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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联合会 
宗旨 
脊柱联合会致力于提高所有脊髓损伤和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退伍军人，并向亲人、护理
人员和专业人员提供支持和信息。  

我们是谁 
脊柱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患有 SCI / D 的人。我们是一家成立于 1946
年的 501（c）（3）国家残疾人权利和退伍军人服务组织。美国脊柱联合会提供积极的生活方
式信息，同伴的支持和倡导，使 SCI / D 患者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最大的潜能。 
脊柱联合会在撰写《美国残疾人法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于
1990 年颁布，旨在保护残疾人士免受歧视。它还为《公平住房修正案》和《航空承运人访问
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促使纽约市创建人行道路缘坡道和无障碍公共交通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目前已成为全国许多城市的典范。 

我们为谁服务 
脊柱联合会的成员包括轮椅使用者、残疾退伍军人和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
症、后天脊髓灰质炎、脊柱裂和其他患有脊髓疾病的人。每年，脊柱协会都会帮助成千上万的
各个年龄段的人克服残疾人生活中的日常挑战。我们向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他们的家庭成
员和照顾者）提供无限的支持。 

       刊物  
免费下载脊柱联合会的任何信息与出版物，请访问 https://www.unitedspinal.org/disability-
publications 或致电 800-444-0120 订购。 

捐款 
脊柱联合会获得的政府资助资金很少。它的计划和服务取决于像您这样的个人以及您的免税礼
物。如果您想捐款以支持脊柱联合会的使命，请访问 www.unitedspinal.org/donations 或致
电 800-404-2899。 

会员 
脊柱联合会的会员资格对所有患有脊髓损伤或疾病的患者、其家庭成员、朋友和医疗人员免费
开放。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unitedspinal.org/join-united-spina-association/ 

训练 
脊柱联合会可以为您的公司、组织或机构以合理的费用定制“残疾礼节”培训课程。经验丰富
的员工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制定课程。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info@unitedspinal.org。 

脊柱联合会 
120-34 Queens Boulevard #320, Kew Gardens, NY, 11415 718.803.3782 www.unitedspinal.org 

版权所有©2015 脊柱联合会  

http://www.unitedspi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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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提示简介 
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约有 5670 万美国人患有残疾。本手册适用于任何希望

与残障人士更有效互动的残障人士。 1990 年制定的《美国残疾人法案》旨在将残

疾人融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工作场所和市场。对残疾人的敏感性不仅符

合 ADA 的精神，而且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它可以帮助您扩大业务范围，更好地

为客户服务或扩大受众。当主管和同事使用残疾礼节时，残疾员工会感到更舒

适，工作效率更高。练习残疾礼仪是使残疾人感到受欢迎的一种简单方法。 

与残障人士打交道时，您不必感到尴尬。本手册提供了一些基本技巧供您遵循。

而且，如果您不确定如何与残障人士互动，请询问！ 

基础知识 
帮助之前请先咨询 

不要仅仅因为某人有残疾，就认为她需要帮助。如果可以有设备的帮助，残疾人

通常可以很好地生活。残疾人希望被视为独立人士。仅在该人似乎需要帮助时才

提供帮助。残疾人在需要帮助时经常会进行沟通。如果她确实需要帮助，先请问

需要如何帮助再采取行动。 

对身体接触敏感性 

一些残疾人依靠自己的手臂来保持平衡。即使您打算提供帮助，抓住它们也可能

使他们失去平衡。 

避免拍打人的头部或触摸其轮椅、踏板车或拐杖。残疾人将他们的设备视为个人

空间的一部分。 

 

*注意：我们希望您将残障人士视为个人-您的朋友、您的同事、邻居-因此，与其

使用无定形的“残障人士”一词来描述残障人士，我们还使用代词“他”或

“她”贯穿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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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保罗，你今年秋

天要上大学吗？ 

是的，我认为如果现在
注册，我应该在 9 月去
那里上学。 直接与残疾人

说话... 

