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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報告
1.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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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辦理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完竣。國際審查委員共提出 85 點次
結論性意見，做為我國未來檢討及修正相關法令、政策或行政措施之參
考。其中第 82 點次，係要求我國在 12 個月內，依 CRPD 第 35 條第 2 項規
定，公布第 23(b) 及 81(c) 點次所採取之措施。
2. 結論性意見第 23(b) 點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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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私部門均一致適用。
3. 結論性意見第 81(c) 點次，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立即依巴黎原則，設置
國家人權機構或類似組織做為獨立監督機制，並規定監督機制必須完全獨
立，不隸屬於總統府、監察院或任何政府組織。
4. 有關結論性意見第 23(b) 及 81(c) 點次回應，茲臚列如下：

有關結論性意見第 23(b) 點次
5. 為將合理調整入法，我國業於 107 年 9 月至 10 月召開 4 場次合理調整工作
坊，邀請國內人權公約專家學者就國際經驗、勞動與教育領域，協助各級
中央機關了解政府提供合理調整之義務與責任。
6.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已明訂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
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考、進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
益，不得有歧視之對待，且應依身心障礙者的個別需求，提供多元化適性
協助。此外，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預計於 108 至 110 年間完成第 16 條
之修訂，確保身心障礙者得就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列之權益，在不造
成相對人承受過度負擔的前提下要求合理調整，否則適用該法第 86 條第 1
項之罰則。
7. 我國已有若干法律確保身心障礙者獲得教育場域之合理調整措施：
(1) 有關教育場域之合理調整，
《教育基本法》第 4 條明定對於身心障礙者之
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令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
《特殊教育法》第 12 條規定，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教育需求，其教育階
段、年級安排、教育場所及實施方式，應保持彈性，並得視學生實際狀
況，調整(提高)入學年齡及(延長)修業年限；第 19 條明定，特殊教育之課
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
需求。同法第 2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9 條明定，應依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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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需求，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2) 有關學校考試之合理調整，
《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規定，學校及

試務單位應依身心障礙考生需求，提供各項考試服務，包括應衡酌考生之
考試科目特性、學習優勢管道及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試場服務、輔具服
務、試題（卷）調整服務、作答方式調整服務等各種必要之服務；《身心
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第 10 條規定，學校辦理相關活動，應考量身心
障礙學生參與之需求，營造最少限制環境，包括調整活動內容與進行方
式、規劃適當動線、提供輔具、人力支援及危機處理方案等相關措施，以
支持身心障礙學生參與各項活動。
8. 為確保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可獲得合理調整，教育部將邀請相關專家學者、
身心障礙者及民間團體等，共同研議於《特殊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
中明定，對身心障礙者教育所需之合理調整義務、拒絕合理調整即構成歧
視等規定。
9. 配合 108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正式實施，刻正修訂身心障礙
學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針對學習功能缺損之身心障礙學生編纂適性之課
程調整應用手冊內容，並詳列課程調整原則，供現場教育工作者參考，以
利針對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學生設計適性之課程內容、學習歷程與評量，
並安排適切之教育環境。相關調整皆應載於學生之個人化教育計畫(IEP)中
討論後確定，若涉及重大調整，則可透過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後辦
理。
10. 除了學校內考試必須提供合理調整之外，考選部之《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
試權益維護辦法》也有合理調整之規定，並且賦與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
試，得依法申請各類應考權益之維護措施，以維護並合理調整其公平參與
國家考試之機會。未來將繼續依「拒絕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精神，適時
檢討《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執行情形。
11. 我國民事司法系統對身心障礙者已提供特定措施與保護，並納入合理調整
機制，例如參照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對於無訴訟能力
人為訴訟行為，或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者，得選任特別代理人；
又法律扶助法第 5 條第 4 項第 3 款之規定，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
能損傷或不全，無法為完全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代理人，審判長認有
選任之必要，為法律扶助法所稱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法律保護者
之情形，即得申請由法律扶助基金會依法指派代理人為當事人進行民事訴
訟，以保障其權益。另民事訴訟法第 76 條、第 207 條第 2 項、第 314 條、
非訟事件法第 3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14 條等規定，亦設有輔佐人制度，
當事人在辯論日期所得為之一切訴訟行為，輔佐人皆得為之，未滿 16 歲或
因精神障礙不解具結意義及其效果之人為證人者，不得令其具結，以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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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辯論人如不通中文或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法院應用通譯等司法保護措
施。
12. 除民事司法系統外，為特別保障身心障礙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之
訴訟權益，刑事訴訟法已設有下列規定：
(1) 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第 3 項：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
知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得為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2) 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5 項前段：
A. 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
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B.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於
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
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3) 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3 項前段：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
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
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
(4) 刑事訴訟法第 99 條：
被告為聾或啞或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並得以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
述。（為落實兩公約保障人權之意旨，立法委員已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部
分規定，其中本條修正草案規定，被告為聾或啞或語言不通曉者，法院應
指派通譯傳譯，以保障其訴訟權。該修正草案已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107
年 11 月 1 日經立法院 9 屆第 6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
議審查通過、並交付黨團協商。）
(5) 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1 項第 2 款：
證人因精神障礙，不解具結意義及效果者，不得令其具結。
13. 在行政訴訟法內亦提供身心障礙者程序上適宜的對待措施，發揮司法保護
之功能，包含 1.尊重差異而為不同制度設計：(1)第 55 條輔佐人到庭、(2)第
64 條對無訴訟能力人之送達、(3)第 101 條訴訟救助及(4)第 150 條精神障礙
為證人者，不得令其具結，均已尊重差異而為不同訴訟制度設計。2.程序上
適宜的對待措施：(1)第 55 條就身心障礙者，如無法在法庭上為事實上陳述
時，得選任輔佐人到庭代為陳述，以載明聲請輔佐人事由之聲請狀向法院
聲請。(2)第 64 條就訴訟文書送達部分，對於無訴訟能力之身心障礙者為送
達，應向其全體法定代理人為之，尊重差異而為不同訴訟制度設計。(3)第
101 條如身心障礙者符合訴訟救助要件，行政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
訟救助。(4)第 150 條身心障礙者於法院當證人時，如不解具結意義及其效
果者，不得令其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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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未來擬研議修正「辦理行政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促請各行政法院針對
身心障礙者之就審期間為特殊考量，以賦予其較充裕之時間準備應訴，確
保身心障礙者之訴訟權益。
15. 依 107 年 5 月 31 日司法院第 169 次院會通過之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增訂第
211 條之 1 規定，如當事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
時，得聲請法院以遠距訊問方式審理，以兼顧其到庭之不便及審理之迅
捷。相關修正草案業已於 107 年 7 月 16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
16. 為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益，研議修正《監獄行刑法》，
並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
17. 有關金融領域的合理調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邀集身心障礙團體召開
會議討論，由金融業相關公會訂定《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將持續要求相關
事業提供身心障礙者金融友善服務，並依個別需求提供適當措施，其範圍
應包括環境、溝通、服務、商品、資訊等無障礙措施，並不得有歧視性之
行為，以及建立「金融友善服務作業 Q&A」。
18. 為使身心障礙者可以了解醫療相關處置的相關內容，107 年度醫院評鑑基準
及評量項目 2.1.2 內將訂定「應與病人溝通、適當說明病情、處置及治療方
式，特別是實施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時，應明訂作業規範並簽署同意書。」
盡量使用病人易於理解的用詞，輔以適當圖片或書面資料，並依身心障礙
者之需求，採用輔助說明方法，如筆談、寫字板、溝通板、人員陪同、聽
障者手語翻譯，唇語服務等。
19. 為提升身心障礙者取得醫療服務之便利性，將研議於醫療院所推動不同障
別 SOP 就醫流程服務，並規劃合理調整後之醫療服務範例。此外，108 年
起 2-4 年內將研擬編訂適用醫院參酌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參考手冊，其內
容包含建置身心障礙資源表提供醫療院所參考使用，以應臨床就診身心障
礙者之不同需求。

