庭，因为这些家庭中的残疾

人，参与社会的机会非常有限，并且这些家庭中的智力障碍者，在工作

中，也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2.6 社会公司 

社会公司是社会企业的一种。社会企业起源于欧洲，开始是为社会心

理障碍的残疾人服务的企业，由于当时很多的大型精神病医院纷纷关闭。

社会企业是一种企业经营的模式，企业获得的利润都用于企业的再投资，

从而扩大企业规模，目的是为那些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 

在英国，衡量一家公司是否是社会企业的标准，可以在企业价值观基

础清单中找到(参见  http://socialfirmsuk.co.uk/about-social-firms/what-social-
firm)。这些条件以三个核心价值为基础，即：企业，就业和赋能。(实例 
2.6) 

 

案例 2.6 社会企业核心价值观 
企业- 社会企业是商业经营企业，综合了市场经营和社会责任（“商业和资助”，

而不是“项目和交易”）。社会企业的商业活动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至少 50% 的社

会企业的营业额，应该来源于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企业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它不

应该由个人操纵和盈利（排除工人合作组织）。 
就业 - 大于 25%的雇员应该是来自弱势群体，企业要根据员工的需求，来实施适当

的合理便利。 
赋能 - 社会企业承诺通过就业，使得弱势群体能够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得到融合。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社会企业将通过雇佣弱势人群，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并支付

他们符合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收入，一般高于国家 低工资的收入。 
http://socialfirmsuk.co.uk/about-social-firms/what-social-firm 

庇护工场有时候也可能建立一些小的商业企业，这些企业也被冠名为

“社会企业”。在新加坡，MINDS 是一家专门为智障人士提供庇护工场就

业的机构，该机构在一个社区建立了一家洗车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洗

车场全部的工人都是智力障碍者，他们缺乏机会，参与有竞争力的劳动力

市场，并且他们也缺少融入社区的各种机会。这家机构建立的这家洗车

店，受到来自智力障碍者的家长的很多质疑，因为智力障碍者的家长，希

望他们的智障子女在成年后，能够在更有保护的地方工作。 

Li 和 Wong (2007) 在他们的视觉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英国，西班牙和

香港的社会企业的大致轮廓，包括社会企业的定义，社会企业面临的困

难，社会企业的战略，如何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来容纳社会企业，等等。 
香港 Tung Wah 集团蔬菜和水果加工工厂，提供蔬菜及水果加工及运送到

医院服务，该集团雇佣了 29 名残疾人。公司在市场上购买大量的水果和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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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 经 过 加 工 ， 运 输 到 他 们 的 客 户 手 中 。
(http://www.avantageventures.com/avcatalogue/sv-enterprise-vegetable-fruit-
processing-and-supply-service-es-tung-wah-group-hospitals). 

关于社会企业在智力障碍者就业方面的成就的研究，非常有限。

Forester-Jones 等人(2010)，对比 40 名智力障碍者在一家社会企业工作，另

外 40 名智力障碍者在日间照料中心工作，研究发现，那些在社会企业工作

的智力障碍者，对人生经历，自我尊重和自我满意度的评分上，远远高于

在日间看护中心的智力障碍者。但是，他们也总结到，虽然社会企业，有

更好的培训计划适应未来的工作，仍然需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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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社区经济发展(CED) 

社区经济发展的出现替代了传统的经济发展的模式。社区经济发展出

现的原因在于，人们发现了社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失业，贫穷，工作机会

减少，环境退化，经济不稳定，社区失去控制--这些都需要用完整的计划和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解决。 

关于社区经济发展的定义，有多种多样，但是下面的特点涵盖了社区

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包含的基本内容： 

社区经济发展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由社区直接领导的经济发展过

程，其目的是，通过综合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发展，

促进社区居民和地区居民的幸福感。人们认识到，能够带来社区

的和谐发展的活动，不论是支付工资和不支付工资的活动，都算

作是社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Simon Fraser 大 学 社 区 经 济 发 展 中 心 ） 
(http://www.sfu.ca/cscd/gateway/sharing/principles.htm)  

社区经济发展项目，为帮助残疾人生活，促进残疾人就业，提供了一

种可能。在那些高收入国家，那些高度城市化的社区，关于残疾人的政策

和服务已经由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关，越来越多的传递给非营利组织。

Stainton 等人(2006)建议，为了克服残疾人的就业困难，消除针对残疾人的

偏见和歧视，政府需要更多地与残疾人组织保持联系和沟通。 

决策者必须尽 大可能地，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考虑残疾人的愿

望。比如 Wilson (1996:617)就发表评论指出，社区经济发展，如果可以真

正授权与人民，就需要在社区内部考虑，这就是考虑个人的自救能力的实

现和与大型社区的互联性的实现。 

在低收入国家，在满足各种边缘人群的愿望中， 社区经济发展证明是

非常成功的。通过 Kretzman 和 McKnight (1997)所描绘的社区“资产地

图”，以发掘个人的优势和能力为基础，社区经济发展鼓励每一个为社区

开发可行性计划。McCall (2003)指出，以往的以需求为基础的方法，经常

使用的是，外部的职业方案作为解决方案，而“资产地图”寻求社区的自

我的资产，并且利用社区本身来解决当地的问题。 

这个过程“由各种关系来驱使，这些关系包括：社区与个人之间的关

系，社区机构和系统之间的关系，等等”(McCall, 2003:107)。这些关系非

常重要，正如 Hopkins (1995:50) 指出的, 为了避免社区经济发展陷入“只是

为了穷人及他们所在的社区增加收入”的障碍，社区经济发展必须抓住这

点，通过人们对地方经济的积极行动，使得人们的财富积累更多，工作机

会得以增加，来达到社会、个人需求的扩大和实现潜在的商业价值。 (See 

30 



 

http://rtc.ruralinstitute.umt.edu/RuEcD/Update.htmfor 美国农村社区经济发展

和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 

2.8 智力障碍者就业选择—总结 

近十几年来，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智力障碍者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大

多数人的认可，并且很多国家都在制定多项计划，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机

会，实现他们在普通的工作场所，从事有意义的、有生产能力的工作的目

的。支持性就业是现在所采纳的主要的就业模式，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

为不同的智力障碍者，提供各种不同程度的帮助，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下

面的章节，是在不同国家所开展的支持性就业经验的总结，并且也列出了

很多的研究成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支持性就业模式，是在高收入国家建立起来

的，并且伴随很正规的服务，但是，同样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非正规经济

形势下，特别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支持性就业也是智力障碍者的主要

的就业模式。智力障碍者经常从事农村的工作，包括农场的工作，这与西

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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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支持性就业的举措 

本章节描述了支持性就业计划在一些高收入国家，和在一些低收入国

家的实施情况。虽然本章节，不能涵盖支持性就业在所有国家的经验和教

训，但是，本章节选择了那些在该领域进行了重要研究的国家，以及对支

持性就业实施了改革创新的一些国家的经验。这些研究的发现和成果在下

面的 3.3 节都有总结。 

3.1 高收入国家 

3.1.1 美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各个州，支持性就业得到了

振奋人心的发展。以大学为基础的应用研究中心，也伴随这个模式的发展

而不断进步，特别是那些活跃小组的研究成员，残疾人权利倡导者，对有

很高帮助需求的智力障碍者，及对在日间看护中心的智力障碍者非常感兴

趣(请参照 上面的 2.3 节)。事实上，很多严重的智力障碍者，仍不可能在现

存的被隔离的庇护工场工作获得就业。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型的隔离的智力

障碍者的居住区。在一些初级的就业项目实施后，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就业

项目-例如，青年转移就业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该项目通过在美国俄勒

冈州的将近 20 多年的实践，为残疾青年的转移就业，提供了良好的循证实

例 (Benz 和 Lindstrom, 1999)。 

美国的支持性就业的特点，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帮助残疾人就业的模

式，可能在别的国家并不适用(参见上面的 2.3 节)。 这种以法律为基础的形

式，使得支持性就业在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对研

究人员、研究中心，特别是智力障碍者研究中心的大量的资金支持，也是

支持性就业模式发展很快的原因之一。法律和政府资金的支持，使得研究

人员，能够更好地研究智力障碍者的教育，就业等等问题，这其中也包

括：青年智力障碍者如何从学校毕业后，过渡到工作岗位。 

除了良好的无障碍化的环境，很多的证据都表明，庇护工场工作的智

力障碍者的数量也有所减少(Braddock 等人, 2008)。David Braddock 和科罗

拉州大学的 新的论文，关于美国发展障碍残疾人的研究报告指出，在日

间看护中心工作的智力障碍者的数量从 2000 年的 24%降至 2006 年的

21%，这份报告还指出，在支持性就业场所工作的智力障碍者，其处于非

竞争的工作环境下和竞争的工作环境下的比例为 3:1。 

在美国的一些州，如威斯康辛州这一引入支持性就业模式的领军州，

支持性就业的比例在下降，但是，随着支持性就业模式的不断的改进，这

种就业模式在这个州发展的越来越快，甚至超出了整个国家的平均发展速

度。为了更好地开发这种就业模式，威斯康辛州的健康和家庭服务部们发

起了一项研究调查，主要研究方向是，支持性就业的实施和可持续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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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参见下面的 3.3 节)。在这项研究中，列举出了很多的困难，比如，如

何将改革创新的辅助性残疾人就业模式，向其他行政管辖区推广，如何向

别的国家推广，如何克服文化差异，政治和法律系统的不同，经济状况，

历史背景的不同以及受教育程度和语言的障碍，等等。 

与其他州一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威斯康辛州接受了来自联邦政

府系统的改革补贴金，来关注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在 1988 年和

1990 年，威斯康辛州迈出了积极的步伐，残疾人就业率超过了美国发展障

碍残疾人士就业率的平均数，这些发展障碍残疾人，在工作场所能够接受

职业技能培训（威斯康辛州的智力障碍者就业率为 23%，而美国全国智力

障碍者的平均就业率为 21%）。随着联邦政府系统的扶助金逐渐退出，威

斯康辛州的智力障碍者就业率有所下降。在 2004 年，威斯康辛州报告，只

有 2800 个智力障碍者在支持性就业场所工作，而超过 15000 名智力障碍者

在庇护工场工作，或者享受救济金服务。虽然威斯康辛州残疾人的就业率

降为 15%，但是在美国，智力障碍者的就业平均值却提升为 24%。这表

明，在这段时间里，在美国的其他各州，政府还在努力帮助智力障碍者就

业。 

美国研究人员的早期的努力，目的是来帮助那些智力障碍者，从孤立

的庇护工场转向融合式的就业场所。在 1985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联邦系统

创新计划，成功地资助了一些研究开发课题，来研究智障残疾人从庇护工

场向融和式的就业场所转移时将要遇到的挑战和机遇，等等(McGaughey 和
Mank, 2001; Novak 等人, 2003; Parent 等人, 1989)。例如 Novak 等人(2003)发
现，哪些认为 有效的，来实现智力障碍者就业项目的执行和扩大的活

动，包括技术支持，能力建设，政策和资金等问题。但是，研究也发现，

一旦国家的刺激政策到期结束，智力障碍者就业还会出现问题。 

美国的经验表明，在 1990 年的美国残疾人法案(ADA)中，它的反歧视

条款并没特别指出，需要为智力障碍者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就业。

因此，通过这一立法缺失，可以看到人们任然抱有很强的观点：如果一个

人的认知能力有问题，是不能到融合的就业场所工作的；尽管已经有事实

表明，智力障碍者在获得足够的训练和支持下，在别人的帮助下，是完成

解决工作场所中的复杂任务的。 

3.1.2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智力障碍者就业的发展路径与美国的发展路径基本相

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精神缺陷者协会（现在叫做国家智力

障碍者委员会 – NCID) 认为，在澳大利亚的很多的轻度智力障碍者，都在

庇护工场工作，而不是在公共的就业场所工作 (Rigby, 1973)。澳大利亚联

邦政府 ，通过澳大利亚联邦康复中心(CRS)，相继建立了七家“工作准备

中心”，在联邦的各个州的首府，为那些从学校毕业的轻度智障的学生提

供 12 个月至 18 个月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生活技能培训课程。通过培训，学

