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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合國(United Nations)大會(General Assembly)於 2001 年 12 月 19 日作成
56/168 號決議，決定成立一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以草擬一完整公約
以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尊嚴與權利，其同時強調應著重全球之社會發展、人權保障
及反歧視趨勢，經過四年多之規劃與討論，此特別委員會於 2006 年 8 月完成公
約草案之規劃，聯合國大會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以全體一致(consensus)之方式同
時通過「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及尊嚴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1及「身
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2並於 2007 年 3 月 30 日開放
給各國簽署及批准。本公約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國際人權條約，將影響全球六億
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3可說是國際人權之重要發展，相當值得作深入之分析。

1

聯合國官方漢語條約名稱為「殘疾人權利公約」，但是以「身心障礙者」取代「殘疾人」

乃是國內法學界之共識，而且應是比較妥適之用語，因此本文不依據聯合國之漢語條約名稱，而
將此條約稱為「國際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及尊嚴公約」
，並於以下簡稱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
2

同樣地聯合國官方漢語條約名稱為「殘疾人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但是本文稱為「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
，並於以下簡稱為「任擇議定書」
。
3

據估計全球約有六億身心障礙者，約佔全球人口 10%，而其中約有四億身心障礙者生活在

開發中國家。See Arlene S. Kanter, “The Globalization of Disability Rights Law,” (2003) 30 Syracuse J.
Int’l L. & Com. 242.
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於 2008 年 5 月 3 日生效，到 2015 年 8 月為止有 157 個
締約國，
「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也於 2008 年 5 月 3 日生效，到
2015 年 8 月為止有 86 個締約國。

貳、歷史背景
對於國際人權法而言，是否要將某一種主題或是主體之權利條約化，乃是是
否將這些權利法律化之重要議題，在思考是否簽訂一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公約
時，其實必須面對國際人權幾十年發展的歷史背景，聯合國憲章將人權理念納入
成為其核心價值，於 1948 年公布「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4並於 1966 年簽訂「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5 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6此兩項全面性條約，除此之外亦
簽訂保障消除種族歧視及婦女歧視公約，而其他權利主體則包括兒童及遷徙勞工
之保障，同時亦包括禁止酷刑，而這些文件構成現代之國際人權體系。7

4

Adopted and proclaim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17 A (III).
Adopted and opened for signature, ratification and accession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200 A (XXI).
6
Ibid.
5

7

現代國際人權體系包括國際人權法典及核心國際人權條約，其中國際人權法典包括「世界

人權宣言」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而核心人權條
約包括「消除所有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保障所有移民勞工及其家庭國際公
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
「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及尊嚴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及「保障所有人不被強迫失蹤國
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2

理論上身心障礙者亦得以一般人之身分適用這些人權條約，在決定草擬「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前，聯合國即提倡各種人權條約適用於身心障礙者之必要
性，而且所有人權條約都會與身心障礙者有關，8因此在草擬「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之前之策略是希望各國際人權條約能盡可能適用於身心障礙者。不過其問
題是這些人權條約都不是針對身心障礙者設立的，一般性人權權條約當然每個人
都可以適用，但是誠如社會模型所提出的，社會應該確實面對不同人群，使其權
利得以實踐，如果婦女、兒童、遷徙勞工等不同主體需要一特定之國際人權條約，
同樣地身心障礙者亦需一特定人權條約，以全面且確實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
在身心障礙領域，有許多「軟法」(soft law)之形成，其以宣言或是準則等模
式出現，除了前述提及的 1975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宣言」及 1993 年「身心障礙
者機會平等準則」之外，還包括 1971 年「精神障礙者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9及 1991 年「保障精神疾病者及改進精神醫療
準則」(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care)，10這些宣言及準則在主體上由針對精神障礙者擴及至所有
身心障礙者之保障，在法律規範模式則是由宣言而進展至建立準則。然而這些宣
言及準則並沒有法律拘束力，當然他們可以做為各國立法及實踐之參考，但是卻
不能拘束各國。
問題是國際法為何缺少一完整的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公約？其原因可能不
是因為反對保障身心障礙者，而是國際社會對此議題不感興趣。11直到 1987 年及
1989 年義大利及瑞典才分別提出草擬保障身心障礙者國際條約之建議，但是依

8

此方面之詳盡論述，請參閱 Gerard Quinn and Theresia Degener, The Current Use and Future

Potential of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in the Context of Disability (United Nations, 2002), pp.
53-240.
9

Proclaim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856 (XXVI) of 20 December 1971.

