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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为了智力障碍和非智力障
碍人士可以互相学习和赋
能于对方而创造的平等的
机会。

赋能
为某人去完成某事建立自信。

您可以怎样利用此规划？

融合是特殊奥林匹克的核心使命，我们希望赋能于您成为
融合运动领袖的能力。

我们以无障碍且易于理解的方式制定了这个版本的战略规
划。

所有难以理解的词句都以下划线标出。您可以将鼠标停留
在上面，获得解释。 

您是我们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应该了解如何运用自己
的领导力、技能和故事来改变自己的社区。

什么是战略规划？

特殊奥林匹克每隔几年都制定一份规划，以说明我们的目
标。

这份报告会解释特殊奥林匹克在未来几年想要做些什么，以
及我们如何共同完成这些目标。 

此外，我们还会说明一些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和
促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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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因素
对某事有帮助的人、资源
或者工具。

战略
一个帮助我们完成目标的工
具或者规划。

战略性的
当一件事是为了长期的目标
而存在并且对于实现这些目
标有帮助，那便是有战略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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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订这个战略规划时，起指导作用
的愿景和使命是什么？

概述：
未来四年会发生哪些变化？

融合领导力
一种非智力障碍人士向智力障碍人士学习并赋能于他们的领导
力。

20242021 2022 2023

1. 将更多工作重点放在地方一级的体育运动和健康上

2. 在招聘时更具包容性。

3. 覆盖更加缺乏融合机会的社区。

4. 运用科技吸引更多的人，开展更多活动。

5. 通过融合领导力的方式，让运动员成为融合运动的领导者。 

6. 为志愿者和员工提供更多培训和工具。

7. 更加注重结果。我们将评估和衡量各个项目的结果，以了解我们是
否在朝着愿景前进。

8. 分享故事并展示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捐助者及提高筹款能力。

• 锻炼体魄
• 勇敢表现
• 体验快乐
为运动员提供向公众展示才能、交流技
艺并增进友谊的机会。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为智力障碍儿童和成年
人常年参与奥林匹克式的体育训练及
竞赛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体育的力量，实现一个
人人享有的包容世界，使智力障碍人士过
上积极、健康和充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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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三条战略将有助于实
现目标：
• 战略说明了为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采取

的行动。

促成因素

以上都将通过四个
促因实现：
• 促成因素是我们完成战略中所述工作

时采用的工具。

战略规划的要点

 本战略规划有两大目标

目标 A 目标 B

提高运动员在本地体育活
动中的参与度和幸福感，
以加强社区建设

消除社会融合的屏障
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扩
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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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特殊奥林匹克将重点打造可持续的体育运动和创造融合机
会。 

具有可持续性是指以能够实现4个长期结果（成果）的方式
行动。

我们将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目标将有助于保护地球，确保人人得到公平、公正的对
待。

联合国希望到2030年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政府
以及各界组织都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多信息，可以
访问联合国网站。 
• 本规划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3条、第4条、第5
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16条和第17条。

• 本规划还支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战略规划的成果

此战略规划能够引领我们实现四项长期
结果或成果：

1. 改善运动员身体健康、技能、体能和医疗卫生服务。

2. 改善运动员、队友、家庭成员和志愿者的社会福祉和情感健康。

3. 非智力障碍人士表现得更加包容。

4. 通过特奥会的工作和运动员的影响，社会各界更加融合。

特殊奥林匹克2020-2030长期规划

• 我们在未来十年的工作应当有长远的结果

• 我们将通过实现2021-2024战略规划的目标和战略，踏上这
段旅程。

• 我们将通过该十年规划确保本规划成果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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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1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

• 特殊奥林匹克将重点关注造福社区每个人的本地
活动。  

• 我们将为运动员创造在自己社区接受培训和参加
竞赛的机会。 

• 这意味着在各种类型的社区内拓展活动范围。

• 这会鼓励运动员终生作为参与者和领导者参与体
育运动。

1. 巩固和发展本地运营模式，以便吸引各个年龄
段及能力等级的运动员参加。 

2. 增加全年体育训练和本地比赛的次数。这包括
融合体育运动、幼儿运动员和机能活动训练计
划。

3. 提升教练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以提高体育运
动质量和领导力。

4. 建立和发展地方合作关系。我们将寻找更多的
专家和人力资源。 

提高本地项目及活动的质量和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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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2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

• 特殊奥林匹克将提升被我们的使命所覆盖
的每个人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 我们将确保运动员和青少年能够发挥领导
作用，并能够教育他人。

• 这将赋予运动员和青少年领袖发声和激励
他人的机会。 

• 这些领袖将以身作则，影响他人一起加入
融合行动。 

1. 通过提供适合的培训和机会，对受众群体进行教
育以改善和推动融合健康与福祉。

2. 拓展融合（示范）学校。

3. 借助建立影响者和包容性思想者的联络网来创造
融合新时代。

4. 让更多的运动员担任内部和外部角色以及工作职
位。无智力障碍的领导者将采用融合领导力的方
式。

5. 让青少年和运动员担任融合教师，发挥自己的才
智。

为运动员、青少年和其他领导者赋予变
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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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3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

