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3 次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106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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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列管
案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本小組秘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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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優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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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清單辦理進度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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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規劃作業案。
（報告單位：本小組秘書單
P105
位）
P106
第三案：
「身心障礙勞工提早老化之社會保障及退休制
│
度」專案報告。
（報告單位：勞動部）
P125
P126
第四案：
「全國無障礙交通網路運輸(含復康巴士）辦理
│
現況」專案報告。（報告單位：交通部）
P147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建請行政院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
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對「去機
P149
構化」意涵加以釐清，並進行相關政策研議，
│
規劃具體實踐時程，以落實身心障礙權利公
P163
約未來在我國實踐之願景。
（提案單位：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會葉瀛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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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建請勞動部門檢討促進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 P164
案。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林 │
惠芳委員、陽光基金會馬海霞委員）
P171
第三案：中央部門應就會議、活動之社會參與以及近 P172
用資訊有更積極作為。
（提案單位：身心障礙 │
聯盟滕西華委員）
P178
第四案：建請衛生福利部針對身心障礙新制鑑定及需
P179
求評估實施概況進行檢討並提出專案報告。
│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林惠
P185
芳委員、陽光基金會馬海霞委員）
第五案：請說明並規劃 CRPD 優先檢視清單之修法作 P186
業及確保公務機關法制(規)人員接受 CRPD │
培訓。
（提案單位：身心障礙聯盟滕西華委員） P190
第六案：行政院應建立常態性「CRPD 專家小組」就
CRPD 之釋義、與國內法律之適用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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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作為行政部門中各部會及地方政府修正、
│
適用法規之諮詢單位外，並可作為 CRPD 教
P193
育訓練之人才資料庫之用。
（提案單位：身心
障礙聯盟滕西華委員）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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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第 2 屆第 2 次會議紀錄

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2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

席：林政務委員兼召集人萬億

出列席者：詳簽到簿

紀錄：陳瑾葶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本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1 次會議紀錄。
決

定：
一、有關討論事項第二案，請勞動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盤
點各類障礙提早老化狀況及需求，並請勞動部彙整
後於下次會議進行完整報告。
二、餘確認。

參、報告案：
第一案：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列管案辦理
情形。(報告單位：本推動小組秘書單位)
決

定：
一、 列管案 105-4-1 及 106-1-1：繼續列管。
二、 請內政部營建署會同各地方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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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推動小組」監督建築物無障礙辦理情形，並持
續推動改善策略。
三、 請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邀集勞動部、銓
敘部等相關單位持續檢視精神疾病患者擔任公職
及就業相關權益規範，並推動具體改善作為。
第二案：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籌
備進度案。(報告單位：本推動小組秘書單位)
決

定：
一、 請相關部會全力配合衛生福利部之規劃，積極辦理
因應事項，並指派適當層級人員出席國際審查會
議，詳細答復國際委員提出之問題，俾利審查會議
順利完成。
二、 請衛生福利部於會後提供本院政府回應問題清單
之內容，並整理重要點次，請相關部會預做準備。

第三案：說明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與無障礙停車格之差
異，並落實查核避免濫用案。
（報告單位：交通部）
決

定：請衛生福利部邀集交通部及內政部營建署針對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及無障礙停車位之「二者標誌設
計之區分」、「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出現佔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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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有效解決方法」及「停車位與優惠措施是否應
進行脫勾」等相關議題研議改善作為。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依身障者缺能狀態及個人專才輔導就業，朝典型
就業方向輔導。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陳
進豐委員）
決

議：
一、 請本院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及勞動部賡續檢視限
制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規定，並提供職業重建服務
及雇主服務措施，辦理職場平權相關宣導，減少身
心障礙就業歧視，朝長期職涯規劃方向保障身心障
礙者就業安全。
二、 請勞動部更新身心障礙者從事典型及非典型勞動狀
況調查資料，並於會後提供予委員。

第二案：有關復康巴士業務歸屬案。（提案單位：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
決

議：請交通部盤整全國無障礙交通網路運輸(含復康巴
士)辦理現況，彙整推行無障礙交通環境之業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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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
第三案：運動輔具價格偏高，阻礙運動員發展。
（提案單位：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施雍穆委員）
決

議：身心障礙者運動訓練除可協助其維持身體機能，並
可透過參與競技賽事建立自信回歸社會，值得政府
推廣與重視。請教育部體育署參採委員意見，研議
規劃合理之補助措施，並積極辦理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培訓、參賽及照顧事宜。

第四案：電動輪椅族在航空站登機要求提供電池規格安全證
明，請訂定統一規格及要求出售電動輪椅業者提供
電池安全證明。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
合會施雍穆委員）
決

議：請經濟部提供通過測試及符合國際標準之電動輪椅
電池規格予交通部，並請交通部協調國內航空公司
制定電動輪椅登機標準流程，另請會同衛生福利部
對特定客群宣導合格電池規格等相關資訊。

第五案：目前客運業者增購提供低地板或具升降機之巴士數
量緩慢，少數業者礙於經費因素，成為延緩購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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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施雍穆
委員）
決

議：請交通部將本案併同討論事項第二案於下次會議針
對整體無障礙交通之規劃進行報告。

伍、 臨時動議：
案

由：關於精神疾病強制就醫之審查回歸法院以符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CRPD)案。
（提案單位：康復之友聯盟
李麗娟委員，李淳一常務理事代理）

決

議：請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賡續研議相關作
為，並俟本次 CRPD 國際審查會議召開完畢，納入
國際審查委員意見研議因應作為。

陸、散會。
（下午 5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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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委員發言摘要紀錄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馬委員海霞(舒執行長靜嫻代理)
有關上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第二案，馬委員建議於下次會議中請
相關部門說明各類障礙提早老化狀況及需求之盤整結果或列入列管案。

報告案：
第一案：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列管案辦理情形。
（報
告單位：本小組秘書單位）
滕委員西華
一、 有關列管案 106-1-1，王國羽委員與我皆有受邀參與衛福部心口
司於 9 月 5 日召開之「檢視我國目前精神疾病病人擔任公職及就
業相關權益規範及研商具體改善作為」會議，會議決議包含：衛
福部心口司應函文至教育部、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內政部警政
署與消防署、財政部、交通部等，針對權責法規內，提報針對體
檢及精神疾病相關規範，該會議決議無呈現於本會議資料。
二、 同項次會議資料第 14 頁銓敘部所填報內容，法官法所規範法官
及檢察官之任職限制不限於精神疾病，似乎僅有肢體障礙者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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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是部會不願意提供資料抑或相關部會不認為條文規範需
修改，目前立法院會期已屆開議，卻未見相關部會提報法規修正
議案，為符合 103 年底施行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10 條
規定：應於 3 年內完成優先檢視清單內法規之增修與廢止，其中
73 條法規皆與「精神疾病」字眼相關，請相關部會留意期程。
王委員國羽
一、 自 103 年台灣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我觀察到大部份部會的
態度都需要調整，例如文字可以應付的，就只用文字應付；或是
只追求自身部會在這次國際審查當中不會被列入結論性意見，而
不是發自內心的確保身心障礙者權益而制訂或修訂相關法規。
二、 剛剛內政部營建署建請大會解除列管案項次 105-4-1，昨天我剛
好在高雄遇到有斜坡上去人行道、無斜坡下來的情形，這樣的例
子絕不會是單一例子，請各部會也瞭解民間團體對於政府回應問
題清單的回應意見以瞭解執行現況，法規是否確實執行對於這次
的國際審查也是很大的挑戰。
孫委員迺翊
關於列管案項次 105-4-1 填報內容第 12 頁，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
的補助案件是由縣市政府受理並辦理，很多民眾提出申請，但受到里
長或鄰里間的壓力與反對，無法進行改善。據瞭解，對於這種情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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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住宅法有處罰規定，但直轄市、縣市政府卻多以私權爭議為由消極
不處理。地方政府在此議題的落實層面上，實應更為積極。
內政部營建署回應
一、 建築無障礙新建建築可以法規強制要求，建築無障礙最大的困難
為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這部分政府大多透過容積獎勵或
補助機制加以鼓勵改善。
二、 法制面部分，自 102 年 1 月 1 日開始，建築技術規則已朝向全面
無障礙化方向修定，新建建築物採全面無障礙，只排除極少建築
物，基本上所有新建建築物都須有無障礙的精神；過去 2 年期間
共召開 26 次會議，大幅度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及規範，77 年頒布
之建築技術規則至今有 6 次修正，並即將頒布第 7 次修正。
三、 針對既有建築物，自 80 年代始將無障礙設施改善納入法規，並
要求各縣市政府成立諮詢審查小組，即使無法符合最新規範內容，
也應符合既有建築辦法之規範。依據 105 年之統計，公有建築物
列管案件數共 46,374 件，須改善件數 35,125 件，經過每年的督
導、抽查及評比，至今已改善 17,917 件，改善比例約 51%，本署
仍持續推動。
四、 執行面部分，住宅法及都市更新條例已加入無障礙相關指標及容
積獎勵方式，尤其是 5 月 1 日公布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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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重建獎勵條例」(以下簡稱危老條例)。該條例適用 3 種範圍：
1. 經過地方政府判定危險可能傾倒之建築物；
2. 結構評估超過 60 分，意即結構極差之建築物；
3. 結構評估界於 30 至 60 分，但年限超過 30 年以上且無垂直
升降設備、改善不具效益之建築物。
危老條例視無障礙為重要之一環，然危老條例只有 10 年適用期，
因而住宅法之無障礙標章亦將無障礙納入重要指標；另住宅性能
評估評估辦法也融入容積獎勵，無論是危老條例抑或都更政策接
納入無障礙概念。
五、 針對道路無障礙，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於 94 年已將
無障礙納入標準、98 年頒布之設計規範亦對無障礙設計有專章規
定。自 95 年起至去年計畫結束，本署持續補助縣市政府實施人
行環境無障礙改善，今年度前瞻計畫也納入環境設施無障礙，除
大眾運輸場站、機關、學校外，並將醫療院所、公園遊憩場所及
運動中心週邊人行環境納入補助範圍。市區的人行道以往可以說
是寸步難行，透過努力宣導及補助，人行道適宜通行比例至去年
底止已從 95 年 10%提升至 50%，本署未來會持續督促並鼓勵縣
市政府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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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回應
上次會議結束後，本部共函文至 10 個單位請其提供意見，其中有
7 個部會回應，大多回復規定及執行狀況皆良好，因資料收集未完全，
故未於本會議資料中呈現。

第二案：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籌備進度案，
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小組秘書單位）
滕委員西華
關於會議資料第 19 頁(四)(3)NGO 出席名單，本聯盟只出席過第
一場相關會議，並無收到後續訊息，請說明發表共同聲明之流程及擬
具共同聲明之單位，另外請說明本點次提及之出席名單與第 27 頁之優
先入場名單是否一致？
王委員國羽
一、 會議資料第 29 頁呈現方式無法顯示政府部門須出席「審查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場次。
二、 「審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場次涉及之部會務必出席該場次，
例如：司法院及法務部務必出席條文 10-17 場次，若委員問及台
灣監獄內犯人為精神疾病患者之數量，或精神疾病是否影響身心
障礙罪犯最後判決？此類問題只有司法院及法務部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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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各部會再次檢視回應問題清單之內容，並備齊補充資料，使出
席人員於「審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場次能夠回應國際審查委
員之提問。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回應
一、 為確認國際審查會議中 NGO 場次發言順序及代表，本署業邀請
有提出影子報告之團體共同召開會議，團體傾向由一單位主則協
調發言順序及代表，會議決議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擔任民間
團體召集人。目前本署尚未收到發言順序及代表名單，收到後後
續再向委員報告。
二、 國際審查委員期待「監察院、立法院及 NGO 代表場次」中 NGO
代表能基於整體 NGO 之立場及觀點與國際審查委員進行溝通，
後續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協調各團體，視推派的代表及關注
的議題討論發言之形式。
三、 另 NGO 場次進行程序亦徵詢國際審查委員，國際審查委員堅持
參考聯合國作法，採取「前 20 分鐘由 NGO 代表進行簡報，中間
20 分鐘由國際審查委員會提問，後 20 分鐘再由 NGO 代表回復。」
四、 國際審查會議各場次審查之條文順序，經過民間團體之反應而有
更動，並已取得國際審查委員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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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回應王國羽委員提問，目前設計為先舉行「委員會與 NGO 會議」
使 NGO 團體與國際審查委員對話，再使相應之政府部門出席「審
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場次回應國際審查委員提問。

第三案：說明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與無障礙停車格之差異，並落實
查核避免濫用案。(報告單位：交通部)
施委員雍穆
一、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與無障礙停車位標誌無法明確辨識，建議
參考民間團體的意見進行修正。
二、 路外或公共場所，如大賣場、百貨公司之無障礙停車位多有被佔
用之情形。雖向相關業者反應停車位被佔用，卻為避免得罪客戶
而未積極處理。且因對於行動不便者之定義模糊，無法滿足確實
需要者對於無障礙停車位的需求。因此建議於法律規定上進行修
正，避免停車位佔用情形。
王委員國羽
一、 建議檢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57 條規定，進行一致性
之規範，以符合 CRPD 精神。
二、 針對停車費用優惠措施，身心障礙者對於停車位之需求大於停車
費用優惠之需求。參考國外經驗，於車牌上具輪椅標示者或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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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雖無標示，但具相關貼紙標明者，此二情形者皆可使用相關停
車位。
三、 從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至今，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車位與無障礙停車位間的衝突仍未有效解決，其中還
包括了違規停車稽查工作之執行、停車資格之認定以及優惠措施
與停車位間的議題。為因應未來高齡化社會，相關問題應確實處
理。
雲委員鈞蓮(蔡副祕書長再相代理)
一、 無障礙停車位及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使用對象及規範不同，然
標誌區分不易，建議應進行區隔，避免混亂。
二、 針對法規的部分，建議營建署針對停車空間在具 50 個停車位以
上者，設置 2%之專用停車位，而未達 10 個停車位以上者，設置
1 身心障礙者優先使用但不專用之停車位，確保資源可充分利用。
林委員惠芳
因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與無障礙停車位皆以輪椅為標誌，若二
者確實不同，建議標誌應進行區分，以免一般民眾辨識不易。
內政部營建署回應
一、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與無障礙停車位法源不同，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位係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訂定之，因此非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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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者，不得違規占用。
二、 承上，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7 條規定，公共建築物及場
所應提供無障礙設施。復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無障礙停車位係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適用範圍確實更為廣泛。
三、 若停車場具收費行為，符合停車場法之公共停車場者，並有明顯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之標誌，如有違規停車之情形，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訂有相關罰則。
四、 在標誌上，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18 條之 1 規定，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之標誌為輪椅符號及「專用停車位」字樣，
而無障礙停車位則為輪椅符號，但不具「專用停車位」字樣，雖
二者相似卻不同。
五、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於新建建築物設置無障礙停車位時，每 50 個
車位應設置 1 無障礙停車位，但因非公共停車場，故不適用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反之，若停車場具收費行為，供公眾
使用，則必須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之規定。
六、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70 條，6 層以上之集合住宅或 5 層以下且 50
戶以上之集合住宅即為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須有無障礙停車
位。然若與專用停車位訂定一致性之規範，恐有資源未被充分利
用之情形，但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並融入通用設計之概念，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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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無障礙設施的設置。
七、 本署於各地進行督導時，賣場、飯店或醫院設置之無障礙設施雖
無相關罰則可適用，但仍被要求須有管理機制，以避免佔用情形。
八、 標誌乃依國際通用指標設計，惟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亦標註
「專用停車位」字樣，無障礙停車位則無相關文字。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依身障者缺能狀態及個人專才輔導就業，朝典型就業方向
輔導。（提案單位：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陳進豐委員）
陳委員進豐
一、 輔導就業應以「典型就業」主導，非典型就業可能導致工作不連
續、資歷不能累積，隨著年齡增長甚至面臨難以輔導之困境，恐
影響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權利。
二、 公、私立機關、機構開放之身心障礙者工作缺額多屬中、下階層
職務，應考量此階層職務薪資是否影響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
三、 會議資料第 50 頁呈現 103 年之數據，該數據距今已近 3 年，恐
無法呈現現況。
四、 105 年全國非典型就業人數約 70 萬，意即政府有缺額卻不開放，
持續以非典型就業方式輔導民眾就業，影響身心障礙者及一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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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之就業權利。
五、 會議資料第 53 頁人事行政總處回應只呈現制度，無檢討現況及
實施成效，應就現行制度提出改善方法。
雲委員鈞蓮(蔡副祕書長再相代理)
非典型就業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之不得以措施，且實務上公部
門仍有同工不同酬之案例。
王委員國羽
一、 強制定額雇用已施行 20 餘年，至今身心障礙人口於競爭型就業
之就業率僅 15-20％，為因應本次國際審查會議，建議勞動部再
次檢視「臺灣使用強制性定額雇用政策之優、缺點，並研擬是否
有其他因應新世代就業型態之創新方法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二、 勞動部及衛福部心口司提供之資料有落差，請再次檢視是否為
「典型就業」及「非典型就業」之定義有所差異。
滕委員西華
一、 針對會議資料第 53 頁及第 54 頁內容，本聯盟近期於實務上面臨
相關個案：
「一身心障礙者因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受輔助宣告者不得報名、任公職而無法應徵公部門職務」
，
這與銓敘部回應之「未針對身心障礙者任用為公務人員設有特殊
規定」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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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法定行為能力與工作能力不相同，若業務性質不涉及公權力
(如於公部門擔任清潔工作)，則不應因受輔助宣告而無法任職，
請銓敘部針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加以修
正；人事行政總處及經濟部所屬機關任用資格等法規亦有相關規
範，請相關機關針對排除輔助宣告之規定加以檢視。
孫委員迺翊
一、 延續滕西華委員意見，地方政府招募員工(如新北市環保局招考身
心障礙儲備隊員)，常有排除受輔助宣告者，導致受輔助宣告者缺
乏工作機會的情形。
二、 另亦有通過公務人員特考或高考之身心障礙者無法通過訓練而
無法任職之情況，許多單位因缺少與身心障礙同事相處之經驗或
不瞭解利用職務再設計協助身心障礙者任職，導致身心障礙者無
法通過實務訓練，用人單位為避免麻煩，也不願釋出身心障礙特
考名額，此為環環相扣之體制議題。
三、 建議人事行政總處不應只要求各機關釋出身心障礙特考缺額，應
更加積極對各機關宣導或連結「職務再設計」或「合理調整」之
概念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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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惠芳
一、 可理解陳進豐委員提案之用意為若身心障礙者有其工作能力，何
不提供長期工作機會及發展機會。現行非典型就業必然存在，應
重視「如何創造工作機會」及「有無相關配套措施之具體設計」
。
二、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可減少上述孫迺翊委員提及之通過
特考之身心障礙者無法通過訓練而無法任職之情況，政府應加以
利用，並持續規劃提升身心障礙者任職之步驟及計畫。
勞動部回應
一、 會議資料第 50 頁呈現之數據來自勞動部 103 年身心障礙勞動狀
況調查報告，最新 105 年身障者生活調查尚待衛福部整理，本部
將持續掌握最新數據及身障者就業情形。
二、 勞動部除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外，亦希透過職務再設計及個別化
服務輔導身心障礙者在現行工作穩定就業。103 年資料呈現身心
障礙者平均工作年資為 10 年左右，因體力限制仍有部分工時工
作之需求。
三、 定額進用於制度上有其規範，以使用人單位不至於過度浮濫以部
分工時進用身心障礙者。另無論為定型契約或非定型契約，皆規
範雇主不得因身心障礙而有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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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實務面而言，本部將持續督促地方政府輔導義務機關進用身心
障礙者，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回應
一、 本總處僅管控各機關預算員額總數，而人力配置及進用則係由各
機關視業務需要本權責自行調配，各機關要進用何種身分的人力
為各機關權責，與機關配置之預算員額數並無相關，另外，本總
處在實務上係以獎勵措施鼓勵各機關提報身心障礙特考名額。
二、 有關其他部會內部考試等針對身心障礙者任職非友善之限制及
措施，因涉及其他機關，本總處將於會後電洽相關機關瞭解。
三、 回應孫迺翊委員意見，本總處現行皆有搭配勞動部勞發署職務再
設計制度以協助身心障礙公務員任職。

第二案：有關復康巴士業務歸屬 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王委員國羽
一、 CRPD 之精神為無障礙設施，惟交通部主張只主管針對一般大眾
之交通載具，若使用者有些許不同(身心理狀態差異)，即不屬於
交通部主責範圍。交通部只管載具，卻不處理使用載具的「人」
的問題，無障礙設施首要部份即為移動無障礙，因應未來 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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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交通部應提早因應且態度應該更積極。
二、 社會福利部門對交通相關之研究較少，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一定有
技術相關研究以因應未來多樣化之需求。
三、 若以國際審查委員之角度，可能詢問交通部作為國家交通政策之
主管單位，除載具外，針對其他相關措施是否有相關作法。
四、 今日與會之感觸為各部會只考量 75%之一般民眾，對人口中其他
25%需要協助的人口則視而不見。這樣態度是對障礙者權利的根
本漠視與歧視，採取差異對待基本上是錯誤的態度。惟未來此
25%人口會越來越多，各部會應將其納入考量，政策之規劃若首
先考量最困難之人口群，則可適用於其餘人口。
滕委員西華
一、 在另一有關永續發展之行政院會議中，張政委景森指示交通永續
發展即由交通部負責，該次會議交通部代表曾說明「若達成 100%
無障礙公車則會影響非 handicapped 民眾之交通運輸搭乘權益」
這類不適當言論。
二、 長照體系中亦有大量失能者使用復康巴士，因為供需失衡，加上
無障礙載具不足，反而造成身心障礙者只能限定特定障礙類別及
限定特殊用途（如就醫），某些縣市甚至有非就醫用途就不允許
預約之情形，此現象影響身心障礙者交通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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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交通部回應某些交通運輸相關規範主管機關非由交通部主
責，有些案例如：身心障礙車輛改裝與駕駛以及衛福部之醫療巡
迴車，因交通部非其主管機關，導致因不熟悉相關交通法規而違
法，無法持續提供服務。
四、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有研究案擬整合無障礙自小客車、復康巴士、
無障礙公車及無障礙計程車之平台，不理解交通部為何可以從事
相關研究卻無法主管復康巴士業務。
五、 有關交通部回應某些縣市無交通主管機關，很多縣市早期無社會
局仍推行社會福利業務，地方政府若無交通主管機關亦可委託當
地社政機關代為運行。
六、 衛福部可提供身心障礙者相關資訊予交通部，惟整體交通網絡運
輸、車輛載具、運輸路線及運輸設施，應以交通部為主管機關，
若所有交通車輛載具、運輸路線及運輸設施皆達成無障礙，復康
巴士亦無須發展成身心障礙者主要之交通工具。
林委員惠芳
一、 公共交通運輸載具若落實，則不需要「復康巴士」，建議參考他
國作法，如香港狹小的都市空間內仍有多種交通載具。
二、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交通部應加速低底盤公車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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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應交通部提及某些縣市無交通主管機關，許多縣市無交通局處
認真推動交通相關業務，應不會造成縣市無法推動復康巴士之困
難。
四、 航空運輸之部分，因電動輪椅涉及電池，許多脊髓損傷者因電池
限制而無法搭乘航空載具，此點亦須改善。
五、 現今始推動無障礙計程車，共有 677 輛，然應評估區域落差及是
否有效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抑或是被挪做他用(如包車觀光旅
遊)，剝奪身心障礙者搭乘權利，若無障礙計程車夠普及則不會有
相關議題。
六、 建議交通部應考量普及性、區域落差、目前執行的限制及困難以
利其他部會加以協助。
雲委員鈞蓮(蔡副祕書長再相代理)
無障礙交通為交通部責無旁貸之責任，先前因未規劃無障礙交通
設施，而由內政部社會司(現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加以協助，現
行各類交通運輸已有規劃無障礙載具或設備，將復康巴士融入已規劃
之交通路線絕非難事(如台北至宜蘭之小巴士與復康巴士為同款車型)，
建議主席裁示本案由交通部主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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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委員雍穆
復康巴士亦應考量與縣市之交通網絡整合，如：有些傷友晚歸，
復康巴士業者協助轉喚無障礙計程車，卻因復康巴士和無障礙計程車
主責機關不同，且收費同復康巴士之價格，若 2 者為同樣主責機關監
督並有罰則，則可避免此種情形。
交通部回應
一、 復康巴士依據身心障礙者之個人照顧辦法辦理，縣市政府亦依據
復康巴士相關要點辦理相關業務，復康巴士及無障礙交通環境針
對之對象不同，先予敘明。
二、 本部首要工作為建構無障礙交通環境，不侷限於針對身心障礙者，
除持續推動台鐵、高鐵及低底盤公車之外，因身心障礙者仍有其
特殊需求，惟一般交通工具難滿足，目前本部亦補助交通業者購
買無障礙交通計程車以補足復康巴士之不足。
三、 各部會亦有主管交通設施相關法規(如教育部規範校外教學遊覽
車等)，若社政人員對交通法規瞭解之不足，交通部能予以協助。
四、 地方政府中僅有僅四縣市由交通局主管復康巴士，有些縣市甚至
無交通局，若全面由交通主管機關主責復康巴士，恐有組織人力
上之不足。

25

五、 本案執行層面牽涉執行預算、能量等面向，建議先進行業務評估
及執行可能性，先以行政協調加以整併不同部會所涉業務。
六、 復康巴士為針對特定身心障礙朋友提供接送服務，有效率的達到
目的地才是考量重點，若要結合現行運輸環境，須全面考量需求
及時程之規劃。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
第三案：運動輔具價格偏高，阻礙運動員發展。
脊髓損傷者聯合會施雍穆委員）
施委員雍穆
不僅僅是指運動選手，尚包含培訓中身心障礙運動員，就所知例
子為網球選手用之輪椅有被課稅情形。
滕委員西華
一、 請教教育部體育署所提供之會議資料第五點提及「為參加國際比
賽之訓練及比賽用必需體育器材」關稅減免事宜與財政部提及之
免徵進口關稅是否為同一件事。
二、 感謝教育部體育署針對適應體育輔具補助之補充，現況有許多身
心障礙學童無法參與體育課，肯定教育部促進適應體育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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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回應
一、 基於「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育照顧作業要
點」
，主要補助項目共有 12 項，其中補助之輪椅類型包含 5 種：
競速輪椅、網球輪椅、羽球輪椅、桌球輪椅及籃球輪椅，補助金
額約 2 萬元至 10 萬元不等；該要點於 103 年度修訂迄今已逾 3
年，相關輔具補助額度應可研議提高補助額度，並修正該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對象包含：我國身心障礙代表隊選手及全國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第一名。其他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可向全國性身心障
礙運動協(總)會及各該縣市政府申請相關協助，如有困難亦可由
協會或縣市政府向本署請求協助。
三、 本署同樣重視校園內適應體育之發展，未來期望配合大專校院研
發適應體育所需之運動型輔具，提供輔具之補助至有需求之學校，
以促進適應體育之發展。
財政部回應
回應滕西華委員之提問，教育部體育署所提供之會議資料第五點
與本部提供之資料指涉範疇應屬不同，運動型輪椅依其為機械推動或
非機械推動分別歸屬海關進口稅則 8713.90.00 或 8713.10.00 稅號，皆
為免關稅產品，應無再依關稅法第 49 條申請教育研究用品免稅之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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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電動輪椅族在航空站登機要求提供電池規格安全證明，請訂
定統一規格及要求出售電動輪椅業者提供電池安全證明。
（提
案單位：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施雍穆委員）
滕委員西華
建議國家標準檢驗局制訂統一規格，自某年起可登機之電動輪椅
電池皆須符合此規格，身心障礙者搭乘飛機時只要符合購買年份即符
合規格。因各家航空公司作法及規範不一，建議交通部公告符合標準、
屬於安全電池之內容，並利用民航局及社家署明確公告相關規範。

第五案：目前客運業者增購提供低地板或具升降機之巴士數量緩慢，
少數業者礙於經費因素，成為延緩購車理由。
（提案單位：中
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施雍穆委員）
滕委員西華
提供高雄市作法供參：針對偏鄉民眾採預約制，若民眾有需求則
預約計程車，市民只需花費公車費用，而計程車業者由高雄市政府補
貼，此作法受到好評。
交通部回應
一、 由於政府部門無法使用公權力強迫客運業者汰換車輛，本部係以
補助方式鼓勵客運業者更換無障礙車輛，並搭配於公告開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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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新闢路線規範配置至少 10 分之 1 比例之無障礙車輛為原則，
國道客運車輛申請汰舊換新補助，無障礙車輛比例不得低於 4 分
之 1 等，逐步提升無障礙車輛比例，以期 108 年達成每條公路客
運路線皆有無障礙車輛。
二、 另外有關施雍穆委員建議山區道路使用中型巴士，考量本部無障
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會議時亦有委員提出中型巴士座位不足恐
無法滿足身心障礙民眾需求之疑慮，本部將與各地方政府及客運
業者，因地制宜視民眾需求，協助配置不同之無障礙車輛。

