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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第一場次：
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
結論性意見
中文

英文
一、一般原則及義務 (第 1 至 4 條)
A. General principles and obligations (arts. 1-4)
1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legal defini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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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of universal design.
1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修法，以納入通用設計定義，並說明如何規範教育、衛
1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mend legislation to include
生、交通、司法近用，及建築環境，包含公私部門等領域。
a definition of universal design and how it will be regulated in
area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transportation, access to justic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一、無障礙環境及通用設計定義（內政部）
持續辦理
(一)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朝 1. 邀集身心障礙權益團體、專家學者、相關機關(團體)共同研(修)訂通用設計定
義納入建築物相關法規之議題。（內政部）
全面無障礙化推動，明定新建、增建之公共與非公共建築物均
需設置無障礙設施，並規定無障礙通路應通達之空間及無障礙 2. 持續加強及維護檢察機關室內室外動線、近用司法的無障礙空間。（法務部）
樓梯、無障礙廁所盥洗室、無障礙浴室、輪椅觀眾席位、無障 3. 邀請身心障礙者、家長、團體、教師、專家學者、行政人員等，共同研商通用
設計定義入法或研訂參考指引、手冊等之相關議題。（教育部）
礙停車位、無障礙客房數量，至於各項設施設計規範，於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訂定之。又為落實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設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計，97 年 4 月 10 日訂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並刻正
1. 委辦「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輔導計畫」，業邀請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參與計
進行第 4 次修正之法制作業，其適用對象係為行動不便者，包
畫相關會議、並完成需求面研析、編訂參考手冊草案、辦理 2 場標竿學習活
括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如肢體障礙、視障、 聽
動、4 場教育訓練課程等事項。(衛福部)
障等，導致在使用建築環境時受到限制者，以及因暫時性原因
2. 為利民眾就醫選擇參考，已將全國約 1 萬 7,000 家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資
導致行動受 限者，如孕婦及骨折病患等之「暫時性行動不便
料，連結「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公開揭露於衛福部官網。(衛福部)
者」，已納有通用設計之實質規定。
3. 推動高齡友善城市及社區，107 年度已完成補助 22 縣市衛生局推動高齡友善城
（二）為使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未符無障礙設備及設施設置
市、100 個社區健康營造單位推動高齡友善社區。(衛福部)
規定之建築物改善及核定事項有所遵循，自 86 年 8 月 7 日訂
4. 透過教育訓練，讓衛生所瞭解通用設計原則及落實於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服務或設
定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
計中，預計 107 年辦理至少 4 場教育訓練。（衛福部）
則，迄今已配合各界意見與實務推動情形辦理 5 次修正，據以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推動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工作。另為建立安全性無
1. 辦理第一階段就醫無礙計畫獎補助案，以鼓勵特定醫院提供無障礙服務、包含
障礙人行環境，針對道路、人行道、無障礙設施等公共空間規
不同障別 SOP 就醫流程服務、身心障礙訓練與繼續教育、建置無障礙官網、適
劃設計原則，頒布「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並有專
切量測體重服務與移位診療服務，以推展醫院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衛福
章介紹「無障礙設施」相關規定，訂定無障礙通路淨寬、坡度、
部）
鋪面、路緣斜坡及無障礙坡道之設計，特針對視障者之通行需
2. 辦理第二階段醫院無障礙環境資料更新，並上傳至「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求，訂有引導設施規定，期望加強市區道路無障礙環境建置，
系統，以提供民眾就醫參考。(衛福部)
構築優質通暢的人行空間，並作為各縣市政府及顧問公司規劃
2