 

不是跟他的
同伴说或手
语翻译。 

 

 

我是保罗并且我

就在这。。。 

所以，保罗秋季

会去上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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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好再说 

直接保持与残障人士说话，而不是与其伴侣、助手或手语翻译。与残障人士闲聊是

很棒的；就像和其他人一样跟他说话。尊重他的隐私。如果您询问他的残疾，他可

能会觉得您将他视为残疾，而不是个人。但是，许多残疾人在结识某人后对自己的

残疾问题感到满意。如果残障人士不愿意分享这个简单的“我不乐意分享的信

息”，则可以设置一个基调。 

不要做任何假设 
残疾人是他们可以做或不能做的最好的判断。 

不要为他们做出参加任何活动的决定。视情况而定，因为人们的局限性而将其排

除在外可能违反了 ADA。 

认真回应要求 

当残障人士向您的公司要求接待时，这不是抱怨。它表明他们在您的机构中足够舒

适，可以询问他们的需求。如果他们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们可能会再次回来并告诉

他们的朋友他们所获得的良好服务。 

术语提示 
首先将人称放在第一位。说“残疾的人”而不是“残疾人”。对于特定的残疾，说

“抽动秽语综合症或脑瘫的人”通常是安全的。不过，每个人确实有自己的偏好。

如果您不确定要使用什么单词，请询问。 

避免使用过时的术语，例如“残障、残废或智障”。请注意，许多残障人士不喜欢

诸如“在身体上受到挑战”和“在不同方面”等俗语，委婉说法。说“使用轮椅的

人”，而不是“局限于轮椅”或“轮椅束缚”。轮椅使人们能够四处走动并参与社

会活动。它是解放的，而不是束缚的。 

对于任何残障人士，请避免使用消极的、无能为力的词，例如“受害者”或“受难

者”。说“患有艾滋病的人”而不是“艾滋病的受害者或忍受艾滋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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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残疾人交谈时可以使用惯用语。例如，盲人说“很高兴见到你”和“再见”是完

全可以接受的；他们一直在使用这些表达式。 

许多聋哑人用手语交流，并认为自己是文化和语言上的少数群体的成员。他们称自

己为聋人，大写字母“ D”，可能会被“听力受损”一词冒犯。其他人可能不反对

该词，但总的来说，最安全的说法是指有听力损失但用口头语言“难以听清”进行

沟通，并与聋哑或聋哑等听力受损的人进行交流。 

使用轮椅或其他移动设备的人 
使用轮椅的人有不同的残疾和不同的能力。有些人可以用胳膊和手。有些人可以脱

离轮椅，甚至可以短距离行走。 

使用轮椅的是个人，而不是设备。请勿倚靠使用轮椅握住他人握手的人或请坐轮

椅的人握着外套的人。绝对不能将您的饮料放在与轮椅相连的桌面上。 

♦不要推或碰别人的轮椅；这是她个人空间的一部分。如果您在不等待指示的情况

下帮助某人下马路，会将其从椅子上推下。如果通过把手或脚凳抬起椅子，则

可以拆下椅子的各个部分。 

♦保持建筑物的坡道和轮椅通道门畅通无阻。在 ADA 下，显示屏不应位于入口前

面，废纸篓不应放在过道的中间，垃圾箱也不应放在坡道上。 

♦注意一个人的触及范围。尽可能多地放置物品。并确保有通向货架和展示架的

畅通无阻的路径。与使用轮椅的人交谈时，请抓住自己的椅子并坐在她的水平

位置。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请站开一小段距离，以免她伸长脖子与您目光接

触。



US2019_DisabilityEtiquette_brochure.indd 8  1/3/20 4:21 PM 

 

 

 

 

 

 

 

 

 

 

 

 

 

 

 

 

 

 

 

 

 

 

 

 

 

 

 8 残疾人礼仪 

办公区域 

您知道这个如何

回收吗？ 
 

保持畅通无阻的行

进路线。 

办公区域 

门刚好在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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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营业地点的服务柜台过高，不能让坐轮椅的人看到他，请走过去以