臨時動議：
案由：關於精神疾病強制就醫之審查回歸法院以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CRPD)案，提請鑒核。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李
麗娟委員李淳一常務理事代理）
李委員麗娟(李常務理事淳一代理)
一、 本次國際審查委員提出之問題清單第 31 點回應提及精神衛生法
自 106 年開始修法，預計於 107 年修畢，其中強制就醫依憲法第
8 條之法官保留精神辦理。依大法官 708 號，湯德宗大法官意見，
目前精神衛生法符合法官保留之意旨。對照政府部門回復問題清
單第 31 點之內容，改修法並無實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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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述所提直接保留與間接保留，直接保留意指由法官直接裁定；
間接保留意指授權檢察官予以回報。
三、 調閱 10 年前檔案，司法院不願接受精神疾病強制就醫之審查回
歸司法院之原因包含：
1. 強制就醫個案太多(現平均一年 1,265 件)。
2. 司法程序緩慢。
3. 法官無專業。
4. 聯合國沒明文規定由法院進行強制就醫審查。
孫委員迺翊
一、 有關精神衛生法是否適用法官保留，提審法早有賦予身心障礙者
向法院聲請停止的權利，司法院回應拒絕修法、採取法官保留的
理由顯已過時。
二、 有關國家報告審查專家所提出的問題清單，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針對 CRPD 第 14 條所作之綱領均指出，即使在傷人或自傷之情
況之下，未有知情同意之強制醫療住院有違反 CRPD 第 14 條之
虞，且此治療牽涉到健康權，依 CRPD 精神需知情同意。接下來
國際專家審查國家報告時，台灣現行法令會面臨挑戰，建議政府
對此議題先做準備。

30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回應
本案內容本司與司法院來往交涉多年仍未取得共識，司法院認為
強制就醫適用法官保留原則，雖看似合理卻無法確定是否能取得本次
國際審查委員認同。

其他：
施委員雍穆
外籍看護工人力輸出國要求提高薪資，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
請勞動部與人力輸出國談判時，堅持本國立場。
林政務委員兼召集人萬億
國際間談判我國定會有自己立場，請勞動部仍思考外籍看護工薪
資變動相關議題，俟有相關成果後再提供資訊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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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報告案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小組秘書單位

案由：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列管案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說明：
一、 依本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2 次會議決議，第 2 屆第 3 次會議列
管案主要業管部會應填報辦理情形，並視需要提供辦理情形
之補充資料。
二、 本案由本小組秘書單位進行報告，報告資料請見 P33-P47。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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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
列管案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本小組秘書單位

案由：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
列管案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說明：第 2 屆第 2 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計有 6 項，其辦理情形彙整
如下：
填報
管考
單位
建議
1. 請內政部提 一 、 提 升高 齡社 會生 活品 質，內 政部鼓 勵老 舊公 寓 內政部 繼續列管
供民眾在公
增 設昇 降機 。
（營建
共空間自行 (一 ) 都 市更 新部 分
署）
規劃適當設
1. 補 助老 舊公 寓增 設昇 降機 費用
施設備時之
內政部「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
協助機制。
行實施更新辦法」已明定增設昇降機設備費
2. 請內政部營
用得予補 助，並 以 該項工程 施作費 用 45%為
建署提供能
補助上限。若基地符合地方政府所定都市更
讓障礙者外
新自治規定，並循都市更新條例程序採整建
出的無障礙
維護方式辦理，可依前開辦法相關規定於申
輔助工具設
請都市更新工程經費補助時，併同申請增設
備改善之策
電梯的補 助。此 外，為降低民 眾財務 負 擔、提
105略及期程。
高民眾申 辦意願，本部業於 105 年 2 月 23 日
4-1 3. 請內政部綜
修正前開 辦法，除 本 部原有補 助比率 外，地方
整地方政府
政府得視財力額外增列整建維護實施工程補
運用補助經
助經費及 比率， 期 增加都市 更新實 施 誘因。
費改善公共
2. 舉 辦教 育訓 練推 廣自 主更 新政 策
持續舉辦教育訓練推廣自主更新政策法
空間情形。
4. 請內政部營
令，建立 民眾都 市 更新正確 觀念；必 要時，得
建署邀集相
視實務辦理情形修正補助辦法，提升民眾自
關部會及專
主更新可 行性。
家學者研議
3. 目 前推 動成 果
關於地方政府自行編列預算並依地方自
修正「無障
治規定補助民眾申請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
礙建築設計
施、增設昇降機設備等公共空間改善執行情
基準及獎勵
辦法」
，就申
形，經彙整 地方政 府 回復資料 後，依都 更 程序

項次 決 議 重 點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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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決 議 重 點
請補助門
檻、程序等
相關規定再
予檢討。
5. 請內政部營
建署依委員
意見積極就
建築物內部
設計及外部
公共空間提
出改善策略
及期程。
6. 請內政部營
建署會同各
地方政府
「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監督建築物
無障礙辦理
情形，並持
續推動改善
策略。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辦理者，臺北市政府依據臺北市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實 施辦法 核 予補助 8 件（2 件 施 工中，
4 件已完工）。至於 非循都更 程序辦 理 者，臺
北市政府依據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更新增
設電梯補 助作業 規 範核予補助 4 件（1 件施工
中，1 件已 完工）； 新北市政 府依據 新 北市政
府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核予補助
4 件（1 件施工 中， 2 件已完工）。
(二 ) 建 築管 理部 分
1. 因 應 推 動 既 有 建 築 物 基 地 條 件 ， 放 寬 既 有 建
築 物設 置電 梯規 格
我國逐漸 邁入高 齡 社會，5 層以下 已領 得
使用執照既有建築物增設昇降設備的需要日
益增加，為解決老舊公寓法定空地不足以設
置一般用 昇降機 的 問題， 於 104 年 3 月 9 日
已放寬昇 降設備 規 格，訂頒 既 有 5 層 樓以下
公寓大廈 ，第 2 層 至第 5 層 均供住 宅 使用，
得採用 CNS14328 個人住宅 用升降 機 ，機廂
底面積 在 1.1 平方 公尺以 下， 機坑 深 度僅需
55 公分，較 一般用 昇降機節 省空間 。
2. 加 速 推 動 老 舊 公 寓 增 設 昇 降 設 備 ， 簡 化 建 築
執 照土 地、 建築 物權 利證 明文 件
考量民眾於土地或建築物共有部分申請
增設昇降 設備，依「 建築法」規定申 請 建築執
照時，應取得全部土地或建築物權利證明文
件，於實務 執行時 較 為困難，故在 104 年 2 月
12 日訂定「 五層以 下公寓大 廈於共 有 土地增
設昇降設備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
件作業規 定」
，明定 申請建築 執照時，其土地
或建築物共有部分的權利證明文件，僅須共
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的同
意，應有 部分合 計 逾 3 分之 2 者，其 人數則
不予計算 ，降低 申 請建築執 照的困 難 度。
3. 放 寬 既 有 建 築 物 增 設 昇 降 機 之 建 築 設 計 技 術
規 定， 並明 定一 樓住 戶不 得拒 絕
(1) 本部於 100 年 2 月 25 日修 正「建 築技 術
規則建築 設計施 工 編」增訂 100 年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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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
單位

管考
建議

項次 決 議 重 點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日前取得 使用執 照 的 5 層以 下建築 物 增設
昇降機者，得放寬 鄰棟間隔、前院、後 院、
開口距離及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
板面積等 規定。
(2) 「公寓大 廈管理 條 例」也規 定，公 寓 大廈
的管理負責人或委員會因增設昇降設備
需進入或使用建築物約定專用法定空地
時，一樓 住戶不 得 拒絕，但 設置應 選 擇損
害最少的 處所及 方 法，並應 修復或 補 償所
生損害。
二 、 推 動無 障礙 住宅 設計，修正 獎勵辦 法與改善 先
期 計畫 。
，放
(一 ) 修 正「無障 礙住 宅設 計基 準及 獎勵 辦法 」
寬 相關 規定
1. 將 無 障 礙 住 宅 標 章 放 寬 修 正 為 無 障 礙 住 宅 單
位標章及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兩類，並放寬
昇 降機 設置 規格
(1) 為 放 寬 「 無 障 礙 住 宅 設 計 基 準 及 獎 勵 辦
法」相關 規定，本 部業於 105 年 5 月 2 日
邀集專家 學者、各 直轄市及 縣（市 ）政府
等相關單 位召開 研 商會議，並獲致 共 識在
案。本部 於 105 年 9 月 19 日 修正部 分 條
文及第三 條附表 一，將無障 礙住宅 標 章放
寬修正為無障礙住宅單位標章及無障礙
住宅建築 標章兩 類 。
(2) 考 量 原 有 住 宅 公 寓 大 廈 設 置 昇 降 設 備 腹
地不足問 題，已 放 寬原有住宅 5 層 以 下建
築物得設 置個人 住 宅用昇降 機。
(二 ) 訂 定「 107 年度 原有住 宅無 障礙 設施 改善 先期
計 畫」，鼓勵 原有 住宅 無障 礙設 施改 善
為補助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原 有
住宅無障 礙設施 改 善案件， 已於 106 年 8 月
25 日函 頒「107 年 度原有住 宅無障 礙 設施改
善先期計 畫」
，係屬 試辦性質，以 鼓勵 方式受
理民眾申請，希冀改善居家無障礙設施並建
立示範案 例，預 計 執行至 107 年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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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補 助範 圍
包括原有住宅公寓大廈五層以下住宅共
用部分改善無障礙設施及增設昇降設備與補
助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改善無障礙設
施兩類。
2. 補 助項 目及 金額
(1) 原 有 住 宅 公 寓 大 廈 五 層 以 下 住 宅 共 用 部
分 改 善 無 障 礙 設 施 及 增 設 昇 降 設 備 (補 助
45％以 116 萬元 為 上限)。
(2) 補 助 原 有 住 宅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改 善 無
障礙設施 (補 45％ 以 26 萬元為上 限)。
3. 補 助作 業受 理情 形
預計補助 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 雄
市、新竹縣、嘉義 市、金門縣、南投 縣、嘉義
縣、屏東 縣及花 蓮 縣等縣市 政府辦 理 8 件原
有住宅公寓大廈五層以下住宅共用部分改善
無障礙設 施及增 設 昇降設備(補助 45％ 以 116
萬元為上 限)；與補 助原有住 宅公寓 大 廈共用
部分改善 無障礙 設 施 19 件(補 45％ 以 26 萬
元為上限)。
三 、 塑 造無 障礙 通行 環境 ，打 造友 善城 市。
(一 ) 推 動提 升道 路品 質 -公 共環 境改 善計 畫
1. 行 政 院 於 106年 4月 5日 核 定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 其 中 提 升 道 路 品 質 -公 共 環 境 改 善 計 畫
之推動， 計畫期 程 自106年 起至109年 止。
2. 本計畫將 透過無 障 礙環境之 實體建 設，涵蓋
機關、醫 療院所、運動中心、活動 中 心、學
校、廟埕 廣場、 市 場、公園 、兒童 遊 戲場、
大眾運輸 站點周 邊，進行公共通 行空 間檢討
與改善，並留設與規劃公共通行系統與空
間，提升與保 障高 齡者與身 障者戶 外 通行的
便利與安 全。促進 高齡者與 身障者 戶 外活動
的意願與 頻率，營 造安全無 礙的社 交 環境與
生活空間，以塑造 無障礙通 行環境，打造臺
灣高齡友 善城市 。
(二 ) 舉 辦教 育訓 練推 廣市 區道 路無 障礙 設施
本部於 105 年度 4 月起開辦「市區 道 路無

37

填報
單位

管考
建議

項次 決 議 重 點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障礙設計 講習」
，截 止 106 年 12 月止已 開辦 17
個梯次，總計 訓練 人數約 850 人次，主要受訓
標的為地方政府及顧問公司等第一線設計及
施工人員 。
(三 ) 改 善計 畫辦 理情 形
本部 106 年 6 月 30 日通知各 地方政 府依
相關規定 正式提 報 案件， 於 106 年 7 月 31 日
截止，並於 106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4 日召開
評選審查 會議， 第 一階段核定 174 件 經費 51
億 1,415 萬 7,500 元。第二 階段已 於 106 年 9
月 27 日函 知地方 政府提報 案件， 共 計申請提
案 348 件，刻正 辦 理審查作 業。
四 、 為 利無 障礙 環境 建置，邀集 相關專 業團 體辦 理
公 共建 築物 無障 礙生 活環 境業 務督 導。
(一 ) 邀 集 相 關 專 業 團 體 成 立 公 共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生
活 環境 考核 小組
為有效推動建立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
環境，積極 督促直 轄市、縣（市）政 府及內政
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落實執行清查及
改善工作 ，營建 署 自 93 年起 邀請考 核委員及
相關單位 (團體)代 表，組成「 內政部 營建署公
共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考 核 小 組 」， 逐 年 辦
理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內 政部指 定之特設
主管建築 機關業 務 督導，作為 相關人 員獎懲之
依據、補助款 之增減 及日後推 動、改進之 參考，
以貫徹執 行成效 。
(二 ) 督 導考 核內 容
1. 考核分為「業務 考 核」及「 現場考 核 」兩部
分。
2. 「業務考 核」部 份：受考核 單位應 於 規定時
間內，依 據「內 政 部營建署 公共建 築 物無障
礙生活環 境業務 考 核評分表 」先自 評 分數並
檢具相關 佐證資 料 ，報署評 核。
3. 「現場考 核」部 分：選定考 核地點 五 件，新
建公共建 築物1件，既有公共 建築物 3件，以
及 完 成 改 善 施 工 100 公 尺 以 上 騎 樓 路 段 一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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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督 導考 核獎 懲
1. 考核結束 後召開 考 核檢討會 議，並 依 各受考
核機關之 考核成 績 予以獎懲 。
2. 考 核 成 績 函 送 受 考 核 機 關 列 入 年 終 考 績 獎
懲，對象 為機關 相 關業務主 管及承 辦 人員等
核心成員 為主。
3. 考核結果 將由考 核 單位發布 新聞稿，供媒體
報導各受 考核機 關 之執行績 效；考 核 成績為
特優者， 並頒發 獎 狀勉勵。
4. 考 核 成 果 納 入 「 下 年 度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所 掌
（20％分 數）中 央 對台灣省 各縣市 一 般性補
助款」之 核撥，並 納入本署 補助地 方 辦理相
關計畫型 補助預 算 之評核。建議經 評 定成績
良好之縣、市政 府，由該補 助款提 撥 部分比
例充實「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
金」。
衛生福
1. 請衛生福利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部心理及口 一、 本部心口 司業已 依 據本推動 小組 第 2 屆第一次 利部
會議決議，於 106 年 9 月 5 日召集勞 動部、銓 （心理
腔健康司召
敘 部 等 相 關 單 位 共 同 檢 視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擔 任 及口腔
集勞動部、
公職及就 業相關 權 益規範，惟會 議當 日銓敘部 健康司
銓敘部等相
及行政院 人事行 政 總處未派 員與會 。
）
、行
關單位共同
檢視精神疾 二、 本部依會 議之決 議 ，於 106 年 9 月 11 日以衛 政院人
部心字第 1061761519 號函文 各相關 單 位檢視 事行政
病患者擔任
相 關 法 規 ， 如 不 符 合 身 心 障 礙 者 公 約 (以 下 稱 總處、
公職及就業
CRPD)規 定者，請 提供有關 精神疾 病 病人擔任 勞動部
相關權益規
106公職及就 業相關 權 益規範之 檢討情 形，以及涉 、銓敘
範，並研議
1-1
及歧視性規定之具體改善作為及合理調整措 部
具體改善作
施，並舉例說 明(例：因罹患精神 疾病 不適合第
為。
一線工作 者，應 有 合理調整 職務、工 時、職務
2. 請衛生福利
再設計及相關職場心理健康機制及輔導之措
部(心理及
口腔健康
施)。除交通 部未回 復外，教育 部、交 通部、內
司)邀集勞
政部警政 署、內 政 部消防署 、台灣 電 力公司 、
動部、銓敘
台灣中油 股份有 限 公司、台灣 糖業公 司、台灣
部等相關單
自來水公 司、銓敘 部、行政院 人事行 政總處皆
位持續檢視
表示相關 規定符合 CRPD 規定 。
精神疾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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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擔任公職 三、 有 關 精 神 疾 病 病 人 擔 任 公 職 及 就 業 等 相 關 權
益之法規 檢視，建 議應回歸 人事或 就 業相關部
及就業相關
門辦理。
權益規範，
並推動具體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本總處業依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2屆
改善作為。
第1次會議決議，於106年7月10日以電子郵件回復本總
處無精神疾病者擔任公職及就業相關權益規範及具體
改善作為，並提供101至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
礙人員考試錄取人數在案。
勞動部：
本部配合參加衛生福利部106年9月5日(二)下午2時
召開檢視我國目前精神疾病病人擔任公職及就業相關
權益規範及研商具體改善作為會議，會議決議事項涉本
部之辦理情形如下：
一、 有關降低就業市場對精神障礙者之歧視：已於就業
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明定，並持續辦理職場平權
法令研(習)討會(含防制就業歧視)、職場平權種子
師資培訓研習會(含防制就業歧視)、職場平權暨性
騷擾防治研習會(含防制就業歧視)、防制就業歧視
研習營等防制就業歧視觀念。
二、 為協助雇主使精神障礙者穩定就業的合理調整，並
提升其就業率方面：
(一)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持續推動職業重
建個案管理服務，適性提供身心障礙者一般性、
支持性及庇護性就業服務，適時運用相關就業促
進工具，並透過職務再設計提供輔具、調整工作
等方式，協助排除就業障礙，鼓勵雇主合理調整
精神障礙者工作以穩定就業。
(二) 積極推動定額進用制度，針對義務機關(構)不足
額進用情形，請地方政府依據其個別屬性及需求
輔導改善及協助進用，加強對不足額進用比例最
高之不足進用1人單位，主動協助媒合及強化就業
適應，提高就業穩定度，依其人力需求，導入身
心障礙者多元化就業模式及就業促進、職務再設
計等獎(補)助措施。
三、 有關促進勞工職場心理健康方面：已推動勞工健康
服務專案輔導計畫，於北中南設立勞工健康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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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透過專業團隊依產業特性及需求，協助事業單
位臨場輔導；提供勞工個人工作適性評估與建議、
健康諮詢、健康指導等服務，因工作負荷產生壓力
有心理健康評估與調適諮詢需求者，與該中心醫師
面談後，轉介適當心理諮商機構，提供後續健康服
務。另鼓勵事業單位推動友善職場，促進員工身心
健康，辦理員工協助方案教育訓練及工作生活平衡
研習工作坊，培訓事業單位推動專業知能，支持事
業單位規劃工作生活平衡。
銓敘部：
一、 任用方面
(一) 按為重視 身心障 礙 者之人格 及合法 權 益，尊重
及保障對 其進用 、 就業，不 得有歧 視 之對待 ，
102年 1月 23日 修 正 公 布 之 公 務 人 員 任 用 法 (以
下簡稱任 用法)第28條條文，業刪 除原 第1項第
9款「經 合格醫 師證 明有精神 病」者不得 任用為
公務人員 之規定。至依任用 法授權 另 以法律制
定之特種 人事法 律 任用人員，如 基於 職務內容
或工作特 性需要，而對於精 神疾病 患 者，有較
一般公務 人員更 為 嚴格之任 用資格 限 制，則依
各該特種 人事法 規 之規定辦 理。
(二) 至本部業 管之特 種 人事法規，除 法官 法第43條
第1項第2款、第7款 及第89條 第1項 規定，法官
及檢察官如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
神狀態違 常，或經 中央衛生 主管機 關 評鑑合格
之醫院證 明身心 障 礙致不能 勝任職 務 者，得停
止其職務 外，其餘 特種人事 法規並 未 就精神疾
病患者訂 有相關 任 用資格之 限制；至 上開法官
法之規定 是否須 研 議具體改 善作為 一 節，以法
官職司審 判工作，人民之生 命、自 由、財產保
障繫於法 官之判 決，檢察官為刑 事追 訴主導者
，代表國 家依法 追 訴處罰犯 罪，二者 與國家間
之關係為 特別任 用 關係，其身分 保障 及執行職
務之獨立 性，有別 於一般公 務員與 國 家之關係
，爰建 請參酌 主管 機關司法 院及法 務 部意見後
再行研議 ，較為 周 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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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退休方面
(一) 有關身心 障礙人 員 辦理退休 相關權 益，查公務
人員退休 法（以下 簡稱退休 法）第6條 第1項規
定：「公 務人員 任職 滿5年以 上，因 身心 障礙，
致不堪勝 任職務，繳有中央 衛生主 管 機關評鑑
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所定半 失能以 上 之證明，並經 服務 機關認定
不能從事 本職工 作，亦無法擔任 其他 相當工作
且出具證 明者，應 予命令退 休。」準 此，公務
人員如符 合上述 命 令退休之 成就要 件，且經服
務機關出 具「不能 從事本職 工作，亦 無法擔任
其他相當 工作」之 證明者，即 可依規 定辦理命
令退休；如其 得併 計辦理退 休之任 職 年資未達
15年，僅得 領受一 次退休金；如得併 計退休之
任職年資 達15年 以 上者，除得擇 領一 次退休金
外，尚得 選擇支 領 或兼領月 退休金。是以，相
對於一般 公務人 員 辦理退休，須 符合 一定之年
齡與年資要件（例如自願退休之條件為任職5
年以上且 年滿60歲，或任職滿 25年）
，身 心障礙
者成就辦 理退休 之 條件，顯 已較為 寬 鬆。
(二) 次查退休 法第11條 第3項規 定：
「依第4條第1項
第 2款 辦 理 退 休 人 員 ， 曾 依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規
定 領 有 失 能 給 付 ， 且 於 退 休 前 5年 內 曾 有 考 績
列丙等及 請延長 病 假之事實 者，得擇 領或兼領
月退休金，不受 第1項月退休 金起支 年 齡限制。
」前開規 定係考 量「任職滿25年以 上 」自願退
休者，若未 達支領 月退休金 規定之 年 齡，但其
身心障礙 已達一 定 程度，因健 康狀況 欠佳，如
強制與一般人員適用相同之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則難以發 揮退 休制度照 顧身障 者 基本生活
之本旨，爰 准其領 取月退休 金，不受 一般公務
人員起支 年齡規 定（年滿60歲或 任職 年資滿30
年以上且 年滿55歲。）限制；此 亦為 退休法針
對身心障 礙公務 人 員退休所 作之特 別 保障。
(三) 另 ， 106年 8月 9日 總 統 公 布 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撫卹法，於第17條第2項、第20條 第 1項、第
30條第2項及30條第 6項等規 定，亦訂有 類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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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針對身心障礙者之保障規範，且於相關採認
標準均有適度放寬。
(四) 綜合上述，現行及新定之退休法制，精神疾病
患者若符合前述身心障礙公務人員退休規定
者，均得依該規定，獲得適當之退休權益保障
。
司法院：
法官職務性質特殊，且其職權行使涉及重要公共利
益，本院將審慎研議修正法官法第43條之可行性。
法務部：
一、 按法官法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及第89條第
1項規定：法官及檢察官如經教學醫院證明有精
神疾病或精神狀態違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心障礙或其他事由致
不能勝任職務者，得停止執行職務，此規定無
非認為司法官有精神疾病或精神狀態違常或身
心障礙致不能勝任職務者，如繼續執行其職務
，將對人民權益造成影響。茲因司法官職司犯
罪偵查、民事、刑事審判與行政訴訟等職務，
其執行職務之結果對人民權益影響至鉅，且司
法官業務性質特殊，工作量遠較其他公務人員
繁重，故法官法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及第
89條第1項規定身心狀態有異常者，不得繼續執
行職務，並未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在法律上地位
之實質平等，亦未對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就業
等權益造成歧視。
二、 綜上，為因應司法官職務性質之特殊性，及確
保人民生命、身體、自由、平等、工作及財產等
憲法保障之權利，法官法對於司法官繼續執行
其職務設有一定之身心健康合格標準，在我國
現行司法制度下，仍有其妥適性與必要性，若
為配合國際人權發展趨勢與保障身心障礙者服
公職之權益，擬刪除法官法關於「身心障礙」
列為不得繼續執行職務之規定，建請研訂合宜
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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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衛生福利部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衛生福 繼續列管
邀集交通部及
有關請本部社會及家庭署邀集交通部及內政部營建 利部
內政部營建署 署針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及無障礙停車位之「二者 （社會
針對身心障礙 標誌設計之區分」、「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出現占用情 及家庭
者專用停車位 形時的有效解決方法及「停車位與優惠措施是否應進行 署）、
及無障礙停車 脫勾」等相關議題研議改善作為，本署業於106年11月16 交通部
位之「二者標 日召開會議完竣。有關二者標誌設計之區分，會議決議 、
誌 設 計 之 區 請內政部營建署研議「通用式無障礙停車位」樣式規範，內政部
分」、「身心障 並加強文字宣導說明。另，為避免配偶或親屬未有搭載 （營建
礙者專用停車 障礙者之實而占用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本署於會議 署）
位出現佔用情 中提案該停車位回歸供行動不便身心障礙者專用，惟會
形時的有效解 議中並未取得共識，預計於近期與各地方政府再次召開
決方法」及「停 會議討論是否按顏色區分使用者，方便後續查核人員辨
車位與優惠措 識，俾利加強違規取締。
施是否應進行 交通部：
有關身障停車位遭占用之處理，本部已於106年11月
脫勾」等相關
議題研議改善 3日召會檢討，請各縣市政府要求停車場業者設立告示牌
明確告知違規占用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之罰則，並加
作為。
106強取締及裁罰，以保障行動不便之身心障礙者停車權益
2-1
，另將臺北市政府及新北市政府分享之違規占用通報取
締作法提供予其他縣市政府參辦。
內政部營建署：
一、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係屬專用，應依規定設置特
定標誌，且訂有占用之罰則
（一）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使用者須具有專用停車位
識別證明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係屬依身心障礙者權
益保障法第56條規定所設置一定比例之專用停車
空間。查衛生福利部業依上開規定訂有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車位設置管理辦法（以下簡稱設置管理
辦法）
，於該辦法第9條第1項已明定，使用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車位者，除掛有專用牌照之車輛外，
應將專用停車位識別證置於汽車前擋風玻璃明顯
處，以供查核檢驗，係屬具識別始得使用之停車
位。
（二）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應依規定設置特定標誌
設置管理辦法於第5條已明定：「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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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停車位標誌及標線之設置，依道路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及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規定辦
理。」，又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18
條之1已明定「身心障礙者停車位標誌「指４９」
，用以指示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之位置，設於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之適當處所。本標誌為藍
底白色圖案。」
，已明確標示為專用停車位。
（三）未依規定使用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者已有相關
罰則
設置管理辦法已分別於第13條、14條明定，
專用停車位識別證轉借他人使用或違規占用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車位之處理規定。如未依規定使用
，則依相關規定處分。
二、無障礙停車為係以通用考量，非屬專用
（一）無障礙停車為適用對象係為行動不便者，非僅限
於身心障礙者
無障礙停車位則係因應無障礙環境推動、高
齡化社會趨勢與通用設計考量，依身心障礙者權
益保障法第57條之精神，於建築技術規則中明定
建築物依法設有停車空間者，應設置一定比例，
供行動不便之障礙者、老人、兒童、孕婦及臨時
受傷者等人員使用之通用化無障礙空間，非僅限
於身心障礙者使用，且其標誌僅為輪椅符號，與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已有明顯區別。
（二）供行動不便者使用之無障礙停車位標示列為後續
法規修正研議事項
有關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於106年11月
16日邀集各相關單位召會研商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車位設置管理辦法修正研商會議與會單位建議將
現行無障礙停車位之標誌配合適用對象修正為行
動不便者一節，本署將列入後續法規研議時討論
，俟獲致共識後再辦理相關作業。
請行政院人事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行政院 解除列管
行政總處、銓 一、查102年1月23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
，業 人事行
106敘部及勞動部
刪除「經合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病」不得任用為公務 政總處
2-2
賡續檢視限制
人員之規定，未來本總處將配合銓敘部賡續檢視相 、銓敘
身心障礙者就
關法規。
部、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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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相關規定， 二、另本總處自104年起均提供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 動部
並提供職業重
障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分配情形予勞動部勞動力發
建服務及雇主
展署，俾該署辦理職業重建服務相關事宜。
服務措施，辦 銓敘部：
理職場平權相 一、考績方面：為期機關辦理身心障礙公務人員考績，
關宣導，減少
能本於考績覈實考評之精神辦理，本部與行政院人
身心障礙就業
事行政局（按：現為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自98年
歧視，朝長期
起，即以部局首長聯名箋函請各主管機關首長，對
職涯規劃方向
於身心障礙人員之考績，除考量其工作績效、學識
保障身心障礙
、操行、才能等因素外，宜適度衡酌其身心障礙情
者就業安全。
形是否與一般人員所得承擔之業務輕重有別後予以
覈實考核。
二、任用方面：按為重視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益
，尊重及保障對其進用、就業，不得有歧視之對待，
102年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
稱任用法)第28條條文，業刪除原第1項第9款「經合
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病」者不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規
定。至依任用法授權另以法律制定之特種人事法律
任用人員，如基於職務內容或工作特性需要，而對
於精神疾病患者，有較一般公務人員更為嚴格之任
用資格限制，則依各該特種人事法規之規定辦理。
勞動部：
一、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平等就業機會，本部持續辦理職
場平權法令研(習)討會(含防制就業歧視)、職場平
權種子師資培訓研習會(含防制就業歧視)、職場平
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會(含防制就業歧視)、防制就
業歧視研習營等積極防制就業歧視觀念，鼓勵創造
身心障礙者友善職場環境。另如受僱者發現雇主違
反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禁止規定，亦可檢具具體事
證，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由地方主管機關就
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審理。
二、 為協助身心障礙者適性就業，充分參與並融入社會
，本部除落實定額進用，亦推動各項措施協助渠等
重返職場，穩定就業，說明如下：
(一) 落實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制度：未達進用規定標
準之機關（構）應定期繳納差額補助費，並結合
地方政府主動拜訪及提供獎勵雇主僱用等協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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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二)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依身心障礙者能
力及需求，提供職業輔導評量、職業訓練、就業
服務、職務再設計及創業輔導等措施，協助身心
障礙者適性就業。
(三) 辦理雇主獎勵補助措施：補助雇主提供職場學習
及再適應工作教練輔導費、僱用獎助津貼及職務
再設計等，提高雇主僱用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
請勞動部更新 一、 為瞭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保健醫療、特殊教育 勞動部 繼續列管
並提供身心障
、就業與訓練、交通及福利等需求，衛生福利部依
礙者從事典型
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11條規定，每5年辦理身
及非典型勞動
心障礙者生活狀況及需求調查，該部前已於100年完
狀況調查資
成調查。本部為掌握身心障礙者就業狀況，於2次調
料。
查間自行辦理全國性身心障礙者勞動狀況調查(最
新一次為103年)，俾提供各級勞工主管機關規劃辦
理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相關服務之參考。
二、 有關最新衛生福利部105年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及
需求調查結果尚未正式公布，本部業於106年12月22
日勞動發特字第1060522799號函送提案委員本部
103年身心障礙者勞動狀況調查及103年委託私立定
額進用義務機構進用身心障礙者勞動狀況調查之數
據資料，並將俟衛生福利部公布105年調查結果後，
另行更新彙整提供委員參考。
請衛生福利部
本部精神衛生法(以下稱本法)修正草案，業已將「精 衛生福 解除列管
( 心 理 及 口 腔 神疾病強制就醫之審查回歸法院」
，未來將依相關程序修 利部(
健 康 司 ) 賡 續 改，並將依 CRPD 精神逐一檢視，作合理調整，另亦將 心理及
研議關於精神 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之意見納入研議。
口腔健
疾病強制就醫
康司)
之審查回歸法
院以符身心障
礙者權利公約
(CRPD) 相 關
作為，並納入
國際審查委員
意見予以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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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小組秘書單位
案由：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優先檢視清單辦理進度
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規劃作業案。
說明：
一、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優先檢視清單辦理進度，
以及涉及不當及歧視性用字、影響就業權益限制等法規及行
政措施之修法參考通則。
二、 依 CRPD 第 35 條及 CRPD 施行法第 7 條規定，我國業於 105
年 12 月 2 日提出初次國家報告，並於 106 年 11 月 3 日辦理
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完竣。國際審查委員於結論性意
見發表記者會上共提出 85 點次結論性意見，作為我國未來檢
討及修正相關法令、政策或行政措施之參考。
三、 本部並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行政院第 3577 次院會中進行「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後續規劃」報告。
俸院長指示，為及早積極檢討改善，協調地方政府執行，共
同落實結論性意見，爰規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
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規劃作業」
（附件 1）
，請各機關共同配合
辦理，俾使我國身心障礙各項工作朝人權方向推展。
四、 本案由本小組秘書單位進行報告，報告資料請見 P48-P105 及
附件。
決定：
48