權責機關
第 12.13 點次
內政部 教育部
衛福部 交通部
法務部 司法院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
1. 研(修)訂通用設計定義納
入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內政部）
2. 臺鐵局研訂「通用設計準
則-車輛篇」及「鐵路車
站及轉乘設施通用設計規
範」。（交通部）
過程指標：
1. 每年至少更新一次我國
醫療院所無障礙環境資
料。（衛福部）
2. 持續補助地方政府推動
高齡友善城市及高齡友
善社區計畫。（衛福部）
3. 透過教育訓練逐步讓健
康照護機構瞭解通用設
計之原則。（衛福部）
4. 於教育訓練課程中，持
續對於所屬檢察機關加
強及維護檢察機關室內
室外動線、近用司法的
無障礙空間等宣導。
（法務部）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設計人員設計之依據，未來除持續辦理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講
習及修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藉以宣導道路設計法規﹔將 長期（第 2 次國際審查前亦無法完成者）
加強補助案件設計審查、委託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研究並邀請 研訂「通用設計準則-車輛篇」及「鐵路車站及轉乘設施通用設計規範」(草案)，並
預定 111 年底前完成報部。（交通部）
視障及其他身障團體擬定視障路口定位設施。
二、友善醫療環境設施（衛福部）
(一)為確保身心障礙者能有友善醫療環境設施，已於醫療機構設
置標準定有相關無障礙設施。就無障礙就醫環境調查結果顯
示，大型醫院多數表現比中小型醫院及診所為優，其原因為
該類中小型醫院以舊式建物居多，囿於現有空間限制難以符
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新法規定，基於前開法規不溯
及既往原則，為俾利醫療院所提供無障礙就醫環境，衛生福
利部前於 105 年協請地方政府衛生局加強督導地區醫院協助
改善無障礙就醫環境，並持續辦理醫事人員相關教育訓練課
程等作業。
（二）根據衛福部統計處 105 年社福統計月報，我國身心障礙者年
齡別以 65 歲以上居多(39.8%)且障礙類別以肢體殘障最高
(32%)，為因應我國人口老化浪潮，衛福部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醫
院、高齡友善城市及醫療照護機構，提供全人身心健康促進，
包括環境及服務的無障礙，期能同時提升對身心障礙者之服
務。
（三）99 年起參照 WHO「高齡友善城市指南」，包含無障礙的公
共空間與建築等 8 個面向，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適合長者安居樂
活的「高齡友善城市」計畫，並於 106 年起逐步推廣至社區。
100 年起推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並於 106 年依各類
型機構服務特性發展包含健康醫院認證、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
構認證 2.0(衛生所版)及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2.0(長照機
構版)。其中健康醫院認證基準 6.1、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
證 2.0 基準 3.2 皆含有通用設計原則。
（四）截至 106 年底全國已有 469 家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182 家
醫院、216 家衛生所、70 家長照機構及 1 家診所)。然經分析，
我國健康照護機構對通用設計原則不熟悉，須透過教育訓練逐
步讓健康照護機構瞭解通用設計之原則並落實於高齡友善健康
照護服務或設計中。
三、司法及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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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召開臺鐵局通用設計推
動委員會，協助訂定規
範。（交通部）
6.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若
有辦公廳室新/增/改/修
建情形，將配合依《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修正後最新規範設
置。（司法院）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一）各檢察機關因多數興建歷史久遠，當時對於無障礙設施較無
考量。近年已積極推動無障礙設施，各檢察機關設有身障坡道、
導引標誌、無障礙使用如廁設施及緊急求救鈴、偵查庭入口通
道設有無障礙設施及導引磚，並於電梯內設有點字及有聲指引
設施，另提供志工專人協助身心障礙者，為民服務中心現場人
員並備有嚮導及筆談等協助，由可親近、可操作、可一起使用
等通用設計概念思考，持續加強及維護檢察機關室內室外動
線、近用司法的無障礙空間。（法務部）
（二）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若有辦公廳室新/增/改/修建情形，將配
合依最新「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範設置。（司法院）
（三）在特殊教育層次之通用設計雖未於法規明定，但在推動融合
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過程中，已涵蓋通用設計之意涵，包
含以十二年國民教育（普通教育）課程為基礎，為身心障礙學
生調整其所需之課程、學習時數/學分數。（教育部）
四、交通環境（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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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辦理，本辦法已依實
務需求進行 2 次修正；另對於場站無障礙設施則依據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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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辦理情形如下：
1. 航港：106 年 1 月 9 日發布施行「客船無障礙設施及設備規
範」，新造客船均需依客船管理規則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
2. 臺鐵：修訂「身心障礙旅客乘車服務作業要點」，協助旅客
購票乘車服務，如輪椅推送或上下月台服務、視障及聽障旅
客引導等。
3. 航空：訂有「身心障礙者搭乘國內航空運輸業者運輸工具之
安全因素」，航空公司除所訂定安全因素，不得要求身心障
礙者接受特殊限制或拒絕提供運輸服務。
4. 無障礙車輛：為提供乘坐輪椅等身心障礙者使用更安全之無
障礙車輛，以符合國家標準 CNS13575-2「輪椅-最大總尺
度」規定為依據，邀集相關社福團體、公會、廠商等討論，
並發布修正「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
規定」與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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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5. 無障礙公車：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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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申請路線續營時，要求其路線須至少配置 1 輛無障礙車
輛並固定班次行駛，以提高路線無障礙公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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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
結論性意見