员们一般都在公共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了永久性的工作机会，他们大多

数是在工业加工厂工作，在那个年代，工业加工厂是澳大利亚很热门的行

业(Parmenter 等人, 1977; Ward 等人, 1978)。 工作准备中心经历了近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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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后，在进行了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中心开始尝试美国的智力障碍者的

支持性就业新模式。 

 1985 年，经过一系列与残疾人、残疾人权利倡导者、支持组织和服务

机构的磋商，澳大利亚政府出版了残疾人发展项目回顾-新的方向(Grimes, 
1985)。 这份报告对在 1986 年制定的澳大利亚残疾人服务法案起了很大的

帮助作用，在随后的几年里，伴随着这部法案的出台，也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的残疾人服务标准。残疾人服务机构得到政府的很多帮助，政府为残疾

人服务标准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财务资助。 

为了更好的刺激融合式就业模式的发展，澳大利亚政府资助了一些公

共就业场所的实验性项目，这其中的很多项目，目标都集中在那些需要很

多帮助的残疾人身上。其中的工作辅助项目，从 1986 年建立以来，一直在

帮助智力障碍者就业，辅助那些需要很大帮助的残疾人就业，这个项目，

也是在澳大利亚支持性就业项目中，做得 好的一个（Tuckerman, 2008 a; 
Tuckerman 等人, 1999)。 

融合式就业在澳大利亚的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的状况也是大同小

异、不容乐观。在澳大利亚，智力障碍者在庇护工场的员工人数，并没有

减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过去曾对这种就业模式减少资金支持，但是，在

游说者，尤其是智障残疾人家长组织和服务机构的游说下，政府不得不妥

协，仍然把庇护工场做为智力障碍者就业的重要选择；尽管从法律上讲，

联邦政府这一行为违反了该国的反歧视法律，以及违反了它对联合国关于

残疾人的宣言和相关公约的承诺。 

3.1.3 加拿大 

Neufeldt 等人(2000)的研究报告发现，加拿大的四个省新斯科舍省, 安
大略湖省, 马尼托巴省和亚伯达省都建立了支持性就业模式。加拿大的支持

性就业项目由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机会平等基金、劳动力市场发展组织、地

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给予财务资助。 

 在一份关于加拿大残疾人就业的就业政策和项目安排的回顾报告中，

Crawford(2004)指出，智力障碍者没有资格参与融合式的公共就业，是因为

他们没有就业保险。这表明，官僚机构的人们仍然认为，智力障碍者在公

共的工作场所工作，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即使有些省份的法律法规有些

出入，但是当时，大部分的智力障碍者在庇护工场工作，很少一部分人在

辅助性的就业模式下工作，而且没有统计这个比例数。 

 在加拿大，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有一些支持性就业机构拒绝帮助那些

需要综合性服务的残疾人，如智力障碍者。Stainton 等人 (2006)就提到，由

于残疾人服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盈利机构也加入残疾人“产业”，残疾

人日益“商品化”（换句话说，就是将智障作为商品实现盈利），其结果

就是，那些服务起来更容易的残疾人，成为了盈利机构间竞争的对象。因

此，需要在资金扶植政策中增加额外的刺激手段，用以防止这种“抽取精

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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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芬兰 

1995 年，随着芬兰加入欧洲联盟, 芬兰可以使用欧盟的社会基金，实

施社区行动计划，在为智障人士提供的支持性就业模式上，开始一些实验

性的项目。关于芬兰的支持性就业的常规研究，开始于 1998 年(Saloviita 和 
Pirttimaa, 2007)。 研究人员定义支持性就业为，支付工资的工作，在融合

的工作场所、为员工提供持续的支持。2003 年，在对 93 家为残疾人提供服

务的机构的 新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其中的 22 家提供支持性就业服务，这

一数据在 1999 年是 21 家，在 2001 年是 19 家。 

虽然，表面上看，一些提供支持性就业服务的机构的数量还是相对稳

定的，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一些机构停止提供支持性就业服

务的同时，另外一些机构开始了这个领域的工作，但是规模都很有限。在

机构服务的对象中，如果有大约 17 位残疾员工，那么其中可能只有 1 到 2
名员工的就业模式是支持性就业。那些在支持性就业场所工作的员工较多

的机构，一般都是为精神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机构。为智力障碍者和边缘人

群提供的就业服务的工作场所的基本都是庇护工场。 

根据芬兰的相关机构统计，自从 1995 年支持性就业开始实施后，总共

不超过 100 位残疾人得到过这种服务。但是在 2001-2003 年期间，随着支

持性就业模式的发展，残疾人参与支持性就业的比例有了很大的变化。精

神残疾人参与支持性就业的人数大幅度上升，而智力障碍者参与支持性就

业的人数降低了很多。这种显现严重违背了支持性就业开始设定的原则，

那就是，支持性就业是为所有边缘人群提供就业服务的。严重智力障碍者

参与支持性就业越来越困难，在人们的意识中，智障人士大多都应该在庇

护工场工作和在日间看护中心工作(Saloviita 和 Pirttimaa, 2007:233)。 

芬兰的智力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的发展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那就是残疾人支持性就业的可持续发展。要遵守这一新路径的各

项原则，在很多国家都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在芬兰关于智力障碍者支持性

就业研究所明显揭露的问题，决不是个别的情况。相比于帮助其他边缘人

士就业，在考虑如何 好地帮助到智力障碍者就业的时候，我们还应该考

虑这一问题下蕴含的不同的道德观、政治和经济的价值系统等情况。 

3.1.5 爱尔兰 

爱尔兰在支持性就业的实践上，一直走在前列。爱尔兰开展的第一个

支持性就业项目，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St Michael’s House 建立

了一个“开放之路”示范项目，该项目的设计，是为那些中度或严重智障

的残疾人，帮助他们找到普通的工作。在这之后，又有一些类似的项目相

继开展，包括 St John of God's STEP 企业，Sunbeam House's Dargle 就业中

心和 KARE 就业辅助局。在一次残疾人就业的会议上，国家残疾人管理局

Mc Cormick 和 McRae (2005)，做了 《研究成果告诉了我们什么》的报

告，报告引用 1996 年 RISE 的评估成果，分析了支持性就业模式在爱尔兰

开展的情况，指出在 30 家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机构中，449 名残疾人从事

的是临时性的工作，但却是支持性就业的模式，这一模式的人数，到 1999

35 



 

年上涨为 499 人。在 2005 年 McCormick 和 McRae 的研究报告指出，几乎

所有为残疾人服务的机构都开展支持智力障碍者就业的服务，为智力障碍

者提供支持性就业的帮助，其中一些智力障碍者实现了支持性就业。早期

关于“开放之路”项目的评估， (Walsh, Rafferty 和 Lynch, 1991, Walsh, 
Lynch 和 deLacey, 1994) 显示，支持性就业的参与者，不仅获得了真正意义

上的工作和工资报酬，而且他们的社交能力，有了重大的改变。很多论据

都证明，这些实验性的项目对智力障碍者的家庭的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很

多家庭的智障儿子或是智障女儿挣到了第一笔工资。同样的，积极的效果

也影响了与智力障碍者一起合作的工人和他们的雇主。Walsh 等人 (1994) 
也强调智力障碍者可以通过，在工作场所工作领取工资，而避免在不利于

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领取残疾人保障金。 

爱尔兰辅助就业协会，在其 2005-10 年的战略计划中，指出欧盟地平

线项目集团(2000)，在《支持性就业项目主流化研究报告》中，对 405 名残

疾人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只获得了很少的支持。报告同时也发现，

支持性就业的社会收益要远远高于其社会投入。另外，工作的可持续性也

是很多参与调查的残疾人所关心的问题。 

McCormick 和 McRae (2005)，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很多在都柏

林的超市工作的智力障碍者，压根没有脱离初级职位，并且他们没有机会

转岗到他们想选择的工作。所以，对智障人士就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通过

在职培训，实现他们的工作发展和职业规划。他们也提到由于雇主对智力

障碍者潜在能力认识的不够，雇主也为智力障碍者的职业发展设置了“天

花板”。 

爱尔兰国家残疾人管理局（2011）报告指出，在 2004 年，智力障碍者

就业的数据如下所示： 

• 36%的成年智力障碍者，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就业。在其中，

29%在庇护工场工作，7%在公共的劳动力市场工作。 
• 大约只有很少数（1%的成年智力障碍者）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智

力障碍者，可以称其为就业，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工作场所被看

护，也就是说，他们与雇主之间没有签署劳动合同关系，他们

的收入也达不到 低工资标准，工资是名存实亡的。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智力障碍者就业的数据库是根据那些轻度智力障

碍者统计的，这些人一般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一些轻度智力障碍

者能够参与公开性的就业，所以他们参与统计的人数比例也非常高。报告

还指出，重度成人智力障碍者，没有在调查数据中做登记，他们一般都没

有工作，并且这些人人口众多。 

Kelly, Craig 和 Kelly (2010) 报告中指出，在 2009, 951 名智力障碍者都

在支持性就业模式中工作，同时，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智力障碍者却是在支

持性就业模式中工作的残疾人数的四倍。 

36 



 

随后，爱尔兰支持性就业协会游说政府，引入了国家支持性就业模式 
(参照 IASE 研究报告, 2000), 爱尔兰政府在 2000 年调整了为残疾人提供的

培训和就业服务，目的是为残疾人提供融入主流社会的服务。在这种政策

下，针对残疾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使其进入公开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服务

的工作职责，从以前的“卫生和儿童部”转移到“企业、商务和就业

部”。卫生和儿童部仍然负责职业康复和庇护就业职业服务。爱尔兰辅助

就业协会战略计划 (2005) 指出:  

残疾人的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政策，正在由企业、商务和就业部

修订，作为普通劳动力市场就业政策的一部分，对残疾人服务的

转移，表明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已经从医疗模式，过渡到

一个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同时公众也认识到残疾人

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第 11 页)。 

这与澳大利亚的 近的政策转向也很相似，但是问题仍然存在，那就

是，支持性就业模式是否向其他类别的残疾人延伸，比如精神障碍的残疾

人，如果是这样就会偏离 初的方向，也就是说，支持性就业模式开始是

为重度智力障碍者设计的就业模式，因为他们更需要帮助。 

3.1.6荷兰 

在荷兰，除了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另外还有两种方式能够让智障学生

融入到主流的就业系统，那就是“辅助学习路径”和“实践教育路径”。

前一种“辅助学习路径”更适合那些拿到毕业证书的学生，在求职时为他

们提供特殊需求辅助；“实践教育路径”适合于那些需要很大帮助的学

生，因为即使通过特殊的辅助，他们也不可能拿到毕业证书。 

很多论据都表明，就业前实践学校的培训，对于求职的智力障碍者，

受到更多的欢迎，调查显示，通过这种培训，智障学生在开放的就业场

所，在庇护工场，或者接受继续教育的安置率达到 60%。但是，有证据显

示，对智障学生工作兴趣的挖掘时间仍不够充分。这与很多的研究的结论

相一致，那就是，个人的工作动机与在开放工作场所的工作成果的满意率

紧密相关(Rose 等人, 2005)。 

由于良好的针对残疾人的社会福利，智力障碍者在荷兰的情况，与其

他国家的情况不同，但是，相同的是，荷兰广泛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也定位

于：智力障碍者能够建立独立的生活和实现充分就业。 

 荷兰与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一直在控制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及

领取残疾人补助金的人数。这个政策，为智力障碍者能够在公开的劳动力

市场的就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政府的计划是增加残疾人的就业参

与率，但是目标锁定在那些需要较少帮助的残疾人身上。除了一些机构想

要增加智力障碍者在支持性就业场所的人数外，大多数的智力障碍者的父

母以及政府，更倾向于庇护工场这种就业方式。“OSI/EU 监督和倡导项

目”，该项目负责监督整个欧洲的人权和法治问题，对上述观点也予以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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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就业中来，可能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

目标，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采访的一些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专