يЈምᛖޣճϦऊ
&RQYHQWLRQRQWKH5LJKWVRI3HUVRQVZLWK'LVDELOLWLHV

ݤೕϷՉࡹࡼᓬӃᔠຎమൂᒤࡋ
Ϸ
୯ሞቩ่ፕ܄ཀـଓᙫᆅԵೕჄբ

ፁғᅽճ

1

ᙁൔεᆜ
Ͱ

ق

ͱ

ݤೕϷՉࡹࡼᓬӃᔠຎమൂᒤࡋ

Ͳ

୯ሞቩ่ፕ܄ཀـଓᙫᆅԵೕჄբ

2
49

ݤೕᔠຎӚ໘ࢤයำ
215ԃࡋ

216ԃࡋ

ǸࡌҥᓬӃ
ᔠຎྗբ
ࢬำȐӵ
Π߄ȑ

217ԃࡋ

Ǹගрݤೕ
ϷՉࡹࡼ
ᓬӃᔠຎమ
ൂ

219ԃࡋ

Ǹֹԋݤೕ
ቚঅǵቲЗ
ϷՉࡹࡼ
ϐׯ

ǸֹԋځᎩ
ݤೕڋȐुȑ
ۓǵঅ҅܈
ቲЗϷՉࡹ
ࡼϐׯ

CRPDࡼՉݤಃ21చಃ3ೕۓǴӚભࡹ۬ऩ҂ܭ219ԃ23Дֹԋಃ2ϐݤೕϷՉࡹ
ࡼǴջᓬӃҔDSQEೕۓ

3

ݤೕϷՉࡹࡼᔠຎྗբࢬำ


 0!ᑜѱࡹ۬
Ӛ0ᑜѱࡹ۬ԋҥ
DSQEπբλಔ

ӚϷᑜѱࡹ۬ԾՉᔠຎ܌ᗄ
ݤೕϷՉࡹࡼࢂց಄ӝDSQEǴ
ᔠຎၸำᗎፎيЈምᛖ҇܈ޣ໔
იᡏୖᆶǶ

ፁᅽࡌس҇ٮ
໔ঁΓ܈იᡏ༤ൔ
ࣴᔕ٠ගൔᓬӃᔠຎݤೕమൂԿፁᅽ

ፁᅽ༼ගൔၗǴ٠є໒ቩᇡ



҇໔იᡏ 0!ঁΓ
ፁᅽࡌݤೕᔠຎ༤ൔس҇ٮ
໔იᡏঁ܈Γ༤ൔǴڄଌೢᐒᜢ
ᔠຎࡕǴஒගፎቩᇡϐݤೕϷՉ
ࡹࡼયΕᓬӃݤೕᔠຎమൂǶ



ፁᅽගଌᓬӃᔠຎమൂ
ԿՉࡹଣيЈምᛖޣλಔቩᇡ

ό಄ӝ

಄ӝ

ቩᇡ 0!ଣيλಔ
ܭ୯วHQNofuس
༤ൔǴ٠ଓᙫঅ
҅ࡋ

є໒ዴᇡᓬӃమൂǴගҬଣي
λಔቩᇡǶ

คሡ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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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ݤೕϷՉࡹࡼᓬӃᔠຎమൂኬᄊ
ᕴኧǺ483ǹ785చ
ቹៜيЈምᛖޣ
Ȑ218ǹ261చȑ
ੋϷόǵݔຎ܄
Ўӷ
Ȑ336ǹ568చȑ

ķĹ
Ħ

൩Ǻ227చ
ࡓݤѳǺ24చ
ୖޗᆶǺ28చ
ߥም൧ᝄǺ5చ

ĳĳĦ
ĲıĦ
٬Ϧऊߥም׳ᑪֹى
Ȑ51ǹ78చȑ

5

όǵݔຎ܄Ўӷ
ූቲǵූምǵූǵූ੯
ǸጄٯǺᅕΓ٣ᆅᒤݤಃ79చ
ǸᅕമπӢᎁၶᙍ্ؠԶठԝΫǵූቲǵ্܈੯ੰਔǴᅕᔈ
٩മ୷ྗݤϷᙍ্ؠമπߥៈݤϷ࣬ځᜢݤзೕۓᒤǶᅕ
ᕴ༸٣ϐᙍံ্ؠᓭǴКྣϐǶ
եૈǵඵૈեΠǵᅭᡜқᛔ
ǸጄٯǺແႝ٣ΓଏҶೕ߾ಃ31చ
Ǹҁೕ߾ಃѤచ܌ᆀϐЈઓ഼ѨǴࡰᅭᡜқ࿆όૈݯᘰޣǶ܌ᆀيᡏ
ූቲǴࡰԖѰӈ٣ϐޣԶقǺǵ྄௳ຎૈǶΒǵ྄௳᠋ૈǶ
Οǵ྄௳ᇟૈǶѤǵ྄௳ަаᐒૈǶϖǵ྄௳ځдख़ाᐒૈǶ
Οǵ྄௳
௳ᇟૈǶѤǵ྄௳ަаᐒૈǶϖǵ྄௳ځдख़ाᐒૈǶ
ᐒૈ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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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ቹៜيЈምᛖޣ

ጄٯ

൩

ࡓݤѳ

ୖޗᆶ

ቹៜيЈምᛖޣ൩࣬ᜢ
Ƕ

ቹៜيЈምᛖޣϐΓيԾ
җӼӄǵࡓݤѳǶ

ቹៜيЈምᛖޣϐޗ
చЎϐϣ৮ԖཞϷي
ୖᆶǴӵǺЎϯǵ Јምᛖޣϐ൧ᝄǶ
ࡹୖݯᆶǶ

Ҭ೯܌ឦແႝ٣Γ
ଏҶೕ߾ಃ5చ

ᆒઓፁғݤಃ52చಃ3

ࡀܿᑜΐӵໂϦ༜Ϸᆕ
ӝౚӦ٬Ҕᆅᒤ
ݤಃ26చ

ແႝ٣ΓڀԖѰӈ
ϐޣǴᔈڮзଏҶǶ
ǵԃសᅈϤΜϖྃ
ޣǶ
ΒǵӢϦੰठيᡏූ
ቲǵ૰১܈Јઓ഼
Ѩόയᙍ୍ޣǶ

Ǿᝄख़ੰΓ๊ܔௗڙӄВ
ՐଣݯᕍޣǴޔᗄѱǵᑜ
ȐѱȑЬᆅᐒᜢளࡰۓᆒ
ઓᙴᕍᐒᄬϒаᆙ࡚ӼǴ
٠ҬҗΒՏаޔᗄѱǵ
ᑜȐѱȑЬᆅᐒ ᜢࡰۓ
ϐࣽᙴৣՉமڋ᠘ۓǶ
ՠܭᚆӦǴமڋ᠘ۓ
ளҗՏࣽᙴৣჴࡼǶ

٬ҔҁӦਔǴً፶ᔈ
ଶۓࡰܫೀ܌ǴόளᎭ
ΕӦϣǴ٠ᝄᆒઓ
ੰǵഀଚޣǵ࣊੬Ϸ
ឫӒᓀࠔނΕǶ

ߥም൧ᝄ

ᓬғߥ଼ݤಃ22చ

ᙴৣวԖᛖᓬғϐ
ᒪ܄ǵࢉ܄੯ੰ܈
ᆒઓ੯ੰޣǴᔈஒჴ
ޕۓݤځ܈ޣж
ΓǴ٠ᝀځௗݯڙᕍǶ
ՠჹคݯݤཇޣǴᇡࣁ
ԖࡼՉ่ಎЋೌϐѸा
ਔǴᔈᝀࡼځՉ่ಎЋ
ೌǶ

7

ݤೕϷՉࡹࡼᓬӃᔠຎమൂᒤ
ᓬӃᔠຎ
మൂǺ
372ݤೕ
Ȑ674చЎȑ

ՉࡹଣᆅݤೕǺ
347ݤೕ
Ȑ630చЎȑ
э 93ʘ
дଣᆅݤೕǺ
25ݤೕ
Ȑ44చЎȑ
э 7ʘ

ࡌှନӈᆅ
104ݤೕ
Ȑ139చȑ
э 30%
9ݤೕ
Ȑ25చЎȑ
э 36%

ុӈᆅ

ݔຎ܄ЎӷǺ82చ (59%)
ቹៜǺ18చ (13%)
ࣁᑪۯڬǺ39చ (28%)
ݔຎ܄ЎӷǺ22చ(88%)
ቹៜǺ1చ(4%)
ࣁᑪۯڬǺ2చ(8%)

ࡌှନӈᆅచҹ

243ݤೕ
Ȑ491చЎȑ
э 70ʘ
16ݤೕ
Ȑ19చచЎȑ
э 72%

ݔຎ܄ЎӷǺ350చ (71%)
ቹៜǺ115చ (23%)
ࣁᑪۯڬǺ26చ (5%)
ݔຎ܄ЎӷǺ3చ (16%)
ቹៜǺ16చ (84%)
ࣁᑪۯڬǺ0చ (0%)

ᝩុӈᆅࡕុբݤ
ǸၸHQNسុࡪۑӈᆅǶ
ǸӚᐒᜢୖԵঅݤ೯߾Ǵܭ218ԃ7Д26Вֹԋݤೕঅ҅Ǵ
٠ܭଣيλಔዴᇡࡕБளှନӈᆅǶ

ǸݤೕЬᆅᐒᜢᆶচගਢൂՏڐঅݤБӛǴ
٠ၲԋӅǶ
ǸঅݤϣӦБࡹ۬يλಔዴᇡ೯ၸ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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ݤೕϷՉࡹࡼुۓঅ҅চ߾җ
ᓬӃᔠຎమൂڀԖӅ೯܄ୢᚒ
ǸᓬӃᔠຎమൂύǴੋϷيЈምᛖޣ൩ޣǴӭኧࣁԵྣ0
ၗϷ0໒ၗೕۓǴځд߾ࣁݔຎ܄Ўӷۚӭ

Ӛঅ҅Бӛό
ǸӚԾՉє໒অࣴݤ܈ቻ၌ᏢޣৎཀـǴঅ҅Б
ӛόǴЪਔΚ

9

ݤೕঅ҅දၹϷٯѦচ߾
දၹ܄চ߾
ǸёҔݤೕঅ҅চ߾ޣǴޔௗҔ

ٯѦচ߾
ǸԖᅪቾݾ܈చЎޣǴଌፁғᅽճيЈምᛖߥޣም
λಔቩǴϝคڗݤளӅޣǴගԿՉࡹଣيЈምᛖޣ
λಔ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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ݤೕঅ҅চ߾)1/6*ɡόǵݔຎ܄Ўӷ
όǵݔຎ܄Ўӷ

ූቲ

ූምǵූǵූ੯ǵූቲ

ځд

եૈǵඵૈեΠǵᅭᡜқ
࿆

ёୖԵঅ҅Ўӷ
ǵ಄ӝيЈምᛖߥޣምݤೕۓǺيЈምᛖޣǶ
ΒǵރᄊҔᇟǺيЈምᛖǵЈምᛖǵЈඵምᛖǵඵૈምᛖǵຎምᛖǵ᠋
ምᛖǵѳᑽᐒૈምᛖǵᖂॣᐒૈ܈ᇟقᐒૈምᛖǵަᡏምᛖǵӭख़ምᛖǶ
ΟǵځдǺѨૈǶ
ഢຏǺ
2/ຎݤచҔᇟϷЬᆅᐒᜢჴሞሡԶۓǶ
3/٩DSQEࡼՉݤಃ21చಃ4ೕۓǴݤೕቚঅǵቲЗϷՉࡹᒱѨϐׯǴᔈቻ
၌يЈምᛖიᡏཀـǶ
մନόҔᇟ

অ҅చЎ

অ҅ࡕచЎ

ᅕΓ٣ᆅᒤݤಃ79చ
ᅕΓ٣ᆅᒤݤಃ79చ
ᅕമπӢᎁၶᙍ্ؠԶठԝΫǵ ᅕമπǴӢᎁၶᙍ্ؠԶठԝΫǵѨૈǵ্܈੯ੰਔǾǶ
ූቲǵ্܈੯ੰਔǾǶ

ᔈٳᔠຎచЎᇥܴǵှញǵᖐٯǴёૈрݔຎ܄Ўӷϐϣ

11

ݤೕঅ҅চ߾)2/6*ɡቹៜ൩ज़ڋ
ݤೕᜪձ
Եྣ0ၗڗ
ளೕۓ

0໒ၗ
ೕۓ

ёୖԵঅ҅Бӛ
մନཱུ܄ज़ڋచЎ
໔ௗԋჹຝ0ߥៈЬ
ᡏڙཞ

մନཱུ܄ज़ڋచЎ

ޔௗԋჹຝ0ߥៈЬ
ᡏڙཞ

1. մନݔຎڀ܈܄ԡӜϯϐҔᇟǶ
2. ӢԵໆځдᑈཱུ܄చҹԶ੮ज़ڋ
܄చЎޣǴᔈගрᇥܴ٠Ԗቩᇡ
ำׇϷচӢѨࡕϐӣൺᐒڋ

ӚݤೕЬᆅᐒᜢܭ௦ՉॊঅݤБӛਔǴᔈ௶ܴ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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ݤೕঅ҅চ߾)3/6)ɡቹៜ൩ज़ڋ
ቹៜ൩ज़ڋ

ёୖԵঅ҅Бӛ

Եྣ/ၗڗளೕۓ

մନཱུ܄ज़ڋచЎ

ጄٯ

ीৣݤ
ಃ6చ

অ҅చЎ

ࡌঅ҅చЎ

ԖΠӈ٣ϐޣǴόளкҺीৣǺ
/ …Ƕ
Β/ …Ƕ
Ο/ …Ƕ
Ѥ/ ᑡᆒઓ੯ੰي܈ЈݩރၴதǴЬᆅᐒᜢ
ہፎΒՏа࣬ᜢࣽᙴৣᒌ၌Ǵ٠Ьᆅ
ᐒᜢᇡۓόૈՉ୍Ƕ
ϖ/ මҺϦ୍ԶڙᄖᙍೀϩǴځଶЗҺҔය໔
ۘ҂ۛᅈǶ
Ϥ/ ڙҁۓ܌ݤନӜೀϩǶ

ԖΠӈ٣ϐޣǴόளкҺीৣǺ
/ …Ƕ
Β/ …Ƕ
Ο/ …Ƕ
Ѥ/ මҺϦ୍ԶڙᄖᙍೀϩǴځଶЗҺҔය໔
ۘ҂ۛᅈǶ
ϖ/ ڙҁۓ܌ݤନӜೀϩǶ

ςкҺीৣԶԖӚී٣ϐޣǴᄖ
ᎍ܈ቲЗځीৣਜǶՠӢಃීԿಃ
ϖීೕۓᄖᎍ܈ቲЗीৣਜޣǴܭচӢ
ྐࡕǴϝள٩ҁݤϐೕۓǴፎሦीৣਜǶ

ςкҺीৣԶԖӚී٣ϐޣǴᄖ
ᎍ܈ቲЗځीৣਜǶՠӢಃීԿಃ
Ѥීೕۓᄖᎍ܈ቲЗीৣਜޣǴܭচӢ
ྐࡕǴϝள٩ҁݤϐೕۓǴፎሦीৣਜǶ

13

ݤೕঅ҅চ߾)4/6)ɡቹៜ൩ज़ڋ
ቹៜ൩ज़ڋ

ёୖԵঅ҅Бӛ

/໒ၗೕۓ
໔ௗԋჹຝ/ߥៈЬ
ᡏڙཞ

մନཱུ܄ज़ڋచЎ

ጄٯ

অ҅చЎ

ࡌঅ҅చЎ

α๚ፁғΓݤਢ

ಃ9చǺ
ԖΠӈϐޣǴόளว๏ྣǹςሦ
ྣޣǴᄖᎍ܈ቲЗϐǺ
/ቲЗα๚ፁғΓਜǶ
Β/ቲЗα๚ፁғΓྣ҂ᅈԃǶ
Ο/يЈݩރၴதǴόૈՉᙍ୍Ƕ

ಃ10చǺ
ԖΠӈϐޣǴόளว๏ྣǹςሦ
ྣޣǴᄖᎍ܈ቲЗϐǺ
/ቲЗα๚ፁғΓਜǶ
Β/ቲЗα๚ፁғΓྣ҂ᅈԃǶ

ಃΟීǴᔈޔᗄѱǵᑜ(ѱ)Ьᆅᐒ
ᜢᒌ၌࣬ᜢࣽᙴৣΒΓаࡕᇡۓǹ၀চӢ
ѨࡕǴϝள٩చಃೕۓҙፎྣ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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ݤೕঅ҅চ߾)5/6)ɡቹៜ൩ज़ڋ
ቹៜ൩ज़ڋ

ёୖԵঅ҅Бӛ

/໒ၗೕۓ
ޔௗԋჹຝ0ߥៈЬ
ᡏڙཞ

1. մନݔຎ܄ЎӷǴஒȨᑡᆒઓ੯ੰي܈ᡏݩރၴதȩፓࣁȨԖ࠼ᢀ٣ჴىᇡ
يځЈݩރόૈՉ୍/Ԗ্Ȝჹຝ/ߥៈЬᡏȝϐဤȩǶ
2. Ȩ(ύѧ)Ьᆅᐒᜢہፎ࣬ᜢࣽᙴৣ᠘ۓ/ᗎፎ࣬ᜢৎᏢޣಔԋቩλಔǴ
ᇡۓόૈՉځᙍ୍ޣȩϐቩᇡำׇǶ
3. চӢѨࡕϐࡠൺᐒڋǶ

ጄٯ

ูٽϷϿԃᅽճᆶ
ߥምݤ
ಃ26-1చ

অ҅చЎ

ࡌঅ҅చЎ

ԖΠӈ٣ϐǴόளᏼҺۚৎԄԎ୍ܺػග
ޣٮǺ
……
ϖ/ᑡᆒઓ੯ੰي܈ЈݩރၴதǴޔᗄѱǵ
ᑜȐѱȑЬᆅᐒᜢہፎ࣬ᜢࣽᙴৣΒΓа
ᒌ၌ࡕǴᇡۓόૈՉ୍Ƕ
Ϥ/ڙᅱៈ܈ᇶշ࠹Ǵۘ҂ᄖᎍǶ

ԖΠӈ٣ϐǴόளᏼҺۚৎԄԎ୍ܺػග
ޣٮǺ
……
ϖ/Ԗ࠼ᢀ٣ჴىᇡيځЈݩރԖ্ูٽϿԃ
ϐဤǴЬᆅᐒᜢᗎፎ࣬ᜢৎᏢޣಔԋቩ
λಔᇡۓόૈՉᙍ୍ޣǶ
Ϥ/ڙᅱៈ܈ᇶշ࠹Ǵۘ҂ᄖᎍǶ

ಃϖීচӢྐࡕǴϝள٩ҁݤೕۓҙ
ፎᏼҺۚৎԄԎ୍ܺػගޣٮǶ
……

ಃϖීচӢྐࡕǴϝள٩ҁݤೕۓҙ
ፎᏼҺۚৎԄԎ୍ܺػගޣٮǶ
……

15

ୖԵঅ҅চ߾)6/6)ɡቹៜ൩ज़ڋ
ቹៜ൩ज़ڋ
/໒ၗೕۓ
ޔௗԋჹຝ0ߥៈЬ
ᡏڙཞ
ጄٯΒ

ᙴৣݤ
ಃ8-1చ

ёୖԵঅ҅Бӛ
1. մନݔຎ܄ЎӷǴஒȨᑡᆒઓ੯ੰي܈ᡏݩރၴதȩፓࣁȨԖ࠼ᢀ٣ჴىᇡ
يځЈݩރόૈՉ୍/Ԗ্Ȝჹຝ/ߥៈЬᡏȝϐဤȩǶ
2. ੮ԖȨ(ύѧ)Ьᆅᐒᜢہፎ࣬ᜢࣽᙴৣ᠘ۓ/ᗎፎ࣬ᜢৎᏢޣಔԋቩλಔǴ
ᇡۓόૈՉځᙍ୍ޣȩǶ
3. চӢѨࡕϐࡠൺᐒڋǶ
অ҅చЎ

ࡌঅ҅చЎ

ԖΠӈϐޣǴόளว๏ྣǹςሦ
ޣǴቲЗϐǺ
……
Ο/ ᑡᆒઓ੯ੰي܈ЈݩރၴதǴЬᆅᐒᜢ
ᇡۓόૈՉ୍Ƕ

ԖΠӈϐޣǴόளว๏ྣǹςሦ
ޣǴቲЗϐǺ
……
Ο/Ԗ࠼ᢀ٣ჴىᇡيځЈݩރόૈՉ୍Ǵ
ЬᆅᐒᜢᇡޣۓǶ

ಃΟීচӢѨࡕǴϝள٩ҁݤೕۓ
ҙፎྣǶ

ಃΟීচӢѨࡕǴϝள٩ҁݤೕۓ
ҙፎྣǶ

Ьᆅᐒᜢ٩ಃಃΟීೕࣁۓᇡۓਔǴ
ᔈہፎ࣬ᜢࣽᙴৣ᠘ۓǶ

Ьᆅᐒᜢ٩ಃಃΟීೕࣁۓᇡۓਔǴ
ᔈہፎ࣬ᜢࣽᙴৣ᠘ۓ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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Ӛભᐒᜢଛӝ٣
ࡓݤਢ

҆ݤϐݤೕڮз

ፎӚᏃԐঅ҅Ǵ
٠ ଛ ӝ Չ ࡹ ଣ  ܭ218
ԃ7Д26Вڄᙯҥ
ݤଣቩϐයำǴᒤ
অݤ٣ە

ঃ၀చЎςᡉـၴϸ
CRPD Ǵ ᗨ ҆  ۘ ݤ҂
ҥݤଣቩ೯ၸǴ
ϝፎݤೕЬᆅᐒᜢ໒
ۈႣഢঅݤ٣ە

17

୯ሞቩ่ፕ܄ཀـ
ଓᙫᆅԵೕჄբ

18
57

୯ሞቩ
• ܭ217ԃ21Д41ВԿ22Д4Вᒤ߃ԛ୯ৎൔ୯ሞቩǶ
• ҁԛӅᗎፎ6ՏߏයୖᆶيЈምᛖΓߥምπբ܈මҺᖄӝ୯
DSQEہہϐৎᏼҺ୯ሞቩہǶ
6

ق

1

ᑈཱུय़ӛ

74

ख़ᗺᜢϪय़ӛᆶࡌ

4

ࡕុଓᙫ

่ፕ܄ཀـ
Ӆी96ᗺԛ

19

่ፕ܄ཀـЬाੋϷय़ӛ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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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修正原則（草案）
一、背景說明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 CRPD）施行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105 年 12 月 2 日發布之法規及行政措施優先檢視清單計 372 部（674 條）
，
依上開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於 106 年 12 月 3 日前完成不符公約規定法
規之增修、廢止。
目前優先檢視清單中涉及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者，多數為考照/資格
及執業/開業資格規定，其他則為歧視性文字居多。為使上開共通性問題
有一致性修法方向，爰訂定此修正原則。
二、普遍及例外原則
（一） 普遍性原則
可適用法規修正原則者，直接適用。
（二） 例外原則
有疑慮或爭議條文者，送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審查，仍無法取得共識者，提至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審查。
三、法規修正原則
（一） 不當、歧視性文字
修正時應一併檢視條文說明、解釋、舉例等，可能出現歧視性文字之
內容：
不當、歧視性文字
殘障、傷殘、
殘疾、殘廢
殘廢

可參考修正文字
一、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身心障礙
者。
二、狀態用語：身心障礙、心理障礙、心智障
礙、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平衡
機能障礙、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肢體
障礙、多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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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失能。
備註：
1.視法條用語及主管機關實際需求而定。
2.依 CRPD 施行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法規增
修、廢止及行政錯失之改進，應徵詢身心障礙
團體意見。
其他