• 特殊奥林匹克将与从国际到地方各级的相关政
府部门和组织合作。 

• 我们将共同解决不公正和不平等问题。 

• 我们将为智障人士创造更多的服务便利及机
会。

1. 影响各届组织创造更多智障人士支持项目。
 

2.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增强现有合作关系。

3. 运用融合运动及融合领导力的方式，激励组织
创建具有包容性的环境。

4. 利用国家级、区域级及世界级的特奥运动会激
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愿景的各届相互合作。

5. 推广融合领导力，使大众对于“具有包容性的
领导力”产生全新的认识。

增加融合活动、发展融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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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及融合

多元化及融合可帮助我们把融合的理念推广给所有人群。

世界各地的多元化各不相同。

我们将确保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有多元化的领袖、志愿者和工作人
员参与。 

我们将倡导融合领导力的方式，以创造真正的融合。融合领导力将
教育智障人士和非智障人士都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该方式的机制如下：

让智障人士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培养他们在体育运动及更多领域
的领导技能。

对没有智力障碍的领袖开展培训，以使他们尊重和包容智障人士，
并帮助他们培养技能和领导力。 多元的

展现出很多的不同

多元化
一种涵盖不同人群的状态

融合
为了智力障碍和非智力障
碍人士可以互相学习和赋
能于对方而创造的平等的
机会。



19 20

促因1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

• 我们将确保特殊奥林匹克和智障人士能够跟
上社会与科技发展的步伐。

• 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以扩大我们工作的覆盖范
围和影响。

• 我们可借助数字化渠道与数以百万计的运动
员、家庭和教练员保持联系。 

1. 利用数字化平台、内容和工具，创建组织融合
活动的新途径。

2. 开发一个在线的交流、互动和学习环境。

3. 直接联系智力障碍人士及其家人。

4. 创建在格式上无障碍和具有包容性的内容，使
每个人都能受益。

5. 确保技术和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人群和社区不
被抛弃。 

6. 利用数据来提高本地级和全球级活动的质量。 

特奥运动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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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因2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

• 特殊奥林匹克将增加筹集资金的新方式。 

• 我们将在全球和地方一级努力筹集资金。

• 我们将开拓新的和多样化的收入来源。

• 我们将开创可持续的筹资渠道，以对变化做出快
速反应。

1. 投资于2-3个成员组织（重点市场），以增强社会
大众对特奥的认知。 

2. 把这些重点市场积累的经验分享给其他成员组
织。

3. 将适合我们重点市场的捐赠机构作为我们的目
标。

4. 为新市场制定资源分配方案，完善现有市场的方
案。

5. 提升筹集资金以及管理与捐赠者之间关系的能力。

6. 开发工具以提升在社区一级筹集资金的能力。

7. 运用多个市场的绩效数据，来判断投资方向。

8. 促进资源多样化，避免仅依据一种资源。

增加收入，拓展收入渠道

收入
国际特奥会的资金来
源。

可持续的
当某事可以长久且积极地发
展便为可持续的。

多样化
从多种渠道获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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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因3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

• 特殊奥林匹克通过新型和现有渠道提升品牌知名
度。 

• 这将增强我们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士和新的受
众。 

• 这在社区层面尤其重要。

1. 增加活跃的实体和线上粉丝的数量。

2. 加强对体育运动和融合内容的营销和宣传。

3. 利用旗舰活动，如：世界运动会，来引发关注
和行动。 

4. 利用传统和数字化宣传吸引目标受众。

5. 让运动员领袖传达融合的讯息。 

6. 增强地方级和区域级的沟通与交流。

7. 运用工具及对本地领袖进行培训，尤其要充分
利用数字化渠道。

建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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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因 4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

• 拥有赋能的人是决定我们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 拥有赋能的人将会促进我们在体育运动、健康、
青少年和领导力发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 我们必须改进招募以及与不同的员工、教练和志
愿者合作的方式。 

• 我们需要确保他们拥有追求卓越成就所需的工具
和技能。 

1. 对融合领导力的方式进行整合。

2. 通过创造学习机会，支持各级领导者的成长。

3. 加强成员组织董事会的多样性和有效性。

4. 提高招募质量。 

5. 注重志愿者和员工的多元化，增强培训，提升留任
率。

6. 在培训和支持方面，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

7. 加强对成果的研究，并使用成果数据来完善自我。

8. 为成员组织赋予所需工具并提供最佳做法，以适应
差异。

9. 改善内部沟通，以增强协作和知识共享。

追求卓越

拥有赋能的
对于自己具有推动变革的
能力有自信。

成员组织董事会
一个负责特奥成员组织决策
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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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 我们鼓励您分享自己与特奥之间的故事和经历，这对我们至
关重要。

• 分享可以赋能他人、促进社区参与以及帮助我们获取资源，
以做更多的事情。

• 我们需要您在整个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以支持我们实现项
目目标。

• 未来四年的目标将构成我们未来十年的发展意向。

• 各项成果应与下一项战略规划保持连续性。

• 我们希望大家在未来多年能够不断地发现为特殊奥林
匹克奉献的机会。

您是该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长远地考虑如何创造一个具有包
容性的未来

• 在为所有人创造一个融合世界的旅程中，有众多队伍在
努力奉献，我们就是其中一支。

• 与各种组织、学校、专家和社区中的其他人开展合作至
关重要。

我们在践行这一使命的旅途中并不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