權責機關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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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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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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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況，且獨立單位成員應包含身
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

Accessibility (art. 9)
3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a)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 measures for accessibility by the
State remain ad hoc and do not adequately address the lack of
accessibility in the State.
3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Draft a comprehensive action plan with consistent standards,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s including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timelines and budget for implementation of uniform
accessibility acros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urban as well as
rural areas regarding offices, workplaces, infrastructure, pedestrian
environments, and public transport including tax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must be periodically evaluated and
revised by an independent body consisting of, among other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第 32.33 (a)點次
勞動部
內政部
交通部
工程會

持續辦理
1. 持續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計畫，每年查核 6 直
轄市、13 縣（市）政府 1 次，每 2 年查核澎湖縣、金門縣、連
江縣 1 次。(內政部)
2. 有關人行環境道路工程部分，105 年度完成修訂「市區道路養
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考評機制並定期辦理考
評。(內政部)
3. 持續聘請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專家及學者等擔任本部及所屬無
障礙環境推動小組委員，並召開相關會議，滾動檢討本部所轄
無障礙措施、法規，及督導相關單位辦理各項改善無障礙交通
環境。（交通部）

內政部
結構指標：
修訂「市區道路養護管
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
評計畫」考評機制（內
政部）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無障礙環境（內政部）
（一）內政部已於建築技術規則納入無障礙建築物規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朝新建、增建建築物推動全面無障礙化推動。為
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明定新建、增建之公共與非公共建築物
均需設置無障礙設施。另規定無障礙通路應通達之空間及無障礙樓梯、無障
礙廁所盥洗室、無障礙浴室、輪椅觀眾席位、無障礙停車位、無障礙客房數
量，至於各項設施設計規範，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訂定之。又既有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已於 86 年 8 月 7 日訂頒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視建築物使用用途不同，須進行室外通
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
梯、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停車空間等設施之改
善，以落實無障礙環境推動。
（二）有關人行環境道路工程部分，依「市區道路條例」第 4 條，內政部為市區
道路之中央主管機關，應促使地方政府重視市區道路養護品質及有效推動建
構市區道路人行道之無障礙環境，並積極督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落實
執行清查及改善工作。至人行環境國家公園步道部分，國家公園多位於地形
崎嶇之山林或濱海地區，建立「無障礙」環境深具挑戰性，然為因應高齡社
會及行動不便者之需求 99 年頒行「各國家公園整體改善無障礙環境計畫」，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1. 有關人行環境國家公園步道部分，105 年至 108 年每年提供至
少 1 條無障礙步道(累計長約 10 公里)；另依據「內政部主管活
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第 2 條規定，完成無障礙步
道公告相關事宜。（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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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指標