家都普遍认为，智障人士更适合于在日间看护中心看护，而不是

安置工作，雇主也对政府的补贴不感兴趣（雇主雇佣残疾人，政

府给予奖励），还有学校、智障儿童的家长和智力障碍者本身的

“把残疾人保护起来的观点”，也使得智障人士就业出现了问

题。 (社会福利研究院, 2005:84-85) 

这份 2005 年的报告指出，在 73,000 名智力障碍者中： 

• 41% 在庇护工场工作； 
• 4% 在公开的就业市场以支持性就业模式工作；  
• 21% 在成年日间看护中心，从事没有工资的工作 (欧盟监督和

倡导项目，社会福利研究院（2006），智力障碍者的权利：教

育和就业，总结报告，荷兰，匈牙利）。 

Schoonheim 和 Smits (2009)的研究报告指出，雇主对雇佣残疾人的态

度基本没有改变。他们指出妨碍残疾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诸多因素，如

官僚机构，以及有效帮助智障残疾人就业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他们认为增加残疾人的就业机会需要如下手段： 

• 在残疾人适合的工作岗位上，开发精确的和完整的统计学数

据，按照残疾的类型和残疾的轻重分类，按照需要帮助的程

度，辅助设备的使用进行分类，并且考虑性别平衡，年龄和种

族划分等等，这些数据要每年更新一次。 
• 主要以增加残疾人在相关机构和日间看护中心就业为主； 
• 强制雇主雇佣残疾人的比例达到 5%，并且监督雇主的执行情

况。虽然现在在荷兰还没有相关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政

策，但是政府仍然劝导雇主，应自愿安置残疾人的比例达到

2%，但是这个系统有没有得到监管还不清楚。 

在荷兰，仍然保持着传统习惯，那就是在大型的看护中心看管和照

顾智力障碍者。 

3.1.7新西兰 

新西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人口只有四百三十万，但是，在智力障

碍者的权益宣传上，却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前列。IHC 是新西兰的 大的

智力障碍者组织，是由智障人士的父母发起的，代表广大智力障碍者和他

们的家庭的利益。该机构成立于 1949 年，由智障儿童的父母发起后的第一

个活动，就是倡导关闭大型的智障儿童的集中安置场所，其中 近关闭的

一家是在 2006 年。 

新西兰在 1960 年废除了残疾人就业促进法，并在 2007 年重新修订了

低工资法案，以确保智障残疾人与其他员工享受同等的权利，这其中也

包括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智力障碍者，能够享受国家的 低工资，除非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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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享有免责。除了不断支持残疾人包容性的就业实践外，新西兰政府还

坚持保护庇护工场的就业模式，这与澳大利亚的做法和其他国家的做法很

相似。那些免除庇护工场给付工人 低工资的提议，从而导致了庇护工场

工作的智障员工低于 低工资标准，不断在政治上受到人们的指责 (新西兰

人权委员会, 2011)。 IHC 新西兰在不断为残疾人提供真实的就业机会，同

时也为残疾儿童提供上学的机会。 

新西兰的残疾人事业发展战略在 2001 年被采用，该战略广泛的咨询了

残疾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该战略建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逐渐

建立一个全面包容的社会，这样有助于提高残疾人全面融入社会。这个战

略提出了，如何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残疾人将与政府、社区和相关的辅

助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残疾人能够按照

自己的方式，逐渐融入到他们生活的社区，他们的社会价值得到体现，他

们的多元化和独立性将被公众被承认，他们的人权将得到保护。(详见 
http://www.odi.govt.nz/resources/publications/new-zealand-disability-
strategy.html) 

按照残疾人事业发展战略的内容，新西兰对《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

约》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特别的是通过  Robert Martin 先生的参与，

Robert Martin 致力于智力障碍者的自我倡导，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 

Gracelands 服务小组的发展 

IHC 新西兰和 Tokanui Psychiatric 医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 1990
年，他们领导了 Te Awamutu Gracelands Trust 机构帮助病人，从医院顺利

过渡到社区 。随后 Graceland 服务小组扩大了他们在新西兰的服务，他们

帮助残疾人（包括智力障碍者）能够有机会到融合的就业场所工作，并且

使他们能够独立生活，至少是半独立的生活。 

实例 3.1. Wendy Patton 的故事 
Wendy Paton的故事是 Gracelands小组帮助智障残疾人士的一个案例： 
 “我们很喜欢她在这工作，她已经很适应公司的工作了”。Davies 食品公司的销

售人员 Nita Tyson 在谈到 Wendy Patton 时说道,Wendy Patton 是公司的一名长期

工，她从 1995 年就到公司工作，现在一直在这，她已经成为公司的重要员

工。 
Wendy, 是一位智障残疾人士，她甚至不能用口语交流，她是 Gracelands Trust 机
构成立之初， 先帮助的一位智障残疾人士。 
Paul Davies, 公司的管理总监说, “她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也能工作的很好，她

还能够为新员工指出错误。她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Field and Macky (2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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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支持性就业协会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新西兰的从事支持性就业的先锋们，建立

了新西兰支持性就业协会(ASENZ)。在上面的 2.3 节已经详细地讲述了，新

西兰支持性就业协会开发和提炼的一系列的支持性就业的原则，都被后来

的各种机构所采纳。这些现在都是新西兰支持性就业的核心原则及核心形

式。 

新西兰支持性就业协会，非常关注在支持性就业场所工作的残疾人的

培训和发展。但是，到现在为止，新西兰还没有在支持性就业方面的研究

成果，因此有关支持性就业的数据，以及支持性就业的产出还没有详细地

报道。虽然如此，新西兰支持性就业协会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独立的分会及

其个体的会员，足以证明在新西兰政府和服务提供机构的努力下，支持性

就业已经成为智力障碍者就业的可行模式。 

3.1.8英国 

1985 年前后，支持性就业模式在英国才起步，与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开

始将支持性就业作为试点项目的时间相近(Beyer 等人，1999)。那时，在英

国，支持性就业模式由英国政府就业服务部门提出，该部门负责针对残疾

人的职业技能康复，在当时，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在没有工作辅助支持的

情况下，残疾人在庇护工场工作，并获得相应的工资补助。这与澳大利亚

当时对支持性就业的定义非常相似。 

英国政府采取了三个重要举措，为检验支持性就业模式在改进智力障

碍者的生活方面的成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第一项举措是，残疾人

反歧视法(UKDDA)，该法案于 1995 年通过。残疾人反歧视法案，定义残

疾为，有肢体或精神缺陷残疾的人，这种缺陷，很大程度的，对他或她完

成每天正常生活的能力，产生了长期的不利影响。这部法案寻找办法，在

就业和其他领域，来消除这种基于残疾的歧视。 

第二件重要的举措是在 2001 年，政府发表了有价值的人：21 世纪有
学习障碍残疾人的新战略。这份文件，明确提出了政府在为英国的智力障

碍者提供帮助和服务时的重重困难(卫生部, 2001)。在英国，这是一份主要

的标志性的政策文件，详细描述了，第一份政府的白皮书发表后的 30 年

里，政府为智力障碍者所作的贡献。当然，有价值的人这份文件，被看成

是，政府在帮助社区支持智力障碍者就业方面的重要承诺。同时，Hatton
等人(2005)也指出，该政策没有设立特殊的目标，也没有设立评估取得成功

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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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英国在促进智力障碍者就业方面进展缓慢后，英国政府 近发布

了一份文件：有价值的工作-有学习障碍的残疾人的真实的就业（卫生部，

2009）。这份战略树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 2025 年，要从根本上增

加智力障碍者的就业数量。这个新的战略，目标人群锁定在，中度智障和

严重智障的残疾人，因为他们在以前的政策中，并没有受益。这份战略文

件，特别指出“就业”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是指在有竞争的劳动力市

场中工作，取得相应的报酬或自主创业。 Jacqueline Minchin 女士工作的故

事，就是实现有价值就业的 好例证(实例 3.2)。 

实例 3.2. 通往有意义的工作之路: Jacqueline Minchin 女士的故事 
Jacqueline Minchin 女士今天能够在公开的就业场所工作，是跟她所受

的教育密不可分的。 很小的时候，她就在特殊教育学校接受融合式

教育，然后进入全面融合式教育的普通小学，同样的普通的中学，并

且进一步接受大学的教育。她在主流环境中接受教育的经历验，使得

她有机会与其他学生接触，学习社交技能，获得自信和独立生活的能

力。 
Jacqueline 现在在英国 Aberystwyth 的 Penglais 技术学校做兼职的行政助

理，已经有 10 年的时间了。她每天的工作包括邮寄信件--打开信封，

为每一封信盖邮戳，将相关的信件放置相应的员工的收件箱，在学校

内传递口信，包括给教导主任传递口信，给正在上课的老师传递口

信，等等。除了每天的例行事务外，她还要完成主管交代她的一些特

殊的事情，她还经常在信封上写地址，在电脑上查地址等等。她每天

喜欢的是去食堂工作的时候，她与同事在那有很多乐趣，并且还与

他们在工作之余一起出去。她负责为学校员工定制的午餐打包，她还

负责卖饮料等等。 
她非常喜欢她的工作，并且喜欢与同事聊聊足球和其他事，她有自己

的工作台，收拾的非常干净整齐，她的一位同事赞扬她说，Jacqueline
的工作很有价值，她的工作使得学校运转正常。 
实际上，可以容易地确定为什么 Jacqueline 能够在这种地方工作，那

就是她父母对她的期待，还有 REMPLOY 机构对她在职业指导方面所

作的服务和帮助，REMPLOY 机构为积极要求雇佣残疾人的雇主提供

服务。Jacqueline 的个人成功，得益于她乐于学习，接受其主管的指

令，等等，是她能够工作的核心, 并且她的雇主以积极的态度不断的

支持她，理解她。  (来源于 ILO 2010 a). 

由于这 近一份战略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制定的，所以这个战略认

为，引入新的投资不大现实。因此，它鼓励更加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包

括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就业支持。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为残疾人提供服

务，该计划鼓励他们逐渐把成年智力障碍者的日间照料向支持性就业服务

转移。 

REMPLOY是一家英国领先的机构，为面对综合困难的求职者，提供

专家就业指导。这家机构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辅助办法，能够在英国的各个

地区，在商业环境下，安置残疾人就业。遵照 006 年制定的REMPLOY的

发展战略，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支持更多的残疾人，在费用可控的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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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公共的劳动场所工作。REMPLOY 已经采取措施来扩大它的量体裁

衣式的就业支持服务网络 (‘Interwork’)，目标是到 2012/2013 年，支持

20,000 名残疾人融入到公共就业场所中，也包括那些在REMPLOY工作的

人。关于智力障碍者 (在英国叫做"学习障碍者") , 这些人，当他们进入到融

合的劳动力市场中时，他们被公认的需要更大的辅助。一些支持性就业的

研究报告指出，通过量体裁衣式的就业服务，提高了智障求职者的就业

率，(详见 www.remploy.co.uk; 普华永道, 2006) 

3.1.9其他欧洲国家 

在考察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时，调研显示，只有很少部分的智障学生

在融合式的学校读书，大部分智障学生在特殊教育学校读书，很多智障儿

童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是很过关，特别

是在教授社区生活的社交技能方面，内容很有限。在从学校毕业后寻找工

作的过渡阶段，有证据证明，特教学校，没有提供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一

定的机会来做就业准备，也没有机会接受成人继续教育。在欧洲国家里只

有瑞典是特殊的，瑞典为智力障碍者提供终身的成人教育服务。 

 在东欧国家，智力障碍者的就业率几乎为 100% (数据来自公开的社会

精神健康计划, 2006)。大批的智力障碍者在庇护工场就业，那些需要高度

辅助的智力障碍者，在日间看护中心被看护。虽然如此，仍然可以看到各

个国家为实现支持性就业所作的努力。在 2006-2007 年开展的一项对欧洲

10 个国家，关于支持性就业的对比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智障人士接

受过支持性就业的服务(比率为 35.3 %)，(Jordan de Urries, Beyer, Verdugo 
2007)。 

1993 年建立的欧洲联盟支持性就业机构(EUSE)，现在拥有 19 个来自

不同国家的成员，是帮助其成员国实现增加就业机会的动力机构。欧洲联

盟支持性就业机构，在欧洲定期召开会议和培训班。 近，欧洲联盟支持

性就业机构得到欧盟 Leonardo 合作伙伴的资助，开发欧洲支持性就业工具

包，这份工具包已于 2010 年中期完成。这份工具包括一系列的意见书和如

何指导相关人员提供支持性就业服务，工具包设计了，如何帮助提供支持

性就业服务的工作人员增加知识和技能，提高服务质量。工具包 初是为

欧洲联盟支持性就业机构自己的员工的发展而开发的。 

(详见:www.euse.org/supported-employment-toolkit 1/EUSE%20Toolkit%202010.pdf). 

