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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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六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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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a)
69.
(a)

權責機關

英文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第 68.69 (a)點次

6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勞動部
(a)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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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en, is disproportionately lower than that of persons without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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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開放勞
6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動市場。
(a) Develop measures, intensify efforts, and allocate sufficient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in the open labor marke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specially women;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勞動部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結果，女性因為體能及時間
限制，只能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比例高於男性。另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6 年
自行研究探討不同性別身心障礙者接受職業重建服務，分析就業現況與困難發現，
女性身障者特別在體耐力、交通能力方面，需要職前準備訓練。

勞動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協助女性身心障礙者進入職業重建之職前準備及穩定就業服務，引導
參加團體或座談活動、個別諮商輔導，加強個別化服務訓練，包括社
區移動/交通能力訓練、定向及行動服務訓練、工作耐受力/持續度訓
練、工作行為訓練、求職技巧訓練、醫學諮詢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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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指標

勞動部
過程指標
109 年起身心障礙者職前準
備及穩定就業服務經費較前
1 年年增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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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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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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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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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與問題分析
勞動部
一、 工作環境對身心障礙者造成阻礙，職場工作環境的合理調整除「合理的空間規
劃」，亦需考量工作條件改善、工作方法調整及提供所需輔具等。106 年勞動部
為排除身心障礙者工作障礙，推動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計協助 2,500 人。
二、 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提供勞工(含身心障礙者)符合規定之安全衛生設
備及工作場所，該部分與其他勞工享有相同的工作環境。目前尚無須更正及調
整。
衛福部
立法院於 103 年 8 月 1 日通過 CRPD 施行法後，衛生福利部於同年 9 月至 10 月邀集
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政府機關召開 8 場次 CRPD 正體中文研商會議，會上對於部分
重要名詞應採何種翻譯，與會者各有不同見解，經會上多次溝通，與會者終達成共
識，決議 CRPD 中文翻譯以下列原則辦理：
(一) 儘量忠於原文，如有闡述之需，則於未來法條釋義時充分說明。
(二) 同一用詞前後翻譯應一致，倘為顧及整體中文語句順暢，才做必要調整。
若各領域已有慣用中文翻譯，可參採之。關於合理調整在 CRPD 第 27 條(i)誤譯部分，
後續依法規修正程序進行修正。

英文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6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b) The work environment poses barriers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yet
the State has not required the provision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in the workplace; further, the State has erroneously translated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as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the space”;
6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Mandate the provision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in the
workplace; further, correct State translations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in the CRP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勞動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持續推動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

衛福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107 年 12 月前蒐集各界修正意見、召開法規修正研商會議。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108 年 12 月函送行政院轉請立法院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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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68.69 (b)點次
1. 勞動部
2. 衛福部（社家署）

人權指標
勞動部
結果指標
107 年服務人數不低於 2,500
人，108 年起每年成長 5%。

衛福部
結構指標：
修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中
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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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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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c)
69.
(c)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身心障礙者無法參加職業訓練，為就業預做準備。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確保身心障礙者可參加職業訓練，為就業預做準備。
背景與問題分析

勞動部
一、 為避免職業訓練場所軟硬體障礙，影響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訓練機會，勞動部
訂有「推動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協助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訓練，
增進工作技能，促進其就業。
二、 根據身心障礙者障礙程度及類別的差異，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化管道參加職業
訓練，除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職訓專班外，另提供其與一般民眾共同
參與之融合式職業訓練；106 年計身心障礙者 8,800 人參加職業訓練。

權責機關

英文

第 68.69 (c)點次

6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勞動部
(c)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annot access vocational training as
preparation for employment;
6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an access vocational training
as preparation for employment;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勞動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辦理職業訓練場地硬體無障礙環境改善、提供職業訓練職務再設計服
務及職業訓練單位人員與授課講師對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識研習等，
提供身心障礙者友善參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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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指標