過程指標：
1. 持續辦理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生活環境督導計
畫。（內政部）
2. 至各直轄市、縣（市）
辦理「市區道路養護管
利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
評計畫」及「人行道適
宜性」考評作業。（內
政部）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104 年增訂長期計畫階段，105 至 108 年每年提供至少 1 條無障礙步道，以改 2. 檢討無障礙計程車未來執行方向，研議提高駕駛人營運獎勵金， 3. 持續召開無障礙環境推
善國家公園綠色友善環境。建築物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及「既有公共建築
及提供必要之查核設備之補助可行性，以提升無障礙計程車補
動小組會議。（交通
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規定改善，活動場所並依
助成效及落實查核機制。(109 年底前) （交通部）
部）
「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改善、查核及公告。截至
3. 臺鐵辦理「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104 至 109 年）」，預 4. 各單位依其無障礙推動
107 年 4 月已完成各園區既有建築物及其周邊無障礙環境改善、建置 5 條無障
計 109 年底前完成月台及車廂齊平化作業目標。（交通部）
計畫編列預算建置無障
礙步道(累計約 5 公里)、公告 3 處為無障礙活動場所，截至 108 年將能提供累 4. 執行「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106-109 年)」，依地方政府
礙環境。（交通部）
計長約 10 公里以上之優質無障礙賞景步道。
需求進行審查與補助，提高市區無障礙公車比例至 55%。（交通
結果指標：
部）
二、交通環境（交通部）
5. 推動屏東、臺東及澎湖船舶岸接無障礙設施改善作業。(110 年 1 1. 截至 108 年改善完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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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工具無
條(累計長約 10 公里)國
月 31 日前) （交通部）
障礙設施設置辦法」辦理，本辦法已依實務需求進行 2 次修正；另對於場站
家公園無障礙步道。
無障礙設施則依據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及「建築物無障 長期（第 2 次國際審查前亦無法完成者）
（內政部）
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
1. 逐年提高具無障礙車輛之「台灣好行」路線，以 111 年達 37 條 2. 增加無障礙設施數量。
（二）100 年 1 月 7 日成立「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邀請身心障礙者
路線為目標。（交通部）
（交通部）
團體代表、專家、學者擔任委員，每年召開會議兩次，會中針對各部屬機關 2. 桃園機場新航廈 T3 刻正興建中，已於建設 T3 行動不便者使用
無障礙環境改善情形及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不符合規定者限期改善及列管追
設設置計畫中載明單一引導路徑、垂直移動利用無障礙升降機、
蹤，以持續改進無障礙設施。相關部屬機關亦成立其無障礙專責小組，協調
導盲邊界線地面鋪材、考量定向行動訓練之需求、緊急疏散路徑
及整合所屬各單位推動無障礙運輸環境等業務，並邀請相關身心障礙者團體
等原則，以利行動不便者移動(原訂 110 年完工啟用，刻正檢討
檢視相關無障礙設施是否符合通用設計，適時研擬相關改善措施，據以辦
工期)。（交通部）
理。
（三）無障礙公共運輸辦理情形如下：
1. 航港：107 年 3 月 26 日發布「交通部航港局大眾運輸船舶及岸接設施無障
礙補助作業要點」，協助地方政府依權責改善岸接設施及督促所轄業者改
善。
2. 臺鐵：臺鐵月台及車廂已完成第 1 階段無階化(車廂改為一階及月台提高至
92-96 公分)，並完成 131 站無障礙電梯建置。
3. 無障礙計程車：為提供行動不便者更多行動自主之選擇，增訂無障礙計程
車補助規定並自 102 年度起鼓勵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業者購置，營運數量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止共計 720 輛，累計服務行動不便者達 76 萬 4,311 趟次。
4. 無障礙公車：公路總局自 99 年起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相關計畫，已核定補助
逾 3 千輛無障礙公車，並使市區客運無障礙車輛數比例提高至逾 52％。
5. 公路客運場站：公路汽車客運所屬場站共 64 個，完成無障礙設施者共 63
個。
6. 觀光：於辦理「台灣好行」路線評選時，將車輛設置無障礙設施列為重點
評分項目，並於「台灣好行」官網中針對提供無障礙車輛之路線標註其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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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資訊，以供民眾查詢利用，目前已有 30 條「台灣好行」路線以無障礙車輛
提供服務。
7.服務區：依據高速公路服務區量體及需求，配置 126 個無障礙停車位及 72
間無障礙公廁廁間，以方便用路人停車使用及如廁。
三、將無障礙環境標準納入公共工程計畫（工程會）
(一) 各部會依無障礙環境全面行動計畫，擬定無障礙環境標準、監督及執行機制，
包括不符規定者的罰則、期程及預算。
(二) 執行機關依前述要求據以辦理，如涉及政府採購時，應要求廠商設計時將無
障礙環境標準納入，另有關公共工程計畫之基本設計應包含說明身心障礙者
友善環境營造之規劃設計理念說明。105 年 6 月 15 日修正發布公共工程技
術服務契約範本，已將「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增列於該範本第 9 條第 1 款：「……本案委託技術服務，如包括
設計者，乙方所為之設計應符合節省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環境、
節約資源、經濟耐用等目的，並考量景觀、自然生態、生活對學及性別、
『身心障礙』、高齡、兒童等使用者友善環境。」
(三) 機關如採用上開本會範本，技術服廠商倘違反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者，該範
本已訂有相關罰則，包括：第 5 條第 4 款（暫停給付契約價金）、第 16 條
第 1 款（屬情節重大者，終止或解除契約）。
(四) 另依據行政院核頒「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要點」，由本會辦理公共
工程計畫之基本設計審議，並於 104 年 6 月 15 日修訂該要點第 8 點第 3 款
必要圖說文件，請各工程主辦機關於辦理基本設計時說明身心障礙者友善環
境營造之規劃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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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
結論性意見
中文
無障礙 (第 9 條)
3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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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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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使用各項金融服務之權益，金管會已要求銀行協助身心障
礙者之友善金融措施，包含：各銀行營業場所提供無障礙環境及「服務專員」
，
並設有符合輪椅者使用之無障礙 ATM 及符合視障者使用之語音 ATM，要求
銀行於新設或汰換時優先設置符合身障者使用之 ATM 機型，並優先於車站、
百貨公司及便利商店等地點設置。
二、 截至 106 年 8 月底止，國內銀行設置 ATM 共有 27,864 台，其中符合輪椅民
眾使用之 ATM 機型共有 22,532 台，已占 ATM 總台數 81％，其中公共場所
同一地點已設置符合輪椅族使用之 ATM 比率已達 86%。另國內銀行設置具
視障語音功能之 ATM 已達 744 台，並督促金融機構依視障團體之需求及建
議地點優先設置（如視障服務機構附近、交通場站、醫院等地點）。另有關
信用卡開卡及掛失服務部分，各發卡機構已提供電話語音開卡及掛失服務（非
本人亦可代為掛失），另為提供聽障民眾便利之服務，本會已請銀行公會設
置聽障民眾專屬諮詢管道、並請銀行提供網路信用卡開卡與掛失服務。
三、 銀行網站已提供利率、匯率等公開資訊之無障礙版網頁，為提供身心障礙者
更友善之金融服務，目前 37 家本國商業銀行及中華郵政已取得公共資訊無障
礙網頁 A+標章。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及淨值達 100 億元以上證券商，已於 106
年 1 月 1 日前將官網調整為無障礙網頁，於首頁上設置「無障礙金融友善服
務專區」，並取得 A+等級認證標章。產壽險業者均已於官網設置金融友善服
務專區，另部分產壽險業者已設置無障礙網頁。
四、 為確保身心障礙人士充分享有基本權利、平等及合理便利之金融服務，各金
融業同業公會業已訂定「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及「友善服務作業 Q&A」，各
業者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其範圍包括環境（營
業處所設置無障礙設施或派專人服務）、溝通（提供意見表及客服人員等）、