在一个欧洲支持性就业形式的比较研究中，Beyer 等人 (2010)发现，提

供支持性就业服务的机构，也同时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和庇护工场的就业服

务。支持性就业服务只在过去 5 年里有了很大发展。这份研究报告同时指

出，支持性就业的主要部分形式很多样，特别是工作场所的支持，这种变

通归因于对需要帮助的智力障碍者的妥协，因为他们有的需要职业辅导

师，有的则更依赖工厂同事。这份研究还发现支持性就业的资金来源很不

稳定，该模式在执行中的多样化的种类，也不利于那些需要更多帮助的智

力障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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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rien 和 Dempsey (2004) 指出，虽然，社会企业和社会公司在整个

欧洲的发展速度加快，但是关于社会企业和社会公司与庇护工场就业方式

的不同点，一直是争论的焦点。2004 年芬兰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来区分

社会企业和其他公司。在制定该法律之前，大约有 20 几家公司都号称自己

为社会企业。在法律颁布之后，只有一家机构注册成为社会企业。O’Brien 
和 Dempsey (2004:130) 发表评论指出，“支持者指出社会企业比传统的模式

更具有可行性。但是，批评家指出，社会企业只是对庇护工场名称的一种

改变，并没有涉及残疾员工的孤立性和低收入问题。” 虽然这种意见是在

欧洲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为了能够扩大现存的良好的就业模式，报告突出了政府和欧盟的支

持，如果这些期望能够变成政府的规章制度，将有利于社会企业的发展。

为了能在国际和国内更好的复制现存的良好的残疾人就业模式，特别需要

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但是， 正如 Beyer 和 Robinson (2009)指出的那样，

阻碍政策制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关于

智力障碍者的数据分析。 

3.1.10亚洲的一些案例 

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只有 4 百万人。在新加坡为大多数的智力

障碍者提供教育和就业服务的机构主要是下面的的两家：有特殊需要群体
协会(APSN)主要为那些轻度智力障碍者，提供教育和就业服务；新加坡智
力障碍者运动(MINDS)为那些重度的智力障碍者提供教育和就业服务，以

及日间看护服务和居住服务，两家机构都提供传统的庇护工场就业和“社

会企业”就业。 

新加坡政府鼓励所有的残疾人机构，为残疾人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就

业服务。因此，在过去的五年中，APSN 和 MINDS 做了大量的努力，帮助

残疾人在有竞争力的、公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APSN 的一个项目，是在

它的一所高级学校，帮助残疾学生实现从学校到能够支付工资的工作场所

的成功过渡，该项目的特色是帮助残疾学生扩展其工作经历。MINDS 的一

个公开的就业项目，是与庇护工场有关的，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能够实现

智力障碍者，从孤立的庇护工场成功转移到公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并且

智障员工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工作。 

在新加坡，有两个典型的的社会企业，一家是在社区设置的洗车小

组，另一家是一个经营旧衣服的二手商店。在这两个案例中，虽然，残疾

雇员们能够拿到工资，但是一般都被福利机构收走。在新加坡，有一些社

会企业设立在社区里，但实际上，他们以福利企业而不是商业模式的形式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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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自 1976 年以后，在残疾人就业促进法的修定下，日本政府已将按比例

就业政策纳入了法律条款，但是，在当时该条款只适用于肢体残疾人。

1996 年，日本批准了企业按比例自愿雇佣残疾人的就业政策。1998 年 ，新

修订的残疾人就业促进法，增加了为智力障碍者提供服务的内容。一些公

司，为了达到国际规定的雇佣残疾人的标准，一般都通过其子公司来雇佣

残疾人。现在，在全日本，共有两百四十二个这样的子公司，雇佣了 7700
名残疾员工，其中超过 40%的残疾员工是智力障碍者。在日本，那些大公

司附属的子公司，由于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雇佣残疾人的数量，也增加了

智力障碍者就业的人数(Matsui, 2008)。 

日本老年人和残疾人就业协会(JEED)，在按照国家法律促进残疾人就

业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亚洲国家，日本老年人和残疾人就业协

会，在残疾人职业康复方面也担当着领导的角色。作为机构的一部分工

作，日本老年人和残疾人就业协会，为帮助各类残疾人，包括那些智力障

碍者和发展性障碍残疾人，在就业支持的办法上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通过当地的残疾人职业中心网络，日本老年人和残疾人就业协会，为

智力障碍者在工作经验积累和工作指导上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够从求职阶

段顺畅的过渡到工作就业阶段。日本老年人和残疾人就业协会也为雇主提

供广泛的支持服务，包括一般的信息咨询服务，就业管理辅助和技术支持

等等。 

日本国际合作组织(JICA)积极帮助开发支持性就业模式，并且在亚洲

地区，提供帮助来培训就业指导员。 

日本的就业指导员模式 

就业指导员和针对他们的培训，由日本政府来支持。就业指导员的工

作流程与美国的就业指导员的工作流程基本相似，包括评估残疾求职者，

评估工作场所，将工作与求职者相匹配，在残疾人入职后，提供大量的支

持，在残疾人学到如何做这项工作后，逐渐地撤出，间歇地提供跟踪支持

等等。 

与其他一些高收入的国家一样，日本的制造业在逐渐衰落，制造业一

直以来，都是安置智力障碍者就业的重要工作场所，这就意味着智力障碍

者所从事的工作，要逐渐向物流和服务业转移。 

近 Ishii 和 Yaeda (2010)开展了一项研究，着眼于日本为智力障碍者

提供工作开发机会的状况。他们调研了 941 家公司，主要调研内容包括，

公司是否愿意为智力障碍者安排工作，如果安排，安排什么样的工作等

等。调查发现，大约 60%的雇主表示没有雇佣任何智力障碍者。 当然，那

些雇佣智力障碍者的公司，为他们安排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办公室和工

作场所”。其他一些工作包括办事员，保管员和流水线上的工人等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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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雇佣智障残疾人的公司，比没有雇佣智障残疾人的公司，更习惯于工作

开发活动，这些工作开发活动包括: 

• 通过辅助性的各种技术，来协助和增强工作表现。 
• 简化工作流程和改进工作设施，提高工作效率。 
• 通过工作重组办法，增加工作机会。 

下面的实例是在招聘工作指员师时，所要求的作为职业指导员的个人

素质，同时也适用于其它各个国家。(实例 3.3) 

实例 3.3. 提升就业指导员的素质 – 挑战 
近，Nakamachidai 发展障碍残疾人研究中心，对就业指导员的工作

开展了普遍的调研，他们发现，那些从事就业指导员的人大多数都

是，在大学从事心理学，教育专业的人员，他们对社会福利事业很

热爱。但是，为了改进就业指导员系统，增强就业指导员的素质，

重要的事情是培训他们，更好的理解商业系统和拥有良好的商业

头脑，还有就是对残疾人工作能力的理解... 培训课程要符合实际需

求，并且有可操作性....这样能够缔造更好的，有工作能力的团队，

并且对就业指导员的工资水平及福利水平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使得

这一工作更具吸引力和竞争性。  
http://www.disabilityworld.org/06-08_02/employment/coaches.shtml 

3.2 中等收入国家 

3.2.1 亚洲的一些案例 

马来西亚 

在 2008 年 7 月,马来西亚政府通过了残疾人法案，这使得马来西亚对

残疾人的认识从慈善模式，向权利模式转变，并且加强了无障碍化，平等

机会以及对残疾人的保护，和政府，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辅助工作，

来确保残疾人融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残疾人国家委员会随后成立。残疾

人事业发展 2007-12 年国家行动计划随后起草。 

就业举措 

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在日本国际合作组织的支持下，

开始试验支持性就业模式。培训职业指导师的项目，由非政府组织和以社

区为基础的康复组织来完成。马来西亚的工作指导网站， 近刚刚建立。 
(www.jcmalaysia.com/).  

在 Melaka 的 Joy 工厂成立于 1999 年，该工厂成立的目的，就是通过

为有学习障碍的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加强社区生活技能，提高他们的生

活质量，使他们融入社会。它的 INTOWORK 项目支持员工从庇护工场的

环境过渡到支持性就业的环境。这项计划的灵感来自于后来的 Marc Gold
和他的 “换个方式” 理论来培训智障人士。这种办法来基于一种理念，就是

每个人都能有学习能力；这是一个涉及多方的计划过程，要咨询智障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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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人、他们的家庭及他们的雇主，以及基于工作需求和残疾人个人的工

作安置提议，在工作分析的基础上的真实的工作安置，开始工作，在岗辅

助，减少辅助量、转移，和按需提供后续支持(自 Warner，2010)。 

2010 年，由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研究会资助，悉尼大学残疾人研究中心

(CDS)和 Sains Malaysia 大学在 Penang，合作开发了一个试验性的培训项

目，来支持残疾人就业和增加残疾人的社区生活设施。这个项目将进一步

在马来西亚的其他地方扩展，并且运用师资培训的办法，为有技能的残疾

员工实现支持性就业的目，实现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 

3.2.2 南美的实例 

Centro Ann Sullivan del Peru (CASP) 

 该组织成立于 1979 年, 由 Liliana Mayo博士, 在她的父母和同事的帮助

下创建。Liliana Mayo博士在她父母的汽车修理厂，教授 8 名有学习障碍的

儿童，该组织位于La Punta区, Callao, 秘鲁。1985 年以来, Judith M. LeBlanc
博士, 他来自美国堪萨斯大学Schiefelbusch 研究所，研究人类寿命，加入到

CASP组织作为首席专家。随着LeBlanc博士带来的特殊教育的经验, CASP 
转变成为一个国际示范中心，在那里开发了一系列教育课程， 著名的就

是 Functional-Natural Curriculum. 