勞動部
結果指標
107 年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
訓練人數不低於 8,800 人；
108 年起每年成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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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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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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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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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與問題分析
勞動部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結果，身心障礙者從事典型
勞動工作占 78.50%、非典型勞動工作占 21.50%，其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為 2 萬 5,939
元，較一般國民平均薪資低。另身心障礙者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占 27.47%最
高，其次為服務銷售工作人員占 23.77%、事務支援人員占 11.74%。勞動部協助具有
就業意願及能力，而不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之身心障礙者，推動身心障
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106 年推介就業 3,500 人。
教育部
一、 校外實習係屬學校課程教學之延伸，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大學課程
安排係屬大學學學術自主事項，各校得依其發展特色規劃課程，如學系有開設
實習課程之需要，亦得視各學系領域屬性，妥善與實習單位協調安排實習課程
內容並擬定要求學生參與之相關配套規範(如實習場所、學分數、保險等）。學
校亦應安排校內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輔導員共同進行實務指導，學校亦應落實
學生實習機構之篩選與評估，並與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契約，確保實習內容符合
學科課程專業性質及學生未來就業所需。（高）
二、 為使學生經由養成教育階段，培養專業能力，並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互驗證，
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最佳效果，因此將校內教學課程活動延伸至校外，
安排技專校院學生於校外之產企業進行實務學習，以增進實務經驗。學生於實
習過程中不僅可養成職場倫理及工作態度、累積職場經驗，並可探索未來職涯
的發展方向，提早了解所欠缺的能力，並補充、學習不足以增進就業能力，教
育部亦透過計畫補助鼓勵各技專校院推動校外實習，學校得依學科課程專業性

英文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6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d) Workers with disabilities are more often employed in part-time or
temporary positions than workers without disabilities,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professional work, and earn lower wages;
6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d) Review labor market practices and eliminate obstacl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rofessional work, full-time employment and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nd
job seeker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nternships,
hands-on experience, subsidized workplace adaptation includ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and job coaching;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勞動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持續推動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

教育部
持續辦理
1.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1 規定略以，學校
應與合作機構就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
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規劃、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險、發
生爭議時之協調及處理方式等事項納入與合作機構之書面契
約。另依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第 3 條規定略
以，教育部應就學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評量項目
包括實習學生安全維護、不適應輔導或轉介機制、輔導及訪視
運作機制等。復依同辦法第 6 條規定略以，教育部得依評量結
果作為核定調整學校發展規模及經費補助之參據。
2. 國教署設有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107 年計有 27 分區、34
位職業輔導員，共服務 82 所學校，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於在學時
期至職場實習的相關輔導以利身心障礙學生於畢業時順利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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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68.69 (d)點次
勞動部
協辦：教育部

人權指標
勞動部
結果指標
107 年服務人數不低於 3,500
人，108 年起每年成長 5%。

教育部
過程指標：
1. 宣導學校就身心障礙學
生加強校外實習之不適
應輔導或轉介機制以及
訪視運作機制。(高)
2. 持續補助職業轉銜與輔
導服務中心，以提供身
心障礙學生有職業輔導
員之職業轉銜服務。
結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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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質及學生學習需求規劃，提升所有學生實作及就業能力。(技)
至職場。
落實身心障礙學生校外實習
三、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明定學校應辦理學生轉銜輔 3. 特殊教育學校設有相關專業團隊，其中包含職能治療師，協助學 之輔導及適應。透過職能治
導及服務工作，並將生涯轉銜計畫納入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或特殊教育方案，
生於相關職業課程、實習時相關評估作業，並依評估結果提供相 療師進行職能評估、職業輔
並結合勞工主管機關，加強學生之職業教育、就業技能養成及未來擬就業職場
關合適職業項目。另於評估時，如發現身心障礙學生需要相關輔 導員協助職場實習輔導，提
實習。(國)
具以協助就業時，亦提供相關輔具支持。
供學生順利轉銜至職場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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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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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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e)
69.
(e)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身心障礙者對於勞動市場中的歧視，缺乏法律救濟途徑。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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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與問題分析
勞動部
一、 法令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明定雇主不得因求職人或受僱者身心障
礙情形予以歧視。違反者，依同法第 65 條規定，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
元以下罰鍰。求職者或受僱員工如認雇主有違反就業歧視禁止規定者，即可依
法向工作所在地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並由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據個
案事實評議，如確有違法事實，依同法第 65 條規定，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二、 自 95 年設置促進身心障礙者訓練與就業推動小組，邀請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
團體參與，提供意見，提供政策檢討與規劃之參據。