英文

權責機關

第 32.33 (b)點次
Accessibility (art. 9)
3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金管會
(b) Online banking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are still not accessibl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particular to thos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3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Through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and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introduce more effective enforcement methods for
expediting the accessible use of all financial services offered to the
public.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請銀行公會就無障礙 ATM 建置期程，邀集身障團體開會研商，並
轉知金融機構於新增、汰換 ATM 時，宜優先考慮設置視障語音
ATM，並督促金融機構依視障團體之需求及建議地點，如優先於交
通場站、百貨公司、便利商店、視障服務機構附近、醫院等地點設
置。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1. 持續督促金融同業公會對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相關議題，
加強教育訓練提升金融從業人員對身障者服務品質，以落實金
融友善服務。
2. 金融業同業公會已訂定「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及「友善服務作
業 Q&A」，將滾動檢討並持續與身心障礙團體溝通，及定期審
視金融業提供無障礙環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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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指標：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金融友善
環境，將督促金融業同業公
會持續加強對從業人員教育
訓練及定期審視金融業提供
無障礙環境情形，以提升金
融友善服務。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服務（線上或營業場所外開戶服務，並引導身心障礙者採合適交易方式等）、
商品、資訊（官網公告友善金融措施相關訊息、資訊或統計資料，如未設置
網站，應於營業處所公告相關資訊）等無障礙措施，且不得有歧視性之行為，
並至少每年對金融友善服務準則所列情事進行檢核。其中就金融商品或服務
部分，要求金融機構應提供適當形式之協助，如手語翻譯、遠端視訊或其他
溝通輔具等專屬諮詢服務，或應依不同類別之身心障礙人士需求，提供適當
之友善服務措施，如線上預約、到府服務等。
五、 未來除持續督促金融機構落實執行提供相關金融友善服務措施。另視障團體
亦表示符合視障者使用之語音 ATM 比率偏低，亦建議金融機構應儘速改善。