低能、智能低
下、瘋癲白痴

刪除文字

（二） 影響就業權益
各法規主管機關採行以下修法方向時，應敘明理由：
法規類別
考照/資格
取得規定

可參考修正方向
刪除消極性限制條文
間接造成對象/保
護主體權益受損

執業/開業
資格規定

刪除消極性限制條文

一、刪除歧視性或具汙名化之用語。
直接造成對象/保

二、因考量其他積極性條件而留設限制性條

護主體權益受損

文者，應提出說明並設有審認程序及原
因消失後之回復機制。

四、法規修正辦理方式及期程
（一） 各法規主管機關辦理法規修正時，應視法條用語及機關實際需求，配
合法規修正原則進行修正，並應依 CRPD 施行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
徵詢身心障礙團體意見。
（二） 辦理法規修正時應一併檢視條文說明、解釋、舉例等，可能出現歧視
性文字之內容，對於採行之修法方向，應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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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各法規主管機關儘早修正，並配合行政院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前函
轉立法院審議之期程，辦理修法事宜，屬母法授權之法規命令者，倘
該條文已顯見違反 CRPD，雖母法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仍請法規
主管機關開始預備修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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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規劃作業
（草案）
一、緣由
（一） 依 CRPD 第 35 條及 CRPD 施行法第 7 條規定，我國業於 105 年
12 月 2 日提出初次國家報告，並於 106 年 11 月 3 日辦理初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完竣。本次國際審查會議共邀請 5
位長期參與身心障礙人權保障工作或曾任聯合國 CRPD 委員
會委員之專家擔任國際審查會議委員，於審查會議中，與政
府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就公約內容逐條進行建設性對話，充
分聽取各界的聲音和意見。
（二） 國際審查委員於 106 年 11 月 3 日舉行之結論性意見發表記
者會上，提出 85 點次結論性意見，作為我國未來檢討及修正
相關法令、政策或行政措施之參考。衛生福利部並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行政院第 3577 次院會中進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後續規劃」報告，院長指示請各機
關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劃之追蹤管考措施，及早積極檢討改善，
協調地方政府執行，共同落實結論性意見。另依 106 年 11 月
17 日第 5 屆第 3 次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會議決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白皮書業已完成階段性任務，
隨著時代的發展，將改由 CRPD 結論性意見賡續推動辦理我國
身心障礙政策相關事宜。綜上，爰擬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規劃作業」
（以下簡稱管考作
業）
，請各機關共同配合辦理，俾使我國身心障礙各項工作朝
人權方向推展。
二、本管考作業及各點次主辦與協辦機關之確認
衛生福利部業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邀集各機關、行政院身心障礙
者權益推動小組（以下簡稱院身權小組）及提交平行報告或問題
清單回應之民間團體召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初次國
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規劃作業研商會議」
，蒐集各界意見，
並於 107 年 1 月 3 日及 4 日邀集各機關及院身權小組召開「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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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分工
會議」
，就各點次權責分工進行討論。相關管考作業及分工結果
於 107 年第 1 次院身權小組會議中提報確認。
三、本管考作業適用範圍
本管考作業所稱之主辦與協辦機關係指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且應
依本管考作業辦理，亦視內容邀請司法院、監察院、立法院及考
試院共同參與。
四、結論性意見各點次主辦與協辦機關回應結論性意見之辦理方式
（一）該點次屬單一主辦機關者：主辦機關應依附件 1 之回應表
格式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填列，並回復院身權小組秘
書單位（以下簡稱秘書單位）
。主辦機關填列回應表時，可
適時諮詢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協辦機關或其他該點次未
列之機關提供意見或資料。各機關應積極配合主辦機關辦
理。
（二）該點次屬多個主辦機關者：各該點次主辦機關應依附件 1
之回應表格式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填列，並回復秘書
單位。各該點次主辦機關填列回應表時，可適時諮詢民間
團體、專家學者、協辦機關或其他該點次未列之機關提供
意見或資料。各機關應積極配合主辦機關辦理。
五、民間參與回應表審查
為促進民間參與，蒐集各界意見，由行政院或主辦機關邀集民間
團體（優先邀請提交平行報告或問題清單回應之民間團體，如附
件 2）、專家學者、院身權小組委員、各該點次主辦與協辦機關
等，就回應表內容進行審查討論與對話，並於 107 年 8 月 31 日
前完成召開（各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召開機關如附件 3、4）。
（一）該點次屬單一主辦機關者：由主辦機關召開審查會議。
（二）該點次屬多個主辦機關或跨院者：由行政院召開審查會議。
（三）回應表審查會議應注意事項

68

1.主辦機關應積極邀請民間團體，包括關注該相關領域之
民間團體參與討論及對話，並於會議召開前公布各該點
次會議召開時程，同時轉知秘書單位。
2.主辦機關應於會議召開前掌握與會者之特殊需求，如手
語、聽打服務、輪椅使用者需較大之空間、呼吸器使用
者需插座等，保障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之權益。
（四）審查會議召開完竣後，各主辦機關應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
前完成回應表修正，並回復秘書單位。
六、院身權小組確認回應表
秘書單位應於 107 年 12 月前提報至院身權小組會議中確認，爾
後進入國發會 GPMNET 系統，並每 4 個月追蹤辦理情形。
七、本管考作業辦理流程詳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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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規劃作業回應表
（草案）
【填表說明】
點
次

結論性意見

權責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一、背景與問題分析：應摘述背景、過去辦理情形、成果或執行成效（請儘可能提供數據）
，並依公約條文及聯合國
身權委員會一般性意見，檢視初次國家報告、平行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問答內容，分析國內政策及執行之情況，
對於所對應之公約權利及點次內容探討國內落實現況，包括困難及缺失等。
二、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應針對本點次內容訂定具體措施、計畫、行動或方案等，並標明期程。預定期程為，
自 108 年第 1 次院身權小組會議確認通過後起算，定義如下：
近期：4 個月內可完成者。
短期：2 年內可完成者。
中期：2-4 年內可完成者。
長期：第 2 次國際審查前亦無法完成者。
三、人權指標：針對行動計畫過程及結果所需，擬參採聯合國身權委員會之定期報告撰寫指導原則，並就結論性點
次內容，考量在指標架構下如何落實公約權利，以及根據行動計畫所需，選擇訂定適切的人權指標。指標分為
三層次，說明如下：
（一）結構指標(Structural indicators)：結構指標著重法律和制度，包含國內法律及國際公約，說明國家以何種制
度來落實法律所保障之權利。
（二）過程指標(Process indicators)：指國家為了達成法律所保障之權利所採取之措施，如計畫之辦理、經費及資
源分配、政策實行等。
（三）結果指標(Outcome indicators)：是指在個人或群體層次，從數據上反應出所享有的權利。為國家採取行動
後，經由長期作為可期待看到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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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提交平行報告或問題清單回應之民間團體名單
單位
1

臺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

2

身心障礙聯盟

3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4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5

臺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

6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7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8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9

臺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

10

臺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推動聯盟

11

手天使

12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13

法律扶助基金會

14

LIMA 臺灣原住民青年團

15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16

臺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17

臺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18

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19

臺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20

臺灣人權促進會

21

臺灣超越巔峰關懷癲癇聯盟

22

臺灣國際醫學聯盟

23

臺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

24

臺灣監所改革小組

25

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

7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回應表審查會議召開機關整理表
點
次
I

涉及權責機關
主/協辦機關

中譯
引言

1. 中華民國 (台灣) 立法院於 2014 年 8 月，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施行法 (下稱「CRPD 施行法」)。該法於 2014 年 12 月正式生效，
成為 CRPD 融入國內體系之規範架構。
2. 行政院於 2016 年 12 月依 CRPD 施行法提交首次國家報告，並於
2017 年 3 月提供英文版。為就首次國家報告進行審查，台灣政府邀
請五位專家組成國際審查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view Committee，
IRC）。專家成員包括 Diane Kingston (英國)、長瀨修 (日本：主席)、
Adolf Ratzka (瑞典)、Diane Richler (加拿大) 及 Michael Ashley Stein
(美國) 等五位身心障礙權利專業人士；五人係以個人身分擔任委員，
不代表各自居留國家。
3. 國際審查委員會就台灣初次國家報告進行審查，並於 2017 年 7 月
24 日提出問題清單。在擬訂問題清單時，國際審查委員會亦參考民間
組織 (包括身心障礙組織) 所提交的平行報告及建議問題。政府於
2017 年 9 月 8 日就問題清單提出詳細回應。國際審查委員會亦接獲
公民社會(包括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 針對政府回應提出的各項意見。
4. 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國際審查委員會於台北台大醫
院國際會議中心召開審查會議 (含對話)，並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
通過與發表結論性意見。
5. 對於台灣政府及人民為落實 CRPD 所付出的心力，國際審查委員會
深表感謝。由審查期間內，與政府間的建設性對話中，可看出政府全
力推行 CRPD 的決心。為確保持續成功，並符合第 4.3 及 33.3 條規
定，公民社會 (尤其是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 的積極參與至關重
要。
6. 對於衛生福利部 (尤其是 CRPD 小組) 提供的各項實質及程序支援，
國際審查委員會在此表達感謝之意。

II 正面意見
7. 國際審查委員會肯定國家在以下方面的努力：
a) 決定自願參與 CRPD 及其他人權公約的國際審查程序。
b) 著手辦理身心障礙者權利宣導活動，並開始檢討不符合 CRPD 的各
項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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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表
審查會議

點
次

中譯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c) 採取初步措施，於都市地區 (例如台北捷運) 提供無障礙設施。
d) 擬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標準作業流程」。

III 主要關切面向及建議
A. 一般原則及義務 (第 1 至 4 條)
8.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即使已修改貶抑用語，各項法規主要仍將身
心障礙者視為有待保護對象，而非權利主體。
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加速檢討法律用語與取向、政策及實踐以促 衛福部
成典範之轉移，意即承認身心障礙者擁有完整人權及基本自由，並設 各機關
定完成法規檢視期程。

主辦機關召開

10.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採用醫學方法，根據國際衛生組織國際健康
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 判斷身心障礙，主要聚焦於個人先天
或醫學缺損所產生的各種案例，同時忽略了環境因素造成的阻礙，且
未承認在 CRPD 中，身心障礙屬於不斷演變的概念，更於問題清單的
回覆內容中，表明政府方面無意改變。
1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將身心障礙者人權模式納入國家立法，關注 衛福部
所有身心障礙者的人格尊嚴，以及可能導致其無法在平等基礎上充分 各機關
有效參與社會的各類阻礙。

主辦機關召開

1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於國家缺乏通用設計的法律定義、了解及應用表示
關切。
1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修法，以納入通用設計定義，並說明如何規 內政部
範教育、衛生、交通、司法近用，及建築環境，包含公私部門等領域。教育部
衛福部
交通部
法務部
司法院

行政院召開

14.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未採取充分的措施，在法規、政策及實踐層
面有效落實 CRPD 第 3 條所設之原則。
1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建立法律架構，以全面施行與適用 CRPD 衛福部
各機關
第 3 條規定，包括修訂與改革既有政策及實踐。
16.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於法規制定過程中，未能充分徵詢身心障礙
組織意見，且未真正針對全國及地方身心障礙組織給予不帶條件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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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召開

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1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設置正式機制，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 衛福部
組織在中央及地方層級，均能有效參與相關事務。有效參與必須涵蓋 各機關
家庭、婦女、兒童、原住民及其他弱勢身心障礙組織，以及所有障礙
類別。國家必須在擬訂、施行與監督影響身心障礙者生活的法規、公
共政策、預算及行動計畫期間，確實徵詢身心障礙組織意見，以保障
身心障礙者的自主與自決權。

主辦機關召開

18.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 CRPD 的中譯文並未充分表達原文意涵，包括
「無障礙」(accessibility) 及「合理調整」(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等
用語。
1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更新 CRPD 中譯文，包括「無障礙」及「合 衛福部
理調整」等用語。

主辦機關召開

20.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缺乏適當計畫與承諾，無法確保地方政府及
行政機關依法承擔 CRPD 相關義務。
2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擬訂計畫，促使地方政府及行政機關確實承 衛福部
擔 CRPD 相關義務，以確保全國各地均能符合 CRPD 規定，無任何 各機關
限制或例外。

主辦機關召開

B. 個別權利 (第 5 至 30 條)
平等與不歧視 (第 5 條)
2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現行身心障礙立法並未適當規定國家的積極義務以確保實質平等。
，且法律未規
b) 國家在回覆問題清單時，確認其未明確定義「合理調整」
定拒絕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以及
c) 國家未建立獨立機制以監督身心障礙立法是否符合規定。
2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a) 國家立法禁止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並確保身心障礙者 (包括具備多 法務部
衛福部
重及跨類別身分者) 在實質上享有平等地位。
各機關
b)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依 CRPD 第 2 條規定，將合理調整原則納 衛福部
入各項國家法規，並確保法律規定拒絕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且公私 各機關
部門均一致適用。以及
c) 國家設置有效機制，以全面監督身心障礙相關立法符合規定，包括提 衛福部
供身心障礙者尋求救濟及損害賠償的機會。
法務部
身心障礙婦女 (第 6 條)
24.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缺乏相關計畫，包括積極性差別待遇措施，
以促進身心障礙婦女及女童的權利，特別是具交叉形式身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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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2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設計並採行有效計畫，包括積極性差別待遇 性平處
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婦女及女童權利，並消除其生活各面向之歧視。各機關

主辦機關召開

26.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缺乏全面保障身心
障礙婦女權利的規定。
2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修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以確保身心障礙婦 性平處
女及女童等能與他人處於平等地位；並確保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符合聯 各機關

主辦機關召開

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意見。
身心障礙兒童 (第 7 條)
2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缺乏完整的早療體系。
b) 隔離式特殊教育學校不定期傳出身心障礙兒童性別暴力事件，但有關
單位卻拖延或不予處理，心智障礙兒童的情況尤其嚴重。
c) 身心障礙兒童可獲取的資源存在城鄉差距。以及
d) 特殊需求兒童無法就學，因為缺乏具備回應緊急醫療的訓練人員。
2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建立完整的早療體系，落實跨專業身心障礙兒童通報與轉介，並整合 教育部
對於兒童及家庭提供的各項支持。
衛福部
b) 確實調查、回應與救濟學校發生的身心障礙兒童性別暴力事件。

行政院召開

教育部
衛福部
內政部
法務部
司法院

c) 消除家庭可獲取資源的城鄉差距。以及

衛福部
教育部

d) 訓練學校人員處理特殊需求兒童可能出現的緊急狀況 (例如癲癇)，使 教育部
其得以全面參與學校活動。
意識提升 (第 8 條)
3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大眾媒體持續存在各種負面刻板印象及歧視用語。
b) 國家的公眾教育及媒體未言及身心障礙刻板印象問題，以及因此造成
的傷害與影響。
3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全面消除生活中所有關於身心障礙者的歧視及貶抑用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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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召開
衛福部
各機關

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b) 針對身心障礙者的負面刻板印象實施宣導及教育計畫。此外，國家應 衛福部
與身心障礙組織密切合作，針對大眾傳播媒體、公務人員 (包括司法、各機關
警務、執法、醫療衛生、社會服務、教育部門) 及一般大眾辦理教育
訓練，並進行影響評估。
無障礙 (第 9 條)
3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現行無障礙立法及執行措施僅為臨時性質，未妥善解決國家普遍缺乏
無障礙環境的問題。以及
b) 身心障礙者仍無法無障礙的使用網路銀行及行動應用程式，尤其是視
覺障礙者。
3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擬訂無障礙環境全面行動計畫，採行一致的標準、監督及執行機制， 勞動部
包括不符規定者的罰則、期程及預算，以確保辦公室、工作場所、基 內政部
礎設施、人行環境及大眾運輸 (包括計程車) 均能達到無障礙目標，無 交通部
論城鄉或公私部門。國家應委託獨立單位定期評估與檢視此計畫的執 工程會
行情況，且獨立單位成員應包含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以及

行政院召開

b)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與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密切合作，採用較 金管會
為有效的執行方法，儘速使各金融服務能無障礙的提供大眾使用。
生命權 (第 10 條)
34. 如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 及經濟社會文化國際權利公
約 (ICESCR) 第二次審查 (2017 年 1 月 20 日) 所曾提出的先前建
議，國際審查委員會針對國家尚未廢除死刑表示關切。國際審查委員
會 亦關切國家缺乏明確程序保障，以避免社會心理/心智障礙 (精神
障礙) 者蒙受死刑執行。
3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廢除死刑，在尚未廢除死刑前，法務部應於 法務部
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中明確規定，以確保社會心理/心智障礙者
不致蒙受死刑。
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情況 (第 11 條)
3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在擬訂、實施與評估減災措施時，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並未
充分參與。
b) 此類措施缺乏身心障礙婦女、兒童及原住民觀點，特別是社會心理障
礙/心智障礙、聽覺障礙、視聽覺障礙方面。
c) 相關部門間，對於自然災害訊息及應變的責任與事權，過於分散且莫
衷一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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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災害發生時，無法保證提供緊急電源，因此無法確保使用呼吸器及
其他電力維生設備者的生命安全。
3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在擬訂、實施與評估減災措施時，確保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充分 內政部
參與，包括使用無障礙通訊技術。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b) 在此類措施中納入身心障礙婦女、兒童及原住民觀點，特別是心智/社 內政部
會心理障礙、聽覺障礙、視聽覺障礙方面。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c) 強化災害治理，並依 2015 至 2030 年仙台減災綱領管理災害風險， 內政部
尤其是改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災害通報及應變協調機制。以及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d) 於中央及地方災害救援與紓困計畫中，納入維生設備緊急供電系統， 內政部
包括設置維生設備使用者名單，以及提供小型發電機與燃料。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第 12 條)
38.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之國內法規尚未完全符合 CRPD 第 12 條
規定 (依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1 號一般性意見解釋)，包括民法、
信託法及相關法規。國際審查委員會強調，受監護宣告的身心障礙者
在許多情況下不具有法律行為能力，無法表達其意願、偏好或行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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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包括，但不限於婚姻、選舉權、擔任公職、處分財產、取得金
融服務、就業、醫療 (含結紮手術) 知情同意權等方面。國際審查委員
會並針對國家混淆法律行為能力與心智能力之情事，表達關切。
3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全面修訂相關法規、政策及程序，並依聯合 司法院
國 CRPD 委員會第 1 號一般性意見設置輔助決定制系統，包括為其 法務部
提供適當資源。法律行為能力與心智能力，實屬不同概念。國際審查 衛福部

行政院召開

委員會建議針對以下概念進行全體公務人員 (含法官) 教育訓練：法
律行為能力是指有能力持有權利義務 (法律資格)，並行使此類權利義
務 (法律主體)。心智能力是指個人的決策能力，每個人的決策能力通
常依環境、社會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獲得司法保護 (第 13 條)
4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在民刑事司法體系中，並未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適當保障。
b) 性暴力受害者在民刑事司法體系中，亦缺乏適當措施與保障。以及
c) 司法體系並未充分提供受害者適齡或程序調整。
4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行政院召開

a) 國家採行相關措施，並配置適當資源，以確保所有人均能平等利用民 司法院
刑事司法體系，包括強制法官、執法、獄政人員參加身心障礙者人權 法務部
教育訓練。
b) 國家採行相關措施，並配置適當資源，以保障性暴力受害者，包括， 司法院
但不限於為民刑事司法體系工作人員辦理性及性別敏感的人權教育 法務部
訓練。以及
國防部
衛福部
c) 採取此類措施，但不限於：
 透過無障礙及替代格式利用與傳達資訊。
 手語翻譯。
 輔助決定制。
 依年齡為身心障礙兒童提供適當支持。

司法院
法務部

於司法體系內進行適當調整。
人身自由與安全 (第 14 條)
4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精神衛生法的內容與適用，特別是強制安置及治療制度，恐已侵害身
心障礙者之人權。現行精神衛生法容許將身心障礙者強制安置於醫院、

78

點
次

中譯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機構及社區，且所提供的程序保障亦不足，使身心障礙者無法要求針
對此類處置實施行政審查。以及

b) 基於身心障礙者具可預見之危險，有照護、治療或安置需求而剝奪其
自由。
4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a) 國家修訂相關法規及政策，包括精神衛生法，禁止以身心障礙為由進 衛福部
行非自願安置，並設置程序保障機制，包括立即法律協助及自願知情 司法院
同意規定。以及

行政院召開

b) 國家依 CRPD 第 3(a) 條之原則，保障個人選擇自由，並禁止基於實 衛福部
際或潛在障礙剝奪人身自由。
司法院
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第 15 條)
4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尚未採取措施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取得適當支持，在獲取充分知情
同意的情況下，做出醫療程序及治療的決定。
b) 居住於特定安排場所之身心障礙者有遭受有辱人格及不人道待遇之
虞，包括強迫使用尿布，而非協助如廁。以及
c) 國家未針對身心障礙受刑人進行合理調整。
4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行政院召開

a) 國家採行相關措施，並配置適當資源，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在充分獲得 衛福部
醫療程序及治療相關資訊的情況下，做出決定。
b) 國家定期檢討特定居住安排狀況，包括實施無預警檢查。以及

衛福部
教育部
退輔會

c) 國家採行相關措施，並配置適當資源，以針對身心障礙受刑人進行合 法務部
理調整。
衛福部
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 (第 16 條)
46. 國際審查委員會針對性別暴力情況表達關切，並認為國家未依第
16(1) 條設置適當監督機制。
4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修訂相關法規及政策，並針對各類剝削、暴 衛福部
力與虐待的處理情況設置監督機制。國家應加強教育，以提升執法及 勞動部
司法人員、社工、健康照護人員及教師對於暴力問題及通報的認知， 內政部
以及所有相關人員對於性別平等的了解，並積極開發協助與保護方面 司法院
的資源。
法務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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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身完整性 (第 17 條)
4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於優生保健法及精神衛生法允許為身心障者進行強
制流產及結紮手術表示關切，並關注身心障礙 (特別是心智/社會心理
障礙) 婦女及女童因此蒙受之影響。
4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修訂優生保健法及精神衛生法，提供法律、 衛福部
程序及社會保障，包括，但不限於接受輔助決定及法律代表，以避免 司法院
對身心障礙者施以強制醫療處置。

行政院召開

遷徙自由與國籍 (第 18 條)
5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家人在入境台灣與取得公民權上所
受到之限制表示關切。
5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廢止限制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遷徙權、自由 內政部
及取得公民權的一切法規。

主辦機關召開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第 19 條)
5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身心障礙者無法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生活、融入社會及積極參與社
區事務。許多身心障礙者被安置在機構，以及高度依賴家人，無法選
擇居住地點，並被迫接受特定居住安排。
b) 身心障礙者未獲得適當支持 (包括日常活動協助)使其居住及積極參
與社區。因此，身心障礙者處於隔離與孤立狀態，無法充分發展潛能。
以及
c) 身心障礙者個人協助服務，仍不符合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5 號一
般性意見。
5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a) 國家發展有規劃期程之計畫，逐步使住宿機構及其他規模之特定居住 衛福部
安排予以退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可選擇居住地點、方式及同住者， 退輔會
並推廣自立生活，包括適當增加各類社區型服務之經費。
教育部
b) 國家發展有規劃期程之計畫，提供身心障礙者適當支持，協助其居住 衛福部
並積極參與社區，避免隔離與孤立。以及
c) 個人協助服務預算應納入國家正式預算，以確保經費符合穩定、可預 衛福部
期及公開原則，此類個人協助包括：





根據個別需求評估，提供個人直接給付，以確保其足以獨立生活，
取得協助服務，以具競爭力的薪資雇用個人助理，無需自行負擔
相關費用。
針對個別需求提供客製化服務，以於招聘、訓練、監督助理時，
協助身心障礙者按其個別要求、生活環境及偏好做出決定。以及
身心障礙者具有專屬個人助理，無需與他人共用。個人協助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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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數量方面，均應足以確保身心障礙者無需依賴他人，並實現
個人潛能。
個人行動能力 (第 20 條)
5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即使現今輔助科技 (包括個人行動輔具) 日趨先進，但因個人可取得
的輔具數量設有限制 (兩年內以四項為限)，以及部分負擔規定，仍有
許多身心障礙者無法因此受惠，嚴重影響身心障礙者 (尤其是多重障
礙者) 獨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以及
b) 癲癇患者無法取得駕駛執照。
5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行政院召開

a) 必須依個人能力及選擇，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可負擔或免費輔具，並進 衛福部
行維護與調整。
教育部
勞動部
b) 修訂有關癲癇患者的駕駛執照核發規定。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第 21 條)

交通部

5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未推廣台灣手語及聽覺障礙者文化，對於聽覺障礙者的特殊文化及語
言認同缺乏認知與支持。
b) 資通訊技術 (ICT)、點字、台灣手語、易讀格式及數位通訊普遍不足，
包括政府文件及資訊、公私部門網站、新聞、緊急狀況及災害資訊等
方面。
c) 未將 CRPD 譯為易讀格式或台灣手語。
d) 接受特定居住安排的身心障礙者，無法自由與外界溝通。以及
e) 聽覺障礙兒童未能及早接觸台灣手語。
5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行政院召開

文化部
a) 將台灣手語列為官方語言；
提撥適當經費，以辦理台灣手語專業訓練，並於公共服務領域雇用台 衛福部
灣手語譯者；設定接受台灣手語譯者訓練的適當人數目標；
勞動部
將台灣手語列為學校選修語言，無論是否為聽覺障礙學生，均有機會 教育部
學習。
b) 採行必要措施，以執行公私部門資通訊近用相關法規，為各類身心障 內政部
礙者提供適當技術及格式。
農委會
經濟部
交通部
通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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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環保署
衛福部
原能會
各機關
c) 與心智障礙者合作，將 CRPD 譯為易讀格式，並與聽覺障礙團體合 衛福部
作譯為台灣手語。
d) 確保身心障礙者 (尤其是接受居住安排者) 可在自行選擇的時間，自 衛福部
由與外界溝通。以及
教育部
退輔會
e) 及早促成聽覺障礙兒童及其父母接觸台灣手語。

教育部
衛福部

尊重隱私 (第 22 條)
5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五院 (包括監察院) 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普遍缺乏相關認知。
b) 個人資料保護法缺乏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規定，尤其是不同機關共享
個人資料等方面。以及
c) 未確實執行精神衛生法第 24 條的隱私保護規定，導致社會心理障礙
者的病歷對外 (包括媒體) 公開。
5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提升五院 (包括監察院) 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的認知。

行政院召開
行政院（各機
關）
監察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立法院

b) 修訂個人資料保護法，以確實保護身心障礙者隱私，並規定於共享個 法務部
人資料前，必須取得身心障礙者同意書。以及
各機關
c) 確實執行精神衛生法第 24 條規定，保護社會心理障礙者隱私，包括 衛福部
其病歷。
尊重家居與家庭 (第 23 條)
6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缺乏有關身心障礙者結紮率的實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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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為身心障礙者設計的性及生育健康教育，特別是聽覺障礙及心智
障礙者。
c) 未對身心障礙父母提供適當支持，導致其與子女分離。
6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調查身心障礙者結紮率，發表相關資料，
並教育健康照護人員應於手術進行前，確實告知並取得同意。

主辦機關召開
衛福部

b) 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性及生育健康教育，特別是聽覺障礙及心智障礙 衛福部
者。以及
c) 提供適當支持，以確保身心障礙父母及養父母得以善盡親職及養育子 衛福部
女，並教育社會服務專業人員了解身心障礙父母的權利及能力。
教育部
教育 (第 24 條)
62. 國家迄未承諾全面實施完全融合教育，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此表示關切。
國家未解決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所提出的完全
融合問題，尤其是未能區分排除、隔離、整合與融合。國家同樣忽略
第 4 項永續發展目標中，有關「融合及高品質教育」的意涵。國際審
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缺乏將教育體系轉變為符合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
見的限期計畫。
b) 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中的普通班級，以及接受職業與專業
訓練，均設有限制。
c) 身心障礙學生無法參與擬訂與監督本身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d) 學習生涯中的學術、社會各方面，普遍缺乏通用設計、學習通用設計
及合理調整，對身心障礙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於普通教育設施內接受
教育造成阻礙。
e) 許多家庭自行提供，或付費採購子女就學所需支援。
f)

教師未接受適當訓練以協助就讀普通班級的身心障礙學生。以及

g) 教育體系缺乏台灣手語之教學。
6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主辦機關召開

a) 與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代表組織密切合作，通盤檢討普通教育及特 教育部
殊教育體系，並擬訂限期計畫，將現有體系轉變為完全融合體系，以
符合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
b) 立即承認身心障礙學生有權參與普通學校中的普通班級，包括取消職 教育部
業及專業訓練限制。
勞動部
c) 依第 7 條 (兒童能力演變) 及第 12 條 (法律行為能力) 規定，開放 教育部
身心障礙學生參與擬訂與監督本身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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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d) 於學習生涯中的學術、社會各方面，全面提供通用設計、學習通用設 教育部
計及合理調整，確保身心障礙兒童、青少年及成人得以於普通教育設
施內接受教育。
e) 提供就學所需支援，使身心障礙兒童得以就學並接受有效教育。

教育部

f) 修改教師職前及在職訓練，以協助就讀普通班級的身心障礙學生。以 教育部
及
g) 於教育體系中推廣台灣手語教學。
健康 (第 25 條)