10

Adopt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6/119 of 17 December 1991.

11

Aaron A. Dhir, “Human Rights Treaty Drafting Through the Lens of Mental Disability: The

Propos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5) 41 Stan. J. Int’l L. 193, 197.
3

然沒有得到許多國家之支持，2000 年 3 月「世界身心障礙民間團體高峰會」(World
NGO Summit on Disability)在中國北京舉行，並發表「北京新世紀身心障礙者權
利宣言」(Beijing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y in the New Century)，
倡議簽訂有法律拘束力之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條約，而墨西哥代表亦於 2001 年
提議設立特別委員會，導致聯合國大會於 2001 年 12 月作成 56/168 號決議，決
定成立特別委員會，並以「人權模型」為基礎草擬一完整公約以保障身心障礙者
之尊嚴與權利。12愛爾蘭及墨西哥的代表是此特別委員會前半段草擬過程之領導
者，13而紐西蘭駐聯合國大使 Don Mackay 則在 2004 年之後擔任主席，14直到公
約於 2006 年草擬完成。
其實特別委員會在草擬過程中，對於要訂定哪一種類型的條約，並無法達成
共識，其中共有四種提議，第一種是訂定反歧視條約，或是只宣示原則之條約；
第二種是訂定全面性之人權條約；第三種是訂定「整體性條約」(holistic treaty)，
除了包括全面性之權利之外，還包括身心障礙之社會發展層面；第四種是在既有
之核心人權條約中附加議定書，以特別保障身心障礙者。15後來訂定特定的保障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達到國際社會之支持，可能有幾項原因。第一，訂定保障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可使身心障礙者權利成為國際人權體系之一項人權理念。第
二，此公約未來可以提供全球身心障礙者免於受傷害之可能性。第三，此公約可
以促使更有效的監督及報告機制以實踐身心障礙者權利。16
草擬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過程其實對於國際人權有諸多助益，例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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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ene S. Kanter, “The Globalization of Disability Rights Law,” (2003) 30 Syracuse J. Int’l L. &

Com. 242,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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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 265.

14

雷敦龢，＜殘傷者的權利－紐西蘭對國際人權的貢獻＞，收錄於施正鋒、謝若蘭主編，
《當

代紐西蘭民主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6 年，226 頁。
15

Stefano Sensi, “Global Trends in Disability Law － Setting a Context for Irish Law Reform,”

Statement to the Public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he National
Disability Authority and the Law Society held at Black Place, Dublin, 13 September 2003, p. 9.
16

Arlene S. Kanter, op. cit. no. 12, pp. 265-267.
4

化公眾對權利之認識、使侵犯權利現形、使民間團體及政府得以建構知識基礎、
促進身心障礙者團體之團結、使各種相關計畫透明化、促使有效地收集相關資訊
等。17而事實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通過，至少有幾點特色，第一，此公
約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人權條約；第二，此公約是國際人權條約中協商時間最短
的；第三，這是第一個充分利用網際網路達成遊說過程之人權條約。18
然而更重要之內涵是究竟「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保障哪些實質權利？其方
式為何？以下進一步分析之。

參、權利模式
就權利模式而言，基本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採用三種模式，第一種是
絕對保障，即無限制條款，亦不強調只是國家之義務，不過以此模式規範的只有
身心完整權(第 17 條)，其中規定身心障礙者有與他人一樣有權要求尊重其身心完
整之平等基礎。第二種是同時強調權利保障及國家義務，此模式只有禁止酷刑(第
15 條)之規定，其第 1 項明文禁止酷刑、不人道及污辱性待遇及處罰，第 2 項則
要求國家必須以有效之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以使身心障礙者能與其他
人有一樣平等基礎，免於遭受酷刑、不人道及污辱性待遇及處罰。第三種模式則
是國家義務模式，除了上述兩項權利，其他所有權利規範都是採用此模式，其典
型方式是要求各「會員國應 …」(State Parties shall …)，即應確認身心障礙者之權
利或困境，進而採取必要或適當之措施，以消除這些障礙。從以上論述可知，
「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權利模式最主要是以國家義務之方式規範之。
從核心國際人權條約之規範模式比較之，所稱之國家義務模式與「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消除所有形式種族歧視公約」、「消除所有形式婦女
歧視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等比較接近，但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

17

Aaron A. Dhir, op. cit. no. 11, p. 192.