提供服务。如果需要填写表格或提供签名，请随身携带一个剪贴板。企业可

能还希望确保员工准备好倾斜或卸下键盘，以便使用轮椅的人可以在使用

信用卡购物后签署其电子签名。 

♦ 如果您的建筑物有不同的路线，请确保标志将人们指引到设施周围的可到达路

线。使用拐杖或拐杖的人还需要知道绕过某个地方的最简单方法，但是对他们来

说，上楼梯可能比坡道更容易。确保保安人员和接待员可以回答有关建筑物和地面

周围的问题，包括电梯的位置。 

♦ 使用拐杖或拐杖的人需要手臂保持平衡，因此切勿抓住它们。行动不便的人打

开门时可能会倚靠在门上。从后面推开门或意外打开门可能会导致门掉落。即

使拖拽或推椅子也可能会出现问题。提供帮助之前，请务必先询问。 

♦ 如果您为行动不便的人提供座位，请记住，某些人更容易使用带有扶手或更高

座位的椅子。 

♦ 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跌倒是一个大问题。清洗地板后，请务必设置适当的

警告标志。在下雨天或下雪天也要铺垫，以保持地板尽可能干燥。 （请确保它

们不会聚在一起并使地板无法通行。） 

♦ 没有明显残疾的人可能有与行动能力有关的需求。例如，患有呼吸或心脏疾病

的人可能难以长距离行走或快速行走。确保您的场馆、酒店或百货公司有足够

的长凳供人们坐下休息。 

♦ 有些人的手、手腕或手臂使用受限。准备提供协助以达到、抓住或举起物

体、打开门和陈列柜以及操作自动售货机和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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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要求一个
坐在轮椅上的
人为您拿东
西。 

 

尊重她的个人
空间。 

您介意帮我拿一下我

的外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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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 
失明的人知道如何定位自己并在大街上四处走动。他们有能力在没有帮助的情

况下出行，尽管他们可能使用拐杖或导盲犬。一个人可能有不明显的视觉障

碍。当被要求时，准备好提供帮助，例如阅读。 

♦ 在与盲人进行身体接触之前，先告知自己的身份。告诉他您的名字和您的角色

（如果合适），例如保安员、接待员、案例工作者，或学生。并确保将他介绍

给小组中的其他人，这样人们就不会排斥他。 

♦ 如果新客户或雇员是盲人或视力不佳，请向他展示您的设施。 

♦ 如果您更改了陈设（即重新布置了家具），请通知无法看见更改的客

户。 

♦  失明的人可能需要伸出胳膊才能保持平衡，因此，如果他需要引导，请不要抱

住他的胳膊。 （不过，将盲人的手伸到楼梯扶手或椅子后背上，以帮助将他

引导到楼梯或座位上是适当的。） 

   

♦ 如果该人有导盲犬，请在其对面行走。走路时，请描述陈设，并注意任何障碍

物，例如楼梯（“上”或“下”）或人行道上的大裂缝。其他危险包括：旋转

门、半开式文件柜或门，以及从墙壁上顶出的物体，例如悬挂的植物或灯。如

果要发出警告，请大呼“当心！”不要告诉该人是否应该停止、奔跑、躲避或

跳跃。 

 
♦ 如果您要指示，请提供特定的非视觉信息。 

与其说“当您拿到办公用品时向右走，”是假设此人知道办公用品在哪里，不如

说“走到这条走道尽头并向右转。” 

♦ 如果您需要离开盲人，请告知他您要离开，并在离开之前询问他是否需要任何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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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盲人
需要指导... 

我扶着您帮您走到您

想去的路上怎么样？ 

嘿，等一下！ 

我可以帮您

吗？ 
谢谢！ 

 
提供您的胳膊而不
是抓住他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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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触摸对方的手杖或导盲犬。导盲犬在工作，需要集中精力。拐杖是个人个

人空间的一部分。如果此人放下拐杖，请勿移动。让他知道是否在路上。 

♦ 向盲人提供阅读书面信息（例如菜单、商品标签或银行对帐单）的信息。数出

零钱，以便他们知道是哪张账单。 

♦ 如果您向盲人提供食物，请按照时钟方向（最远 12 点，最靠近 6 点）告诉他在盘子上

的位置。从盘子上除去装饰物和任何不可食用的东西。一些顾客可能会要求您减少食物；这

可以在用餐之前在餐厅的厨房中完成。 

 

 

弱视群体 
视力低下的人可能需要大字体的书面材料。具有适当间距的清晰字体与字体大小一样重要。

标签和标志应使用对比鲜明的颜色清楚地标出字母。对于大多数视力低下的人来说，最容易

在黑色背景上阅读粗体白色字母。避免使用所有大写字母，因为视力低下的人更难区分句子

的结尾。 

♦ 良好的照明很重要，但不要太亮。实际上，非常光亮的纸或墙壁会产生刺眼的

眩光，从而干扰人们的眼睛。 

♦ 保持人行道畅通无阻。如果视力低下的人经常来到您的设施中，请告知他们任

何物理变化，例如重新布置的家具、设备或其他已搬迁的物品。



 US2019_DisabilityEtiquette_brochure.indd 14 1/3/20 4:21 PM 

14 残疾礼仪 

 