 CASP 的支持性就业项目，目标人群锁定在有学习障碍的、16 岁以上

的人年轻人和成年人 (例如孤独症患者, 唐氏综合征患者，大脑性麻痹症患

者, 或发育迟缓者）他们有能力，能够在全职的或是兼职的公共的工作场所

工作。 

 例如, 从 2011 年 2 月开始 ，一些刚刚毕业的残疾学生，在卫生部开始

从事支持性就业的工作，安排给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在文件上标记号

码，整理文件和其他一些文员的工作。他们成为第一批在秘鲁的公共事业

单位工作的有学习障碍的年轻人。 

CASP 和秘鲁卫生部在 2010 年 10 月，签订的一份协议使得雇佣智障

年轻人成为可能。它是秘鲁卫生部计划将智力障碍者融入其工作环境的一

部分，这个计划也是秘鲁国家政府强力支持的。  

 CASP的支持性就业计划是按照美国的研究人员制定的原则进行的，

包括就业指导员，对社区环境下的真实工作的持续支持。
(en.annsullivanperu.org/student-and-family-programs/supported-
employment/) 

3.3低收入国家的实例 –非洲的情况 

在非洲，促进残疾人特别是那些智力障碍者的支持性就业模式基本没

有得到发展。这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在非洲的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尽

令人满意，对残疾人更是充满歧视，这是引起社区居民对残疾人的消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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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一个主要的因素，(Mung’omba, 2008)。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支持性

就业在许多国家是残疾人就业的一种形式，但是发展起来却很困难。其中

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政府确保支持性就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尽管

对于那些需要辅助支持的残疾人来说，支持性就业的成本是可收回的。下

面的实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Benyam Fikru 先生的实例，反映了不断探索

的价值 (实例 3.4)。 

实例 3.4 来自智障人士的声音: Benyam Fikru 先生 
我出生于 1973 年,是家里 大的孩子。出生后，我总是不断的的发烧，妈妈就带我

去医院看病，有一天，一位护士告诉妈妈，我是一位智障残疾人。我在 7 岁的时

候去上特殊教育学校，我在学校，学习了很多知识，我的妈妈非常开心，因为我

在家里可以读书和看报了。我在我居住的社区里，因能歌善舞而出名，并且与家

人，亲戚，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在 ENAID 的职业培训中心学会了编织。现

在，我能够编制一些传统的饰品。工作使我感到很独立，跟其他人一样，我自己

感到很自信，我能够跟其他人一样生活。ILO 2010a  

 

 

下面的两个实例，一个来自南非，一个来自赞比亚，这两个实例都证明了

支持性就业在将来能够更好地传播和应用。 

3.3.1 来自南非的实例 

“生活链接” 

该非营利组织 2000 年成立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它的宗旨是帮助智障

人士融入到社会，并且帮助智障学生从学校过渡到工作岗位，实现独立生

活。在生活链接里的学生要完成一个成人融合项目，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帮

助他们融合到他们生活的社区，以及整个社会。这个项目是以生活技能为

基础的，重点放在每日生活的实践活动。一旦学生们完成这个项目后，生
活链接的工作人员会按照支持性就业的模式，帮助他们安置在公开的劳动

力市场中。成年智障人士一般会在普通的工作场所工作，这样他们可以按

照他们的劳动成果，而获得相应的报酬和适当的福利。而且，机构还在共

赢的基础上，提供雇主之间的相互帮助。该机构的服务内容如下: 

• 劳动力市场的筛选； 
• 工作场所观察； 
• 工作岗位抽样调查； 
• 建议工作岗位调整； 
• 收集智障求职者的相关信息； 
• 工作匹配和安置； 
• 工作指导/在岗培训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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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雇主以及工作合作者进行培训； 

一般来讲，毕业生会先被安置在初级岗位，这些岗位基本都是重复的

工作以及略微有些改变的工作。这些毕业生被安置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

像医院，办公室，库房，工厂，学校，花园/户外环境，酒店和厨房等等。 
(http://www.thelivinglink.co.za/index.html; retrieved, 1/8/2010). 

 Ntiro项目和辅助融合式就业模式 

Ntiro 辅助和融合式就业项目于 2000 年成立于南非的 Tschwane 南区，

Guateng 省，目标人群是面临教育和就业多重障碍的智障残疾人，该项目的

研究课题，是基于贫穷，疾病，语言障碍，课程障碍等等造成的对智障人

士的多重排斥和歧视。 

Ntiro 项目的重点是改变人们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融

合式的辅助工作。项目专注于，为当地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

机构提供信息和相关的技能，在他们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这种融入合模式

已经证明非常成功，并且在整个区域，将逐渐地代替传统的孤立式就业模

式。该项目对南非的融合就业模式，提出了实质的目标，并且呼唤实现多

部门间的合作。 

Jack Mnisi 先生的故事，描述了实施支持性就业模式的积极的成果。 

实例 3.5. Jack Mnisi 先生 – 优秀的工人 
Jack Mnisi今年 24岁，是一位唐氏综合征患者，他住在南非的 Mamelodi, Gauteng。
他在 IST 公司的装配部工作, IST 公司是一家工程公司，在 Pretoria/Tshwane 市的西

部郊区，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组装电子试验产品的接驳件。  
Jack 是全职工人，他挣的工资很高(甚至比他的就业指导员还高，也比家庭的其

他成员都高)。 除了工资，他还有各种福利，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作午餐

等等。 
Jack 开始工作时，他的就业指导员与他一起从他家出发，目的是确保他能准时到

达工作场所，带他一起乘坐到达工作地点的交通工具，等等。没过多久，Jack 的

一位同事就接替了就业指导员的工作，跟他一起上班和下班。现在 Jack 已经能

够独立上下班，或者与同事的队伍一起上下班。 
在工厂，他的就业指导员 初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教 Jack 公司的各种规章制

度，但是在 Jack 需要帮助时，他的同事却能很快的帮到他。在与 Jack 的交流

中，使用 Jack 的母语非常重要，为此，公司 近雇佣了一位雇员，作为 Jack 的

主管，直接负责他的工作。Jack 参与部门的所有活动，会议，头脑风暴等等。为

了能更好的让他适应工作，部门为 Jack 设计了带颜色的工作卡，和安全的机械

设备。当 IST 公司决定履行就业平等和雇佣一位残疾人时，他们都会确保安排适

当的面试，让 Ntiro 这样的工作安置机构，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候选人以匹配一定

的岗位。IST 的雇主认为，雇佣 Jack 是非常正确的选择，Jack 为工厂带来了可观

的效益，他们从来不后悔。 
http://www.downsyndrome.org.za/main.aspx?artid=81 

48 



 

3.3.2赞比亚实例 

为智障人士提供支持性就业的概念，已经通过芬兰政府资助的一个项

目，被介绍到赞比亚。由芬兰智障和发展障碍人士组织(FAIDD)执行，与

赞比亚残疾人就业协会(ZAEPD)合作，该项目专注于检验支持性就业模

式，在正规的经济环境，非正规经济环境，微型企业和自主经营的环境下

的效益(Koistinen, 2008)。前一期项目，支持了在 13 家特殊职业技能培训中

心接受培训的智障人士，融入到主流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在此基础上，

现在的这期项目的目标人群是从职业技能中心毕业的学生。 

这个项目在 2005 年结束时，超过 100 名毕业生或被安置在正规的就业

环境中（如餐厅助理, 农场工人, 办公室看门人, 清洁工, 裁缝和织布工) ，或

者被安置在非正规的经济环境中 (如保姆, 园丁和家禽养殖工) ，这些工作吸

收了赞比亚 70%以上的处于工作年龄的智障残疾人。 

在正规经济环境中工作的工人，享受退休金，离职补贴或社会保障，

及带薪休假。在非正规环境下工作的工人，享受不到这些权利，并且在非

正规环境下，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都不能保证。 

一系列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在正规就业环境中工作的智力障碍者，他

们的工资，福利，包括社会融合等等，都表现出比非正规就业环境中工作

的智力障碍者更好的结果。在非正规工作场所工作的女性保姆，有证据证

明，会受到雇主的虐待，会被克扣工资等等。 

这个项目，是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对支持性就业模式政策和实践

经验进行探讨的良好的案例。项目还将队相关的问题，如智力障碍者的工

作稳定性，特别是，当外资撤走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等等，作进一步的

探讨。这个话题在第 4 节将继续讨论。笔者在此建议，低收入国家应该开

发一个由政府签署的发展战略，并由高收入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强烈

的自我倡导和家庭倡导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是带来整个体系变

革的催化剂。 

3.4什么能够带来成功的包容式就业模式？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调查研究发现，支持性就业模式

在包容式就业模式下得到了发展，也取得了进步。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在

美国的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 

这些研究项目，讨论了影响支持性就业成功的因素，以及妨碍支持性

就业特性发挥的障碍，等等。这些问题都在下面详细讨论。 

参与的障碍 

对于那些需要很多支持的残疾人，他们就业的愿望遭遇困难，是由于

一系列的原因引起的，但是他们的残疾并不是直接的原因。Stainton 等人 
(2006) 指出，关于残疾人就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影响了残疾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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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残疾人的支持项目，并且，缺少关于工作的实用性的信息，培训不充

分和相对较低的教育水平，缺少无障碍的交通工具，雇主的歧视都是限制

残疾人充分就业的因素。 

在实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国家，雇主会经常宣布他们达不到雇佣残

疾人的比例而缴纳残疾人保障金，作为没有达到标准的一种惩罚措施。这

些钱一般会用来支持支持性就业和其他一些特殊形式的就业。 

残疾人个人应该做的准备 

Riches 和 Green (2003) 发现，在融合的工作环境下，残疾员工能够很

好的被主管和同事接受。虽然，这种接受，是由于残疾人身处“混合的环

境”或“参与其中”，才被与他们接触的非残疾人接受，实际上，他们接

受的并不是残疾人个人，而是残疾人的社会交往技能。  

由于智力障碍者与一般人相比，会经历更特殊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问

题，研究表明常规的健康检查能阻止各种严重的疾病的发生(Beange 等人, 
1999)。 一般来讲，智力障碍者的精神病发病率高于 40%，因此，对智障人

士的精神疾病筛查是非常必要的，从而能够尽早的进行干预(Einfeld 等人, 
2006; Hofer 等人, 2009)。如上所述，非正常的社会行为和情感行为是影响

就业成功产出的 大的障碍。 

O’Brien 和 Dempsey (2004),在关于针对智力障碍者在澳大利亚、芬兰

和瑞典就业服务所作的比较研究中, 强调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是智障人士参与

常规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关键因素。 

Koistinen (2008) 在她研究赞比亚的支持性就业模式时强调, 针对求职者

的职业技能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在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前，要对其能力

进行分析，然后针对其能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另外，独立生活能力和社

交能力也是智力障碍者成功就业的关键因素。  

针对个人的财务支持 

对个人开展财务资助，与以个人为中心计划（详见下面的章节）相关

联，为残疾人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来实现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O’Brien 等

人 2005; Stainton 等人, 2006)。加拿大在实施个人财务支持计划方面一直走

在前列，具体做法是，通过政府的财务支持直接帮助个人而不是通过一些

机构来帮助残疾人个人。 

从学校到工作场所的过渡 

获得与工作有关的技能是一个过程，应该在智障残疾学生离开学校之

前的很长时间，就开始做准备。对智障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场所过渡的研

究，及智障残疾成年人生活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可以追溯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Parmenter, 1986; 1990)。例如, Brolin (1972) 研究了一

个促进智障残疾学生就业的学校课程，这些课程包括工作研究和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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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等等。近十几年来，课程的重点放在那些需要更高认知帮助的，并需

要首先安置支持性就业的残疾人。Rutkowski 等人(2006) 对研究项目进行了

描述，这当中的一大部分是工作经验。1990 年的美国残疾人法案，支持在

工作场所的反歧视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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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3.6. 经过检验的过渡实践 
下面的中等学校过渡实践，是与学生在高中时期努力学习，在离开学

校后更好的就业和持续教育的成就相关:  
1. 直接的，个性化的辅导教师和相关的辅助来完成家庭作业，学校课

程和在学校集中精力等等;  
2. 在高中的 后两年，参与职业教育课程，特别是提供特殊职业指导

的课程;  
3. 在高中的 后两年，参加社区的有偿劳动，积累工作经验;  
4. 掌握技术能力 (如阅读, 数学, 写作, 解决问题) 和过渡能力 (如财务管

理, 个人/社会交往, 职业发展, 个人倡导, 目标设置);  
5. 参与一个过渡计划课程，在该课程中，学会自我决定；  
6. 直接的辅助与学校毕业后目标及相关的资源相连接（如，4 年大学

课程，社区大学或职业康复等等）;  
7. 从高中毕业。  
(Benz 和 Lindstrom, 1999) 

能够成功的从中等学校过渡到工作场所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执行过

渡政策，该政策要在每一个学生，在刚刚进入高中学习的初期，就制定一

个个人的过渡计划，直到学校生活结束。临时工的工作经验已经证明，能

够带来后续的就业的成功。 (Parmenter, 1986, 1990; Parmenter 和 Fraser, 
1980; Parmenter 和 Knox, 1991) 

在 1989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开展的一个实验项目证明，发展机构

内部的团队和社区的团队，是促进残疾学生顺利过渡到今后的学习和工作

中的成功的机制(Riches, 1996)。相似的工作也在其他一些国家开展，但是

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和政策作指导，很多行动计划都不可能实施到个

人，一旦机构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转移到其他工作领域，随后就会集中失去

骨干工作人员。 

Luecking 和 Wittenburg (2009) 在他们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社会保障和

