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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殘疾人空手道：一項突破性的計劃 

 

A. 引言 

 

1.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空總）作為世界空手道聯盟（世空聯）和亞洲

空手道聯盟的成員，是香港業餘空手道運動的唯一管理機構。 它被香

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

會承認為空手道運動的體育總會。 

 

2. 自 2009 年 4 月 1 日以來，由於香港的空手道運動員在主要國際空手道

錦標賽中屢創佳績，空手道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精英資助」評核計

劃準則獲得了香港體育學院的 A 級支援。 香港運動員劉慕裳在東京

2020 奧運會上奪得空手道女子個人型一枚銅牌，這驕人的成績是香港

空手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因此，空手道在香港的知名度和

受歡迎程度大幅提高，預計在新冠病毒疫情結束後將可再創高峰。 

 

3. 空總一直在推廣空手道作為一種傳統武術和現代運動。 它採納了共融

的概念，鼓勵身體健全人士和殘疾人士都參與空手道。 空總希望其道

場成員能夠履行這方面的責任，向有意參與空手道運動的人士，提供

平等的機會和無障礙的環境。誠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空總在落

實共融的政策時，受困於資源和其他的限制，一直未能給予道埸會員

任何由上而下的實際支援。 

 

 

4. 在 2022-23 年，空總將開展推廣殘疾人空手道，向殘疾人士提供針對其

個別殘疾狀況的空手道訓練，這是一項突破性的計劃。 

 

5. 這一項目符合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即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及

其他措施，以實施自 2008 年 8 月 31 日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香港

特區)正式生效的《殘疾人權利公約》。香港特區政府與康復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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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即就涉及殘疾人士福祉、復康政策及服務於香港特區發展及實施之

事宜，向特區政府提供意見的主要諮詢組織)、復康界別和公眾人士合

作，以確保遵行該公約的規定，為殘疾人士參與社會事務（包括體育

活動）提供支援，以及維護殘疾人士在該公約下享有的權利。此外，

香港特區政府亦致力向公眾推廣該公約的精神和核心價值。 

 

B. 殘疾人空手道的發展狀況 

 

世空聯和亞洲空手道聯盟 

 

6. 作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的唯一空手道組織，世空聯一直致力於

遵守《奧林匹克憲章》的基本原則，其中以下關於共融性和不歧視的

原則尤其切題： 

 

“原則 4： 

從事體育運動是一項人權。 每個人都必須有可能在沒有任何形式的

歧視的情況下，本著奧林匹克精神進行體育運動，這需要以友誼、團

結和公平競爭的精神相互理解。 

 

原則 6 

應確保享有本《奧林匹克憲章》規定的權利和自由，不得有任何歧

視，如種族、膚色、性別、性取向、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

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 

 

7. 世空聯一直致力於促進空手道成為奧林匹克委員會運動項目之一。 空

手道在東京 2020 奧運會上首次亮相於奧運會。 此外，空手道早於 2018

布宜諾斯艾利斯青年奧運會賽事中參與第一次奧運會活動。 空手道亦

已經被納入於 2026 達喀爾青年奧運會的體育項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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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要的是，世空聯亦致力於為殘疾人士發展殘疾人空手道，作為另一

類的空手道運動。殘疾人空手道於 2012 年在巴黎世界空手道錦標賽上

首次以示範比賽形式向公眾展示。 隨後，正式的殘疾人空手道世界錦

標賽於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分別在不來梅（德國）、林茨（奧地

利）和馬德里（西班牙）相繼舉行。 最近，世空聯於 2021 年 11 月在

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舉辦第 25 屆世界空手道錦標賽，殘疾人空

手道世界錦標賽亦是其中一個項目。 

 

9. 國際殘疾人奧委會於 2015 年 6 月 12 日正式接納殘疾人空手道為第 30

項殘奧運動。 換句話說，自 2015 年以來，殘疾人空手道一直被公認為

殘奧運動項目，這反映了世空聯在發展這項運動方面的成功。 

 