 

 

 

 

 

 

 

 

 

 

 

 

 

 

 

 

 

 

 

 

 

 

 

 

 

 

 
在给出指示时
要具体…… 

 
针对盲人或视力
低下的人 

注意安全！ 
注意什么？ 

小心，地面是湿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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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聋或听力受损的人 
美国手语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它具有自己的语法。如果聋哑人的母语

是 ASL，他们的口头阅读会很困难，因为英语中的大多数声音是在口腔中形成

的，并且语音很难朗读第二语言。 

但是，有听力障碍的人会用英语交流。他们使用某种听觉，但可能依靠放大和/或

看说话者的嘴唇来进行有效沟通。 

在这个简短的篇幅中，无法解释听力障碍人士之间的沟通偏好和风格。值得注意

的是，大多数听力受损的成年人不使用手语交流，而是使用英语，他们可能需要

书写和辅助听力设备来帮助改善交流。像其他有听力障碍的人一样，有人工耳蜗

的人通常会告诉您什么最适合他们。 

♦ 当信息交流比较复杂时（例如，在工作面试或看医生时或举报犯罪时），与母

语签名者进行交流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合格的手语翻译。对于简单的互动（例

如，在餐厅点菜或注册酒店房间），来回书写通常是可以的。 

 

♦ 根据对方的提示，判断她是否喜欢手语、打手势、书写或说话。如果您

听不懂聋哑或听力障碍人士的讲话，请告诉她。 

♦ 使用手语翻译时，请直接看着对方，并保持目光接触。直接与对方交谈（“您

想要什么？”），而不是与口译人员（“问她想要的东西”）。 

♦ 对于那些影响聋哑人的问题，需要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不要为他们决定。 

在与耳聋或听力受损的人交谈之前，请确保引起她的注意。根据情况，您可以

伸出手臂并挥动手，在肩膀上轻拍她或闪烁灯光。 

♦ 重述此人不理解的句子，而不是重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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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聪者需要合格的

手语翻译人员。

当信息交流非
常复杂时，
与...进行交流
的最有效方法
是... 

公寓月租，并且有 500

美金的移动押金。

并且固定费用不予退还。

租房办公室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手

语翻译员。

租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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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时，面对对方。安静，光线充足的房间最有利于有效沟通。如果您背对着

光源（例如窗户）在光源前，眩光可能会使您的脸部模糊不清，并使听不清语

音的人难以阅读。 

♦ 吐字清楚。大多数有听力障碍的人在讲话时都依靠看着他们的嘴唇来帮助他们

理解。讲话时，避免咀嚼口香糖、吸烟或用手遮住嘴巴。 

♦ 无需大喊大叫。如果此人使用助听器，它将被校准到正常的语音水平；你的喊

叫只会扭曲单词。 

♦ 聋哑人和一些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者在各种技术的帮助下拨打和接听电话，包

括 TTY（电传打字机的缩写）或视频中继服务。 VRS 使耳聋或听力受损的人能

够通过合格的美国手语翻译员的通讯助手拨打和接听电话。对于许多失聪或有

听力障碍的人来说，VRS 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中继服务都更接近“功能等效”的

电话服务；对于美国手语用户而言，VRS 对话比通过打字进行交流更顺畅，自

然，更快。 

♦ 当 TTY 用户呼叫没有 TTY 的公司时，她通过所在州的中继服务发出呼叫。同

样，不具有 TTY 的企业可以通过中继服务与作为 TTY 用户的客户联系。如果

您收到中继电话，话务员将这样识别它。请不要挂断电话；聋哑人可以通过这

种方式在比萨店下订单，打电话给您的商店以查询营业时间或在餐厅预订。 

言语障碍人士 
患有中风、耳聋、使用假肢或口吃或其他类型的语言障碍的人可能很难理解。 

♦ 充分注意此人。不要打断或结束对方的句子。如果您在理解上有困难，请不要

点头。只是请他重复一遍。在大多数情况下，此人不会介意，并且会感谢您的

努力以听取他所说的话。 

♦ 如果不确定您是否已理解，可以重复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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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听力障碍的人
交流时，不要遮住
脸。 
 
  