18

UN News Center, “Lauding disability convention as ‘dawn of a new era,’ UN urges speedy

ratific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20975&Cr=disab&Cr1=
(visited on 8 January 2007).
5

公約」是因為權利本質之不同，其認為經濟、社會及文化權之保障比較需要國家
之積極作為，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則是與其他主體之保障相同，例如種族、
婦女及兒童等，認為這些主體本已受一般性國際人權條約之保障，因而訂定特定
主體之人權條約時，是以要求國家義務為核心，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則是
接續此理念思考，因此以規範國家義務為其核心模式。此推論亦可由「保障所有
遷徙勞工及其家庭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之規範模式得知，因為
此公約與上述幾項條約不同，其採取直接確認權利之方式，因為遷徙勞工之權利
保障與外國人有關，這是過去核心國際人權條約所未著重的，因此必須先確認其
權利，而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其權利本應受原有人權條約之保障，應而進一步
規劃此主體條約時，乃採國家義務之規範模式。
同樣地國內法律亦有類似之困境，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但是沒有明文規
範不因身心狀態之不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憲法第 22 條雖然規定人民之其他
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但是大法官會議
從來沒有任何解釋確認身心障礙者權利是應該是憲法第 22 條概括權利之範疇。
直到 1992 年才有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但是其亦採用國家義務之模式，
因為其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
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這是與「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一樣之模式。
問題是採用國家義務模式是否對權利保障有影響？就國際人權法而言，先舉
一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規範為例，有人認為「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國際公約」
的保障是比較間接的，而其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每一締約國家承擔儘最大能力
個別採取步驟或經由國際援助及合作，特別是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援助及合作，採
取步驟，以便用一切適當方法，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漸達到本公約中所承認
的權利的充分實現。」但是「公民與政治權國際公約」第 2 條第 2 項的規定是：
「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承擔按照其憲法程序和本公約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以採納
6

為實施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因為兩者規範強度不同，
許多人認為經濟、社會及文化權之實踐只能依賴締約國之善意，而無直接拘束
力。但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委員會(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在其第 3 號一般評論(General Comment No. 3)19中指出，「經濟、社會及文
化權國際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稱之「採取步驟」，必須賦予其充分及自然之意
義，即各國必須在合理的短時間內(reasonably short time)內採取措施，各國所採取
之步驟亦非自明的，其是否具備適當性之最終決定權是屬於經濟、社會及文化權
委員會，而其方式除了立法之外，亦應包括司法救濟途徑，所謂「逐步達到」應
依公約目的詮釋，即各國有義務以快速且有效地(expeditiously and effectively)方式
充分實踐公約所保障之權利，即使各國資源有限，各國亦有義務確保在其資源限
制下最大限度之權利享有。20
茲舉另一個例子，有關主題人權條約之個別條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第 12 條規定：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保健方面對婦女
之歧視，以確保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保健服務，包括有關計劃生育
的保健服務。」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在其第 24 號一般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21指出，所謂「確保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保健服務」，表示各國有義
務尊重、保障及實踐婦女接受各種保健服務之權利。國家尊重權利(respect rights)
之義務指不得妨礙婦女追尋健康之目標；保障權利(protect rights)之義務指的是國
家必須採取措施防止私人或團體侵犯婦女之權利；而實踐權利(fulfil rights)之義務
指各締約國必須採取適當立法、司法、行政、預算、經濟及其他措施，盡最大可
能性實踐婦女受健康照護之權利。22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也已建

19

CESCR, General Comment 3, The Nature of States Parties Obligations, 14/12/90.

20

Ibid., paragraphs 4, 9, 11.

21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 twentieth session, 1999 article 12 - women and health.
22

Ibid., paragraphs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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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個人申訴程序，在婦女有關本公約所保障權利受侵害，且用盡國內救濟程序之
後，得向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委員會提出申訴。23由上可見，即使在國際人權條
約某些權利條款是以國家義務之形式規範之，但是經過人權條約監督機制之詮釋
及個人申訴制度之建立，使得其與基本權有一樣之內涵。
筆者認為，其實身心障礙者本來就與其他人擁有一樣之基本權利，因此從基
本權觀點出發，應享有一樣之權利，而增修條文以基本國策之模式特別規範身心
障礙者之特別照顧，因此應以基本權及基本國策兩個面向同時檢視身心障礙者之
權利保障，即以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 項之規定，作為補充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
之論述基礎，如此才可確認身心障礙者之基本權，同時經由國家義務之落實實踐
此基本權，亦可使身心障礙者權利能有請求及救濟之管道，而此論述其實是與國
際人權條約之闡釋相當接近的。