有關結論性意見第 81(c) 點次
20. 為落實人權保障，我國於總統府設人權諮詢委員會，就國際人權制度與立
法之研究及人權政策之提倡等事項提供總統諮詢；於行政院設人權保障推
動小組，實際檢視並督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落實各項人權保障政策，行政
院所屬相關部會並設有若干人權工作小組；於監察院設立人權保障委員
會，以強化該院保障人權之功能，惟我國現有之人權保障機制多為任務編
組及諮詢性質，目前尚無完全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專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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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國各界均體認設置獨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乃政府當前重要課題，總統府人
權諮詢委員會並表決提出設置國家人權機構之 3 項可能方案之優先次序
（甲案：不隸屬於「總統府」或「行政院」；乙案：設置於「總統府」下；
丙案：設置於「行政院」下），並就各該方案相關制度設計可能致生行政權
與司法權及監察權等權限間之衝突或行政機關組織有無疊床架屋等疑義，
進行通盤且深入之研析並待政策決定。
22. 為預作準備，監察院已組成專案小組，就我國設立符合《巴黎原則》之國
家人權機構之各種方案及相關法制規劃議題，進行研議，以利於總統作出
政策決定後，適時提出監察院之對應方案及法律草案。自 107 年 3 月至 10
月止，監察院已召開 5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本項議題。未來將視實際需
要，邀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相關民間團體代表或熟悉本項議題之專家
學者，提供諮詢意見，俾相互溝通，凝聚共識。
23.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33 條規定，締約國應依其法律及行
政體制，至少要有一個獨立的監督機制，以監測該公約之實施。在國際
間，監察機關（ombudsman institution）被視為國家人權機構之一種態樣；
在我國中央五權分立憲政制度下，監察院具有高度之獨立性，除了擁有其
他國家之國家人權機構得受理陳情、調查、建議改善及後續追蹤等職權
外，尚能透過糾正、彈劾及糾舉等職權，有效地監測人權公約之實施。未
來監察院將依 CRPD 第 33 條規定，強化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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