10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
結論性意見
中文
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情況 (第 11 條)

英文
Situations of risk and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art. 11)

36. The IRC is concerned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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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in the design,
3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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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包括
3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使用無障礙通訊技術。
(a) Ensure the systematic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in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measures
including the use of accessible technology for communication
purposes;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一、 查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及第 27 條訂有各級政府實施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等
減災事項，與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並律定各級政府依權責列入各該災害
防救計畫辦理。未來將請地方政府於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時，邀請身心障
礙團體共同參與研修，以強化身心障礙者在自然災害中的保護與安全保障。
(內政部)
二、 行政院農委會為土石流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 2 年應評估、檢
討主管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俾利地方政府依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規定，依據
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內容，研擬地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執行轄內災害
防救業務，農委會已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函頒實施「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該計畫之第二編「災害預防」之第四節防災疏散避難規劃等章節，即敘
明「地方政府規劃避難收容處所與疏散路線時，可邀請身心障礙者、老弱婦孺、
外籍人士及其他行動不便者等弱勢族群參加或納入其意見」，以強化地方政府
進行防災疏散避難規劃時，應邀請身心障礙者參與或討論。(農委會)
三、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業已就主管之法定災害訂定各
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並定期進行勘查、評估，以檢討修訂該計畫，持續於研
修計畫過程邀請身心障礙團體共同參與。(經濟部)

持續辦理：
1. 於風災、震災、火災、爆炸及火山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過程
中，持續邀集身心障礙團體共同參與研修。(內政部)
2. 針對主管之法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工業管線災害已將身心障礙
者調查納入造冊列管，並請地方政府於相關災害發生時需特別照
顧；水災災害明訂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產婦及身心障
礙者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經濟部)
3. 針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訂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持續依行政
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之規劃，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檢討修訂計畫
時，建議各政府研擬措施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充分參與，並納入
身心障礙婦女、兒童及原住民觀點，特別是心智/社會心理障礙、
聽覺障礙、視聽覺障礙方面。(經濟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經行政院 107 年 5 月 25 日「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第 38 次會議」准予核定，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函頒實施。(農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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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36.37 (a)點次
內政部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人權指標
過程指標：
就風災、震災、火災、爆炸
及火山(草案)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請各權責機關依計畫分
工落實辦理，並於未來研修
計畫過程邀請身心障礙團體
共同參與。(內政部)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
結論性意見
中文

英文

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情況 (第 11 條)

Situations of risk and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art. 11)

3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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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b) 此類措施納入身心障礙婦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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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The IRC is concerned about:
(b) The lack of perspectives of women, children and indigenou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se measures, and specifically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and/or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and deaf and deafblind people;
3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Reflect the perspectives of women, children and indigenou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specifically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and/or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and deaf and deafblind people in these
measures;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有關風災、震災、火災及爆炸災害防救計畫等相關內容，業針對老人、外國
人、嬰幼兒、孕婦、產婦及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之災害援助、特殊保護、避
難收容及安置等，律定相關規範，並據以執行，地方政府於避難收容場所空間
規劃區分有單身男、女區、家庭區、身心障礙專區等，及設置相關無障礙設
施，並備有嬰兒尿布、奶粉等相關物資。又計畫中律定地方政府於避難場所應
有避難所需設備之整備，並主動關心及協助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中災害避難
弱勢族群之生活環境及健康照護，辦理臨時收容所內之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
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並藉由辦理相關防災宣導、演習、教育訓練等活動，
使民眾熟悉相關法令規定、避難路線、處所位置等資訊。另亦律定原住民族委
員督導並協助山地原住民地區相關生活安置、相關民生物資之儲備與供應、居
民緊急醫療救護等事項。(內政部)
二、「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相關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等
內容，係以土石流警戒範圍內之民眾為保全對象，故並不侷限國際審查結論性
意見所稱之身心障礙婦女及原住民等身分。因此，107 年 3 月 16 日提送行政
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審議之「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第五次修正草案」內容，
即要求地方政府進行防災疏散避難規劃時，應邀請相關民眾參加或納入其意
見，亦即已包括納入身心障礙婦女或原住民意見。該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已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函頒實施，將依核定之業務計畫內容推動及督導地方政
府落實土石流災害防救等工作。(農委會)
三、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業已就主管之法定災害訂定各
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並定期進行勘查、評估，以檢討修訂該計畫，持續於研
修計畫過程邀請身心障礙團體共同參與。(經濟部)