權責機關

英文

第 68.69 (e)點次

6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勞動部
(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lack sufficient legal remedies to challenge
discrimin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6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e) Enforce disability employment rights, and provide resources for
legal action by civil society to also enforce disability employment
rights;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勞動部
勞動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過程指標
每年定期召開促進身心障礙者訓練與就業推動小組及不定期參與公 1.定期召開促進身心障礙者
訓練與就業推動小組，研商
部門或民間團體舉辦身心障礙就業議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與就
業服務計畫及方案，並依委
員意見修正政策規範並追
蹤後續辦理情形。
2.不定期參與公部門或民間
團體舉辦身心障礙就業議
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蒐集
公民社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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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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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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責機關
第 68.69(f)點次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6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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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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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6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勞動部
(f) The quota system, which has long dominated employment polic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s been ineffective;
協辦：經濟部、財政部
6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f) Analyze the current quota system and consider alternative options,
including an affirmative action scheme;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背景與問題分析
勞動部
依 107 年 1 月勞動部統計資料，身障者定額進用實際進用 8 萬 2,436 人，較法定應
進用人數超出 2 萬 5,632 人，超額進用 45.12%，對促進身障者就業有其成效，惟仍
有少數機關(構)未足額進用需積極加強輔導，勞動部已結合地方政府，盤點公、私
立機關(構)未足額進用原因，針對長期無法足額進用單位，研擬個別輔導計畫協助
改善，以增加身障者就業機會。

勞動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委託調查義務機關(構)進用身障者勞動狀況，並分析我國定額進用成
效，做為爾後政策制定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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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過程指標
119 年前完成定額進用義務
機關(構)進用身障者勞動狀
況及進用制度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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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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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g)
69.
(g)

英文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權責機關
第 68.69(g)點次

6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勞動部
(g) Sheltered workshops do not facilitate transition by persons with
庇護工場未能使身心障礙者順利進入開放勞動市場。
disabilities to the open labor market; and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協辦：經濟部、財政部
6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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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g)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plan to phase out sheltered workshops
while also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ion b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mployed by sheltered workshops to the open labor market; and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勞動部
(一) 依身權法第 34、35 條規定略以，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對就業能力不
足，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者，應設立庇護工場，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依
前開規定庇護工場與庇護性就業者為勞僱關係，相關權益須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
理，為身心障礙者之「就業職場」。
(二) 依勞動部 104 年委託研究報告，庇護性員工能否順利轉銜到一般職場的重要關
鍵是庇護性員工與家長的意願。
(三) 為協助庇護員工轉銜至一般性競爭職場就業，規範庇護工場對庇護員工至少每 2
年辦理 1 次工作能力評估，及製作「從庇護工場到一般職場轉銜輔導工作手冊」
供地方政府及庇護工場參考運用，並編列經費獎勵庇護工場協助庇護員工轉銜至
一般職場。轉銜至一般職場後 2 個月並得無條件轉回庇護工場，以增加庇護員工
轉銜一般職場意願。
(四) 106 年計有庇護員工 59 人轉銜進入一般性職場就業。

勞動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提升庇護員工工作能力，辦理一般職場參訪或見習，以增進其轉到一
般職場意願，並持續協助有意願轉銜至一般職場之庇護員工相關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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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結果指標
107 年庇護員工轉銜一般性
職場就業人數不低於 60 人，
108 年起每年成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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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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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與就業 (第 27 條)
6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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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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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生活
補助。
背景與問題分析

英文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6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h)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do not seek employment for fear of losing their
means-tested disability pensions.
6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h) Remove disincentives to employment b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eated by means-tested disability pensions.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衛福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107 年 12 月前邀集相關單位、各地方政府研議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費發給辦法增加一定期間及額度之工作所得不列計家庭總收入規
定之可行性。