您的检验单显示阴性，但我

希望您 2 周后再来复查。 

您的检验单显示阴性，但

我希望您 2 周后再来复

查。 

好

的，

太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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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尝试后仍然无法理解该人，请他写下该人或提出另一种促进交流的

方法。 

♦ 安静的环境使沟通更加容易。 

♦  不要取笑或嘲笑有语言障碍的人。有效沟通和认真对待的能力对我们所有

人都很重要。 

身材矮小的人 
有 200 种与生长相关的疾病的诊断类型，这些疾病可能导致侏儒症，并导致该人的身高 4 英

尺 10 英寸或更小。对于成年人来说，被视为可爱和孩子气是一个艰难的障碍。 

♦  请注意，在最大可能范围内，有他们可接触到的必要的物品。 

♦ 请注意，身材矮小的人指望能够使用身高较高的设备。如果货源有

限，请不要使用较低的电话、银行柜台和小便池。 

 

♦ 与患有其他残疾的人一样，切勿抚摸或亲吻矮小的人的头部。 

♦ 当人们处于同一水平时，交流会更容易。身材矮小的人有不同的偏好。您可能会跪在那

个人的水平上；站起来，这样您就可以与他人进行眼神交流，而又不会使人收紧脖子（在拥

挤的房间里很难做到）；或坐在椅子上。 

表现自然，并听从别人的暗示。 

 

脑瘫的人 
由于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伤害，患有脑瘫的人难以控制肌肉。 

♦ 许多患有脑瘫的人口齿不清，身体不随意运动。您的可能会根据他们的外表打折他们要

说的话。注意您的举止并像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与该人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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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无法理
解某人 

利润分享研讨会的空

间正在迅速填补。 

我想我会微笑并假装我明

白他在说什么。 

利润分享研讨会的空

间正在迅速填补。 

利润分享 

再说一遍可以吗？什么

研讨会？ 

哦！利润分享！你会去吗？ 

有言语障碍请

他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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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似喝醉、生病或有医疗急症的人实际上可能患有脑瘫或其他残疾。在第一反

应上采取行动之前，先获取事实，无论情况是商业，社会还是执法。 

抽动秽语综合症的人 
带有抽动秽语综合症的人可能会发出无法控制的发声或手势，例如抽动。一小

部分患有抽动秽语症候群的人不由自主地说出民族诽谤或淫秽词语。患有抽动

秽语综合征的雇员或其他人将从同事和其他人的理解和接受中受益。 

♦ 如果带有抽动的人在通话过程中发出声音，只需等待其结束，然后从

容继续。 

♦ 人们越想遏制这些冲动，就越会形成冲动。对于具有抽动的人，可以选择暂时离开会议或

对话以在私人场所释放堆积物，这可能会有所帮助。 

 

外貌有异的人 
一个不同的问题面对的是那些生活活动可能不受限制的人，但是由于他们的外

表而被视为有残疾。有面部差异的人，例如唇裂或腭裂、颅面畸形或皮肤状

况；高于或低于平均身高或体重的人；可能会显示出明显药物作用的人，例如

简短的震颤，相貌不同的人经常会发现人们凝视着他们，将目光移开或视而不

见。 

♦ 每个人都必须有积极的自我形象，才能成为社会的充分参与成员。请确保您不

侮辱外貌有异的人。 

♦  如果情况合适，请进行对话，并将对方包括在正在进行的事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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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残疾人 
并非所有残障人士都适用。一个人可能以您觉得陌生的方式提出请求或采取行