持續辦理
1. 現行內政部所管風災、震災、火災、爆炸及火山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中已規定相關措施，並由衛生福利部督導、評核地方政府
辦理避難收容場所整備事宜。(內政部)
2. 針對主管之法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工業管線災害已將身心障
礙者調查納入造冊列管，並請地方政府於相關災害發生時需特
別照顧；水災災害明訂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產婦及
身心障礙者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經濟部)
3. 針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訂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持續依行政
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之規劃，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檢討修訂計畫
時，建議各政府研擬措施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充分參與，並納
入身心障礙婦女、兒童及原住民觀點，特別是心智/社會心理障
礙、聽覺障礙、視聽覺障礙方面。(經濟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經行政院 107 年 5 月 25 日「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第 38 次會議」准予核定，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函頒實施。(農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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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36.37 (b)點次
內政部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人權指標
過程指標：
就所管風災、震災、火災、
爆炸及火山(草案)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請各權責機關依計
畫分工落實辦理。(內政部)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
結論性意見
中文

權責機關

英文

第 36.37 (c)點次
內政部

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情況 (第 11 條)

Situations of risk and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art. 11)

3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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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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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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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The IRC is concerned about:
(c) The fragmented responsibilities regarding disaster information and
response among different actors regarding natural disasters; and
3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Strengthen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to manage disaster risk in line
with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in
particular through improved response coordination, including
disaster reporting and coordination of response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農委會

持續辦理
1. 已有風災、震災、火災、爆炸及火山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可據以
執行，並持續修正檢討中。(內政部)
2. 關於改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災害通報及應變協調機制，持續配
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策進辦理。(經濟部)

過程指標：
將就所管風災、震災、火
災、爆炸及火山(草案)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過程中，
持續針對各國內外災例、策
進作為進行檢討修正。(內政
部)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我國之災害防救體制，持續針對各國內外災例、策進作為進行檢討修正，以強
化不足之處。至有關改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災害通報及應變協調機制部分，
當身心障礙者遭遇災害，按 103 年 11 月 27 日行政院召開「居家使用維生器材
之身障者斷電處理問題單一聯絡窗口協調會議」，衛福部於平時透過電話抽測
等督導演練方式，俾利消防機關 119 專線於接獲報案電話後，能順遂通報轉介
各縣市政府聯繫窗口續為處理。(內政部)
二、行政院農委會 106 年 4 月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推動「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策略，針對土石流災害之災害風險評估、減災規劃、預
警與應變及復原重建等指標進行現況盤點及問卷填報作業。行政院災害防救專
家諮詢委員會分別於 106 年 6 月 28 日及 12 月 19 日召開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第八屆第一次、第三次會議進行「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初次
成果報告及討論。依 107 年 5 月 2 日召開「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第
八屆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仙台減災綱領落實策略建議」會議決議，提報 107
年 5 月 25 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8 次會議」報告，並請各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納入減災推動參考。(農委會)
三、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經行政院 107 年 5 月 25 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8
次會議」准予核定，107 年 6 月 15 日會函頒實施，內容包括土石流災害預
防、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害復原重建等章節，有關改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災害
通報及應變協調機制部分，除依核定之業務計畫內容推動及督導地方政府落實
土石流災害防救外，並將持續配合行政院推動相關減災措施。(農委會)
四、依災害防救法、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等相關規
定，辦理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相關措施，提升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經行政院 107 年 5 月 25 日「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第 38 次會議」准予核定，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函頒實施。(農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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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人權指標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各級政府對於災害之應變能力，減輕災害損失。為強化應變協調機制，經濟部
定期辦理災害防救業務相關演練，並將相關演練建議回饋業管災害開設作業程
序。(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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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
結論性意見
中文

英文

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情況 (第 11 條)