教育部

6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a) 無論在都市或偏鄉地區，均有許多設施未能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同等的
醫療服務。
b) 未依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意見，對身心障礙婦女及女
童提供同等的性及生育健康照護服務。
c) 身心障礙者的醫療診斷及治療知情同意權遭到剝奪。
d) 醫療人員標準訓練課程中，未納入身心障礙者健康照護相關內容。
e) 保險公司在價格及保險範圍方面歧視身心障礙者。以及
f) 身心障礙受刑人無法取得健康照護服務。
6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確保醫療診斷及治療過程採用融合設計及設備，尤其是針對身心障礙 衛福部
婦女及女童。
b) 加強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對身心障礙婦女及女童提供性及生育健康照 衛福部
護服務的訓練及敏感度，以符合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
意見。
c) 在對身心障礙者進行醫療診斷及治療前，確實告知並取得同意。
d) 修改標準醫療訓練，以納入身心障礙者健康照護相關課程。

衛福部
衛福部

e) 檢討及修改保險公司訂價及保險範圍相關政策，使身心障礙者平等納 金管會
保及享有平等保費費率。以及
f) 確保身心障礙受刑人平等取得健康照護服務。

法務部
衛福部

適應訓練與復健 (第 26 條)
6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偏鄉地區的身心障礙者無法就近取得復健服務，且必須自行負擔往返
交通費用。
b) 未對偏鄉地區各年齡層身心障礙者取得復健服務提供支援，包括同儕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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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c) 衛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推動「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
進度緩慢。以及
d) 身心障礙受刑人無法接受復健服務，尤其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
6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確保偏鄉地區的身心障礙者得以取得適當復健服務，且無需負擔額外 衛福部
費用。

行政院召開

b) 對偏鄉地區各年齡層身心障礙者取得復健服務提供適當支援，包括同 衛福部
儕支持。
c) 立即全面實施「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以及

衛福部

d) 對身心障礙受刑人提供復健服務。

法務部
衛福部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身心障礙者 (特別是婦女) 的勞動參與率顯著低於非身心障礙者。
b) 工作環境對身心障礙者造成阻礙，但國家未規定雇主必須針對工作場
所進行合理調整；此外，國家將合理調整誤譯為「合理空間規劃」。
c) 身心障礙者無法參加職業訓練，為就業預做準備。
d) 身心障礙勞工較常從事兼職或臨時工作，從事專業工作比例過低，且
薪資較低。
e) 身心障礙者對於勞動市場中的歧視，缺乏法律救濟途徑。
f) 身心障礙者就業政策長期採取的定額進用制度缺乏成效。
g) 庇護工場未能使身心障礙者順利進入開放勞動市場。以及
h) 因擔心失去請領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資產調查）的資格，身心障礙者
未尋求就業。
6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採行適當措施，並配置充足資源，以促使身心障礙者 (特別是婦女) 進 勞動部
入開放勞動市場。
b) 規定雇主必須針對工作場所進行合理調整，
並更正 CRPD 中，有關合理調整的誤譯部分。

勞動部
衛福部

勞動部
c) 確保身心障礙者可參加職業訓練，為就業預做準備。
d) 檢討勞動市場實踐狀況，消除身心障礙者從事專業、全職工作並支領 勞動部
同等薪資的阻礙。透過實習、實作、工作場所適應 (包括輔助科技) 補 教育部
助及就業輔導等措施，增加身心障礙學生及求職者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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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點

中譯

次

e) 確實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權，並由公民社會提供相關法律資源。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勞動部

f) 分析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並考慮採取替代方案，包括積極性差別待遇 勞動部
措施。
經濟部
財政部
g) 採行相關計畫，使庇護工場予以退場，同時協助身心障礙者進入開放 勞動部
勞動市場。以及
經濟部
財政部
h) 排除以資產審查作為核發標準，進而降低身心障礙者就業意願之身心 衛福部
障礙生活補助。
勞動部
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第 28 條)
7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身心障礙者處於貧窮狀態的比率較一般民眾為高。
b) 依現行退休法規及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身心障礙者無法或減額領取退
休金（老年給付）。
c) 無工作經歷的身心障礙者，僅有資格依國民年金法領取身心障礙年金，
不足以支應基本食物費用。以及
d) 無障礙住宅主要僅及於社會住宅中，而非在公私部門或新舊住宅。此
外，現行住宅法亦已阻礙既有住宅順利翻修為無障礙住宅。
7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身心障礙者取得補助及津貼的資格，應獨立於其家庭經濟情況。

行政院召開
衛福部

b) 修訂現行退休法規及勞工保險條例，使身心障礙者有資格領取退休金 勞動部
（老年給付）。
銓敘部
c) 修訂國民年金法，使無工作經歷的身心障礙者有資格領取身心障礙年 衛福部
金，以確保其在社區中有尊嚴的生活。以及
d) 優先鼓勵公私部門興建可負擔的無障礙住宅；提高翻修補助，促使既 內政部
有建築順利改建為無障礙住宅；立法規定公私部門的所有新建住宅均
必須為無障礙環境；對身心障礙者及成員中包含身心障礙者的家庭提
供適當租金補貼。除去現行住宅法對將既有建築翻修為無障礙住宅的
阻礙。
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第 29 條)
7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現行選舉法規禁止受監護宣告者行使選舉權，導致身心障礙者的選舉
權遭到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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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b) 國家未鼓勵身心障礙者參選，亦無身心障礙候選人或當選人相關資料。
c) 由於未在選舉前按時發送適當資訊、投票所非無障礙環境、缺乏決策
支持等因素，身心障礙者無法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政治及公
共生活。
7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確保身心障礙者得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行使選舉權，並修訂現行 內政部
選舉相關規則。
中選會

行政院召開

b) 鼓勵身心障礙者參選，並搜集身心障礙候選人及當選人相關資料。以 中選會
及
c) 修改相關政策，以在選舉前按時發送適當資訊，確保所有投票所均為 中選會
無障礙環境，並提供身心障礙選舉人所需的輔助決定支持。
參與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 (第 30 條)
7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缺乏計畫及專案經費，無法推廣身心障礙者參與體育活動。
b) 數位書籍有限，視覺障礙及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難以取得出版品。
c) 中央及地方層級的公園、活動中心、體育場館，在規定及實務上均有
歧視身心障礙者的情況，包括限制心智及社會心理障礙者參與。以及
d) 缺乏身心障礙兒童可使用的兒童遊戲場。
7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行政院召開

a) 依 CRPD 修訂國民體育法，並實施相關計畫及專案，以推廣身心障 教育部
礙者參與體育活動。
b) 依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WIPO) 所管理的視覺障礙及其他印刷品閱讀 文化部
障礙者近用出版品馬拉喀什條約，推廣無障礙格式出版品。
教育部
c) 加強執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民法規定，消除中央及地方公園、 衛福部
活動中心、體育場館拒絕身心障礙者 (包括心智及社會心理障礙者) 各機關
的歧視規定及慣例。以及
d) 根據通用設計設置兒童遊戲場，確保身心障礙兒童得以參與休閒娛樂 內政部
活動。
衛福部

C. 特別義務 (第 31 至 33 條)
統計與資料搜集 (第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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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76. 國家用以搜集各類身心障礙者相關資料的方法 (包括，但不限於人口
普查、家戶面調查及分組資料)，仍令國際審查委員會存有疑慮。國家
目前採用的方法，並未根據人權原則，相關條件仍存在阻礙。
7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以系統性的方式搜集衛生、教育、就業、政 衛福部
治參與、司法近用、社會保障、暴力、偏鄉地區人口等各部門資料， 各機關

主辦機關召開

並發展人權指標，以提供有關 CRPD 施行情況的正確資訊。
國際合作 (第 32 條)
78. 國家缺乏橫向政策，因此未能於國際合作活動 (包括推動 2030 年議
程) 中提升身心障礙者人權，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此表示關切。
7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擬訂橫向政策，以於國際合作活動中提升身 衛福部
心障礙者人權；
各機關

行政院召開

在推動 2030 年議程及永續發展目標時，全面納入身心障礙者權利觀 國發會
點。
環保署
各部會
國家實施與監測 (第 33 條)
8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未依第 CRPD 第 33(1) 條正式設置國家協調中心，並配置熟悉
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專業人員。
b) 現有指定協調機制為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但卻非政府機
關或公民社會所熟悉。
c) 儘管已研議超過五年，國家仍未依巴黎原則設置類似國家人權機構的
獨立監督機制。以及
d) 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監督程序受到比例限制。
8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立即正式設置國家協調中心，並配置熟悉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專業人 衛福部
員。
b) 針對政府機關及公民社會，確實傳達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衛福部
做為指定協調機制的職務與責任。
c) 立即依巴黎原則，設置國家人權機構或類似組織做為獨立監督機制， 法務部
並規定監督機制必須完全獨立，不隸屬於總統府、監察院或任何政府 監察院
組織。以及
d) 依 CRPD 第 33(3) 條規定，由身心障礙組織全面參與監督程序，國 衛福部
家應對身心障礙組織提供適當經費及人力資源，使其得以參與 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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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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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的國家實施及監督。

IV 追蹤及傳達
82. 國際審查委員會要求國家在 12 個月內，依 CRPD 第 35(2) 條規定，
公布為執行國際審查委員會在第 23(b) 及 80(c) 項提出的建議，所採
取的措施。
83. 國際審查委員會要求國家執行國際審查委員會在本結論性意見中提出 衛福部
的建議。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運用社群媒體策略，向中央及地方
政府、立法機關、部會首長、主管機關、媒體及教育、醫療、法律專
業團體，傳達本結論性意見。
84. 國際審查委員會強烈建議國家在彙編定期報告期間，邀請民間組織， 衛福部
尤其是身心障礙組織參與。
85. 國際審查委員會要求國家廣為傳達本結論性意見，包括對非政府組織、衛福部
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以國語、台灣手語等少
數族群語言及各類無障礙格式宣傳，並於政府人權網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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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行政院召開回應表審查會議分組表
第1組
點
次

涉及權責機關
主/協辦機關

中譯

回應表
審查會議

A. 一般原則及義務 (第 1 至 4 條)
1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於國家缺乏通用設計的法律定義、了解及應用表示
關切。
1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修法，以納入通用設計定義，並說明如何規 內政部
範教育、衛生、交通、司法近用，及建築環境，包含公私部門等領域。教育部
衛福部
交通部
法務部
司法院

行政院召開

B. 個別權利 (第 5 至 30 條)
無障礙 (第 9 條)
3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現行無障礙立法及執行措施僅為臨時性質，未妥善解決國家普遍缺乏
無障礙環境的問題。以及
b) 身心障礙者仍無法無障礙的使用網路銀行及行動應用程式，尤其是視
覺障礙者。
3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擬訂無障礙環境全面行動計畫，採行一致的標準、監督及執行機制， 勞動部
包括不符規定者的罰則、期程及預算，以確保辦公室、工作場所、基 內政部
礎設施、人行環境及大眾運輸 (包括計程車) 均能達到無障礙目標，無 交通部
論城鄉或公私部門。國家應委託獨立單位定期評估與檢視此計畫的執 工程會
行情況，且獨立單位成員應包含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以及
b)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與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密切合作，採用較 金管會
為有效的執行方法，儘速使各金融服務能無障礙的提供大眾使用。
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情況 (第 11 條)
3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在擬訂、實施與評估減災措施時，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並未
充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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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點
次

中譯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b) 此類措施缺乏身心障礙婦女、兒童及原住民觀點，特別是社會心理障
礙/心智障礙、聽覺障礙、視聽覺障礙方面。
c) 相關部門間，對於自然災害訊息及應變的責任與事權，過於分散且莫
衷一是。以及
d) 在災害發生時，無法保證提供緊急電源，因此無法確保使用呼吸器及
其他電力維生設備者的生命安全。
3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在擬訂、實施與評估減災措施時，確保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充分 內政部
參與，包括使用無障礙通訊技術。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b) 在此類措施中納入身心障礙婦女、兒童及原住民觀點，特別是心智/社 內政部
會心理障礙、聽覺障礙、視聽覺障礙方面。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c) 強化災害治理，並依 2015 至 2030 年仙台減災綱領管理災害風險， 內政部
尤其是改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災害通報及應變協調機制。以及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d) 於中央及地方災害救援與紓困計畫中，納入維生設備緊急供電系統， 內政部
包括設置維生設備使用者名單，以及提供小型發電機與燃料。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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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第2組
點
次

涉及權責機關
主/協辦機關

中譯

回應表
審查會議

B. 個別權利 (第 5 至 30 條)
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第 12 條)
38. 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國家之國內法規尚未完全符合 CRPD 第 12 條
規定 (依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1 號一般性意見解釋)，包括民法、
信託法及相關法規。國際審查委員會強調，受監護宣告的身心障礙者
在許多情況下不具有法律行為能力，無法表達其意願、偏好或行使自
主權，包括，但不限於婚姻、選舉權、擔任公職、處分財產、取得金
融服務、就業、醫療 (含結紮手術) 知情同意權等方面。國際審查委員
會並針對國家混淆法律行為能力與心智能力之情事，表達關切。
3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全面修訂相關法規、政策及程序，並依聯合 司法院
國 CRPD 委員會第 1 號一般性意見設置輔助決定制系統，包括為其 法務部
提供適當資源。法律行為能力與心智能力，實屬不同概念。國際審查 衛福部

行政院召開

委員會建議針對以下概念進行全體公務人員 (含法官) 教育訓練：法
律行為能力是指有能力持有權利義務 (法律資格)，並行使此類權利義
務 (法律主體)。心智能力是指個人的決策能力，每個人的決策能力通
常依環境、社會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獲得司法保護 (第 13 條)
4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在民刑事司法體系中，並未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適當保障。
b) 性暴力受害者在民刑事司法體系中，亦缺乏適當措施與保障。以及
c) 司法體系並未充分提供受害者適齡或程序調整。
4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行政院召開

a) 國家採行相關措施，並配置適當資源，以確保所有人均能平等利用民 司法院
刑事司法體系，包括強制法官、執法、獄政人員參加身心障礙者人權 法務部
教育訓練。
b) 國家採行相關措施，並配置適當資源，以保障性暴力受害者，包括， 司法院
但不限於為民刑事司法體系工作人員辦理性及性別敏感的人權教育 法務部
訓練。以及
國防部
衛福部
c) 採取此類措施，但不限於：
 透過無障礙及替代格式利用與傳達資訊。

司法院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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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中譯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手語翻譯。
 輔助決定制。
 依年齡為身心障礙兒童提供適當支持。
於司法體系內進行適當調整。
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第 15 條)
4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尚未採取措施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取得適當支持，在獲取充分知情
同意的情況下，做出醫療程序及治療的決定。
b) 居住於特定安排場所之身心障礙者有遭受有辱人格及不人道待遇之
虞，包括強迫使用尿布，而非協助如廁。以及
c) 國家未針對身心障礙受刑人進行合理調整。
4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行政院召開

a) 國家採行相關措施，並配置適當資源，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在充分獲得 衛福部
醫療程序及治療相關資訊的情況下，做出決定。
b) 國家定期檢討特定居住安排狀況，包括實施無預警檢查。以及

衛福部
教育部
退輔會

c) 國家採行相關措施，並配置適當資源，以針對身心障礙受刑人進行合 法務部
理調整。
衛福部
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 (第 16 條)
46. 國際審查委員會針對性別暴力情況表達關切，並認為國家未依第
16(1) 條設置適當監督機制。
4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修訂相關法規及政策，並針對各類剝削、暴 衛福部
力與虐待的處理情況設置監督機制。國家應加強教育，以提升執法及 勞動部
司法人員、社工、健康照護人員及教師對於暴力問題及通報的認知， 內政部
以及所有相關人員對於性別平等的了解，並積極開發協助與保護方面 司法院
的資源。
法務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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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組
點
次

涉及權責機關
主/協辦機關

中譯

回應表
審查會議

B. 個別權利 (第 5 至 30 條)
身心障礙兒童 (第 7 條)
2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缺乏完整的早療體系。
b) 隔離式特殊教育學校不定期傳出身心障礙兒童性別暴力事件，但有關
單位卻拖延或不予處理，心智障礙兒童的情況尤其嚴重。
c) 身心障礙兒童可獲取的資源存在城鄉差距。以及
d) 特殊需求兒童無法就學，因為缺乏具備回應緊急醫療的訓練人員。
2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建立完整的早療體系，落實跨專業身心障礙兒童通報與轉介，並整合 教育部
對於兒童及家庭提供的各項支持。
衛福部
b) 確實調查、回應與救濟學校發生的身心障礙兒童性別暴力事件。

教育部
衛福部
內政部
法務部
司法院

c) 消除家庭可獲取資源的城鄉差距。以及

衛福部
教育部

行政院召開

d) 訓練學校人員處理特殊需求兒童可能出現的緊急狀況 (例如癲癇)，使 教育部
其得以全面參與學校活動。
人身自由與安全 (第 14 條)
4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精神衛生法的內容與適用，特別是強制安置及治療制度，恐已侵害身
心障礙者之人權。現行精神衛生法容許將身心障礙者強制安置於醫院、
機構及社區，且所提供的程序保障亦不足，使身心障礙者無法要求針
對此類處置實施行政審查。以及
b) 基於身心障礙者具可預見之危險，有照護、治療或安置需求而剝奪其
自由。
4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a) 國家修訂相關法規及政策，包括精神衛生法，禁止以身心障礙為由進 衛福部
行非自願安置，並設置程序保障機制，包括立即法律協助及自願知情 司法院
同意規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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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b) 國家依 CRPD 第 3(a) 條之原則，保障個人選擇自由，並禁止基於實 衛福部
際或潛在障礙剝奪人身自由。
司法院
保障人身完整性 (第 17 條)
4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於優生保健法及精神衛生法允許為身心障者進行強
制流產及結紮手術表示關切，並關注身心障礙 (特別是心智/社會心理
障礙) 婦女及女童因此蒙受之影響。
4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修訂優生保健法及精神衛生法，提供法律、 衛福部
程序及社會保障，包括，但不限於接受輔助決定及法律代表，以避免 司法院
對身心障礙者施以強制醫療處置。

行政院召開

健康 (第 25 條)
6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a) 無論在都市或偏鄉地區，均有許多設施未能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同等的
醫療服務。
b) 未依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意見，對身心障礙婦女及女
童提供同等的性及生育健康照護服務。
c) 身心障礙者的醫療診斷及治療知情同意權遭到剝奪。
d) 醫療人員標準訓練課程中，未納入身心障礙者健康照護相關內容。
e) 保險公司在價格及保險範圍方面歧視身心障礙者。以及
f) 身心障礙受刑人無法取得健康照護服務。
6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確保醫療診斷及治療過程採用融合設計及設備，尤其是針對身心障礙 衛福部
婦女及女童。
b) 加強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對身心障礙婦女及女童提供性及生育健康照 衛福部
護服務的訓練及敏感度，以符合聯合國 CRPD 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
意見。
c) 在對身心障礙者進行醫療診斷及治療前，確實告知並取得同意。
d) 修改標準醫療訓練，以納入身心障礙者健康照護相關課程。

衛福部
衛福部

e) 檢討及修改保險公司訂價及保險範圍相關政策，使身心障礙者平等納 金管會
保及享有平等保費費率。以及
f) 確保身心障礙受刑人平等取得健康照護服務。

法務部
衛福部

適應訓練與復健 (第 26 條)
6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偏鄉地區的身心障礙者無法就近取得復健服務，且必須自行負擔往返
交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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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中譯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b) 未對偏鄉地區各年齡層身心障礙者取得復健服務提供支援，包括同儕
支持。
c) 衛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推動「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
進度緩慢。以及
d) 身心障礙受刑人無法接受復健服務，尤其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
6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確保偏鄉地區的身心障礙者得以取得適當復健服務，且無需負擔額外 衛福部
費用。
b) 對偏鄉地區各年齡層身心障礙者取得復健服務提供適當支援，包括同 衛福部
儕支持。
c) 立即全面實施「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以及

衛福部

d) 對身心障礙受刑人提供復健服務。

法務部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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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組
點
次

涉及權責機關
主/協辦機關

中譯

回應表
審查會議

B. 個別權利 (第 5 至 30 條)
個人行動能力 (第 20 條)
5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即使現今輔助科技 (包括個人行動輔具) 日趨先進，但因個人可取得
的輔具數量設有限制 (兩年內以四項為限)，以及部分負擔規定，仍有
許多身心障礙者無法因此受惠，嚴重影響身心障礙者 (尤其是多重障
礙者) 獨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以及
b) 癲癇患者無法取得駕駛執照。
5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行政院召開

a) 必須依個人能力及選擇，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可負擔或免費輔具，並進 衛福部
行維護與調整。
教育部
勞動部
b) 修訂有關癲癇患者的駕駛執照核發規定。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第 21 條)

交通部

5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未推廣台灣手語及聽覺障礙者文化，對於聽覺障礙者的特殊文化及語
言認同缺乏認知與支持。
b) 資通訊技術 (ICT)、點字、台灣手語、易讀格式及數位通訊普遍不足，
包括政府文件及資訊、公私部門網站、新聞、緊急狀況及災害資訊等
方面。
c) 未將 CRPD 譯為易讀格式或台灣手語。
d) 接受特定居住安排的身心障礙者，無法自由與外界溝通。以及
e) 聽覺障礙兒童未能及早接觸台灣手語。
5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行政院召開

文化部
a) 將台灣手語列為官方語言；
提撥適當經費，以辦理台灣手語專業訓練，並於公共服務領域雇用台 衛福部
灣手語譯者；設定接受台灣手語譯者訓練的適當人數目標；
勞動部
將台灣手語列為學校選修語言，無論是否為聽覺障礙學生，均有機會 教育部
學習。
b) 採行必要措施，以執行公私部門資通訊近用相關法規，為各類身心障 內政部
礙者提供適當技術及格式。
農委會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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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中譯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交通部
通傳會
國發會
環保署
衛福部
原能會
各機關
c) 與心智障礙者合作，將 CRPD 譯為易讀格式，並與聽覺障礙團體合 衛福部
作譯為台灣手語。
d) 確保身心障礙者 (尤其是接受居住安排者) 可在自行選擇的時間，自 衛福部
由與外界溝通。以及
教育部
退輔會
e) 及早促成聽覺障礙兒童及其父母接觸台灣手語。

教育部
衛福部

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第 29 條)
7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現行選舉法規禁止受監護宣告者行使選舉權，導致身心障礙者的選舉
權遭到剝奪。
b) 國家未鼓勵身心障礙者參選，亦無身心障礙候選人或當選人相關資料。
c) 由於未在選舉前按時發送適當資訊、投票所非無障礙環境、缺乏決策
支持等因素，身心障礙者無法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政治及公
共生活。
7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確保身心障礙者得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行使選舉權，並修訂現行 內政部
選舉相關規則。
中選會
b) 鼓勵身心障礙者參選，並搜集身心障礙候選人及當選人相關資料。以 中選會
及
c) 修改相關政策，以在選舉前按時發送適當資訊，確保所有投票所均為 中選會
無障礙環境，並提供身心障礙選舉人所需的輔助決定支持。
參與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 (第 30 條)
7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缺乏計畫及專案經費，無法推廣身心障礙者參與體育活動。
b) 數位書籍有限，視覺障礙及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難以取得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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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點
次

中譯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c) 中央及地方層級的公園、活動中心、體育場館，在規定及實務上均有
歧視身心障礙者的情況，包括限制心智及社會心理障礙者參與。以及
d) 缺乏身心障礙兒童可使用的兒童遊戲場。
7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行政院召開

a) 依 CRPD 修訂國民體育法，並實施相關計畫及專案，以推廣身心障 教育部
礙者參與體育活動。
b) 依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WIPO) 所管理的視覺障礙及其他印刷品閱讀 文化部
障礙者近用出版品馬拉喀什條約，推廣無障礙格式出版品。
教育部
c) 加強執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民法規定，消除中央及地方公園、 衛福部
活動中心、體育場館拒絕身心障礙者 (包括心智及社會心理障礙者) 各機關
的歧視規定及慣例。以及
d) 根據通用設計設置兒童遊戲場，確保身心障礙兒童得以參與休閒娛樂 內政部
活動。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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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組
點
次

涉及權責機關
主/協辦機關

中譯

回應表
審查會議

B. 個別權利 (第 5 至 30 條)
平等與不歧視 (第 5 條)
2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現行身心障礙立法並未適當規定國家的積極義務以確保實質平等。
，且法律未規
b) 國家在回覆問題清單時，確認其未明確定義「合理調整」
定拒絕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以及
c) 國家未建立獨立機制以監督身心障礙立法是否符合規定。
2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

行政院召開

a) 國家立法禁止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並確保身心障礙者 (包括具備多 法務部
衛福部
重及跨類別身分者) 在實質上享有平等地位。
各機關
b)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依 CRPD 第 2 條規定，將合理調整原則納 衛福部
入各項國家法規，並確保法律規定拒絕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且公私 各機關
部門均一致適用。以及
c) 國家設置有效機制，以全面監督身心障礙相關立法符合規定，包括提 衛福部
供身心障礙者尋求救濟及損害賠償的機會。
法務部
尊重隱私 (第 22 條)
5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五院 (包括監察院) 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普遍缺乏相關認知。
b) 個人資料保護法缺乏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規定，尤其是不同機關共享
個人資料等方面。以及
c) 未確實執行精神衛生法第 24 條的隱私保護規定，導致社會心理障礙
者的病歷對外 (包括媒體) 公開。
5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提升五院 (包括監察院) 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的認知。

行政院召開
行政院（各機
關）
監察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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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b) 修訂個人資料保護法，以確實保護身心障礙者隱私，並規定於共享個 法務部
人資料前，必須取得身心障礙者同意書。以及
各機關
c) 確實執行精神衛生法第 24 條規定，保護社會心理障礙者隱私，包括 衛福部
其病歷。

C. 特別義務 (第 31 至 33 條)
國際合作 (第 32 條)
78. 國家缺乏橫向政策，因此未能於國際合作活動 (包括推動 2030 年議
程) 中提升身心障礙者人權，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此表示關切。
7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擬訂橫向政策，以於國際合作活動中提升身 衛福部
心障礙者人權；
各機關

行政院召開

在推動 2030 年議程及永續發展目標時，全面納入身心障礙者權利觀 國發會
點。
環保署
各部會
國家實施與監測 (第 33 條)
8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國家未依第 CRPD 第 33(1) 條正式設置國家協調中心，並配置熟悉
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專業人員。
b) 現有指定協調機制為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但卻非政府機
關或公民社會所熟悉。
c) 儘管已研議超過五年，國家仍未依巴黎原則設置類似國家人權機構的
獨立監督機制。以及
d) 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監督程序受到比例限制。
8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立即正式設置國家協調中心，並配置熟悉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專業人 衛福部
員。
b) 針對政府機關及公民社會，確實傳達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衛福部
做為指定協調機制的職務與責任。
c) 立即依巴黎原則，設置國家人權機構或類似組織做為獨立監督機制， 法務部
並規定監督機制必須完全獨立，不隸屬於總統府、監察院或任何政府 監察院
組織。以及
d) 依 CRPD 第 33(3) 條規定，由身心障礙組織全面參與監督程序，國 衛福部
家應對身心障礙組織提供適當經費及人力資源，使其得以參與 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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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點

中譯

次
的國家實施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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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第6組
點
次

涉及權責機關
主/協辦機關

中譯

回應表
審查會議

B. 個別權利 (第 5 至 30 條)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身心障礙者 (特別是婦女) 的勞動參與率顯著低於非身心障礙者。
b) 工作環境對身心障礙者造成阻礙，但國家未規定雇主必須針對工作場
所進行合理調整；此外，國家將合理調整誤譯為「合理空間規劃」。
c) 身心障礙者無法參加職業訓練，為就業預做準備。
d) 身心障礙勞工較常從事兼職或臨時工作，從事專業工作比例過低，且
薪資較低。
e) 身心障礙者對於勞動市場中的歧視，缺乏法律救濟途徑。
f) 身心障礙者就業政策長期採取的定額進用制度缺乏成效。
g) 庇護工場未能使身心障礙者順利進入開放勞動市場。以及
h) 因擔心失去請領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資產調查）的資格，身心障礙者
未尋求就業。
6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採行適當措施，並配置充足資源，以促使身心障礙者 (特別是婦女) 進 勞動部
入開放勞動市場。
b) 規定雇主必須針對工作場所進行合理調整，
並更正 CRPD 中，有關合理調整的誤譯部分。

勞動部
衛福部

勞動部
c) 確保身心障礙者可參加職業訓練，為就業預做準備。
d) 檢討勞動市場實踐狀況，消除身心障礙者從事專業、全職工作並支領 勞動部
同等薪資的阻礙。透過實習、實作、工作場所適應 (包括輔助科技) 補 教育部
助及就業輔導等措施，增加身心障礙學生及求職者的就業機會。
e) 確實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權，並由公民社會提供相關法律資源。

勞動部

f) 分析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並考慮採取替代方案，包括積極性差別待遇 勞動部
措施。
經濟部
財政部
g) 採行相關計畫，使庇護工場予以退場，同時協助身心障礙者進入開放 勞動部
勞動市場。以及
經濟部
財政部
h) 排除以資產審查作為核發標準，進而降低身心障礙者就業意願之身心 衛福部
障礙生活補助。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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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召開