动。该请求或行为可能与残疾相关。 

例如，您可能给某人看似简单的口头指示，但该人要您写下信息。他可能有学习

障碍，这使他的书面交流更加容易。否则，一个人可能会要求坐直，而不是站

直。此人可能因癌症等疾病而感到疲劳，或者可能感觉到药物的作用。 

尽管这些残疾是隐藏的，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请尽可能尊重对方的需求和要

求。 

癫痫病患者 
癫痫病是一种神经疾病，其特征在于癫痫发作是在大脑的电子系统发生故障时发

生的。癫痫发作可能是抽搐，或该人似乎处于恍惚的状态。在复杂的部分性癫痫

发作期间，该人实际上可能处于昏迷状态，可能会走路或进行其他动作。 

♦ 如果某人患有癫痫发作，您将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它。如果他摔

倒了，请确保头部受到保护，并等待癫痫发作结束。 

♦ 癫痫发作结束后，患者可能会感到迷失方向和感到尴尬。尝试确保

他有隐私来恢复自己。 

♦ 请注意，频闪灯可能会导致某些人癫痫发作。 

具有多种化学敏感性（MCS）和呼吸障碍的人 
患有 MCS 和呼吸障碍的人，例如哮喘或肺气肿会对空气中的毒素产生反应。空气

陈旧，清洁产品产生的烟雾、香水、地毯、空气清新剂，甚至魔术标记产生的烟

雾都可能引起严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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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们在您的营业地点时，尽量避免使用喷雾清洁桌子、窗户或其他表面。如果必须使用
喷雾产品，请将其喷雾或倒入布中，而不要倒入空气中。尽可能使用毒性较小的产品。要求
与公众接触的工作人员减少香熏的身体护理产品（如古龙水、发胶、洗手液和须后水）。 
 

♦  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室内空气质量，不仅会使患有 MCS 和呼吸障碍的客户

受益，还将帮助您和所有员工保持健康，提高警觉。 

♦ 二手烟对 MCS 或呼吸障碍者尤其有害。遵守并执行禁止吸烟的规定，包括在

洗手间和楼梯间。阻止吸烟者聚集在您的企业门口。如果合适，请指定一个单

独的吸烟区，使门保持关闭，并使空气向外部通风。 

关于保密： 
您可能真的在乎，或者您可能只是对一个处于危

机，突然生病或因无法解释的原因而错过工作的残

疾人感到好奇。尽管您担心，但请尊重残疾人的隐

私。如果他愿意的话，让他讨论自己的处境。当顾

客在您的商店时，尽量避免使用喷雾剂或其他烟熏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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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喷雾使我的病

情恶化。 

天呐，每个人都想要特

殊待遇。 

您介意我喷洒这个吗？ 

 



WWW.UNITEDSPINAL.ORG • 1.800.444.0120 25 

US2019_DisabilityEtiquette_brochure.indd 11  1/3/20 4:21 PM 

 

 
艾滋病患者 
患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或自身免疫缺陷综合症的人的免疫系统受损，因此他

们的身体难以抵抗感染。 

♦ 您不会通过诸如握手之类的偶然接触来感染艾滋病毒，因此不要害怕触摸或被艾滋病患
者触摸。 
 

♦ 但是，艾滋病毒或艾滋病感染者极有可能感染空气传播的感染。注意不要将其他人置于

危险之中。如果您患有呼吸道感染或任何其他容易传染的疾病，请考虑所有客户和员工，并

在可能的情况下待在家里。 

 

 

♦ 许多艾滋病患者感到被侮辱。通过简单地打招呼或握手，可以让他知道他已被接受。对他

来说意义重大 

 

患有精神病或精神疾病的人 
患有精神残疾的人有时可能难以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和互动。他们的疾病可能

会干扰他们的感觉、思考或与他人联系的能力。大多数患有精神病的人并不暴力。

他们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是人们对他们的态度。由于这是一种隐性残疾，因此您甚

至可能不会意识到该人患有精神疾病 

♦ 压力会影响人的功能。尽量将局势的压力降到最低。 

♦ 患有精神病的人的性格各异，应对残疾的方式也不同。有些人可能难以掌握

社交线索；其他人可能是超敏感的。一个人可能精力旺盛，而其他人则表现

迟钝。将每个人都当成一个个体。询问什么会使他最舒适并最大程度地尊重

他的需求。 

♦  在危机中，像对待任何人一样，保持镇定并给予支持。询问您如何提供帮助，

并确定是否有可以派遣支持人员。如果合适，您可能会询问该人是否需要服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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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育障碍的人 
患有发育障碍的人学习缓慢。他们很难使用所学到的知识并将其从一种情况或情况应用于

另一种情况。 

♦ 用简单的词和具体的概念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用清晰的句子与人交谈。将其分

解成较小的部分，可以帮助她理解一个复杂的想法。 

♦ 不要使用与婴儿说话的方式与发育障碍的人交谈。根据语音的节奏、复杂度和

词汇量进行评估。 

♦  请记住，此人是成年人，除非另行通知，否则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 

♦ 有发育障碍的人可能会为所欲为。在面试中，对方可能会告诉您她想听的内容。在某些情
况下，例如执法或医生检查，如果您的面试技巧无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应该以中立的
方式表达问题，以得出准确的信息。通过以不同的方式重复每个问题来验证答案。 
 