衛福部
一、 考量社會資源分配之效益及公平正義，使社會福利資源得以充分照顧經濟弱勢
民眾，目前全國津貼均訂有資產審查機制，惟為鼓勵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參與
勞動市場，獲得穩定工作，社會救助法第 15 條已訂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供或轉介相關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以工代賑，增進其工作能力，協助其
重返職場，並將一定期間及額度之工作所得不列計家庭總收入之規定，為鼓勵身
心障礙者參與勞動市場，獲得穩定之工作習慣及工作所得，未來將朝此方向研議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規劃。(社家署)
完成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一定期間及額度之工作所得不
二、 社會救助係政府為照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使其得以維持基本生活之社會福 列計家庭總收入」相關條文修正並公布。
利措施，此項措施的對象須經資產審查的方式予以認定。惟現行社會救助法對於
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審核時已排除列計其工作能力；並對於具有工作能力之身
心障礙者，其工作收入核算為一般勞工 55%，避免因高估其工作所得，致其喪失
救助資格。為促進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自立，其參與政府輔導就業服務措施而
增加之收入，得免計入家庭總收入，最長以 3 年為限，並得延長 1 年，使其保有
原救助資格，以強化其工作誘因。(社工司)
三、 查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係以「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
力」之被保險人為發放對象，因需具備「無工作能力」條件始得領取，爰無因資
產審查而降低就業意願之情事。(社保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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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68.69(h)點次
衛福部（社家署）
協辦：衛福部（社工司、社
保司）、勞動部
人權指標
衛福部
結構指標：
完成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發給辦法修正。(社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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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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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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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疑慮：
(a) 身心障礙者處於貧窮狀態的比率較一般民眾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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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Social Protection (art. 28)
70.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a)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live in poverty at a higher rate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71.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Mandate that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obtain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subsidies be independent of their
and their families’ means;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衛福部
衛福部
一、 對於弱勢身心障礙者之經濟安全，採二類資格調查認定方式，一為國民年金係 持續辦理
採個人資產審查方式，有關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領取資格，資產之 目前已有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係採個人所得認定，為獨
審查係以個人年所得未達 50 萬元及個人所有土地房屋價值未達 500 萬元為標 立於家庭經濟情況之認定方式。(社家署)
準，並未以家庭經濟情況進行審查。二為於社會救助範圍內之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等，均採家戶所得計算之資產審查方式，係因目
前有關直系血親之資產應列計家戶所得係依據民法第 1114 條明定，直系血親
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之精神，故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亦將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列入家庭人口計算。(社保司、社家署)
二、 針對家戶內人口有特殊狀況者均訂定有彈性處理方式，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費發給辦法第 14 條規定略以，本辦法所定家庭總收入之應計算人口範圍及計
算方式，依社會救助法相關規定辦理。又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9 款規定
略以，對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困之情形，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社家署)
三、 另依社會救助法規定，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仍以家戶為單位提出申請，
並列計其家庭應計算人口之收入與財產，將配偶、一親等直系血親等人納入計
算，是參照民法親屬編互負扶養義務之規定，同時亦符合我國重視家庭倫理與
親屬間相互支援之民情。但為因應家庭型態及功能變遷，亦規定未履行扶養義
務致申請人生活陷困等 9 種情形得排除不計。(社工司)
四、 綜上，我國針對身心障礙者之補助及津貼資格已有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
年金係採個人資產認定方式，故本點次暫無調整相關作為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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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70.71 (a)點次
衛福部（社家署）
協辦：衛福部（社保司、社
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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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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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1 (b)點次

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第 28 條)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Social Protection (art. 28)

7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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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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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給
付）。

70.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勞動部
(b) Current retirement regulations and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reduce or
render ineligibl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or retirement pensions;
協辦：銓敘部
71.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Revise current retirement regulations and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so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eligible for retirement
pensions;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背景與問題分析