點

中譯

次

涉及權責機關

回應表

主/協辦機關

審查會議

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第 28 條)
7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a) 身心障礙者處於貧窮狀態的比率較一般民眾為高。
b) 依現行退休法規及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身心障礙者無法或減額領取退
休金（老年給付）。
c) 無工作經歷的身心障礙者，僅有資格依國民年金法領取身心障礙年金，
不足以支應基本食物費用。以及
d) 無障礙住宅主要僅及於社會住宅中，而非在公私部門或新舊住宅。此
外，現行住宅法亦已阻礙既有住宅順利翻修為無障礙住宅。
7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身心障礙者取得補助及津貼的資格，應獨立於其家庭經濟情況。

行政院召開
衛福部

b) 修訂現行退休法規及勞工保險條例，使身心障礙者有資格領取退休金 勞動部
（老年給付）。
銓敘部
c) 修訂國民年金法，使無工作經歷的身心障礙者有資格領取身心障礙年 衛福部
金，以確保其在社區中有尊嚴的生活。以及
d) 優先鼓勵公私部門興建可負擔的無障礙住宅；提高翻修補助，促使既 內政部
有建築順利改建為無障礙住宅；立法規定公私部門的所有新建住宅均
必須為無障礙環境；對身心障礙者及成員中包含身心障礙者的家庭提
供適當租金補貼。除去現行住宅法對將既有建築翻修為無障礙住宅的
阻礙。

104

106 年

106.11.03
發表記者會

發布結論性意見，共 85 點次

11 月
12 月

107.01.3 & 4 完成

結論性意見分工會議

107 年
1月

107.02 前完成

管考規劃提報院身權小組確認

2月

2.5 個月內完成

3月
4月

107.04.30 前完成

主辦機關完成填列回應表，並
回復秘書單位

107.08.31 前完成

由行政院/主辦機關邀集民間
團體、院身權小組委員及主/
協辦機關等，進行回應表審查

107.10.15 前完成

各主辦機關依會議決議修正回
應表，並回復秘書單位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4 個月內完成

1.5 個月內完成

10 月
11 月
12 月

107.12.31 前完成

108 年
1月

108.01.31 前完成

109 年

回應表提報院身權小組確認
於院身權小組確認後，進入
GPMNET 系統，並每 4 個月追蹤
辦理情形
準備第 2 次國家報告之撰擬

1月
12 月

109.12.3 前完成

依法提出第 2 次國家報告

110.12.3 前完成

依法辦理第 2 次國際審查會議

1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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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個月內完成

1 個月內完成

報告案第三案
報告單位：勞動部
案由：「身心障礙勞工提早老化之社會保障及退休制度」專案報告。
說明：
一、 依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1 次及第 2 次會
議決議(定)，謹就我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老化、平均餘命現況
及相關社會福利保障、社會保險及勞工退休制度提出專案報
告。
二、 本案由勞動部進行報告，報告資料請見 P106-P125。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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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勞工提早老化之社會保障及退休制度」
專案報告
壹、 前言
依鈞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1 次及第 2 次
會議決議(定)，謹就我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老化、平均餘命
現況及相關社會福利保障、社會保險及勞工退休制度提出專
案報告。
貳、 我國身心障礙者提早老化及平均餘命現況
依據衛生福利部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於 101 年 8 月委託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老年醫學組，研究有關
於身心障礙者提早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研究結果顯示摘要如
下：
一、 91 年身心障礙者的平均餘命僅有一般民眾 7 成，老化年齡
也提早到 54 歲，老化速度更比一般民眾增加 20％，但是
過去 10 年間 40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平均餘命增加 8.9 歲，
40-64 歲則增加 6.2 歲，65 歲以上則增加 2.5 歲，且身心障
礙者的平均餘命差距超過一般民眾平均餘命常態增加之
程度，造成兩者平均餘命的差距額日益降低。
二、 如果以一般民眾 65 歲為標準作為推估身心障礙者老化年
齡之依據，發現過去 10 年間身心障礙者的老化年齡增加
了 7.7 歲。而不論男女，老化程度及老化速度也有逐年降
低的趨勢，尤其以失智症及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等老化年
齡較低的身心障礙者，老化速度下降程度最為顯著。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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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研究結果亦發現，身心障礙者不論在平均餘命、老
化年齡、老化程度及老化速度在過去 10 年間都有顯著改
善的趨勢，主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
福利措施的推廣，使身心障礙者的照護有長足的改善。
參、 因應身心障礙勞工需求之社會福利保障
身心障礙者因不同障礙類別、障礙程度，或家庭經濟狀
況等，需要多元化之保障措施，擇要分述如下：
一、 針對社會福利服務部分，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
心障礙者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可經專業人員依法
評估後，依其需求提供適切之福利措施：
(一) 居家照顧：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及身心障
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相關費用補助則依身心障礙者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辦法辦理，其服務內容如下：
1. 居家護理：由護理人員依法對需要繼續護理之身心障
礙者，於其居住處所提供護理服務。
2. 身體照顧服務及家務服務：指由照顧服務員到宅提供
經評估有生活自理照顧需求且需他人協助之身心障礙
者身體照顧服務及家務服務。
3. 送餐到家：指提供餐食予無法準備餐食之獨居或家屬
無法提供照顧之身心障礙者，解決其餐食問題。
4. 居家復健：指由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或語言治療
師依法對居家需繼續復健之身心障礙者，於其居住處
提供復健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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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居住：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及身心障
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辦理，18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
經需求評估有居住社區需求，且須由專業服務團隊協助，
以一般社區住宅房舍，提供非機構式之居住服務。
(三) 日間及住宿式照顧：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
及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相關費用則依身心障
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法辦理。
(四) 生活補助：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1 條及身心障
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辦理，並依其經濟狀況及障礙
程度給予不同額度之金額，分別補助 8,499 元、4,872 元
及 3,628 元不等。
(五) 輔具補助：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1 條及身心障
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辦理，其服務內容如下：
1. 依經濟狀況及障礙類別提供生活或復健類輔助器具補
助，各項輔助器具之最高補助金額、最低使用年限及
補助對象等均有其規定。
2. 自 101 年 7 月 11 日起，輔具補助應先提出申請，經輔
具專業人員評估需求並經縣市政府核定後購置之輔具
始可請領補助款。
二、 身心障礙勞工可能因經濟弱勢而需納入社會救助體系照
顧，社會救助法提供之相關保障：
(一) 社會救助法第 5 條之 3 中對於工作能力認定，指 16 歲
以上，未滿 65 歲，且排除「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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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照顧特定身心障礙或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
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親屬，致不能工作」
。
(二) 社會救助法第 12 條規定，低收入戶成員中有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主管機關得依其原領取現
金給付之金額增加補助，但最高不得逾 40％。
(三) 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中對於特定境遇單親家庭
之認定，增加符合「或獨自照顧無生活自理能力身心障
礙子女者」之條件。
(四) 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對於無扶養能力之認
定要件，增加「因照顧特定身心障礙或罹患特定病症且
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親屬，致不能工作」
，
與「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
。
(五) 對於因傷病導致失能、喪失工作能力而陷入經濟困難者，
如經審符合低收入戶資格者，現行各級政府對其採行之
服務措施，包括：提供家庭生活補助費、兒童生活補助、
子女就學生活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部分負
擔醫療費補助、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費用減免、產婦及嬰
兒營養補助、教育補助、輔助承購或承租國宅、老人生
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等救助。
肆、 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社會保險保障
一、 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後，國民年金保險對於符合資格者
之相關保障：
(一) 查國民年金保險係屬社會保險，其應符合權利(保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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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給付)對等原則，惟為落實照顧弱勢民眾，國民年
金法第 35 條已將參加本保險前已達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納為本法被保險人，享有全額
保費補助及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每月新臺幣
4,872 元(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之資格。
(二) 按國民年金法第 33 條、35 條規定，請領身心障礙年金
(或身障基本保證年金)給付需符合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等二要件。是以，如身心障礙者經
評估仍有工作能力者，縱未有實際工作事實，仍非身心
障礙年金(或基本保證年金)之發放對象，惟如其仍屬國
保納保對象，仍可享有全額保費補助，以減輕其保費負
擔。
(三) 另為減輕各等級身心障礙者之保費負擔，政府已依其身
障等級提高保費補助比率為 55％至 100％。是以，輕度、
中度之身心障礙者，於參加國民年金保險時，雖無法領
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但其每月仍可獲得政府較多
國保保費補助，以減輕保費負擔，且如在國民年金加保
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時，尚可享有國民年金保險提供的各
項保險給付。
二、 針對有提早退休需求之身心障礙勞工，勞工保險提供之給
付保障：
(一) 失能年金：勞保失能年金具有提前老年給付性質。依勞
工保險條例規定，勞工失能狀態經審定符合失能給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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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表列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失能年金給付。另障
礙程度未達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因各障礙類別勞動能力
減損情形不同，自 102 年 8 月 13 日起擴大失能年金給
付請領對象，被保險人經個別化專業評估，如其工作能
力減損程度達 70%以上，且無法返回職場者，亦得請領
失能年金給付，已擴大失能年金保障範圍。其無年齡限
制，並有基本保障 4,000 元與加發眷屬補助（最多加計
50％）；且請領勞保失能年金期間，得再參加國保持續
累計國保年資，至 65 歲時得請領國保老年年金給付，
保障已屬完善。
(二) 老年年金：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於 107 年起，年滿 61
歲(將逐步提高至 65 歲)，年資滿 15 年者，得請領老年
年金給付。年資滿 15 年，未達年金請領年齡者，得提
早 5 年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每提早 1 年，按全額年金金
額減給 4%，最多減給 20%。勞保老年年金原無減額年
金規劃，鑑於中高齡失業者及身心障礙勞工有提前請領
老年年金給付之需要，爰於立法過程中增列被保險人年
資滿 15 年，得提前 5 年請領減額年金之規定。
伍、 身心障礙勞工之退休保障
一、 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工退休規定，係兼顧勞工權益與雇主責
任而定：
勞工自請退休意旨係鼓勵勞工久任及考量勞工職涯
規劃；強制退休規定係保障勞工就業權及避免雇主規避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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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給付責任。按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需勞工有不堪勝任工作之情事，其不
得任意以勞工為身心障礙者為由，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至
於不堪勝任工作之認定，需依各行業或職業的特殊情況，
視個案事實狀況實質認定。雇主依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即應依該法第 55 條規定給付勞工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
制度工作年資之勞工退休金，如有違反者，地方主管機關
依同法第 78 條規定，得處以罰鍰。因此，該規定係為強制
保障勞工，如刪除該條規定，將影響勞工工作權及請領職
業退休金權益。
二、 勞工退休金條例已明定身心障礙勞工得提早請領勞工退
休金：
勞工退休保障係為確保勞工老年生活，又勞工退休金
條例採勞工個人帳戶制，並訂定勞工符合一定年齡後，得
向勞工保險局請領勞工退休金之規定。惟考量身心障礙勞
工身心狀況，並兼顧身心障礙勞工退休後生活保障，故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 24 條之 2 規定，身心障礙勞工未滿 60 歲，
於符合請領失能年金、身心障礙給付或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者，得提早請領一次或月退休金，提早請領月退休金者，
得自行決定請領之年限。
陸、 結論
綜上，我國在身心障礙勞工之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及退
休之權益保障上，已建立多樣且連續之措施。除依照身心障
113

礙勞工之個別需求，提供從個人到家庭、居家到社區之多元
支持服務；另針對身心障礙勞工之提早老化，亦有相關退休
及年金保障設計。未來將賡續積極提供保障措施，落實身心
障礙勞工之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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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四案
報告單位：交通部
案由：依據行政院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2 次會議紀
錄，「請交通部盤整全國無障礙交通網路運輸(含復康巴士)辦
理現況，彙整推行無障礙交通環境之業務內容於下次會議進
行報告。」
說明：
一、 交通部近年來已持續以通用化理念建構友善交通環境，並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逐步改善提供無障礙交通
環境，如：臺鐵車站設置無障礙電梯、月台齊高、車廂改造，
普及低地板公車或無障礙通用大客車等；考量復康巴士服務
對象特定(非一般大眾皆可使用)，且服務為戶及戶特性，公車
尚無法提供復康巴士類似服務及整合，又無障礙計程車服務
具及戶特性，可疏解復康巴士不足狀況，交通部刻正積極推動
無障礙計程車，使老弱婦孺及行動不便者在內之全國民眾皆
方便搭乘大眾運輸。
二、 有關前次討論事項五：目前客運業者增購提供低地板或具升
降機之巴士數量緩慢，少數業者礙於經費因素，成為延緩購車
理由。經瞭解原因，除少數業者不願意負擔部分自籌款外，主
要係車齡仍新未達汰換年限。為督責及鼓勵業者加速提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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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車輛服務提供，交通部公路總局已規定一般公路客運業
者申請繼續經營路線須配置無障礙車輛，並修改補助規定，增
訂補助未達汰換年限之車輛加裝無障礙升降設備(每具補助
47 萬元，已接近全額補助）
。
三、 而衛福部推動復康巴士業務，係依身權法授權訂定之「身心障
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辦理，經查目前全國 22 縣市，由社
會局處主辦復康巴士業務為 19 縣市(其中 8 個縣市沒有交通
局處)，交通局處辦理為 3 縣市，以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為服
務對象，並依地方社會福利政策，結合社會福利資源提供使用
者相關經費補助，與大眾運輸普及服務之特性及目的並不相
同。
四、 經交通部 106 年 12 月 1 日邀請衛生福利部、全國各縣市政府
及相關單位召會討論復康巴士辦理情形，縣市政府反應現況
困難主要在「復康巴士數量不足」
，其原因為預算不足無法增
購車輛及增聘司機員、復康巴士提供優惠或免費價格，身心障
礙者不願轉介至其他運具、部分縣市服務對象僅以具身心障
礙者證明，致真正需求者(肢體重度殘障者)可能反而無法使用、
尖峰時段需求無法完全滿足等，交通部將持續協助地方政府
補助客運業者購置無障礙公車，及推廣無障礙計程車，並請各
地方政府可盤點所轄身心障礙人數，評估提供服務之優先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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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設定相關條件，並參考其他地方政府作法，思考不同辦理
方式 (如：帶人帶車租用)，及研議補助費率及營運平台整合，
以利補足復康巴士缺口，及媒合轉介身心障礙者搭乘無障礙
計程車。藉由社福與交通單位積極協商，以利推動相關業務。
五、 另交通部前開會議中部分縣市政府代表亦表達，地方復康巴
士之主辦單位屬地方權限，允宜尊重地方權責，縱使中央主管
機關變更，地方復康巴士主辦單位仍由地方政府決定。又查復
康巴士業務原係由內政部社會司辦理，組織調整後改隸衛福
部，並擴大編制由社會及家庭「署」執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5 項規定，
「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
，故不同
部會間之業務移撥，允應充分評估法令修正、組織職掌調整、
以及人力與預算移撥等事宜後，再為整體利弊得失考量，在未
有明確分析及完整配套前，仍宜維持現狀。
六、 本案由交通部進行報告，報告資料請見 P126-P147。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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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無障礙交通網路運輸(含復康巴士)辦理現況」
專案報告
壹、 前言
一、 因應交通部於 100 年 6 月責成所屬各機關進行無障礙設施
總體檢並將改善情形提報各所屬「通用化無障礙交通環境
推動小組」確認。目前交通部各所屬機關無障礙設施改善
辦理情形業均經各所屬推動小組確認。
二、 依據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2 次會議
決議，「請交通部盤整全國無障礙交通網路運輸(含復康巴
士)辦理現況，彙整推行無障礙交通環境之業務內容於下次
會議進行報告」
。
貳、 目前辦理情形
一、 目前各運輸系統對於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之設置，係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授權訂定之「大眾運輸
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辦理；對於場站無障礙設施則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及「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辦理情形說明如次：
(一) 鐵路：高鐵及捷運之場站、運具均已依相關規定設置無
障礙設施。另臺鐵因歷史悠久，建設時尚無相關規定，
未符規定之設施已編列計畫投入經費逐年改建，持續依
相關規範辦理相關改善作業，臺鐵局客運車站共 228 站，
已完成 131 站設置無障礙電梯，涵蓋臺鐵局服務旅客總
數約 92.15%，並已完成第一階段車廂月台齊平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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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改為一階及月台提高至 92-96 公分)。
(二) 汽車客運：交通部自 99 年起補助公路及市區客運業者
購置低地板公車，已補助購置 3,287 輛低地板公車(含通
用無障礙大客車)，並使全國市區客運低地板公車比例
由 98 年之 7.2%，大幅提高逾 52%。公路客運路線數共
647 條，已配置無障礙車輛路線共 384 條，其餘路線已
陸續會勘配合配置。另優先協助高臺鐵聯外公路客運路
線配置低地板公車；台灣好行已闢駛 27 條無障礙公車
路線，並要求逐年增加，預計 109 年達 35 條。
(三) 空運：各航空站為協助身心障礙及行動不便旅客，係依
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民航公約空運便利部分及
相關建築法規，適時適地提供相關無障礙設施；國籍航
空公司定期航班所使用航空器提供之輔助乘坐交通工
具設施均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相
關規定。
(四) 水運：航港局已於 103 年成立「交通部航港局通用無障
礙海運環境推動小組」
，並將無障礙設備及服務納入「交
通部航港局營運與服務績優客船及載客小船選拔實施
要點」之評比項目；國際(內)商港旅運場站部分，目前
改善率(改善完成數量/實地勘檢建議改善數量)已達
80%；船舶無障礙設施部分，針對既有客船已督導業者
配合改裝或改以提供其他配套措施補強，另 106 年 1 月
9 日後新造客船均需依客船管理規則規定設置無障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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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岸接設施部分已於 105 年委託完成「客運碼頭之船
港間岸接設施規劃」案，並將規劃研究成果供各港口參
考運用。
(五) 推動無障礙計程車：交通部為提供行動不便者更多行動
自主之選擇，自 102 年度起鼓勵地方政府申請補助購置
無障礙計程車，無障礙計程車營運數量共計 720 輛。
二、 為提供更友善之服務，各單位持續加強服務人員之訓練，
說明如次:
(一) 鐵路：臺鐵訂有「行動不便旅客乘車服務標準作業規定」
，
內容詳列訂位、旅客到站、搭乘及出站等流程之服務要
點以及各障別服務技巧，另定期辦理相關服務訓練課程，
包含針對行動不便旅客的接待禮儀、服務技巧與渡板操
作等教育訓練，並邀請身心障礙團體代表等擔任講師；
高鐵部分，台灣高鐵公司提供自出發站、列車上、目的
站全程之乘車導引服務。
(二) 汽車客運：為加強低地板公車駕駛操作相關無障礙設施、
設備，公路總局已完成製作「低地板大客車無障礙設備
駕駛員操作說明」之 SOP 指導暨動態操作教學影片，
每年辦理全國性觀摩會。
(三) 空運：民航局訂有「航空站身心障礙旅客服務指引」，
各航空站均據以辦理身心障礙旅客之服務；國籍航空公
司服務人員亦依據各公司訂定之「身心障礙旅客服務指
引」辦理，提供訂位、報到、登機、機上及離機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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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各航空公司已將身心障礙旅客相關服務事項納入新
進人員教育訓練及年度教育訓練複訓課程。
(四) 水運：航港局針對客船船員及服務人員辦理無障礙服務
教育訓練，以提供身障旅客流暢、便利及適切的服務。
三、 復康巴士辦理情形：
(一) 辦理依據：衛生福利部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訂定「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該辦法第 2 條
第 17 項規定，
「復康巴士服務：指提供身心障礙者備有
輪椅升降設備及輪椅固定等設備之特製車輛，提供就醫、
就業、就學、就養及社會參與所需之交通服務。」
，復康
巴士係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而設置。
(二) 辦理現況：經洽各縣市政府協助提供資料，分述如次：
1. 縣市政府主辦單位：經查目前全國 22 縣市，由社會局
處主辦復康巴士業務為 19 縣市(其中 8 個縣市沒有交
通局處)，交通局辦理復康巴士為 3 縣市。
2. 辦理方式：各縣市政府以自治條例或契約方式辦理，
其中 4 個縣市由社會局處自辦、11 縣市委託社福團體
經營、3 縣市委託交通公司，另 4 縣市委託交通公司、
社福團體、醫院、公所自辦、委託車船處等複合方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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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縣市政府辦理復康巴士方式

3. 服務對象：依據各縣市政府復康巴士相關要點，復康
巴士係以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者為主要對象，各縣市
政府規定規定不一，皆非對所有社會大眾。
4. 收費方式：涉及各縣市政府福利政策，各縣市收費規
定不一，優惠或免費方式提供。
5. 預算情形：各縣市政府辦理復康巴士之預算近 2 年每
年約 13 餘億元，預算來源主要由地方政府社會局處預
算、公益彩卷盈餘及捐贈等，約佔整體預算 93%，中
央政府補助款約佔整體預算 7%。
表 2 近 2 年各縣市政府辦理復康巴士預算情形

6. 復康巴士數量：全國共計 1,874 輛復康巴士(1855 輛小
型+15 輛中型+5 輛大型)，車輛主要集中於六都計有
1,444 輛復康巴士(1437 輛小型+5 輛中型+2 輛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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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問題與檢討
一、 無障礙公車增加緩慢：
(一) 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2 次會議討論事項
五：目前客運業者增購提供低地板或具升降機之巴士
數量緩慢，少數業者礙於經費因素，成為延緩購車理由。
(二) 經瞭解原因，除少數業者不願意負擔部分自籌款外，主
要係車齡仍新未達汰換年限，目前公路公共運輸多元
推升計畫 10 年以上老舊公車汰舊換新可申請補助。
(三) 策進作為：
1. 為有效提升無障礙友善環境並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定，於「國道客運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處理
原則」及「地區汽車客運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處理
原則」，規定一般公路客運業者申請繼續經營路線須
配置無障礙車輛。
2. 修改 106 年補助規定，增訂補助未達汰換年限之車輛
加裝無障礙升降設備，並每具升降設備補助 47 萬元
（已接近全額補助），期鼓勵業者於未達汰換年限之
車輛裝設無障礙設備。
3. 考量外離島等偏遠地區屬車船管理處營運，且相關購
置成本較本島地區為高，故針對上述地區之汰舊換新
給予較高之補助上限，以提高無障礙車輛數比例。
4. 後續公路總局將請各縣市政府盤整既有非無障礙車
輛，若有車齡 10 年以上者，可申請老舊車輛汰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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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板或通用無障礙大客車；車齡 6 年以下者，鼓勵
申請車輛加裝無障礙升降設備；車齡 6 年以上 10 年
以下者，於符合法規規定下調整各路線車輛編制，朝
行經醫療院所之路線至少配置 50％之無障礙車輛，其
餘路線至少配置 1 輛無障礙車輛，以加速提供無障礙
滿足身心障礙者之基本需求。
二、 復康巴士執行困難：
(一) 交通部 106 年 12 月 1 日邀請衛福部、全國各縣市政府
及相關單位召開會議，經各縣市政府表達復康巴士執
行困難，主要為「復康巴士數量不足」，其原因略以：
1. 預算限制：預算不足無法增購車輛及增聘司機員；
2. 福利措施：復康巴士提供優惠或免費價格，身心障礙
者不願轉介至其他運具；
3. 對象條件：部分縣市服務對象僅以具身心障礙者證明，
致真正需求者(肢體重度殘障者)可能反而無法使用；
4. 運輸特性：尖峰時段需求無法完全滿足。
(二) 經與會討論，會議結論略以：
1. 考量復康巴士服務對象特定(非一般大眾皆可使用)，
且服務為戶及戶特性，公車尚無法提供復康巴士類似
服務及整合，又無障礙計程車服務具及戶特性，可疏
解復康巴士不足狀況，請各地方政府積極鼓勵業者購
置無障礙計程車，倘有需求可向本部提出申請，本部
將再研議相關無障礙計程車推廣政策與檢討補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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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鼓勵服務身心障礙者趟次)，以協助地方政府持續
推廣無障礙計程車。
2. 因應目前復康巴士不足現況，建議各地方政府可盤點
所轄身心障礙人數，評估提供服務之優先級別，設定
相關條件，以利真正需要復康巴士服務的身心障礙者
可搭乘，相關級別設定可洽該縣市政府社福單位或衛
福部提供專業意見協助。
3. 經與會各縣市政府說明，目前各縣市復康巴士來源
(捐贈、編列預算、租用)及營運方式(自營、委辦)各
有不同，地方政府除可鼓勵捐贈及增加預算編列購置
外，建議可參考其他地方政府作法，思考不同辦理方
式 (如：帶人帶車租用)，及研議補助費率及營運平
台整合，以利補足復康巴士缺口，及媒合轉介身心障
礙者搭乘無障礙計程車。
4. 復康巴士地方主管機關涉地方自治事務，如：相關預
算編列、服務對象、費率設定、營運模式…等等，為
減少復康巴士業務辦理困難，建議可參考其他縣市政
府合作模式，社福與交通單位積極協商，以利推動。
(三) 承上，會中部分縣市政府代表亦表達，地方復康巴士之
主辦單位屬地方權限，允宜尊重地方權責，縱使中央主
管機關變更，地方復康巴士主辦單位仍由地方政府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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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未來工作重點
一、 臺鐵列車、車站無障礙設施設置:將配合各項鐵路建設計
畫及臺鐵局「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104 至 109 年）
」
，
持續辦理場站無障礙電梯建置及第二階段月台車廂齊平
化作業，預計於 109 年前陸續完成月台車廂齊平化作業，
並至 110 年合計完成 183 站設置無障礙電梯，涵蓋服務旅
客總數約 98.57%。
二、 汽車客運無障礙車輛推動部分: 透過「公路公共運輸多元
推升計畫(106-109 年)」及各項措施實施，以提供無障礙服
務為原則，未能提供無障礙服務之路線應由主管機關邀身
心障礙相關團體共同檢視，並研擬配套措施，以逐步提高
無障礙車輛比例。
三、 海運部分:
(一) 船舶無障礙：航港局已於 106 年 1 月 9 日修訂「客船
管理規則」
，將依規定督導新造船舶設置船舶無障礙設
施及設備。
(二) 岸接設施：航港局將持續督導港務公司、金門及馬祖
逐年編列預算改善旅運場站無障礙設施。國際(內)商
港旅運場站部分，預計 107 年底改善率 (改善完成數
量/實地勘檢建議改善數量)達 100%。
伍、 結語
一、 鑒於交通部所屬各大眾運輸機關刻已完成無障礙設施之
檢視並持續辦理改善作業，交通部將責令相關單位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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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提報至各所屬「通用化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確
認，另交通部各年度亦持續召開「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
推動小組」，邀請身心障礙者團體及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檢視交通部所屬各機關無障礙設施辦理情形，以提供更友
善之交通環境。
二、 考量復康巴士係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服務，相關預算來源、
服務規定、對象設計、收費機制等涉及各地方社會福利政
策，為利切符需求，及推動業務順遂，建議可朝社福單位
與交通單位合作方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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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㿟敚䟗ᵢ廘䱰岭弉巶
⋩Ⲳ➩ 幤䋄䊼㭿
Ҭ೯

ൔ٩Ᏽ
• ՉࡹଣيЈምᛖޣλಔಃ2 ۛಃ2
ԛइᒵǺ
– ಃΒਢǺԖᜢൺநЃγ୍ᘜឦਢǶ
• ، ǺፎҬ೯ዬӄ୯คምᛖҬ೯ᆛၡၮᒡ(֖ൺ
நЃγ)ᒤݩǴ༼ՉคምᛖҬ೯ᕉნϐ୍
ϣܭΠԛՉൔǶ
– ಃϖਢǺҞ࠼ၮޣቚᖼගٮեӦ݈ڀ܈ϲफ़ᐒϐ
ЃγኧໆᄌǴϿኧޣᛖܭӢનǴԋࣁۯᖼ
ًҗǶ
• ، ǺፎҬ೯ஒҁਢٳӕፕ٣ಃΒਢܭΠԛ
ଞჹᡏคምᛖҬ೯ϐೕჄՉൔ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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ൔεᆜ

Ҭ೯คምᛖҬ೯ᕉნ
ቚуคምᛖϦًբݤ
ൺநЃγᒤ
่ᇟ
3

Ҭ೯-ྍݤ٩Ᏽ

٩ᏵȨࡌᑐೌמೕ߾ࡌᑐ
ीࡼπጓȩǵȨࡌᑐނคም
ᛖࡼीೕጄȩϷȨࡽԖ
ϦӅࡌᑐނคምᛖࡼඹж
ׯ๓ीฝբำׇϷᇡۓচ
߾ȩᒤǶ

ઠ

೯Ҕค
ምᛖ

•
•
•
•

คምᛖ೯ၡ
ϲफ़ഢ
൵܌ᐾࢱ࠻
ଶًޜ໔

ၮڀ
• ᇶշ४࠼Πً
ࡼ
• ᇶշ४࠼४֤ϐ
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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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ᏵȨεၮᒡπڀคምᛖ
ࡼᒤݤȩᒤǶ