♦ 发育障碍的人可能难以做出快速决策。要有耐心，允许别人花时间去做决定。 

♦ 带有象形文字的清晰标牌可以帮助患有发育障碍的人找到自己的设施。 

♦ 发育障碍的人通常依靠日常工作和熟悉的事物来管理工作和日常生活。请注

意，环境或例行程序的更改可能需要一些注意和一段时间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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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习障碍的人 
学习障碍会严重干扰个人的接收、表达或处理信息的能力。尽管有一定的局限

性，但大多数有学习障碍的人的智力都中等或高于平均值。您可能没有意识到这

个人有学习障碍，因为他的能力非常强。否则，您可能会对这样一个能力很强的

人为何在其工作的一个方面遇到问题感到困惑。 

♦ 患有阅读障碍或其他阅读障碍的人在阅读书面信息时遇到困难。给他们口头的

解释，并留出更多的时间阅读。 

♦ 如果您告诉某人非常简单的说明，而他要求您将其写下来，请不要感到惊讶。由于语音信
息在听时会变得“混乱”，因此患有学习障碍（例如听觉处理障碍）的人可能需要证明或书
面形式的信息。 
 

♦ 询问此人您如何才能最好地传达信息。直接沟通。有学习障碍的人可能

难以掌握技巧。 

♦ 在安静的环境中，人们可以更轻松地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工作，例如收音机

播放，人们四处走动或大声的拉窗帘。 

外伤性（或后天性）脑损伤的人 
创伤性脑损伤的人通常是由于意外事故或中风等创伤造成的大脑损伤。 

♦ 影响学习障碍者的某些因素也适用于脑外伤患者。脑部受伤的人可能没有明显的肌肉控

制或活动能力丧失。例如，一个人即使可以动手，也可能无法签名。 

 

♦ 脑部受伤者的冲动控制可能较差。该人可能发表不适当的评论，并且可能

无法理解社交暗示或“得到”表示已冒犯某人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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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我来拿。 

嘿！你在干嘛？ 

你需要帮助吗？ 

是的，谢谢你的帮助！ 

 

总是在帮助前先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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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理解或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到沮丧时，她似乎很努力。所有这些行为都

是由于受伤而引起的。 

♦  由于短时记忆能力差或方向性差，导致脑损伤的人可能无法遵循指示。尽管她

似乎没有行动障碍，但她可能会要求陪同，或者可能会使用导盲犬进行定向。 

♦  如果您不确定对方是否理解您，请询问她是否希望您写下您的讲话。 

♦ 人们可能难以集中精力或组织思想，特别是在过于刺激的环境中，例如拥挤的

电影院或交通枢纽。耐心一点。您可能会建议去可以分散注意力的地方。 

使用服务性动物的人 
某些聋哑、失明或视力低下的人，或者患有外伤性脑损伤、癫痫发作或其他一系列

残疾的人可以使用服务性动物来协助他们的日常生活。 

♦  尽管您可能会询问动物是否是服务性动物，但该人可能没有识别该动物的信

息。这意味着，一般而言，您需要修改“动物勿入”政策，以允许该人随其服

务的动物进入。除非对健康和安全造成直接威胁，所以通常认为 ADA 的这一要

求优先于任何动物。禁止携带宠物的健康守则（例如饭店的健康守则）和个人

喜好（例如的士司机的个人喜好）。 

♦  服务性动物通常训练有素且行为良好。您可以要求该人将动物移开，如果她没

有将动物控制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未经允许，请勿触摸服务性动物。这只动物

可能很可爱，但是它们正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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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紧急疏散程序 
 任何设施的撤离计划中都必须考虑到残障人士。 

♦ 制定一份清单，这些清单是您设施中的常客，例如员工、学生或居民。当您制定这份清单
时，请让人们知道，即使他们可能不认为自己有残疾，但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可能需要帮助，
也应将其包括在内。例如，这可能适用于因压力或烟雾而引发哮喘的人。不断更新列表，以
包括那些患有暂时性残疾的人，例如孕妇或骨折的人。 
 