Situations of risk and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art. 11)

3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表示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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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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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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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The IRC is concerned about:
(d) The safety of persons who use respirators and other powered life
sustaining equipment in times of disasters, when the provision of
emergency electricity supply, which is essential for their life support,
cannot be guaranteed.
3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d) Include an emergency electricity supply system for life
support equipment in central and local disaster rescue and relief
plans, which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ist of users of life
support equipment as well as provision of small generators and
fuel.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背景與問題分析

權責機關
第 36.37 (d)點次
內政部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交通部
衛福部
原能會

人權指標

一、 為降低災時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身障者遇斷電問題之風險，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過程指標：
102-103 年間多次邀集相關部會、各縣市政府、身障相關團體等共同召開 1. 為具體落實督導機制，本部已完成本部(社政業務)108 年度災 1. 依 據 每 年 度災 害防 救
研商會議，針對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身障者之緊急應變機制、保全名冊、發
害防救業務訪評評核指標之修訂，修正有關「是否建立居家
業 務 評 核 指標 就地 方
電機整備及平時與災時聯絡窗口等研商具體辦法，並於 103 年 8 月 4 日函
使用維生器材身障者遇斷電問題之應變機制」及「相關資訊
政 府 落 實 居家 使用 維
送「居家使用維生器材之身障者平時及災時斷電（救護）處理流程圖」予
是否轉知民眾」等 2 項之給分標準，明確規範評核時應備有
生 器 材 身 障者 遇斷 電
各中央相關單位及各地方政府，請各地方政府參考彈性運用，實務狀況仍
相關書面資料受查。（衛福部）
問 題 之 應 變進 行督 導
視個案安全考量因應。並於 106 年修正衛生福利部(社政業務)106 年度災 2. 督請各地方政府配合本部「居家使用維生器材之身障者平時
考核。（衛福部）
害防救業務訪評評核指標時，即將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身障者之災害應變措
及災時斷電（救護）處理機制」辦理。並對於依「罕疾病醫 2. 將依「罕疾病醫療照護
施納入評核，如是否建立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身障者遇斷電問題之應變機
療照護費用補助辦法」補助居家使用呼吸器費用之罕見疾病
費用補助辦法」補助居
制、相關資訊是否轉知民眾知悉、是否即時更新聯繫窗口報部及保全名冊
病人進行造冊，提供設籍之縣市政府依其斷電相關應變機
家 呼 吸 器 之罕 見疾 病
定期更新回報台電公司各區營業分處等項。（衛福部）
制，對該等罕見疾病病人採取適當應變及保護措施。(衛福部)
病人名單造冊，函知設
二、 考量部分居家身心障礙者因基於維生需要及生活必要輔具之使用，本部自
籍之縣市政府。(衛福
99 年度起視身心障礙者全面性需求、家庭經濟狀況及急迫性等，酌予補
部)
助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優惠，各地方政府
亦不定期報送保全名冊予台電公司，俾於停電前進行個別通知。（衛福
部）
三、 對於依「罕疾病醫療照護費用補助辦法」補助居家呼吸器之罕見疾病病人，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規定，經當事人同意後，將名單造冊，
函送設籍地之縣市政府，由其向該民眾取得居住處所之用電電號，加註於
名冊後，函送該民眾電號所在之台灣電力公司營業區處，並於斷電時依其
15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一）
相關應變機制，對居家使用呼吸器病人罕見疾病採取適當應變及保護措施。
(衛福部)
四、 依「居家使用維生器材之身障者平時及災時斷電（救護）處理機制」，台
電公司於計畫性分區輪流停電，已建立通報機制，並依縣市政府提供之維
生設備保全人口名冊資料建立名單，於停電前進行個別通知。另有關原能
會所訂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已將弱勢族群(學生、獨居老人、居家身心
障礙人士及安養機構等)納入預防性疏散，並由地方政府納入核子事故區域
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及相關作業程序書，確保維生設備或緊急供電系統、運
輸載具、復康巴士及救護車等車輛需求。此外，除規劃年度講習說明外，
亦安排可能情境演練以熟習應變措施。(經濟部)
五、 依災害防救法第 3 條規定，行政院農委會為土石流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並無相關救援計畫提供緊急供電系統或小型發電機與燃料。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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