4

Ҭ೯-ઠ
• ઠคምᛖࡼᒤ
¾ Ҭ೯ઠ٩ೕۓ࣬ᜢคምᛖࡼǴோϩઠܭ97
ԃ7Дࡌᑐೌמೕ߾ࡌᑐीࡼπጓঅ҅ࡼՉڗளࡌ
ྣ٠ᑫࡌֹԋǴࣉۘԖϩࡼ҂಄ӝԖೕጄǴ
ុׯ๓ύǶ
¾ ᆵ៓ઠࡌςΦǴϝᑈཱུᒤׯ๓բ:
9 คምᛖႝఊቚ:ςֹԋ131ઠคምᛖႝఊࡌπำǴႣी110ԃ
ӆቚ52ઠǴۛਔӝीֹԋ183ઠǴ఼ᇂ୍ܺਓ࠼ᕴኧऊ
98.57%Ƕ
9 ДѠගଯ:ೕჄДѠගଯԿ92-96ϦϩǴಃ໘ࢤςֹԋǹًܭ
൶ׯ๓ֹԋ(109ԃ)ࡕǴஒӄጕًઠ(ό֖Ѝጕ)ДѠගଯԿ115Ϧ
ϩǶ
ׯ๓

ಃ໘ࢤׯ๓ࡕ

5

Ҭ೯-ၮ( ڀ1/4)
• ଯ៓ً൶
¾ คምᛖࡼՏܭӈًಃ7ً൶Ƕ
9 4ঁคምᛖ০ՏǴёଶܫ2ႝ፺ශǵ2Ћᄙ᠄፺ශǶ
9 คምᛖ൵܌Ƕ

• ᆵ៓ً൶

คምᛖ০ՏϷഉՔޣ০Տ

คምᛖ൵܌

¾ ԾமဦӈًଛԖ4ৢคምᛖ০ՏǴϷ4ৢངЈഉՔՏ
¾ ً൶ค໘ϯ
9 ଛӝДѠගଯ92-96ϦϩǴҁᆵ៓ֽςஒΠًߐࣁׯ1໘Ǵ
Ⴃी109ԃஒΠًߐӄय़ค໘ϯǶ

¾ Դᙑً፶؎ඤ
9 ཥᖼً፶ҭஒ٩ݤ࣬ᜢคምᛖ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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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Ҭ೯-ၮ(ڀ2/4)
• ૐޜᏔ
¾ ୯ᝤૐޜϦљۓයૐ܌٬ҔૐޜᏔǴ٩Ȩεၮᒡπڀค
ምᛖࡼᒤݤȩೕ֡ۓς࣬ᜢคምᛖࡼǹԿϩ
λࠠૐޜᏔǴӢڙज़ᐒᡏज़ڋǴҞҭ٩໒ೕۓගٮΓΚ
ϷᇶڀඹжࡼǴٮՉόߡޣམ४Ƕ

• ಭಬ
¾ ୯ϣӚᚆ࠼ၮۓڰૐጕςԖᆵଭϐࢃ(୷ໜ-ଭ)ǵᆵ፺(
ଯ-ଭϦ)ǵܿੇܴ੧(ଭᚆ໔)ǵࠄੇϐࢃ2ဦ(ዋ෫ᚆ
໔)Ϸ๔ߞ(ࡀܿܿෝ-λౚ)ڀഢคምᛖࡼ୍ܺǴځдࡽ
Ԗ࠼ಭࠞܭಭᡏޜ໔ǵ่ᄬӼӄӢનǴคݤӄय़уးคም
ᛖࡼǴςፎޣගٮΓ୍ܺǴ٠ϦคምᛖૐၗૻǴ
҇ٮᒧམ४Ƕ
¾ 106ԃ1Д9ВܭȨ࠼ಭᆅೕ߾ȩቚुȨ࠼ಭคምᛖࡼϷ
ഢೕጄȩ٠ϦჴࡼǴ҂ٰཥಭಬ٩ඟཥೕጄค
ምᛖࡼǶ
7

Ҭ೯-ၮ(ڀ3/4)
• คምᛖीำً
¾ Ҟςԋҥคምᛖीำً໗ϐᑜѱхࡴ୷ໜѱǵᆵч
ѱǵཥчѱǵཥԮѱǵਲ༜ѱǵᆵύѱǵᄆϯᑜǵࠄ
ᑜǵ݅ᑜǵကᑜǵကѱǵᆵࠄѱǵଯѱǵ
ࡀܿᑜǵەើᑜǵጪᑜϷᆵܿᑜ17ᑜѱǴคምᛖ
ीำًԾ102ԃଆǴّϞᔼၮኧໆी720፶(ഌុΕᔼ
ၮύ)Ƕ
¾ уமคምᛖीำً
9 ӕ࣬ᜢගٮسӈϐଛǴх
ࡴᖼًံշǵᔼၮዛᓰߎǵխቻނ
ิǴႴᓰीำًᎯᎭΓΕ୍ܺǶ
9 ڐፓ࣬ᜢൂՏܭӚεᙴᕍଣ܌ϷЬा
ၮᒡઠჄคምᛖௗଌǴਲ༜ᐒ
ϷӚଯ៓ઠ௨ीำًҭଛۓ
Кϐคምᛖीำًග୍ܺٮ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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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೯-ၮ( ڀ4/4)
• คምᛖϦً
¾ Ծ99ԃԿ106ԃЗςံշᖼ3,287፶คምᛖً፶(եӦ݈
Ϧً+೯Ҕคምᛖε࠼ً)Ǵ٬ӄ୯ѱ࠼ၮคምᛖϦً
Кٯҗ98ԃ(ीฝ҂ჴࡼ)7.2%ԃගϲԿݩၻ52%Ƕ
¾ Ϧၡ࠼ၮၡጕኧӅ647చǴςଛคምᛖً፶ၡጕӅ384
చǴځᎩၡጕςഌុଛӝଛǴុቚуύǶ
¾ ᓬӃڐշଯᆵ៓ᖄѦϦၡ࠼ၮၡጕଛեӦ݈ϦًǹѠ
ӳՉς៘Ꭽ27చคምᛖϦًၡጕǴ٠а109ԃၲ35చ
ԃගϲ
ԃගϲǶ

9

ቚуคምᛖϦًբݤ
¾ يЈምᛖޣλಔಃ2ۛಃ2ԛǴፕ٣
ϖǺҞ࠼ၮޣቚᖼගٮեӦ݈ڀ܈ϲफ़ᐒϐЃγ
ኧໆᄌǴϿኧޣᛖܭӢનǴԋࣁۯᖼً
җǶ
¾ ۯᖼًচӢǺ
9 ϿኧޣόᜫཀॄᏼϩԾᝢීǴЬाচӢࣁߚคምᛖً፶ϐ
ًសϝཥǴۘޣόᜫ؎ඤȐԴᙑϦًًស10ԃаёҙፎံ
շ؎ᙑඤཥȑ

¾ բࣁ
9 ុံշ࠼ၮ؎ޣᙑඤཥ(ံշ49%)܈ཥ៘ၡጕ(ံշ80%)௦
Ҕคምᛖً፶Ǵаคምᛖً፶ࣁЬǵߚคምᛖً፶ࣁٯѦǶ
9 106ԃཥቚံշೕۓǴႴᓰ҂ၲ؎ඤԃज़ً፶уးคምᛖϲफ़
ഢǴံڀշ47ϡ(߈ӄᚐံշ)Ƕ
9 ٩ᏵȨӦًؓ/୯ၰ࠼ၮၡጕᝩុᔼҙፎቩೀচ߾ȩ
Ǵा࠼ၮޣҙፎၡጕុᔼਔଛคምᛖً፶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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ൺநЃγᒤ(1/5)
• ݩၗǺ
¾ ᒤ٩ᏵǺፁᅽޗৎ(চϣࡹޗљ) ٩يЈምᛖ
ߥޣምݤुۓϐȨيЈምᛖঁޣΓྣ୍៝ܺ
ᒤݤȩᒤǶ
¾ ࢳӄ୯Ӛᑜѱࡹ۬ගٮൺநЃγᒤၗǺ
9 ӦБЬᆅᐒᜢǺҞӄ୯22ᑜѱࡹ۬Ǵځύ19ঁᑜѱҗֽޗ
ೀǵ3ঁᑜѱҗҬ೯ֽೀᒤൺநЃγ୍Ƕ
9 ൺநЃγً፶ኧǺӅी1,874፶ൺநЃγ(1855፶λࠠ+15፶ύࠠ
+5፶εࠠ)Ǵً፶ЬाύܭϤीԖ1,444፶ൺநЃγ(1437፶
λࠠ+5፶ύࠠ+2፶εࠠ)
9 ᒤೕۓǺӚᑜѱࡹ۬ԾुԾݯೕ܈ۓаࠨऊᒤǶ
9 མ४ၗǺӚᑜѱࡹ۬ၗೕۓόǴനեाيڀࣁЈምᛖ
ܴ(Ћн)Ƕ
11

ൺநЃγ(2/5)
• ݩၗ(ӄ୯Ӛᑜѱࡹ۬ගٮၗ)
¾ ᒤБԄǺ
ൺநЃγ
ݩᒤБԄ

ֽޗೀԾ
ᒤ

ޗૼہᅽიᡏ

ૼہҬ೯Ϧ ځд
љ

λी

ֽޗೀЬ
ࡹ

୷ໜѱǵཥԮ
ᑜǵ݅ᑜǵ
ࠄᑜ

ᆵύѱǵᆵࠄѱǵཥԮ
ѱǵကᑜǵကѱǵ
ᄆϯᑜǵጪᑜǵᆵܿ
ᑜǵዋ෫ᑜ

ਲ༜ѱǵभ
ਪᑜǵەើ
ᑜ

ࡀܿᑜǵߎ
ߐᑜǵೱԢ
ᑜ

2:

Ҭ೯ֽЬࡹ

.

ཥчѱǵଯѱ

.

ᆵчѱ

4

λी

5

22

4

5

¾ ԏБԄǺੋϷӚᑜѱࡹ۬ᅽճࡹǴӚᑜѱԏೕۓόǴ
ᓬඁ܈խБԄගٮǶ
¾ ႣᆉǺ
ύѧံշී

ֽޗೀႣᆉϷځд

λी

217ԃ

2/13ሹϡ

23/28ሹϡ

24/2:ሹϡ

216ԃ

1/:3ሹ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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ൺநЃγᒤ(3/5)
zє໒Ǻ
¾ ࣁ٩يЈምᛖޣλಔಃ2 ۛಃ2 ԛ،Ǵ
ዬൺநЃγᒤݩǴҬ೯ନӃፎӚᑜѱࡹ۬ග
ٮਜय़ၗǴ٠ܭ106ԃ12Д1Вᗎፎፁᅽǵӄ୯Ӛ
ᑜѱࡹ۬Ϸҁ࣬ᜢൂՏє໒Ƕ
¾ ύӦБࡹ۬߄ҢҞ֚ნǺ
9 ӚᑜѱЬा߄ҢȨൺநЃγኧໆόىȩǴځচӢౣࣁǺ
Ⴃᆉज़ڋǺႣᆉόىคݤቚᖼً፶Ϸቚငљᐒ
ᅽճࡼǺൺநЃγගٮᓬඁ܈խሽǴيЈምᛖޣό
ᜫᙯϟԿځдၮڀ
ჹຝచҹǺϩᑜѱ୍ܺჹຝаيڀЈምᛖޣܴǴठ
҅ሡަ(ޣᡏख़ࡋූም)ޣёૈϸԶคݤ٬Ҕ
ၮᒡ܄ǺӾঢ়ਔࢤሡคֹݤӄᅈى
13

ൺநЃγᒤ( 4/5)
¾ ख़ा่ፕǺౣа
9ԵໆൺநЃγ୍ܺჹຝߚ(ۓεࣣё٬Ҕ)ǴЪܺ
୍ࣁЊϷЊ܄ǴϦًۘคݤගٮൺநЃγᜪ՟୍ܺϷ
ӝǴΞคምᛖीำ୍ًܺڀϷЊ܄Ǵё౧ှൺநЃ
γόݩރىǴፎӚӦБࡹ۬ᑈཱུႴᓰޣᖼคምᛖी
ำًǴঃԖሡёӛҁගрҙፎǴҁஒӆࣴ࣬ᜢ
คምᛖीำًቶࡹᆶᔠံշࡼǴаڐշӦБࡹ
۬ុቶคምᛖीำًǶ
9ӢᔈҞൺநЃγόىݩǴࡌӚӦБࡹ۬ёዬᗺ܌
ᗄيЈምᛖΓኧǴຑග୍ܺٮϐᓬӃભձǴ࣬ۓ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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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葉瀛賓委員
第一案：建請行政院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對「去機構化」意涵加以釐
清，並進行相關政策研議，規劃具體實踐時程，以落實身
心障礙權利公約未來在我國實踐之願景。
說明：
一、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
性意見建議政府規劃去機構化之政策及配套措施。
(一) CRPD 第 19 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規定：身心障礙
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
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
充分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分融合及參與社區。
(二) 對於 CRPD 第 19 條落實情況，國際審查委員會於結論
性意見第 52 點提出疑慮，認為我國「許多身心障礙者
被安置在特殊機構，高度依賴家人，無法選擇居住地點，
並被迫接受居住安置」，且「由於國家未提供適當支持
（包括日常活動協助），身心障礙者無法居住於一般社
區，並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因此經常處於隔離與孤立狀
態，無法充分發揮潛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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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審查委員會於結論性意見第 53 點建議：
1. 國家擬定限期計畫，逐步淘汰特殊機構及其他特定居住
安置，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可選擇居住地點、方式及同住
者，並推廣獨立生活，包括適當增加各類社區服務經費。
2. 國家擬定限期計畫，為身心障礙者提供適當支持，協助
其居住於一般社區，並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避免隔離與
孤立。
3. 個人協助服務預算應納入國家正式預算，以確保經費符
合穩定、可預期及公開原則。
二、 我國對於去機構化目前尚無全面妥善之探討、分析，及清
楚之政策方向與作法。雖然 2011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
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顯示我國身心障礙人口居住在
家中的比例超過 92％ ，但是直至目前，政府欠缺對身心障
礙者居住在社區家宅與非家宅者，都沒有提出具體的對與
相關服務支持。
(一) 根據政府對 CRPD 第 19 條問題清單之回應（第 41 點
次）
：
1. 在提供身心障礙者以社區為基礎的個人化支持服務上，
地方政府依據需求評估結果，已逐年建立各項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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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第 2 季，包括：
(1) 設置 114 個社區式日照服務據點、159 個社區日間
作業設施、94 個社區服務居住服務據點及 129 個家
庭托顧服務據點，共計 496 處，服務 5,326 人。然
就現實言，各種社區型服務受益人口占整體身心障
礙人口比例過低，且無法滿足不同障礙者個別需求
的服務型態。居住在家中的障礙者與其家庭，仍無
法獲得適當之服務。此外，相關措施顯然也無法滿
足不同年齡障礙者之居家服務需求，
「適齡」服務概
念應在未來規劃時納入考量。
(2) 推 動 身 心 障 礙 者 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 ， 共 計 服 務
14,402 人次。不過，目前推動方式觀點單一且狹窄，
建議無論政策方向或服務人次╱人數，都需要重新
檢討，期使不同年齡與障別之障礙者，獲得全面且
適合台灣現狀的生活支持服務。
2. 衛福部將持續透過政策引導及經費補助，督導地方政府
依《建置未來 5 年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計畫》之目標，
積極執行，並規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協助推動各項福
利服務資源擴展，建構無縫接軌的照顧模式。但是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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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補助，需要障礙者參與及討論，由社區層次開始，
建立適合不同區域之障礙者的生活與服務需求。
3. 針對各地精神復健機構新設立或擴充服務量之申請案，
2014 年已訂定「50 床以下」服務規模原則，並輔導機
構辦理；至 2016 年底，已有 84.24％精神復健機構達標。
未來也考量研修《精神復健機構法》
，逐步淘汰精神病人
收住於「大型化」或「機構化」場所，並提供多元化社
區服務，支持精神病人於社區生活。
(二) 根據 2011 年內政部《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及各項需求
：
評估調查報告》
1. 身心障礙者入住「教養、養護機構」共計 7 萬 3,994 人，
佔全體身心障礙人口 6.82％。2016 年調查初步結果則顯
示，機構居住比例下降，居住在社區與家中之障礙人口
比例較上次調查高，加諸高齡社會趨勢，針對居住在家
中之障礙者研擬、提供適齡服務，事關重要，以避免居
住在家中的障礙者老化時，家庭無法取得合宜的支持服
務，致僅能選擇住宿型措施。政府多年的延宕與不願意
面對居家服務不足、選擇欠缺多樣化之問題，在未來會
因障礙者老化更為棘手與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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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心障礙者入住機構的時間，54％超過 3 年，其中 26.92
％更超過 7 年以上。與 2006 年調查結果比較，居住 7
年以上的比例，增加 3.22％。2016 年調查資料則顯示不
同的變化。
(三) 承上，根據政策規劃及現有資料，顯示：
1. 接受社區式服務、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的身心障礙者，仍
遠低於入住教養、養護機構的人數。進一步言，儘管以
社區為基礎的個人化支持服務數量有所成長，但是否已
充分滿足社區居住之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或是否能提供
機構居住之身心障礙者「願意且能夠」順利脫離機構，
目前並無證據。
2. 非常高比例居住在社區與家中的身心障礙人口，政府多
年來並未積極推動以家戶或家庭為主之服務，政策上反
而鼓勵障礙者與其家庭申領各種津貼與補助，大量經費
投入這些家庭，卻未有相應充足的服務。政府應整合各
種現金給付、津貼及服務等規定，全面檢討身心障礙者
的居家及社區服務政策。
3. 承上，規劃居家服務時，應兼顧城鄉差距與障礙者特質。
依目前長照 2.0 政策，多元評估量表無法完全反映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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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特質，評估結果可能反讓有些原本有需求、可申請
居家服務之個案，失去繼續接受服務的資格。政府應提
出更為全面且完整、平順銜接之障礙者長期照顧政策與
服務。
4. 身心障礙者「回歸社區」的關鍵因素除本人意願外，還
包括家庭、社區、補助政策等支持條件與資源佈建程度，
所涉因素複雜，挑戰很高。例如入住機構而後老化、或
無家可歸的身心障礙者未來何去何從，正是從另一角度
指出「去機構化」亟需有層次、有步驟的策略行動。倘
在相關配套尚未完備前，倉促關閉住宿型機構，恐將影
響住民及其家庭、機構經營單位及其工作者、社區及其
服務團隊等各方的權益，徒增憂心。
三、 推動去機構化應有整體全盤的政策規劃。
(一) 其他先進國家之經驗：
1. 美國 1963 年頒佈《心智障礙及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建設
法》（Mental Retardation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s Construction Act），促成一波蓬勃的去機構化運
動。該法案推動社區化資源的佈建，使精神病患和心智
障礙者有機會脫離療養院，回到社區生活。整體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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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去機構化運動，透過不同團體，運用法院的各種判
決，給予行政單位壓力，最後側成各級州政府與地區的
障礙團體及家長，達成去機構化服務的結果。依據美國
經驗，去機構化歷時四十幾年，由最初期的降低機構內
服務比，縮減機構規模，社區中購買住宅安頓由機構轉
出之障礙者，依據不同的障礙者需求，設立大小規模不
一的社區居住服務方式，及不再設置新機構等各種過程，
達成目標。
1977 年美國審計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提出具
體的去機構化原則，給予去機構化明確的定義，有利於
各州政府推動相關政策。直到 1999 年健康及人群服務
部將去機構化程序入法。2009 年歐巴馬總統宣布「社區
生活年」
，推動多項跨部會的社會計畫，尋求改善年長者
及身心障礙者機構化的措施。
2. 英國 1981 年公布《老人照顧白皮書》
，提出「社區照顧」
的政策方向；1998 年《現代化社會服務白皮書》更明確
訂定「促進獨立和社區優先」的原則，並定下「2004 年
關閉所有教養院」的目標。雖然目前英國居住在機構中
的障礙者人口，仍有一定比例與數量，但各國都透過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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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立法與服務，逐年實施達成目標。
3. 丹麥 2000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政策改革，確保身心障礙
者在社區生活的空間及個人助理、經濟支持等措施，以
保障身心障礙者完整公民權利。
4. 挪威 1980 年代成立專責委員會，探討去機構化進程，
其結論亦作為 1988 年立法基礎，規範「1995 年 1 月 1
日前關閉所有教養院」。政府同步開始協調需要脫離教
養院的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監護人，討論規劃脫離教
養院後的生活安排及支持措施。
(二) 台灣邁向去機構化之思考：上述各國經驗顯示，推動去
機構化過程應有整體全盤的政策規劃，包括明確的方向、
原則、定義、措施等，強調跨部門、中央與地方的連結
合作，而在系統規劃資源的整備與分配之外，更關注服
務使用者端、供應者端、相關關係人乃至社區環境之間
的互動，環環相扣。有鑑於此，為達 CRPD 國際審查委
員會結論性意見之建議，政府應儘早啟動研議行動，廣
納實務意見，並具體列出推動時間表，以確保我國符合
CRPD 第 19 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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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一、 對於 CRPD 國際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建議「逐步淘汰住
宿型機構和其他特殊的生活安排」
，請政府提出未來政策規
劃願景與具體規劃工作期程，包括短、中、長期計畫，以
及四年內預計達成的目標。
二、 請著手收集專業及實務意見，研議我國「去機構化」的定
義，特別是其涵蓋對象、機構型態與規模等。
三、 針對目前全日型機構應鼓勵並提出獎勵辦法，積極輔導其
推動住民自由選擇居住之權利，並設定各縣市社區家園逐
年設置家數與合理的補助。
回應意見：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一、 有關精神病人「去機構化」之定義，係指將長期住院之病
人轉移到社區接受治療的過程，避免以傳統醫療機構(如：
精神醫療機構)的方式來照顧病人，致長期住院病人產生社
會功能退化。另查，
「去機構化」政策之推動，國外雖有研
究指出能減少醫療費用支出，且促進其社區融合，然而，
沒有相當的配套措施，可能造成精神病人淪為遊民，反增
加社會成本，此為歐美國家推動的前車之鑑，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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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司依精神病人病情輕重，有無傷害危險，提供精神醫療
門診、急診、全日(急、慢性)住院、日間留院、社區精神
復健及居家治療等不同之照護方式，並已建立社區精神病
人或疑似精神病人護送就醫、嚴重病人通報、病人出院準
備及社區追蹤保護等連續性服務機制。另，近年來已逐步
推動精神照護社區化等協助病人「去機構化」之政策措施，
相關具體作為茲摘述如下：
(一) 針對各地精神復健機構新設立或擴充服務量之申請案，
103 年已訂定「50 床以下」服務規模原則，並輔導機構
辦理；至 106 年底，已有 85.31%精神復健機構達標。
(二) 為提供長期停滯於醫療機構，且症狀穩定、局部功能退
化但有復健潛能、不需全日住院但需積極復健治療者之
民眾，回歸社區後之良好服務，獲得持續性、完整性之
社區復健轉銜服務，故積極推展精神病人社區化復健政
策，包括發展多元化精神病人社區照護模式、鼓勵民間
機構、團體參與及提供社區照護服務等。本部自 99 年
起開始獎勵精神衛生相關機構、團體從事精神病人社區
照顧、支持及復健等服務，獎勵項目包含：提供精神病
人社區追蹤與關懷、病人與家屬之心理支持、衛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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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助社區照護與復健，提供精神病人就醫、就業、社
會福利、教育等資源連接轉銜服務，協助處理精神病人
突發性緊急醫療及危機事件，精神病人日間、夜間、部
分時制托顧服務，社區精神病人日常生活處理能力、社
交技巧、工作能力訓練等服務。
(三)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轄內警察、消防、里長
或村里幹事及社政相關人員，參加衛生局定期辦理之送
醫協調會議，研商精神病人緊急送醫相關協調事宜，及
社區危機個案送醫、處置或協調後續安置之教育訓練，
以增進各界對精神疾病之認識與瞭解，及協助精神病人
早日康復以回歸社區。
(四) 結合病人權益促進團體，辦理有關「精神分裂症」更名
為「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病人去污名化之宣導活動，希
冀透過廣為倡議精神疾病更名及宣導民眾認識精神疾
病等面向，逐步化解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人污名與歧視，
增進其對精神疾病之理解與接納。
(五) 請各衛生局積極邀請社區民眾及精神病友家屬，參與社
區活動與服務，以加強精神病人與社區溝通及融合。另
請其結合社會資源規劃多元及創新宣導行銷活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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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政、社政、勞政服務平台，推動各項教育宣導工作，
包含運用文宣、媒體及網路等管道宣導，媒體露出報導。
(六) 另，考量民眾心理健康照護之需求日益殷切，且健康照
顧的方式應以全人照護為規劃，故已編印一系列之「心
理衛生專輯」
，涵蓋多樣性心理衛生課題，其專輯內容架
構包括：認識精神疾病、介紹精神疾病常遇到的一些照
護問題、處理方法及相關醫療資源協助，期能藉由協助
非精神科專業工作同仁、精神病人及其家屬、社會人士
等對精神疾病有正確認知或觀念，預防疾病的再發生，
並已發放各界參考並廣為宣導辦理。
三、 綜上所述，本司已逐步落實協助病人「去機構化」相關政
策，未來並將持續積極研議相關政策到位，惟精神病人「去
機構化」整體性政策及其服務方案之研議，尚涉及需充實
個案之安置(如：社區居住)、就業及社區照顧等服務資源
及其相關資源之無縫銜接等議題，此涉及跨部會(如：社政、
勞政及教育)資源之整合及充足之經費挹注等配套事宜，且
尚需考量各地區現有服務人力、經費需求、個案及其家庭
經濟可資負擔程度等多重面向，逐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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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一、 我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包含全日住宿型機構、夜間住宿機
構、日間服務機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等類型。依據
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結果，居住於
住宿型機構僅佔 5.23%，除全日型機構外，服務對象生活
仍與其社區、家庭緊密結合。為逐步減少全日型住宿機構，
查 96 年 7 月 11 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公布，依該
法第 7 條及第 5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籌組專業
團隊進行需求評估，並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居家照顧、社
區居住、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等服務。
二、 為使 94％住在社區之身心障礙者獲得可近性及適切性之
資源照顧服務，政府除推動各項經濟安全、社會參與措施
以外，並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及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 50、51 條之規定，提供身心障礙者所需個人支
持及照顧，發展近便之社區式服務資源，且服務提供單位
應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訂
定個別化服務計畫以滿足個別支持需求，其中社區式日間
照顧、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家庭托顧、社區居住等社區式
服務，截至 106 年 9 月底，計 519 個據點，服務人數計 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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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此外，為持續佈建各項社區式服務資源，本署督導各
縣市政府盤點轄內身心障礙者各項社區式服務之需求，瞭
解身心障礙人口特性、區域分佈及照顧需求並據以規劃資
源之建置，預計至 109 年底，社區式服務據點成長至 690
個，受益人數 7,784 人。後續將依實際需求適時調整修正。
三、 為釐清自立生活的意涵與解決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執行內容
的問題，本署業於 106 年 8 月至 12 月邀集身心障礙團體、
專家學者及地方政府召開 5 次會議，就自立生活之概念與
精神、各障別自立生活之需求、
「居家服務員」與「個人助
理」之區隔、個人助理定位、同儕支持服務未來推動的方
式等議題進行討論與檢討；另為尋求國內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合適之作法，107 年度已規劃分區試辦自立生活中心服
務模式，培力身心障礙者、培訓個人助理及發展不同障別
自立生活服務模式等，以協助身心障礙者達到自立生活之
目標。
四、 因身心障礙者需求多元，仍以居家式、社區式服務為主，
目前全日型住宿機構係以需求評估為生活無法自理且家庭
無法支持照顧之重度以上身障者為服務對象，現住在機構
功能較佳所需照顧密度較低者，已鼓勵機構開辦社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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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供渠等社區居住，未來以身心障礙者在社區生活
終老為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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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林惠芳委員
、陽光基金會馬海霞委員
第二案：建請勞動部門檢討促進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案。
說明：請針對身心障礙權利公約第 27 條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指
出我國長期採取的配額制度沒有成效一事，建議應有更積極
的回應作法。
辦法：
一、 目前我國定額進用制度而來應雇用而未雇用所徵收的差額
補助費一直以來成為我國辦理身心障礙就業促進的主要財
源，是否因此而對於部份義務進用單位未足額進用的現象
缺乏積極性作為，應進行檢討。並將各項促進就業事項工
作納入公務預算編列情形，作為政府施政績效的指標項目
當中；亦得思考是否將機關達成定額進用標準納入一級二
級主管考績評核項目。
二、 對於促進障礙者進入公開勞動力市場部份，應增加提供雇
用單位合理調整措施的支持，除職務再設計外，是否鼓勵
有群組工作及部份工時機會的提供。
三、 對於農業縣市農忙期間的工作機會導入是否可補助就服人
力的投入，排除限制一定要是勞保投保單位的工作機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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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推介的限制。規劃非農地所有者從事農事服務的勞動保
障或雇主支持，讓彰化、南投、雲嘉南、屏東及台東、花
蓮、宜蘭等以農業為主的縣市可以開展更多就業機會的可
能。
四、 設計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的支持策略，設計稅賦優免
機制、協助排除設立障礙、執行優先採購、補助員工支持
方案…等。
回應意見：
勞動部：
一、 有關定額進用制度是否因對於部份義務進用單位未足額進
用的現象缺乏積極性作為應予檢討，說明如下:
（一） 為保障我國身心障礙者工作權並促進其就業，本部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推動定額進用制
度，查 106 年 9 月公、私立義務單位總數計 1 萬
7,016 家，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計 5 萬 6,354
人，實際進用 8 萬 3,288 人，超額進用 2 萬 6,934
人，未足額進用單位 1,551 家 (佔總家數 9.11%)、未
足額進用 2,166 人(佔法定應進用人數 3.84%)，由地
方政府依其不足額進用人數課徵差額補助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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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2.33%未足額單位為進用不足 1 人，主要係因身
障員工離職，未及遞補進用所致。
（二） 為積極賡續推動定額進用制度，本部已將定額進用
辦理情形列入地方政府業務評鑑項目，針對義務機
關(構)不足額進用情形，並請地方政府依據其個別屬
性及需求輔導改善及協助進用，對不足額進用比例
最高之不足進用 1 人單位，主動協助媒合及強化就
業適應，提高就業穩定度，對長期不足額私立機
構，則要求地方政府研擬輔導策略及計畫，專案協
助發掘潛在工作機會，依其人力需求，導入身心障
礙者多元化就業模式及就業促進、職務再設計等獎
(補)助措施，解決單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困難。此
外，每月公告未足額進用名單，且每年對於進用身
心障礙者之績優單位舉辦金展獎表揚活動，向社會
大眾及公、私立單位宣導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成功示
範及正面意象，104 年度起，對公部門身障特考錄取
分發人員主動導入身障者職業重建服務，強化公部
門身障同仁之就業穩定性，以提升機關(構)釋出更多
職缺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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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將促進就業事項工作納入公務預算編列一節，
本部為督導及瞭解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
進業務， 97 年 4 月 14 日函頒「地方政府辦理身心
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評鑑計畫」
，已將地方政府是否
於公務預算編列身心障礙者促進就業業務經費納入
評鑑指標事項。評鑑結果部分地方政府因礙於政府
財政預算規模，且考量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預算內
足以支應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等相關業務，未能於
公務預算中編列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相關經費，本
部秉持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前以 106 年 6 月
12 日勞動發特字第 1060512349 號函持續督促地方政
府於公務預算規模及業務狀況，積極編列或增加公
務預算之編列。
（四） 另有關建議將機關達成定額進用標準納入一、二級
主管考績評核項目一節，查 106 年 9 月公立義務機
關 4,349 家，足、超額進用單位 4,309 家，佔
99.08%，執行情形尚佳，且為使各機關之身心障礙
人員進用作業有所依循，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
「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
（詳如附件）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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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定額進用情形，
已明訂機關首長、人事主管之相關獎懲原則，本節
所提意見建請依權責由人事行政總處納入可行性研
議。
二、 有關促進障礙者進入公開勞動力市場，鼓勵有群組工作及
部份工時機會的提供一節，說明如下：
（一） 對於促進身心障礙者進入公開勞動力市場部份，有
關提供雇用單位合理調整措施的支持，除職務再設
計外，針對體能受限而有從事部分工時工作需要的
身心障礙者，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第 4
項規定，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且其月領薪資達勞動基
準法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 1/2 以上者，進用 2 人
得以 1 人計入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數，以因
應其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需要，並提高義務機關
（構）進用意願。
（二） 針對就業能力尚不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
之身心障礙者，除提供個別化之就業安置、訓練及
其他工作協助等支持性就業服務外，亦運用群組服
務模式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以祥儀企業(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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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航電(股)公司(GARMIN)與財團法人桃園縣
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合作成立組裝作業「輪
椅生產線」為例，二公司長期進用位各種障礙、等
級身障員工，皆獲頒本部金展獎優良事蹟獎，有效
協助事業機構人力穩定及提升企業形象，進而促進
身心障礙者進入勞動市場。
三、 有關建議排除農忙期間限制一定要是勞保投保單位的工作
機會才能推介的限制一節，說明如下：
（一） 農業縣市農忙期間有人力需求時可就近洽詢本部勞
動力發展署所屬就業中心辦理求才登記，由就業服
務員提供就業諮詢，並輔以運用各項就業促進工具
(如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僱用獎助計畫、缺工就
業獎勵計畫等)協助推介適宜人力，協助農家補足人
力缺口；農家可透過當地所屬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才登記，求才薪資及勞動條件需符合勞動基準
法相關規定，惟多數農家為降低勞動成本，選擇不
成立投保單位，造成農事工作機會無法開拓、身心
障礙勞工工作機會選擇有限、就服員無法協助推介
或推介績效無法採計等困難，為保障勞工勞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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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一般或身心障礙勞工受農家雇主僱用，相關勞
動條件或勞工保險投保規定，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
工保險條例辦理，僱用員工未滿 5 人之農家，雖非
勞工保險條例之強制投保單位，仍可依該法第 8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採自願投保方式幫員工參加勞
工保險。僱用員工未滿 5 人的農家如果不願意申報
員工參加勞工保險，仍應該為員工申報參加就業保
險，如未申報員工參加就業保險，將有相關罰則的
適用，勞工發生保險事故時所受的損失，亦應由受
僱單位負責賠償。農家可透過當地所屬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求才薪資及勞動條件需符合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二） 統計 106 年 1 月至 10 月止，本部協助身心障礙者從
事農業相關工作，開發農藝及園藝作物栽培人員、
食品製造機械操作工、家畜飼育人員、農產品銷售
人員等工作機會計 1,173 個，經就業諮詢後協助身心
障礙者開立介紹卡 473 人次、推介就業成功 135 人
次，其中以肢體障礙、智能障礙、慢性精神病患者
最多，本部將持續於相關農業縣市開拓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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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機會。
四、有關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一節，說明如下：
（一） 為協助庇護工場提升競爭力及突破營運困境，勞動
部持續與地方政府合作，除經費挹注，亦督促地方
政府成立輔導團提升營運能力，同時，運用優先採
購平台及網路行銷管道等，拓展客源，並辦理人員
培訓，提升庇護工場營運及行銷能力。另亦辦理工
作能力評估，協助庇護性員工轉任為庇護工場一般
員工、或轉銜至一般職場。
（二） 因社會企業目前尚無明確規範與法源，為確保身心
障礙者之就業權益，勞動部除持續依身權法規定，
推動庇護性就業服務外，倘庇護工場為民間團體，
並具執行計畫之能量，可申請本部多元、培力之計
畫。若非民間團體，建議可由其所屬民間團體提出
申請，本部提供相關用人、培訓費用及諮詢輔導資
源，協助其轉型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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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滕西華委員
第三案：中央部門應就會議、活動之社會參與以及近用資訊有更
積極作為。
說明：
一、 此次 CRPD 國際審查會議之網路直播之手語及聽打畫面，
在身心障礙團體反映之後有顯著改善，值得鼓勵。但整體
而言無障礙空間、服務、傳播規劃不盡理想。然同月底舉
辦的 CRC 國際審查會議網路轉播畫面又只有手語，並無同
步聽打。明年又將舉辦 CEDAW 國家報告審查。國家應有
SOP 確保此類重要活動之規劃皆能使身心障礙者參與無礙。
二、 此屆第一次會議(106 年 5 月 10 日)之會議資料中，NCC 提
出「無障礙通訊傳播近用環境方案(草案)」並未訂立出電
視台達到完全近用之目標(p.30、p.37、 p45-46)，僅以鼓勵
方式，並於 11/9 提出《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修
正草案》預告修正案(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bb6b
3ebc-a4d1-4494-ad12-665af8ecc5c8)，其中對於身心障礙近
用規劃僅做為申請與換照之加分項目，對於提升整體電視
近用效果恐難預期。使用端有無障礙數位服務，但資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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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端未積極提供，效果仍為有限。
身權法第 52 條第一項第三款「目的主管機關應辦理公共資
訊無障礙」
。因此所有電視台都必須要有近用。本聯盟認為
法律政策應規範要求所有電視台都提供最基本程度之近用
資訊，其餘再以鼓勵方式提高電視廣播環境之近用。
辦法：
一、 為確保身心障礙者得充分進行社會參與及近用資訊，政府
應制定會議、活動之無障礙規劃要點，並將此要點做為各
部會以及地方政府主辦、委辦、補助活動之考核要件。要
點實際內容得參考以下資料：
(一) 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亦已有製作辦理活動時無障礙
/通用設計設施及服務檢核表；
(二) 聯 合 國 亞 太 經 社 委 員 會 2015 年 出 版 之 Disability
Inclusive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
(三) 手語轉播與同步聽打方式，本聯盟亦已於此屆會議第
一次會議提出之建議就「電視轉播提供手語翻譯服務
應注意事項」訂立要點與罰則，以及 CRPD 審查會議
時改善後之轉播畫面(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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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聯盟建議參考韓國傳播法，在我國《通訊傳播基本法》
明定傳播事業使身心障礙者收看電視所提供之服務包含手
語、字幕、口述影像，而受此法規範之業者範圍、傳播對
象、節目種類等細節再另外以辦法訂之。另外，NCC 也應
對於電視近用環境訂出具體目標。
附件 1
CRPD 審查 網路直播畫面
(106.10.30-11.1, 11.3)