行政部残疾青年过渡示范(SSA)项目，提供了一个关于这个项目的优秀案例

集锦，在其中回顾了部分的干预过程，这些案例是这样描述的“残疾青年

有潜力，进入到的平衡服务项目中，也可以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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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的特点 

以价值为基础 

项目各方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雇主，服务提供者和家庭，都承诺, 
以平等的原则对待智障残疾人，并带领他们成功的和可持续的在融合的就

业场所工作(Mills, 2006; Wehman et al., 2006)。 

项目的规模 

在美国，研究机构特别关注哪些，促进支持性就业模式成长的因素，

企图来更正以设备为基础的就业模式所带来的不平衡。项目的规模在日间

看护中心或就业服务机构的类型和范围的确定上，似乎也扮演了一定的角

色。在一份关于康复机构的国家调研中，Kiernan 等人 (1997) 指出小规模的

康复机构, 能够为 50 人以内的智力障碍者提供服务，这些机构比大机构，

更能提供专有的融合的就业服务。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在规

模经济效益的原则下，缺乏个性化的服务必将导致对个体受益者的服务质

量的降低。  

辅助需求调查 

关于智力障碍者的综合的辅助需要调查，历来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不

只是为了促进就业的目的，也是为了他们其他的生存活动，包括社区生活

和休闲活动，(Riches 等人, 2009 a, b; Thompson 等人, 2004)。很多研究都证

明，工作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是密不可分的(Halpern 等人，1986)。在融合

式就业的可持续发展发面，有很多确凿的证据都证明，智力障碍者失去工

作，并不是因为那项工作他们不能胜任，而是他们的负面社会行为

(Chadsey 等人, 1999; Knox and Parmenter, 1993)。 

以基层为基础的一项调查研究，该研究的目的是检验成年智障残疾

人，在社区的生活技能和独立性在工作和生活领域的关系，研究发现，残

疾人如果在社区，表现出高水平的基本生活技能，一般都能独立的生活和

工作。这些发现支持了这一观点，智障学生在传统的学校学习的时候，要

将融合的基本生活技能的特殊培训，纳入学校的课程(Woolf 等人, 2010)。 

另一方面, Chadsey 等人 (1997) 警告，反对将过多的重点放置在“亏损

补救模式”中，而应该重点放在残疾人和他们相处的环境的适合度或“生

态学的恢复”上面。发掘适当的环境比改变残疾人社会行为，更具有效

性，该原则特别适于智障残疾人或需要更多服务的残疾人。  

以人为本的计划 

哲学上定义的以人为本的计划，是因为它将残疾人放在制定过程的中

心，考虑残疾人的愿望和需求(Coyle 和 Moloney, 1999; Wiese 和 Parmenter, 
2009)。 在就业方面, 在残疾人寻找工作的强烈的动机下，以人为本的计划

被证明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同时，更多研究和精力需要投入到评估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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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的客户产出和满意度；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这一关系是正相关的

(Robertson, 等人, 2006)。 Koistinen (2008) ，对赞比亚的支持性就业实验项

目进行了考察发现，良好的工作匹配出现在求职者的个人倾向、需求得到

尊重的时候，并且这一匹配能带来更好的长期产出。 

在岗支持 

支持性就业的“安置、培训和辅助”模式通常有就业指导员与潜在的

残疾雇员一起工作，来确定他或她的兴趣和技能。随后的程序是工作寻

找，匹配和安置。雇主可能会鼓励实施合理改造（或是变通）来应对特殊

的工作，可以适应智障残疾雇员的能力和技巧。在很多情况下，就业指导

员需要首先学会这份工作，目的是随后能够教授给残疾雇员。在其他的一

些情况下，雇主可能更愿意让自己的员工来学习这个技能，这名员工，将

来很可能会成为残疾员工的“导师” 。 

在赞比亚，工作安置当中，辅助项目的实用性，是获得工作并且保持

工作的成功的很重要元素。如果单独依靠职业技能培训的项目来安置人们

就业，是不充分的。 

不考虑 初的培训计划是如何开始的，研究一贯表明，连续的自然而

然的或非正规的辅助，比外部的和正规的辅助，更能够带来可持续发展的

工作安置。用特定的术语表示，就是就业指导员，需要逐渐的撤离工作场

所，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帮助智障员工，另一方面，也要确保，一旦智障员

工需要辅助时，能够及时得到帮助。例如，要确定在工作场所一些员工，

即将成为残疾员工的“导师”。虽然，随着自然而然的辅助正在成为，增

加融合性和辅助智障残疾员工在工作场所工作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

Storey (2003)总结到，综合性的工作辅导和自然而然的辅助，以及按照个人

的情况进行需求设计，是非常必要的。 

一位就业指导员的经常出现，也会影响残疾人与他（她）一起工作的

工人的关系的正常的或非正常的发展(Rogan, 等人, 2000)。在某些情况下，

就业指导员可能会集中精力在与工作有关的技能上，而忽略了在工作以外

的社会交往能力等等。虽然，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交往技能，对它的实

践性的研究，是模棱两可，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项技能，可以推广到自

然而然的环境中，但是却需要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线索。McCuller 等人 (2002)
总结道，一个综合性的培训环境可以达到良好的产出。 

研究四家在美国，提供支持性就业的机构时，Rogan 等人(2002)发现了

一些因素，可以向前发展获得其他人支持，这些是: 

• 个人需要选择他们工作的行业; 
• 工作允许个人，通过雇主安排的辅助人员，而获得独立，例

如，可以通过就业指导员来获得帮助; 
• 辅助工作需要按照个人的需求来设计; 
• “尽可能地全面了解个人”是工作场所辅助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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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没有为工作准备好时，是可以等待的直到他或她的时

间适合； 
• 与机构的联系和其他自然而然的支持应该作为工作场所的合理

的人员费用。 

就业指导员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作为辅助人员与残疾员工的家人沟

通，很可能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对他们的儿子或女儿在一个常规的工作场

所工作，持负面的态度，由于他们害怕他们的孩子可能受欺负。智障儿童

的父母，经常对他们的孩子过度保护。其他的, 文化的因素可能也鼓励他们

来坚持将他们残疾的孩子隐藏起来，源于社区的人们对残疾的歧视。 
(Mung’omba, 2008)。 

与父母的联系 

Griffin 等人 (2008) 和 Lindstrom 等人 (2007) 强调家庭对他们的成年智障

孩子的能力认可的态度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家庭成员是否支持他们

的智障孩子在成年后，进入以社区为基础的就业模式时的重要因素。很多

智障孩子的家长，从第一次跟医疗机构接触，诊断出他们的孩子是智力障

碍残疾人后，就很少对孩子抱有任何希望。  

一份研究表明， 缺乏职业选择，是父母和主要看护者对需要很多帮助

的残疾人，在支持性就业工作场所工作， 担心的一件事态度 (Ford 等人, 
1995)。这份研究重点在于，服务提供者和家庭之间需要更多的交流。 
Donelly 等人(2010) 的研究证明，家庭联系对智障残疾人获得满意的就业工

作的重要性。Koistinen (2008) 总结道，智障人士父母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的；在赞比亚，这方面的支持非常缺乏，特别是在职业技能培训，在找工

作和岗位安置方面等等。 

质量基准 

为了遵守 初的支持性就业模式的理念，研究人员不断要求，增加有

效的基准指标，对支持性就业项目的质量，建立衡量系统 (Jenaro 等人, 
2002; Wehman 等人, 2003) (详见实例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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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3.7. 品质指标 
Wehman等人 (2003) 指出品质指标应该包含下面的 10项内容:  
 在融合的工作场所，有意义的，有竞争性的工作； 
 知情选择(在这其中，人们允许表达一种倾向) , 控制和满意； 
 自然而然的辅助和辅助的水平； 
 有严重残疾的个人就业； 
 每周的工作时间； 
 辅助项目有定期的工作人员； 
 协调的工作保持系统； 
 工作产出监督和追踪系统； 
 融合与社区参与； 
 雇主满意度； 

其中的一个方法是检验每小时的工资标准。但是 Jenaro 等人 (2002:18) 
还建议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指标:  

… 如何才算开发了一个真正的工作？应该包括残疾雇员与非残疾

雇员一样获得同等工资，承担同等职责，获得同样的福利，在其

他融合产出上 大限度地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为就业项目制定的

质量标准，需要努力坚持就业的产出，而不只是提供服务。一份

真正的工作，是工作环境的辅助和合理便利，不仅不会阻碍残疾

员工的职业发展，同时也不限制他们与社会互动的过程。 

Timmons 等人 (2002)通过检验残疾人利用国家服务机构寻找工作的经

验，调研了美国那些立竿见影的国家服务机构的系统特点，指出了关于高

效服务方面的五项重要的内容: i) 机构的文化; ii) 以消费者为导向 iii) 充分

利用资源; iv) 人员素质; 和 v) 协调的服务。 McInnes 等人(2010) ，在 1999
年到 2005 年期间，分析了南卡罗莱纳州的特别严格的经济数据，研究了就

业指导员是否能够在社区促进稳定就业， 他们发现: 

• 拥有就业指导员的个人，56%能够工作 1 年以上；而没有就业

指导员的残疾雇员，只有 9%能够工作一年以上; 
• 那些享受就业指导员服务的残疾员工，更有可能具备一些令人

满意的职业素养，如更高的智商，避免情绪或行为问题的出现; 
• 当这些内因性的因素在随后的分析中显示为正确时，符合规模

的和统计上的显著的影响仍然存在。 

事实上并不吃惊，服务机构受到诱惑招募“更容易安置”的对象到支

持性就业工作场所来，如那些智商水平较高的，社会技能较高的残疾人到

支持性就业场所来工作, 尽管事实上，这些项目 初是为那些更重度的残疾

人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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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Mills (2006:3)基于一个在美国 25 个州进行的更细致地调查研究发现，

在美国，超过 12 个州都报告，融合式就业在该州的成果要高于国家的平

均值， 基于此，他指出了使得这些州在融合式就业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成就的七个因素: 

• 关于针对发展性障碍残疾人机构的，稳定、清晰和毫不含糊的

州政策、州法规和项目要求，用以支持那些明确倾向于，或者

明确执行融合式就业的服务机构; 
• 使用资金奖励，来不断鼓励融合式就业拓展规模，不鼓励那些

庇护工性的就业形式和非工作类的服务; 
• 对就业安置的种类加以灵活定义，方便支持性就业资金对他们

加以资助； 
• 在州机构里设置足够的雇员岗位，专注于就业工作; 
• 为提供服务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开展持续的培训和技术支持; 
• 坚守承诺来支持服务机构的改变，从庇护工场服务的提供者转

移到融合的就业机构服务的提供者；和 
• 使用一个综合的数据追踪系统，集中关注融合式就业模式的成

果。 

工作场所的特性 

雇主的态度 

在美国进行的一项雇主态度调查(Olson 等人, 2001) 显示，不论企业的

规模大小，雇主都对雇佣过的智障残疾人持满意态度，并对服务机构提供

的支持性就业服务表示认可。工厂提供的合理便利，包括额外督导的时

间，提供灵活工时和使用就业指导员。对企业来说，这些合理便利的花费

费不足道。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智障残疾雇员花费公司的费用与非残疾

雇员相比基本相同相同或更少。但是，研究也表明，负面的雇主的态度可

能是威胁支持性就业发展 大的障碍。  

 尽管如此，有一项变量对于预测雇主对待智障残疾员工的态度 为可

靠，那就是雇主以前在工作中接触残疾人的正面经历(Rimmerman, 1998)。 

雇主的负面态度可能是成功发展支持性就业模式的 严重的障碍，残

疾可能被视为一项禁忌。雇佣残疾人被认为会影响公司的繁荣。对智障残

疾负面的、陈旧的观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并且根深蒂固(Yazbeck 等人, 
2004)。 