勞動部
勞動部
一、 法律依據
目前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對於身心障礙者
(一) 勞工保險條例規定：
已有領取老年給付、失能給付及退休金之規定。
1. 老年給付：符合法定年金請領年齡，年資滿 15 年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年
資未滿 15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年資滿 15 年，未達年金請領年齡者，得
提前 5 年請領減額老年年金給付。
2. 失能給付：勞保失能年金具有提前老年給付性質。勞工遭遇傷病經治療後，症狀
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
準者，得請領失能給付；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失能年金給付。失
能年金之請領條件，並無年齡之限制，且如有符合條件之眷屬時，可加發最多 50
％之眷屬補助。
(二) 勞動基準法（勞退舊制）規定：勞工符合自請退休或強制退休規定退休時，由
雇主依該法給付退休金。
(三) 勞工退休金條例（勞退新制）規定：雇主應為適用該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不低
於每月工資 6％之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金個人專戶。俟勞工符合 60
歲，得向勞保局請領退休金。
二、 目前執行情形：勞工退休金條例於第 24 條之 2 已明定身心障礙者提前請領退
休金之規定，截至 107 年 3 月止，身心障礙者提前請領一次退休金共計 632 件，
核發 1 億 4,175 萬 2,4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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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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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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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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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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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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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確保
其在社區中有尊嚴的生活。以及。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衛福部（社保司）
一、 有關國際審查委員關切國民年金法「不足以支應基本食物費用」一節，考量現行
法令已明定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基本保障金額定期隨物價指數調整，另
有減輕保費負擔之機制，以協助其累積保險年資，年資越長老年年金給付越多，
均可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年金權益，有助於維持適足之生活水準。如欲於短期內提
高給付水準，為避免影響基金財務安全，勢必需要相對提高保險費率，對身心障
礙者而言反而增加日常經濟支出。
二、 依現行國民年金法相關規定，無工作能力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被保險人已有資
格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按國民年金法第 33 條規定，國保加保期間被診
斷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已無工作能力者，得依規定請領「身心障礙年
金給付」；另依同法第 35 條規定，參加國保前已符合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
估無工作能力，並每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者，得請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
金」，以上條文均無年資門檻或工作經歷的限制條件。
三、 國民年金法定有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基本保障金額隨物價調整之機制:保
險年資短者領取之身心障礙年金金額只要低於基本保障之金額(106 年為 4,872
元)，即按該基本保障額度發給，且依其累積之保險年資，給付金額亦隨之增加
（40 年年資可領 9,507 元），以保障其基本經濟安全；另《國民年金法》第 54
條之 1 規定，該基本保障金額將每 4 年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以確保年金的
購買力。
四、 身心障礙者可享較高之保費補助比率，減輕保費負擔：依國民年金法第 12 條規
定，一般國保被保險人係由政府補助 40%保費，身心障礙被保險人則依其障礙
程度，分別享有 55%(輕度)、70%(中度)或 100%(重度以上)保費補助，以減輕其
繳費壓力，俾利其累積保險年資，至年滿 65 歲時即可依其保險年資請領老年年
金給付；如為原已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者，亦可擇優改領取老年年金。

英文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Social Protection (art. 28)
70.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c)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ithout a work history are eligible for only a
disability pension under the national pension scheme which by itself is
inadequate to cover basic food costs; and
71.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Revise the national pension scheme so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ithout a work history are eligible for a disability pension at a level
that insures a dignified life in the community;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衛福部（社保司）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依據國民年金法第 54 條之 1 規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
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每 4 年調整一次，由衛生福利部參照最近
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
告調整之，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確保身心障礙民眾的
基本生活獲得保障，已建立制度化調整機制。經查下次調整時間為
109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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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70.71 (c)點次
衛福部（社保司）

人權指標
衛福部（社保司）
結構指標：
針對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
證）金者，其所領年金給
付，依法將隨物價指數調
整，長期而言可避免給付水
準受通貨膨脹之不利影響，
保障年金購買力。另透過政
府補助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全額保險費，以協助累計其
國保年資，俟其年滿 65 歲
後，可就老年年金給付或身
心障礙年金給付擇優領取較
高金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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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 國保身心障礙者納保及給付數據：106 年 12 月份，國保身心障礙被保險人共 23
萬 1,029 人(重度以上 9 萬 4,018 人、中度 7 萬 4,781 人、輕度 6 萬 2,229 人)；領
取身心障礙年金者 6,752 人、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者 2 萬 879 人。
六、 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基本保障金額隨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調整：101 年
1 月起由 4,000 元調整為 4,700 元，105 年 1 月起再調整為 4,8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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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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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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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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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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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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Social Protection (art. 28)
70.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d) Accessible housing is available mainly in social housing and not in
public and private, newly constructed and old housing; moreover, the
current Housing Act impedes renovation of existing housing for the
purposes of rendering it accessible.
71.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d) Prioritize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new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construction subsidies should be
increased for making existing housing accessible; binding
regulations that stipulate accessibility in all residential new
construction, public or private, should be adopted; effective rent
subsidies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households with disabled
members should be introduced; and obstacles in the current
Housing Act that impede renovation of existing housing to render
it accessible, should be removed.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內政部
內政部
一、有關「優先鼓勵公部門興建可負擔的無障礙住宅」部分：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一)為解決當前國內住宅問題，政府積極推動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政策，計畫目標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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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8 年內完成 20 萬只租不賣社會住宅，「社會住宅興辦計畫」也於 106 年 3
補貼」部分：
月經行政院核定，將以興建 12 萬戶及包租代管民間空餘屋 8 萬戶來達成。
1.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每年約 7 至 8 月間受理申請、
(二)內政部營建署業請各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時，應考慮高齡、幼童、婦女及行
12 月底前完成審查，直轄市、縣(市)政府陸續自隔年 1 月起按
動不便者使用之環境設施需求。外部空間及建築物內部公共空間，須符合內政
月核撥租金補貼至 12 期期滿為止。
部訂頒「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及「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 2. 另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身心障礙
法」並取得無障礙住宅標章。
者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辦法所辦理之身心障礙者房屋
(三)截至 107 年 3 月 16 日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 105 至 109 年計畫推動
租金補貼，大部分縣市全年均可受理申請。
116 案 4 萬 1,793 戶，其中包含規劃中 83 案 2 萬 6,922 戶、興建中 25 案 1 萬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2,357 戶、已完工 8 案 2,514 戶，加計 105 年以前已完工出租(既有戶數)7,259
1. 有關「優先鼓勵公部門興建可負擔的無障礙住宅」部分：
戶，以上合計 4 萬 9,052 戶。
2. 第 1 階段目標於 109 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 4 萬戶及包租代管 4
二、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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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萬戶，合計 8 萬戶。
分：
3. 第 2 階段目標於 113 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 12 萬戶、包租代管 8
(一)內政部營建署自 96 年度起辦理「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不限身分、
萬戶，合計 20 萬戶。
性別及年齡，針對「家庭年收入 20％分位點以下或最低生活費 1.5 倍以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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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70.71 (d)點次
內政部