10. 同樣地，亞洲空手道聯盟根據《奧林匹克憲章》規定的原則，在業餘

的基礎上推廣空手道。 如上所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於 2021 年 11 月

舉辦了第 25 屆世界空手道錦標賽，並同期舉辦了殘疾人空手道世界錦

標賽。這國家正正是亞洲空手道聯盟的成員國。 

 

11. 在網上可搜尋得到的一份“WKF handicapped: Karate Adapt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文件，其內容有啟發性，現復述如下： 

 

“首先，空手道是適合每個人的。每個人包括肢體殘疾人士和智障

人士（失明人士、患有自閉症人士、有身體缺陷的人士等等）。 許

多人對空手道的印象，都是從電影得來，視之為一項只適合極具男

子氣概和超級運動型的人士。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空手道不僅是搏擊競技，亦是一項非常着重

紀律的運動。 它致力向參與者傳授一些重要的生活技能，如毅力、

警覺性、專注和自我克制。無論他們的精神或身體狀態如何，這全

是他們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技能。 

實際上，殘疾人士可以說是更需要這些從學習空手道可以獲取的生

活技能，以幫助他們克服自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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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 

 

12.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十分注重殘疾人士的體育發展，於 2001 年成立了具

有里程碑意義的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建基於 2016 年完成的顧問

報告的建議及其後公眾諮詢所得的意見，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制定具體

工作計劃，以全面支援殘疾運動員及推廣殘疾人士參與體育活動。例

如，民政事務局於 2017 年展開「殘疾人運動項目精英資助先導計

劃」，並於 2019 年將計劃正式恆常化，為殘疾運動員提供接受全日制

培訓和直接財政支援的機會。 香港運動員在東京 2020 殘疾人奧運會勇

奪總共五枚獎牌，包括兩枚銀牌和三枚銅牌，創下佳績。 

 

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是執行民政事務局所制定的體育事務政策的部門，

這部門負責為不同對象（包括學生和殘疾人士）舉辦康樂體育活動。

這部門的工作包括（i）制定提供康體設施和活動的政策及策略，尤其

着重健體活動及運動安全；（ii）為長者舉辦活動，以及優化為殘疾人

士舉辦的活動；以及（iii）向體育總會（包括空總）和體育團體提供

資助金，以供培訓運動員和舉辦體育活動。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14. 另一方面，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殘協會）成立於

1972 年，履行（a）香港特區殘疾人奧委會和（b）殘疾人體育總會的

雙重角色。 作為香港特區殘疾人奧委會，殘協會致力於（i）推廣殘奧

運動及鼓勵殘疾人士參與體育運動，（ii）培育本地殘疾運動員提升競

技水平，締造體育成就，以及（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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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殘疾人體育總會，殘協會的職能是有系統地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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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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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具體而言，殘協會的目的是根據國際殘疾人奧委會的理念支援香港的

傷殘和視力障礙人士，鼓勵、激勵和促進他們參與體育項目和體育活

動，並協助為此目的提供培訓、設施和器材。 

 

16. 殘協會的重點似乎一直放在射箭、田徑、羽毛球、硬地滾球、草地滾

球、射擊、游泳、乒乓球、保齡球、輪椅籃球和輪椅劍擊等殘疾人運

動。 殘協會為這些項目提供初級以至代表隊的訓練。 這些殘疾人運動

的比賽規則和運動員分類都是根據運動員的傷殘類別和程度而制定

的。此外，殘協會每一年度都為上述每一殘疾人運動項目選拔合資格

的運動員代表香港，參與國際賽事。為此，殘協會制定了相關的選拔

及上訴機制，選拔結果亦刊登於該會網站。 

 

17. 殘協會充分利用香港各地區體育設施作為訓練場地；並於 2015 年開始

使用位於沙田香港體育學院的賽馬會體育館，該館設有多用途訓練場

地，包括一個專為殘障精英運動員，尤其是輪椅劍擊及硬地滾球選手

而設的訓練區域。 

 