CRC 審查 網路直播畫面
(106.11.20-22、11/24)
有手語，無聽打

有手語及同步聽打

原網路直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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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意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在知識經濟時代，民眾生活高度仰賴通訊傳播之訊息流通，
資通訊普及近用更為社會公平的指標。為落實身心障礙者人權，
本會積極推動資訊通訊傳播無障礙，針對本次提案，本會就辦理
法源、國外作法、及本會辦理內容進行說明。
一、 辦理法源規定：
(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
：
身權法第 52 條明定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辦理公共資訊無障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其
中公共資訊無障礙，係指應對利用網路、電信、廣播、
電視等設施者，提供視、聽、語等功能障礙國民無障礙
閱讀、觀看、轉接或傳送等輔助、補助措施。
即對於公共資訊無障礙之事項，如補助經費、人力
培訓、節目內容充實、輔助科技研發及標準訂定等，如
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亦得由中央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分別辦理。
(二) 通訊傳播基本法（以下簡稱通傳基本法）
通傳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政府應配合通訊傳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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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規劃採必要措施，因此已規範政府促進通訊傳
播接近使用及普及之義務。
二、 國外作法參考：
參考國外作法，依據業者差異及推動作法，賦予不同
任務，並給予補助。以英國及韓國作法觀察，係依照不同
業者給予差別義務，同時規範業者應盡義務，但也給予補
助，以逐步落實推動；此外，英國亦考量當收視聽眾效益
有限、視聽眾數量不多、技術上有困難或成本太高時，可
以免除義務。
三、 辦理內容：
(一) 針對身障近用均已列入本會相關法規草案中
經查本會送請立法院審查之「數位通訊傳播法」草
案已將維護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普及與近用列入；另本
會刻正研議之「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亦將
保護弱勢族群媒體近用權予以規範。
(二) 依據本會職掌及頻道類別屬性強化身障近用
1. 本會參酌不同媒體屬性及推動可行性，在行動方案內
以擔負公共義務較強之公共電視及無線電視臺先行，
訂定口述影像製播時數目標並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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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視業者促進視聽障人士媒體近用之作為，列為無線
電視台評鑑換照的審查項目，以及衛星頻道申請設立
的加分項目之一。
3. 本會於有線電視多元選擇付費機制規畫中，要求基本
頻道組合應優先考量納入具輔助身障近用作為之頻
道，以監理誘因強化頻道業者提供近用服務之作為。
(三) 透過行動方案滾動修正具體目標
有關行動方案係提報 106 年 5 月 1 日行政院身心
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1 次會議報告，並以兩
年為期進行部會業務盤點與分工，目前已依據會議決
議進行推動，並將適時檢視滾動修正目標，落實方案推
動精神。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一、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於
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進行社會參與及近用資訊之精神，本
署將參考臺北市、新北市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訂定之「各
機關辦理各項活動設置無障礙設施及服務檢核表」
，於 6 個
月內制定各機關辦理各項活動設置無障礙設施及服務檢核
要點，以提供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未來主辦、委辦或補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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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進行檢核。
二、 有關前揭活動設置無障礙設施及服務檢核要點，將含場地
及活動動線無障礙、交通接駁無障礙及協助聽障者參與之
各項輔具或服務(包含手語翻譯、聽打服務)，透過行政指導
方式，以輔導主辦單位提供無障礙設施及服務，確保身心
障礙者在平等基礎上參與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活
動，及近用資訊之權益。
三、 有關建議「電視轉播提供手語翻譯服務應注意事項」訂立
要點與罰則，本部曾於 106 年 1 月 17 日依行政院所轉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推動無障礙通訊傳播近用環境行動方案
(草案)」
，建議該會基於通訊傳播主管機關立場，應再就手
語翻譯員應佔位置、拍攝與轉播事項事項、手語翻譯員資
格及相關罰則訂定明確規範，以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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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林惠芳委員
、陽光基金會馬海霞委員
第四案：建請衛生福利部針對身心障礙新制鑑定及需求評估實施
以來，各縣市執行概況進行檢討報告,並就目前已發生的
問題與影響,提出至 108 年全面更換新制前，尚待解決或
處理的問題及中央將如何協助縣市政府因應相關問題，
提出專案報告。
說明：
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自民國 96 年確定身心障礙鑑定採
用新制以來，歷經 5 年準備階段，並從 101 年開始全面實
施，預計於 108 年 7 月完成全面落實新制鑑定。
二、 新制實施以來已多所折衝，為降低民間抗拒，允許直接舊
證換新證；對未能到醫院重新鑑定者可提供到宅鑑定的服
務，但經過這麼多年來，民眾對於身心障礙法定身份的取
得仍多有異議。尤其是在申請過程要求障礙者及家屬主動
表達需要的服務，更非評估應有的態度。因為大多數的身
心障礙民眾並不瞭解現行福利服務措施的目的功能及執行
方式，因此要求民眾表達需要什麼服務是有其可議之處。
應是要瞭解民眾日常生活在各項事項上會有什麼樣的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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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或是遇過什麼樣的問題才對。如果詢問的是目前有使用
的服務也沒關係，許多家長表示因為不知道需要什麼，所
以就勾選不需要，因而造成完全未進入需求評估階段。據
瞭解目前各縣市進入第三需求評估分流的民眾明顯是少的，
究竟有多少？是什麼原因造成？都應該再深入檢討。
三、 進入需求評估階段的家長，對於需求評估人員在訪談的過
程中也有部份表達不明白為何需求評估人員要這樣問。需
求評估的定位原來法定是要做為身份門檻的取得，但現行
已不是這樣。需求評估是做為服務門檻的判定或身障身份
的判定應重新來檢視。如果需求評估是服務門檻的判定，
那麼以目前的評估方式是否能得到確定的答案?最近又耳
聞需求評估人員要扮演像照顧專員一樣的角色為核定服務
時數，那麼需求評估人員自己對轄內各項服務提供的標準
及樣貌是否都有清楚的認識？是否有足夠的工具或接觸的
經驗以完成服務項目時數的判定？均存在許多的疑義，不
只民間不清楚連需求評估人員本身也不盡然都瞭解。
四、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的改變主要是希望不要只從生理缺陷來
看障礙事實的發生，而是要把人放進日常生活環境當中看
到其障礙形成的過程，並協助排除障礙的發生。目前的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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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美其名為運用 ICF 卻完全沒有改變，仍是從身體結構及
功能的損傷來進行判定，那進行 d 碼與 e 碼的評估又為何?
如果需求評估工具還是從 d 碼及 e 碼來進行評估，又為何
要在鑑定之外又進行需求評估，重複進行甚為浪費。
五、 如果身心障礙鑑定採用 ICF bsde 向度的評估，應已能看見
日常生活受到的影響及需要；如果身心障礙者因面臨處境
問題的複雜需要更多的協助與支持，那麼何不將所有需求
評估人員轉為身心障礙個案管理員，讓身心障礙者人人皆
有個管員協助資源的連結及連結未達時的替代性或支持性
服務提供；依照障礙者人口數來建置個案管理員，透過長
期穩定的力量與服務提供才能真的協助到身心障礙者本身
及其家庭。
六、 從實施到目前身在民間的委員都能看到的問題，對縣市執
行鑑定及需求評估人員或行政長官來說不應該是看不見，
相信執行過程中的看見及問題都一定有，要如何因應也不
應該沒有規劃，因此建議行政部門應定期檢視及開啟更多
討論，來回應現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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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一、 建請衛福部可以提出身心障礙制定新制及需求評估上路後
的現況與檢討報告。
二、 對於如何落實 ICF 精神及避免民眾不斷被評估但卻還是沒
有服務應有改善的作為。
三、 重新檢討現行身份判定與服務資格定位的權責及盡可能相
互分享資料避免浪費人力。
回應意見：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身心障礙鑑定係就身體結構、功能活動及社會參與等面向進
行評估，並以障礙是否影響生活為判定身分之主要依據，由鑑醫
師及鑑定人員依其專業，就身體結構功能及鑑定人員依其專業，
就「身體結構及功能(bs 碼)」
、
「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de 碼)」設計
有「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FUNDES)」。
本部已於 106 年起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鑑定功能量表分數
加入綜合等級判定之政策評估和衝擊分析」計畫，106 年已完成國
內外文獻整理、整合身心障礙鑑定資料庫與家庭收入等資料之串
聯、完成身心障礙者鑑定功能量表分數計算與十個決策模組(以不
同公式結合 bs 碼及 de 碼分數)之資料串接、辦理身心障礙相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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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專家學者及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對各模組之意見及功能分數納入
納入綜合等級之考量，並彙集資料，供下一階段針對全國身心障
礙者之意見調查作準備。
107 年將針對 106 年身心障礙者團體及專家學者等相關利害
關係人，對活動參與功能納入綜合等級之意見等進行專家之焦點
團體會議，據以評估將身心障礙者鑑定功能量表分數納入綜合等
級判定標準，對身障者本身及政府福利預算之衝擊及因應，以研
議符合鑑定制度公平正義之綜合等級判定策略之建議。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一、 身心障礙新制實施後，本部持續以實地巡迴輔導、定期召
開相關聯繫會議等作法，督導各地方政府執行狀況。日前
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召開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專案檢
討會議就申請流程、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等議題進行
檢討，謹針對服務申請、評估作業與服務使用等面向，重
點摘述如下：
(一) 便利完善申請機制 ：為便利民眾申請，身心障礙證明
將以跨轄申請方式修正推動，本部另將召開工作小組
會議進行研商、同步進行資訊系統調整，並協調各地方
政府建立互惠機制；並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強對於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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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人員相關教育訓練，對申請民眾進行說明應
詳盡一致，以維護民眾權益。
(二) 提升服務使用需求 ：依 106 年度案件資料統計，目前
法定服務需求評估案件，約佔證明總申請案件量一成。
初步分析多因民眾對於各項服務缺乏認識，且各受理
窗口未確實說明所致。為利民眾瞭解各項法定服務，除
以前揭教育訓練提升承辦人員相關知能，另將修正需
求評估流程，針對潛在服務需求者直接進行需求評估，
積極提供適當服務。
(三) 確認連結提供服務 ：由各地方政府實務回饋中，發現
部分民眾雖經評估建議提供服務，部分服務單位並未
主動聯繫個案提供服務，或個案管理單位並未有效發
揮功能，致使民眾無法順利接受服務。為此，本部已要
求各地方政府配合落實服務提供，並進行個案管理流
程之研究修正，對於具有多元複雜需求的個案，將轉介
個案管理單位，以協助連結資源，與提供替代性或支持
性服務，避免服務漏接之現象。
二、 強化需求評估工具並有效運用評估資訊
現行部分法定服務項目，如個人助理或臨短托等服務，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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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如需確認服務提供時數，服務單位
需運用其他工具進行確認，迭有爭議；為此，本部規劃運
用現行需求評估工具，即「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
估訪談表」
，由障礙者日常生活之九大面向進行資料蒐集，
同時重視障礙者主觀需求，整體衡量服務需求，從而評估
障礙者對於個案助理或臨短托等服務的需求時數；本案已
於 106 年完成初探研究，107 年將進行全國性試辦作業。
三、 綜上，本署將透過定期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各縣市執行面
問題，落實需求評估連結福利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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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滕西華委員
第五案：請說明並規劃 CRPD 優先檢視清單之修法作業及確保公
務機關法制(規)人員接受 CRPD 培訓。
說明：
一、 不符 CRPD 之法規及行政措施之修法進度
(一)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10 條第一項規定，
優先檢視清單應於該法施行後三年內(106 年 12 月 3 日
前)完成增修、廢止與改進。請說明 CRPD 優先檢視清
單修法進度，以及未如期完成之法律及行政措施之修
正時程規劃。
(二) 上述同項後段規定，該法施行後五年內(108 年 12 月 3
日前)應完成優先檢視清單外其餘不符 CRPD 之法規制
定、修正、廢止及行政措施改進。請說明預定規劃方式
與期程。
(三) 上述同條第二項規定，若未完成第一項之法規及行政
措施，即優先適用 CRPD 規定。實務上將如何操作?
二、 行政機關法制人員之 CRPD 培訓與意識提升進度
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14 條，
「法
規之草擬作業，應預定進度予以列管，所擬之法規案，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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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單位或指定之專責人員從法律觀點深入研究，遇有法
制疑義時，得召開會議研商，並經仔細核對後，方能陳報行
政院審查、核定或發布。」第 19 條「法規之解釋令（函）
於擬釋時，應有法制人員參與。」
CRPD 優先檢視清單修正過程中，各部會與地方政府
之法制作業是否皆依上述規定進行? 若是，法規與行政措
施能否遵照 CRPD 精神修正，有賴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內部
法制(規)單位或指定之專責人員把關。
辦法：
一、 行政院應統籌跨部會之 CRPD 法規與行政措施檢視清單修
正準則。
二、 請提出依 CRPD 施行法第 10 條之法規修正進度規劃，以
及優先適用 CRPD 之指導準則。
三、 整體行政部門之 CRPD 意識提升工作中，應特別優先注重
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把關法制修正及法規釋義人員之 CRPD
意識提升與培訓進度之追蹤管考。
四、 前三項應於下次會議前提出報告與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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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意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一、 社會及家庭署業於 107 年 1 月 5 日邀集學者專家及衛生福
利部相關法規主管機關召開研商會議，就衛生福利部主管
並列管於優先檢視清單之法規與行政措施指導原則進行討
論，後續將併同前揭優先檢視清單法規與行政措施之修正
辦理情形提報 107 年度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會
議確認後函送各部會參採。對於尚未完成之法規及行政措
施，本部將促請各法規主管機關儘速於 107 年 6 月前完成
增修，未來各院將法規函送立法院審查或備查前，應主動
檢視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落實保障身心障礙
者之平等權益。
二、 依據 CRPD 施行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優先檢視清單應
於該法施行後三年內(106 年 12 月 3 日前)完成增修、廢止
與改進。經查，優先檢視清單計有 372 部、674 條法規及
行政措施，截至 106 年 12 月止，除 76 部、155 條法規及
行政措施待配合母法修正，已有 134 部、194 條（45％）法
規及行政措施完成修正，另有 157 部、316 條（53％）法規
及行政措施刻正辦理修正中，並有 5 部、9 條（2％）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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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措施完成修正擬訂廢止。
三、 尚未於 106 年 12 月 3 日完成增修、廢止與改進之法規及行
政措施，本署除促請各法規主管機關儘速於 107 年 6 月前
完成增修，另持續透過國發會 GPM 系統管考法規增修情
形，並要求各法規主管機關於 107 年 2 月、5 月、8 月及 11
月按季填報辦理情形。
四、 至優先檢視清單外其餘不符 CRPD 之法規制定、修正、廢
止及行政措施改進，本署擬訂於今（107）年 6 月 30 日優
先檢視清單法規修正完畢後，辦理第二次法規檢視作業。
五、 前揭法規檢視作業擬於 107 年 7 月～10 月開辦，民間團體
可透過網路、信箱等方式提報不符 CRPD 之法規及行政措
施，提報時間共計 4 個月。本署將綜整相關法規提報於 108
年第 1 次院身權小組會議，並於確認後列入 GPM 系統執
行接續管考作業。經第二次法規檢視作業列入管考之法規，
本署將促請各法規主管機關於 108 年 12 月 3 日前完成相
關法規之修正。
六、 關於行政機關法制人員之 CRPD 培訓與意識提升，本署業
於今（107）年 1 月 5 日邀集學者專家研擬法規修正準則，
並於提報 107 年度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會議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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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後函送各部會，供相關法規人員於法規研擬、修正時參
採。本署另委請學者專家研擬法規修正準則及相關法規影
響評估機制，擬參採性別影響評估建立 CRPD 相關影響評
估機制，做為後續各部會法規制定時之評定標準，避免違
反 CRPD。
七、 至各部會法制人員之 CRPD 意識教育訓練，本署將促請各
機關辦理 CRPD 意識提升與培訓，並擬參採 CRPD 宣導成
果統計方式，請各行政部門每半年提報相關辦理情形作為
追蹤管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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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滕西華委員
第六案：行政院應建立常態性「CRPD 專家小組」就 CRPD 之釋
義、與國內法律之適用作出解釋，除作為行政部門中各
部會及地方政府修正、適用法規之諮詢單位外，並可作
為 CRPD 教育訓練之人才資料庫之用。
說明：
法規檢視清單各部會間、同部會內部主管法規未完全將相關
法規對人民權利限制程度相互對照，使得各法規間標準不一。亦
有新提出之修正法規延續已過時之法律用語，如:禁治產宣告(醫
療財團法人董事選任辦法第七條第五項)。
同時，多項行政部門提出之法規修正理由均不見其基於對
CRPD 精神、條文、一般性意見及其他聯合國對 CRPD 條文解釋
之理解與詮釋為何，而基於該理解所進行之檢討與修正。各部會
修法會議中亦未要求必須有熟悉 CRPD 之學者專家參加。例如:保
險法修法會議僅邀請保險法學者，然保險法學者皆無 CRPD 相關
專業。同時，目前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內部之法制(規)人員尚未有
系統性紮實之 CRPD 培訓。
衛福部社家署 2017 年雖已出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概
要》
，但此書並不足以處理到我國法規應如何依照 CRPD 意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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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修正或廢除。
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10 條第一項之法規
及行政措施制定、修正、廢止、改進之期程，且確保相關法規及行
政措施之修正亦符合施行法第 3 條之要求。建議應由行政院儘速
建立一 CRPD 專家小組，作為行政部門檢視不符 CRPD 法律及行
政措施之主要釋義及諮詢單位。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10 條第二項規定，若未於
108 年 12 月完成第一項之法規及行政措施，即優先適用 CRPD 規
定。如何認定法規與行政措施是否違反 CRPD，以及要如何在法
實務上直接適用 CRPD 規定，亦有必要由 CRPD 專家小組判定。
辦法：
行政院應建立常態性「CRPD 專家小組」就 CRPD 之釋義、
與國內法律之適用作出解釋，除作為行政部門中各部會及地方政
府修正、適用法規之諮詢單位外，並可作為 CRPD 教育訓練之人
才資料庫之用。
回應意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一、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6 條略以：行政院身心障
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具有協調、研究、審議、諮詢並辦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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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及督導各級機關落實公約之功能。
二、 為使各級機關瞭解 CRPD 精神並依其精神修正法規，各部
會檢視及修正法規時，應諮詢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
小組委員，就 CRPD 條文及內涵加以釋義，以促進國內法
規與行政措施修正符合 CRPD 精神。
三、 各級機關辦理 CRPD 教育訓練課程時，除可邀請行政院身
心障礙者權 益推動小組委員 擔任講師，另本 署業建立
CRPD 各 條 文 師 資 名 單 並 公 告 於 CRPD 資 訊 網
（ http://crpd.sfaa.gov.tw/TeacherCtrl?func=getTeacherList&p
=t_t1&page=1&rows=15&c=F），供各級機關諮詢法規修正
及辦理種子師資教育訓練課程時運用；本名單將持續新增
適當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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