这也告诉人们，保持与雇主的密切沟通，确保他们对雇员工作的满意

度。因此他们认为出版有关残疾人就业的“成功的案例”是一项很重要的

策略。研究表明，与传统的观念恰恰相反，智力障碍者很忠诚，可靠，勤

恳，在岗位的持久度也更高 (Ward 等人,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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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kerman 等人 (1999)研究发现，对于那些需要支持比较多的智障残

疾人，雇主抱有很积极的态度。Smith 等人(2004) 的研究报告指出，雇主的

更积极地态度来自于以下几个因素：雇佣残疾人的政策，雇主以前与某个

残疾人的交往，以及残疾人的残障程度。 

一项对 642 家澳大利亚的雇主的调查，是这样总结的，这些雇主都雇

佣了残疾人，有些还是智力障碍者： 

• 那些 近雇佣了残疾人的雇主，超过 90%表示他们愿意继续雇

佣残疾员工; 
• 雇主描述残疾雇员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表现时，78%的雇主

们都认为残疾员工表现很好。 
• 关于为了更好地雇佣残疾员工，在工作场所进行合理便利的费

用的问题，65%的雇主认为，改造工作场所的费用不高，另外

20%的雇主认为，与残疾员工在工作中创造的效益相比较，这

种花费是值得的。  
• 有记载，残疾员工，遇到工作场所安全生产的事故的比列是非

残疾员工的六分之一。 
• 90%的残疾员工的工作业绩与非残疾员工的工作业绩持平或更

好。  
• 98%的残疾员工的安全性达到或高于平均值。  
• 86%的残疾员工的出勤率达到或高于平均值 (Graffam 等人, 2000; 

2002a) (参见实例 3.8 来自两方面的观点)。 

实例 3.8 来自雇员和雇主的两方面的观点 
Peter: 我喜欢工作。有大量工作做感觉非常好。我喜欢为有汽车的客

户提供服务。我改变了很多，我现在可以独立生活了。  
Peter 的老板: 顾客们非常喜欢 Peter，他工作的非常好，他很可靠，并

且他很快乐。 
Tuckerman,2008 b 

工作场所的文化 

一个意气相投的工作场所的文化，被认为是成功安置和保留智障残

疾人在融合的工作环境下工作的关键因素。Butterworth 等人 (2000) 对支

持的、交互式的工作环境，概述了四个突出的特性 a) 多重身份的关系，

例如，与同事在下班后仍然保持交流; b) 特殊的社会交往机会，包括指定

的午餐休息的房间，每个人都可以进入; c) 个人的和团队建设的管理体

系，管理者建立一个合理团队，将每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都带到团队

中，并且按照每个人的长处和需求来设计工作内容; 并且 d) 相互依赖的

工作设计，包括在不同的任务中“交叉训练”雇员。这种工作场所的文

化也有机会来增加智障残疾员工的职业发展机会；在许多时候，智障员

工在从事入门级别的工作后就止步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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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化环境也帮助发展在残疾工人和非残疾工人之间的密切的关

系。这样的关系经常会在幽默的氛围下和非正规的场合才能加强，并且这

种关系对工作的稳定性，及稳定的合作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Parmenter, 2002)。为了帮助将来的雇主进一步的接受智障残疾人成为工作

场所的员工，以及反击在普通社区的对待智障残疾人的传统、负面的歧

视，Fabian 等人 (1993:32) 建议干预的策略要有由三方面去制订，即: 

… 合作的工人/主管，工作小组和整个机构三个层面。就业顾问

发现为合作的工人和主管开办的，沟通技能培训，特别是培训的

关注点在于将残疾雇员看做是独立的个体，而不只是关注他的残

疾，并改变负面的态度。另外，就业顾问发现只要召集工作小

组，来讨论关于身体残疾对工作岗位工作的影响，以及事实和真

相，就能改进人们的负面态度，增强员工的道德观念，因为工作

小组的成员会意识到，小组成员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和对工作环境

的影响。  

Storey (2002) and Parmenter 等人(2006) 指出，通过以提高社会技能，

沟通技能，解决问题和合作工作资助的战略，来增加社会的相互作用，来

进一步提高支持性就业，是良好的实践性的建议。 

荷兰的研究人员发现，非残疾雇员对被支持的残障同事，往往能平等

相待(Cramm 等人 2008)。 大多数的同事“认识”支持性就业的残疾员工

与。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支持性就业的残疾员工看成是

他们的朋友，这显示了很强的社会融合性。 

产出 

针对支持性就业场所工作的残疾员工的工作成就的研究，包括庇护工场

和日间看护中心在内的一系列的就业模式，即支持性就业模式和孤立的就

业模式进行了比较，发现：  

表现 

 在 2005 年英国的一项关于就业的调查研究指出 (Dewson 等人, 2005) : 

• 残疾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很高，并且很诚实， 
• 上述现象的体现就是，残疾员工工作很努力，很少请病假，工

作稳定性强。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特点是指残疾员工的，当然也包括智障残疾员工。 
(Ward 等人 1978). 

客户满意度 

调查还显示，大多数的客户对支持性就业的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很高。 
Parent 等人 (1996) 发现，在弗吉尼亚州，研究人员面对面的采访了，接受

支持性就业服务的，残疾程度很严重的员工，很多残疾员工愿意从工作的

方方面面来改进他们的工作，希望成果更高。超过一半的残疾员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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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他们想永远从事的工作。调查研究总结道，

在提供支持性就业的各个阶段，一定要让客户全面参与其中。 

缺乏职业的可选性，也是那些严重残疾人的父母和主要看护人，在面

对支持性就业服务时，提出的主要的问题(Ford 等人, 1995)。研究还强调，

服务提供者加强与残疾人家庭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劳动报酬  

支持性就业模式的定义，是提供给有智力障碍的残疾人，有劳动报酬

的工作。这样，特别是那些严重残疾的人，需要提供很大辅助的人，要按

照他们的劳动产出，支付劳动报酬，并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整。在支持

性就业中，很多都是兼职的工作。总的来说，在支持性就业模式下工作的

残疾员工的劳动报酬，要远远高于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残疾员工。 (参见上面

的 2.2 节) 

生活质量 

关于生活质量以及生活的满意度，在支持性就业场所工作的残疾员工

对生活的满意度要远远高于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残疾人。 Eggleton 等人 (1999)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调研发现，那些在公开场所工作的残疾人，他们的生活

质量，比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残疾人的质量要高很多。但是在西班牙的一项

调查研究却表明，在庇护工场工作的残疾人与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工作的

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不相上下。不过也可以看出，支持性就业模式对生活质

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外部的辅助对残疾人生活质量的影响还是

很大的，所以建议不是特别必要时，不能使用外部的辅助。 

Kober (2005) 在 近的一个澳大利亚的调查研究中，比较了残疾人在

不同的融合式的工作场所和孤立式的工作场所中的生活质量和独立生活能

力。对那些在功能上工作能力很低的残疾人，在融合的工作场所和在孤立

的工作场所，生活质量是没有区别的。但是，那些在功能上工作能力较高

的残疾人，在融合的工作场所的生活质量和独立生活能力却要高的多。有

意思的是，与家里人一起住，受家里人照顾的，不论是在怎样的工作场所

工作，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独立生活或与家人生活并不

紧密的残疾人，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工作的残疾人的生活质量要比在庇护

工场的残疾人生活质量高很多。这就印证了早期的一个观察的结论，就是

工作与生活社交密不可分。 

Knox 等人(2000) 发现，在融合的工作场所工作的残疾人，对自我的形

象感觉非常积极，觉得他们自己并不残疾； Koistinen (2008)在她的一份在

赞比亚的报告中有了这样的发现。这就表明，那些术语“残疾人”特别是

“智障残疾人”，对残疾人的自我形象的感觉影响非常大。  

在威尔士有这样一份调查，调查对象是在公开的劳动场所的，提供支持

性就业服务的残疾人，传统的庇护工场的残疾人和在日间看护中心的残疾

人，以及与残疾人一起工作的非残疾员工，调查内容是关于主观、客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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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生活质量。调查发现那些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工作的残疾人，其生

活质量要远远高于在庇护工场和日间看护中心工作的残疾人。当然，非残

疾员工的客观生活质量，以及在工作场所客观自主性，水平要远远高于其

他三个组的智障残疾员工。有趣的是，被调查的支持性就业组，其智障员

工主观生活质量比非残疾同事的都要高(Beyer, Brown 等人, 2010)。支持性

就业的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社会融入。在一份观察研究中，对比了智障残

疾人和非残疾人的相互合作，以及努力工作的水平， (1995) Beyer 等人发

现，这两组人，并没有特别的差异。 

经济效益 

针对支持性就业成本效益/成本效率分析的结果 (Schneider, 2003; Beyer 
和 Kilsby, 1998; Beyer 和 Robinson, 2009), 一些研究报告指出，无论是个人

还是纳税人都获得了效益 (Kregel, 1999; Kregel 和 Dean, 2002; Kregel 等人, 
2000; McCaughrin 等人, 1991)。 在一项关于支持性就业的综合的回顾中

Cimera 和 Rusch (1999)指出: 

•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出支持性就业是社会和纳税人的一向

很好的投资； 
• 一般来讲工人在支持性就业环境下挣得工资要远远高于庇护工

场的工资； 
• 支持性就业的成本效率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不同； 

Cimera 的综合的研究报告，对整个美国从 2002 到 2007 年，所有的通

过职业康复项目而在支持性就业场所工作的残疾雇员的调研发现，在支持

性就业场所工作的残疾人，每个月能够回馈纳税人 251 美元。 Cimera 指

出，如果照这个数据推算，全美国所有在庇护工场和日间看护中心工作的

残疾人都能去支持性就业场所工作，那么收益会是 15 亿美元。但是，令人

失望的是，支持性就业的员工的工资要远远低于普通人的工资，甚至低于

低工资标准，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支持性就业都是兼职的工作。 

Tuckerman 等人 (1999) 也发现，安置那些需要很多帮助的残疾人，在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政府来讲，是很有经济效益的项目。随着

项目的不断扩大，安置每一个残疾人的费用将趋于稳定，并且用于残疾人

扶助金的费用在减少。很多项研究都显示，安置同样多的人数，支持性就

业模式要比日渐看护中心的项目费用低得多。 

对于包容性的社区和多元化原则的重要影响方面，Graffam(2002b)等人

发现，雇主雇佣一位残疾人，能够获得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双重收益，而对

雇主来说，财务上他们没什么效益损失，很多情况下还有很高的回报率。

关于非物质的利益，残疾人士在工作场所的存在，进一步强调了总体上要

关注培训、监督的工作，基本工作实践，健康和安全事宜，以及企业结构

的改善等等。Graffam 等人(2002b) 还建议到，他们的发现提供了一些关于

雇主承认和接受工作场所多元化的证据。 后，他们总结道 , “…一名残疾

员工可以使工作环境改变的催化剂，也可以使企业进步的催化剂。” (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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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尔士学习障碍残疾人中心，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Beyer 和同事对

支持性就业，做了大量的成本效益分析工作 (Beyer 等人, 1996; Beyer 和 
Kilsby, 1998; Beyer 等人, 2002; Beyer 和 Seebohm, 2003; Beyer, 2008; Shearn 
等人, 2000). 他们的主要结论如下: 

• 支持性就业在其初级阶段的成本要高于庇护工场就业。但是纳

税人的成本收益率会逐渐提高。一般五年以后会看到支持性就

业的效益 ; 
• 在英国，关于福利收益的规定，以及支持性就业资金的缺失，

是制约支持性就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 与美国不同，英国的智力障碍者做临时工很多，也有的在就业

指导员的辅助下，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并且仍然领取救济金，

这都对支持性就业的成本效益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 比较支持性就业与日间看护中心的费用，前者看似很高，但是

它带来了很高的社会融合。 
• 规模效益是决定成本效益的关键因素，所谓规模包括就业的工

人数和每个人工作的时间，; 
• 当辅助工人的税费及他们的消费能力也算作影响因素时，社区

安置将是纳税人的净收益。 

在一份上交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的一份报告中, Rangarajan 等人(2008)
对支持性就业模式成本效益分析提出了质疑，主要是方法缺失，包括缺乏