人權指標
內政部
過程指標
1. 持續辦理社會住宅興辦
計畫，協助地方政府取
得土地、提供相關經費
補助等。
2. 持續辦理「整合住宅補
貼資源實施方案」，提
供租金補貼。持續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
補貼。
3. 試辦原有住宅無障礙設
施改善先期計畫，鼓勵
民眾申請，希冀改善居
家無障礙設施並建立示
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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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無自有住宅之家庭，提供租金補貼。該補貼採評點制度，具身心障礙者家庭可
依障礙程度分別加計權重，以使其優先獲得補貼。106 年度租金補貼核定戶數
中，具身心障礙者家庭計有 1 萬 4,816 戶。
(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及購
屋貸款利息補貼辦法，於 101 年 6 月 11 日修正發布後，係由內政部營建署主
管；所需補貼經費，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106 年度
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共核准 1 萬 1,972 戶。
三、協助改善老舊住宅的無障礙居住環境：
(一)內政部為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案件，已
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函頒「106 年度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先期計畫」預計
補助 8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含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彰
化縣、嘉義縣、屏東縣及澎湖縣）辦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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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件(補助 45％以 26 萬元為上
限)。
(二)為因應人口老化趨勢，內政部前於 103 年修訂「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
行實施更新辦法」，增加老舊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設備工程補助項目；另為降低
民眾財務負擔，增加都市更新實施誘因，於 105 年 2 月 23 日修正前開辦法，
增訂地方政府得額外增列整建維護實施工程補助經費及比率。惟民眾屢因自籌
款及增設電梯空間不足、低樓層住戶增設電梯意願低等因素，影響申辦意願，
迄今尚無依本辦法申請補助增設昇降機設備之個案。
（三）內政部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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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五層以下且五十戶以上之集合住宅，須改善室外
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等設施。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須改善
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昇降設備等設施。

持續辦理
協助改善老舊住宅的無障礙居住環境：
1. 內政部為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有住宅無障礙設
施改善案件，函頒「106 年度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先期計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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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內政部訂有「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
並持續辦理自主更新補助作業。如合法建築物屬屋齡 20 年以上、
5 層樓以下之老舊公寓，其基地規模符合地方政府所定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者，經多數所有權人同意並循都市更新條例程序以都市
更新整建維護方式處理，得依上開規定於申請都市更新工程經費
補助時，併同申請增設昇降機設備之補助，其補助上限為該項工
程經費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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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續編列經費，依「中
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
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
辦理補助作業，並舉辦
都市更新教育講習，宣
傳政策並鼓勵民眾推動
自主都更。
結果指標：
109 年預計完成 8 萬戶社會
住宅，113 年預計完成 20 萬
戶社會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