18. 此外，殘協會於 2020 年制定了「Project 2026: 2021 – 2026 策略發展計

劃」，當中釐定的十項策略目標之一，是“與體育總會合作發展更多

殘疾人運動項目”。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殘協會與中國香港柔

道總會合作，於 2021 年 4 月啟動了殘疾人柔道發展計劃。 為了發掘參

加柔道總會舉辦的培訓課程的人才，殘協會將舉辦柔道體驗日，並邀

請視力障礙者組織推廣該活動和招募參與者。 以此類推，殘疾人空手

道也應該是殘協會的合適目標，因為它自 2015 年以來一直被國際殘疾

人奧委會認可為殘奧運動項目。 

 

C. 推廣殘疾人空手道的抱負、使命和信念 

 

19. 在上述背景下，空總是應該把握機遇，開展推廣殘疾人空手道這突破

性的計劃。這計劃符合空總的組織章程大綱定下的空總目標，並已經

依據空總的組織章程細則正式獲空總執行委員會批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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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空總落實這計劃時，建基於以下的抱負、使命和信念。 

 

抱負 

21. 空總立志用高效率、高成效和具誠信的方式，在香港推廣、策劃和管

理殘疾人空手道，促使這項運動普及化，而自身亦成為一典範體育機

構。 

 

使命 

22. 空總竭盡所能： 

 

（1）提升和優化殘疾人士對空手道訓練的參與； 

（2）透過空手道訓練促進殘疾人士的身體健康； 

（3）為殘疾人空手道運動員提供高質素的社會心理體驗，包括： 

i. 自主及可控 

ii. 歸屬感 

iii. 挑戰自我 

iv. 激勵、專注及投入感 

v. 成功感 

vi. 對個人或他人的承擔； 

（4）與志同道合的團體合作，營造一個有利於實現抱負的環境和體

制。 

 

信念 

23. 空總崇尚： 

i. 空手道之道 

ii. 以運動員為本 

iii. 追求卓越 

iv. 體育精神 

v. 社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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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切實執行計劃 

 

24. 空總啟動推廣和發展殘疾人空手道的初步計劃如下。 

 

運動級別鑑定及比賽規則 

 

25. 空手道的技巧（包括踢腿、拳擊和馬步）原本是為身體健全的人士而

設的，它倚賴雙手和雙腳的發揮；視力對時機的掌握及專注尤其重

要。因此，讓殘疾人士參與空手道訓練，制定一套為他們而設的運動

規則是必須的。首先，運動員必須根據其殘疾類別和殘疾程度而分

類，以便他們進行適切的訓練和比賽。分類的目標是盡可能讓多些殘

疾人士參與，同時亦保留空手道的精髓，如堅毅不屈和自我克制的精

神。分類促使不同級別的運動員可以獲得因應其級別而制定的訓練，

從而作出更好的發揮。此外，有關的比賽規則只容許同級別的運動員

對壘，這可確保比賽的公平性。 

 

26. 為了發展及推廣殘疾人空手道，世空聯於 2006 年成立殘疾人空手道委

員會。該委員會已經制定一整套世空聯認可的殘疾人空手道比賽規則

“World Karate Federation: Para-Karate Kata Competition Rules”，包括一

套完整及透明度高的標準，以確保運動員的安全及比賽的公平性。該

些規則只限於個人型的比賽，並不包括自由搏擊及隊際比賽。參賽者

最低年齡規定為 16 歲。 

 

27. 根據世空聯的比賽規則，殘疾人空手道的個人型有三個一般級別： 

i. 視力障礙運動員 

ii. 智障運動員 

iii. 輪椅使用者（肢體殘疾運動員）。 

 

https://www.wkf.net/pdf/ParaKarate_Competition_Ru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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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空聯 World Karate Federation Para-Karate Classification Rules 制

定的運動級別規則，上述的三個一般級別因應運動員的傷殘功能類別

進一步分為不同的運動級別。在傷殘人空手道比賽中，運動員所得的

分數，除了裁判因應運動員的臨場表現所給予的評分外，還會加上運

動級別評委會給予個別運動員的一個補償分數。這補償分數是視乎個

別運動員的傷殘狀況如何影響他個人型的表現而釐定的。 

 

28. 簡而言之，運動級別是按運動員的傷殘程度分類出來的。比賽時，對

壘的運動員是屬於同一運動級別的，這規則除了可確保比賽的公平

性，亦可讓運動員盡情發揮他們的運動潛能及技術水平。世空聯所制

定的運動級別如下，運動員經級別分類後將再按性別（男性或女性）

劃分： 

 