随机对照试验。  

结论意见 

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关于支持性就业的研究都是在高收入的国家

开展的。因此，这些结论未必适用与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

也试图与低收入国际的研究人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得研究本土化，但

是现在看来问题很多。历史上，关于残疾人就业领域，社会法律的建设总

是比研究成果快很多(Parmenter, 1991)。 

2010 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地区级会议：为非洲地
区的智障残疾人开辟培训和就业之路，我们看到，家庭成员成为残疾人权

利的倡导者，以及在低收入国家的自我倡导运动都是前景广阔的趋势。全

世界来看，逐步解放智障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庭是大势所趋，这将促使他们

能够自我赋权、行使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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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前迈进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支持性就业已经在各大洲为智力障碍残疾

人提供了融合的就业选择。很多实例都证明了，智障人士获得一份工作，

不仅对他们个人非常重要，并且促进了对社会公正和人的尊严的发展。这

项工作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各国政府对这一举措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承诺。 

但是，通过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要想促进这项

举措可持续，对智障残疾人辅助工作的投入必须不间断。在低收入国家，

由于他们的农业经济发展和严重的财务状况约束，现阶段，只能采取上面

描述的一些替代就业模式，例如自主经营，微型企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委

员会，都是可行的选择，但是低收入国家对上述这些模式的成果还都没有

仔细的研究过。 近在赞比亚的一个研究，对智障人士自创的微型企业的

生存能力，很多人都提出了质疑，怀疑智障人士缺乏基本的商业技能(详见

Koistinen 2008，第 32 页)。解决这一问题的替代性办法，就是雇佣一名有

商业经验的人士作为企业的经理，并且他承诺愿意帮助残疾人。支持性就

业的原则，包括重要的“安置和培训”以及“持续支持”的特色，可以在

每个替代性模式中应用。 

许多国家的支持性就业服务机构规模不断增长，他们能够为服务对象

提供更多的培训和倡导。这些机构更加壮大，使得他们能够在低收入国

家，起到一个实施支持性就业计划的作用。  

在那些支持性就业拥有很长历史的国家，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是，

支持性就业正在向其他类型的残疾人扩展，如向精神残疾人扩展，这也影

响了促进智障残疾人的就业。第二，更多的支持性就业的机构倾向于安置

那些容易安置的残疾人。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阻碍支持性

就业发展、智障人士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国家，

有悠久历史的，为残疾人提供的良好的社会福利。支持性就业模式是对这

种社会福利的核心的挑战, 来自社会福利系统内部的，很多负面的态度，不

利于经济发展的负面的声音，以及对孤立就业模式的认可，都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支持性就业模式的发展。残疾人以及他们的看护人，当然不愿

意失去他们现在享受的社会福利带来的收入，以及医疗保险。不断增加的

享受社会福利的人数，使得各个国家政府，不得不提高申请社会福利的标

准，延长申请的过程，以做到压缩社会福利的花费。 因此，Heath (2010) 
在她的报告中指出，社会福利可以起到减少贫困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促进

就业。 

全世界的很多研究人员，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

什么原因，阻碍了支持性就业的发展，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支持性就业

得以发展，而在其他国家却是中途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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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tlieb 等人 (2010) 建议，为了更好地促进支持性就业或集中就业成

为残疾人就业的主要形式，就要认真分析影响劳动力供应的因素，以及影

响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因素。在劳动力供应方面，残疾人由于先天固有的残

疾，而影响了他们与非残疾人的交流，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例如，由于交

通运输并没有实现全面无障碍化，残疾人与工作场所之间的交通困难，是

阻碍他们就业的因素之一。在劳动市场需求方面， 雇主对残疾人劳动能力

认识的不足，以及认为劳动场所合理便利的费用会很高，等等，都会影

响，企业雇佣残疾人。 

Boeltzig，Scott Gilmore and Butterworth (2006) 在其研究报告中谈到了

这个问题。他们建议需要顾全大局，而不是只是简单的看到社区康复机构

网络所面临的障碍。他们认为，智障人就业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系统工程。

他们的意见与目前的讨论十分贴切： 

‘如果目标是为让融合就业不仅成为可行，而且成为残疾人主动接

受的选项，那么一套体系和资金结构就应该建立起来，这一体系

和结构不仅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作类

型，也要为项目的服务人员投资，用以帮助那些发展障碍的残疾

人，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同时为这些服务人员今后的工作收入和

福利等等提供指南。’ (第 7 页)  

政策发展指南 

很多国家在雇佣残疾人就业的政策发展上有很清晰的思路，这样，更

加坚定了社区的融合就业和残疾人个人的发展。除了这些，尽管如此，在

通过这篇工作论文对一些国家情况的回顾，可以看出，大多数的智障人

士，还没有在融合的工作场所工作，甚至很多也没有在日间看护中心被看

护。 

下面的这些关于残疾人就业政策发展的建议，是在本论文历史性地回

顾各个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的，而且可以作为今后扩展支持性就业，促进智

障残疾人在融合的工作场所就业的指南。很多国家目前都在尝试修订旧

法，制定新法，平等对待智障人士，他们需要走得更远。 

• 实施的各种项目都要遵守支持性就业和以客户为基础的就业的

基本原则，使智障人士就业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要不断地

为客户提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支持。 
• 长期的成功取决于 初的计划，该计划要在中学的过渡阶段就

开始筹划，从学校到工作场所过渡的良好计划 ，是衡量支持性

就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如果今后所从事的工作需

要工作经验。 
• 在计划和实施就业选择时，要平衡正常设计和过度设计。对于

智障人士，集中的、以治疗为基础的康复模式并不适宜，尤其

是中度、重度智障人士。 
• 良好的政策制定来源于良好的信息。关于智障残疾人的发病率

和流行率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如果

64 



 

只是使用典型的流行病学的方法论，不能从整体上描述残疾

人，因为它不仅是病理的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且残疾

人的生存状况，在农村和在城市是完全不同的。 
• 有效的数据管理系统，能帮助设计项目的需求，项目的监督和

项目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在普通人调查的项目中，涉及智障人

士的课题。 
• 在项目的计划中，要做到以人为本，并且考虑各方面的利益，

包括智障人士的家庭成员，这也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个人

的长处、兴趣，实现个人的目标所需的支持系统，都需要格外

强调；个人倾向喜好与工作的搭配，是一个方面，但是不能过

分强调， 
• 建议制定职业规划，因为很多的智障残疾人止步于从事入门级

别的工作。 
• 针对职业辅导员的培训，重点放在市场调研和在岗培训，是支

持性就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 评估成果的时候要加入对生活质量的评估，这也反映出了生活

和工作的内生关系，包括残疾人的住所等等。独立程度和个人

自决、自我赋权的感觉呈正相关的关系，在很多研究中已充分

证明。 
• 正面的就业成果的成功案例，是说服潜在雇主的 好方法，这

些案例告诉雇主，智障残疾员工可以成为出色、忠诚和高效的

员工。 
• 由于就业被看成是提高智障残疾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因

此，他也可能是改变这个人群精神紊乱，以及情绪紊乱的办法

之一。 

 

 因此，国家、地区层面都需要行动起来，把这些研究中学到的经验转

化为实际，提高残疾人群的就业率，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国家层面 

各个国家政府应咨询民间团体和社会合作伙伴，并担负起促进智障残

疾人就业的职责，使他们能够融入到他们生活的社区及整个社会。本章节

讨论如何进一步履行这些责任。 

对本国的现状做系统的分析 

• 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包括学校等等，进行调查研究，咨询

各个利益相关者，以及面对面的交谈，从而掌握智障残疾人的现

状。 

• 分析智障残疾人融合式就业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分别是哪些，这

一分析应该分类着眼于国家的不同地理范围，只有这样才能针对农

村、城市社区的不同情况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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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其他残障类型成功就业的模式，使得智障人士就业获得更多的

有价值的信息。 

对未来树立前景和目标 

• 运用相同的咨询办法，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合作，树立未来的前景和

目标来指导实施智障人士支持性就业计划。 

• 探索多种模式来满足不同社区的需求。社区经济发展模式(CED)的
构成因素值得研究，因为这也是社会企业发展的路径之一。 

• 对贯穿整个过程的价值体系形成共识，并通过明确的语言文字表达

出来。 

开发一个关于智障残疾人融合式就业的国家政策 

• 咨询利益相关者，包括不同政府部门和社会合作伙伴及民间组织

等，进而开发一个清晰的政策文件，明确指出智障人士的融合性就

业理念，以及该理念所支撑的智障融合性就业的目标和前景。 

• 刚刚发布的英国政府的一份文件，《现在开始重视就业》，可以作

为行动的指南。 

开发国家实施战略 

• 为实现目标制定时间表，并分配好各种资源。  

•  指明各个政府部门及非政府部门的职责，以及人力资源分配。 

•  树立一些实验项目，作为战略的一部分，伴随评估体系，达到树

立系统改变计划； 

• 确定将来的领导者在 政府和社区的，来支持系统改变计划。 

开发一个有效的数据收集制度系统来跟踪改进过程 

• 开发一个数据收集制度系统，来提供受助残疾人的信息(输入); 建
立各种项目的模型(流程)，包括具体的工资报酬, 每天的工作内

容，社区的融入程度，和能力的达标 (输出); 测量残疾雇员的生活

质量满意度 (产出结果);  

• 设计这个数据收集系统，使得项目能够反馈的变更按照项目的，和

环境障碍和支持。 

• 开发当地的能力来保持项目的可持续，与当地的大学的研究中心合

作，鼓励各个国家的大学之间的相互合作 ，在项目开发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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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等等方面进行合作，在智力障碍残疾人就业方面，记录

研究成果。 

交流项目成果 
• 考察社会合作伙伴及社区人员的态度转变，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

良好的实践案例，因为这些案例能够使得未来更成功。 
• 让社会合作伙伴和社区的领导者作为主要成员，来监督这个过程的

实现。  

地区层面 

为了支持国家层面的计划和各位利益相关者的工作，建立一个地区的

和全球的网络联系。 

开发一个地区级的支持性就业协会 

• 以交换信息和技术交流为目的，可以考虑按照欧盟的支持性就业协

会或者是世界支持性就业协会的模式，建立一个地区的支持性就业

协会。 

• 与欧盟支持性就业协会和其他国家类似的支持性就业协会保持联

络，能够获得更多的培训资料和技术支持。  

• 这样一个组织可以在地区级及国家层面上举办培训班和培训项目。 

终总结 

尽管面临巨大挑战，包括极度贫穷，以及在态度上的和政策上对

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种种困难，特别是智障残疾人，但是我们也看到

一些积极的趋势。 大的变化就业各国政府开始，承认残疾是一种社

会显现而不只是个人现象，并且各国政府不仅将这个问题写入法律，

还在不断地在实践中实施该法律。  

虽然从上述的研究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智障残疾人都不能参与就

业，但是，我们也积极地看到了很多的变化和有成就的效果，这些都

让我们感到欣慰。很多国家都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
约》，在公约的第 27 条写道: 

“各国政府都意识到残疾人在与任何人相等的情况下，有获得工

作的权利，这包括自由选择工作，被劳动力市场所接受，工作环境是

开放、融合和对残疾人是无障碍的。各国政府要努力促进和实现残疾

人的就业。” 

通过这篇论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即使资源很有限，

也能够帮助 弱势的群体---智力障碍残疾人融入社会，在开放，融合

和无障碍的环境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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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识到，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签署的地方，该公约

的执行情况得到紧密关注，各个国家相继制定有关残疾人的相关政策

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我们在这片论文中也看到，智力障碍者总

是在 后才能享受到应有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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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na Jha 

35 经济危机下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ISBN 978-92-2-122510-2 (print); 978-92-2-122511-9 (web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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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iam Bird, Christoph Ernst 

42 调研经济大萧条下，国际劳动力回顾，1931-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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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2-2-123296-4 (print); 978-92-2-123297-1 (web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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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ine Cazes, Sher Ve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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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环境的主流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经验探索和多重选择 
ISBN 978-92-2-124557-5 (print); 978-92-2-124558-2 (web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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