♦ 采访列表中的每个人，以计划在紧急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最有效方法。例

如，患有认知障碍的人可能会感到困惑，并需要以下方面的帮助。 

♦ 还要制定计划，包括自愿登入，以应对可能影响未附属于该设施的人

员（例如客户、观众，患者或其他公众人士）的紧急情况。 

♦ 遵守疏散程序，并保持计划最新。 

自闭症患者 
满足自闭症患者的需求时，需要考虑几个重要要点，这些需求可以帮助他们在各

种活动中安全、包容、尊重和平等参与。请记住，这里列出的是访问需求，而不

是便利或奢侈品。每个自闭症患者都是不同的，可能需要更多或更少或不同的适

应。 

♦ 请使用尊重的语言，包括考虑身份优先（自闭症）与个人优先（自闭症患者）

语言。自闭症社区中的许多人强烈喜欢身份优先的语言，应该尊重自己的意愿。

尊重语言还意味着不使用功能性标签（高功能或低功能）来形容人。 

♦ 不要坚持目光交流。眼神交流可能会使人分心，甚至不舒服，并威胁到许

多自闭症患者。 

♦ 重要的是要了解，自闭症患者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从口语到打字到手势和声音。
与自闭症患者的有意义的互动必须涉及尊重他们的交流方式。与自闭症患者交谈或询问自闭
症患者时，请确保留有足够的处理时间。对于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对口头讲话感到不舒服的
人们，提供基于文本的通信方式（文本，即时消息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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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住，自闭症患者的语气、肢体语言或面部表情可能与他们打算传达的内容

不符。不要期望自闭症的人阅读非语言交流。必要时，要清楚、直接。 

♦ 对于许多自闭症患者而言，大型团体可能会过度刺激或不知所措。自闭症

患者可能难以安排他们的反应时间或了解大群体的社会差异。安静房间中的小

团体可能是有意义的自闭症患者参与的好选择。 

♦ 有些自闭症患者难以理解听觉信息，尤其是在有背景噪音的情况下。尽量减少

不必要的感官输入，以创建更安全的感官环境并促进自闭症沟通是有帮助的。这

些事情可能很简单，例如关上门以消除背景噪音或寻找安静的环境 

♦ 为了满足感官需要，请勿穿着香水或带香味的洗护用品。应避免大声喧。

照明也很重要。荧光灯会引起严重的感觉处理问题，因此自然光或柔和的白炽

灯会更好。在使用闪光灯摄影之前，请先进行询问，因为这会导致感觉超负荷

以及患有癫痫和/或癫痫病的自闭症患者的癫痫发作。 

确保您的议程或计划是具体的并事先提出然后遵守的，这将很有帮助。对于许多

自闭症患者而言，突然的变化和过渡是困难的。 

（由自闭症自我倡导网站 http://autisticadvocacy.org/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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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残疾人做决定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带游泳衣？ 

我，嗯。。。我只是意识到你不能

进入游泳池。 

嘿！看我们的帅哥！ 

 

关于他们能做什么不

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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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管理 
有时候，残疾人与他们访问工作、娱乐、保健或教育的地方之间会发生冲突。这

些冲突通常是误解或缺乏信息的结果。有时，有冲突需求的残疾人之间会发生冲

突。例如，有听力损失的人不能在打开窗户的情况下听到内容，但是具有多种化学

敏感性的人需要打开窗户以获取新鲜空气。使用服务犬的人可能与患有焦虑症且极

度恐惧狗的人发生冲突。 

所有这些情况都要求灵活性、耐心、创造力和开放的交流-愿意倾听对方的观点并

学习。 

有时，仅凭真诚的努力还不够，各方很难解决分歧。在这些情况下，请考虑使用

熟练的调解员的服务。 

尾言 
残障人士是有家庭、工作、爱好、喜恶的人、有问题和快乐的人。尽管残疾是他

们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仅靠残疾本身并不能定义残疾。不要让他们成

为残疾英雄或受害者。请视他们为个体。 

脊柱联合会 2009-0819 AP  
© 2015 脊柱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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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 
通过在广告中，传单上以及服务位置的标志使用以下符号，记录您的公司或程序的可访问

性。确保使用语言描述以及符号。作为标牌，放大符号并将其放置在最可见的位置。 

轮椅通道 

           对听力受损的人进行的助听 

手语翻译员 
 
 
 
TTY/TDD 

残疾礼仪 

脊柱联合会 

出版物 

120-34 Queens Blvd. #320 

Kew Gardens, NY 11415 

718-803-3782 www.unitedspinal.org 
Yvette Silver 的插图 

http://www.unitedspinal.org/

	Chinese
	2701075018DisabilityEtiquette2019_update_Print-TSG-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