1. 視力障礙運動員： 

 

K10 – 有視力障礙的運動員 

（所有視力障礙運動員在比賽時都需要戴上眼罩，矇住雙眼。） 

 

2. 智障運動員： 

 

K21 – 低至中度智障的運動員 

K22 – 嚴重智障的運動員 

 

3. 輪椅運動員： 

 

K30 – 肢體傷殘或運動神經受損的運動員 

（K30 級別的運動員需要坐在輪椅上比賽，其他級別的運動員需要

用站立的形式進行比賽。） 

 

有關世空聯的運動級別鑑定的詳情可參考 Para Karate Classification 

Rules 和 Para-Karate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Sheet。 

https://www.wkf.net/pdf/ParaKarate_Classification_Rules.pdf
http://www.karate.ch/wp-content/uploads/wkf-2021_WKF_Para_Karate_Classification_Rules_1-1.pdf-1.pdf
http://www.karate.ch/wp-content/uploads/wkf-2021_WKF_Para_Karate_Classification_Rules_1-1.pdf-1.pdf
https://www.wkf.net/pdf/Para_Karate_Info%20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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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空總將會採納上述由世空聯制定的運動級別鑑定及比賽規則；該些規

則將來有任何更新及修訂，空總亦會跟隨。然而，不是所有參與殘疾

人空手道訓練的人士都一定會參加比賽，所以空總招收學員的對象將

包括該些規則未有涵蓋的殘疾人士，例如 16 歲以下的青少年學員。此

外，為了確保學員的安全，若有意參與訓練的人士的健康狀況不適合

殘疾人空手道訓練，空總一概不會接收；就此，空總會參考世空聯於

Para Karate Classification Rules 附錄 4 所列出的不適合殘疾人空手道比

賽的病況名單。最後，空總提供的訓練，局限於型的訓練，並不包括

自由搏擊。 

 

財政支援 

 

30. 由於推廣及發展殘疾人空手道是一項嶄新的計劃，付諸實行，空總是

需要新的資源。為此，空總將會從速制定預算，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申請 2022-23 年度額外撥款，及其後年度的經常性撥款。將來舉辦相關

的體育活動時，空總亦會考慮尋求商業機構的贊助。 

 

與殘協會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和合作 

 

31. 作為香港特區殘疾人奧委會，殘協會無疑是空總推廣及發展殘疾人空

手道的主要持份者。如上所述，空總的方針與殘協會的策略目標："與

體育總會合作發展更多殘疾人運動項目”，是不謀而合。 

 

32. 誠然，空總將會負起主體責任，主導及管理這項計劃，為殘疾人士提

供適切的空手道訓練，但殘協會在以下領域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 

 

i. 透過殘協會的既定網絡，一起向殘疾人士推廣殘疾人空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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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推出全面和有系統的教練培訓課程，加強殘疾人空手道教練對殘

疾人士訓練的基礎知識和實用技能，以便他們能安全及切合地為

殘疾人士提供訓練；以及 

 

iii. 找尋、確認及培訓殘疾人空手道的級別鑑定師。 

 

33.  因此，空總將與殘協會聯繫，務求與他們簽署諒解備忘錄，以確保雙

方在未來能緊密地攜手合作，積極地推廣和發展殘疾人空手道。 

 

 

提供殘疾人空手道訓練 

 

34. 空總執行委員會在仔細考慮過空總相關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

則後，得出結論，即委派指定道埸提供殘疾人空手道訓練是最務實的

安排。為了確保空總可以有效地管控指定道埸的訓練工作，空總將會

與指定道場簽署一份固定期限但可續簽的合約，該合約的條款將會詳

細界定空總作為主事人及指定道埸作為代理人的分工及權責， 

 

35. 為了落實這項安排，空總執行委員會將會邀請道埸呈交意向書，並根

據一些預先釐定的準則挑選適合的道場，務求能成功招募位於香港不

同地區的道場參與這項有意義的計劃。 

 

 

 

2022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