肆、權利範疇
即使國際人權條約及國內法均有明確之法律規範，但是應該進一步瞭解其所
保障之權利範疇，就國際人權條約而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第 5 條至第
30 條是實質權利保障條款，即此公約保障了 26 項權利，原則上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一般權利保障，包括平等及禁止歧視、婦女特別保障、兒童特別保障、
意識覺醒、親近環境等。第二類是公民與政治權，包括生命權、武裝衝突之特別
保護、法律之前平等、近用司法制度、人身自由及安全、免於酷刑、免於拋棄、
暴力及濫權、身心完整、遷徙及國籍自由、獨立生活及納入社區、行動自由、表
達自由、隱私權、居家及家庭自由等。第三類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包括受教
育權、健康權、康復權、工作及受雇權、適當生活及社會保護、參與政治及公眾
生活之權利、參與文化、休閒及體育之權利等。

23

參見廖福特，＜理想的建立、失落與重建 — 消除婦女歧視公約及其議定書＞，《政大法

學評論》
，第 82 期，2004 年 12 月，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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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武裝衝突之特別保護是處於特殊情況，國內法律可能不需要此方面之規
範，其他權利內涵應是我們可以借鏡補強的，其中婦女及兒童之特別保護，應可
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作為基本原則，而法律之前平等亦是如此。在
表達自由部分，本質上與一般人一樣，是有關尋求、接收及傳達意見之自由，而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特別強調的是與他人一樣之基礎及以手語、點字(Braille)
或其他溝通方法，使身心障礙者能有雙向溝通之可能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已有要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設置申請手語翻譯服務窗口，教育機關辦理身
心障礙者教育及入學考試時，應提供各項必需點字讀物等規定，然而似乎只涵蓋
特殊情況之需求，並非完整考量身心障礙者行使表達自由權可能面臨之障礙。在
隱私權部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著重的是一般隱私、家庭、居家及通訊私
密，而特別強調身心障礙者之個人、健康及復健資訊隱私之確保，而此部分似乎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並沒有顧及，也沒有相關之規範。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簽訂可以使身心障礙者權利得到更明確之規劃，
但是也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如果已有其他人權條約規範權利，新的「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只是將這些權利作彙整?或是增加身心障礙者特有之權利?或是在原有
的權利範疇中針對身心障礙者賦予新的權利內涵?
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保障的 26 項權利中，其實有相當多已有既有
之人權條約保障之，24真的是因為身心障礙者之特質而規範的，可能只有在一般
權利保障部分的意識覺醒及親近環境，在公民與政治權部分有免於拋棄、暴力及
濫權及獨立生活及納入社區，而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部分則是康復權。因此固
然「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將身心障礙者特別需要之權利包括在內，但是本質上
更多的是將既有之權利整合，不過在此部分強調身心障礙者之權利特質，例如在

24

例如在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時，加拿大代表發言也表示相同之看法。

參見 Statements made on the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p.
cit. no. 47.
9

平等及禁止歧視，「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第 2 條都已確認平等原則，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5 條則是增加禁
止身心障礙之歧視，同時要求各締約國提供合理之住宅，並確認對於身心障礙者
之積極措施不是歧視。禁止對於婦女歧視及兒童權利保障，已有「消除一切對婦
女歧視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保障之，因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強調
的是，婦女及兒童身心障礙者受到多重歧視及障礙，各締約國應該特別重視婦女
及兒童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因此本公約之最重要貢獻恐怕不是賦予身心障礙
者新權利，而是將既有權利整合，加上身心障礙者特別需要之權利，並賦予身心
障礙者之權利特質，總合形成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之完整條約。
因而其亦形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與其他國際人權條約及國內法之「三
角習題」
，即「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可能成為一般人權條約之「特別法」
，而國
內有關身心障礙者權益之法律，則成為具體實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法律，
例如生命權已有「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 6 條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第 10 條則是要求各國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使身心障礙者得以「有效享有」生命權，
而在人身自由及禁止酷刑部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並沒有規範新的權利內
涵，而只是要求各締約國確保身心障礙者之權利。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新增第 75 條至第 78 條，規範不得對身心障礙者遺棄、身心虐待、限制自由等，
同時建立通報制度、緊急保護等制度。然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重心可
說是放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因此其還是以保護觀點為主。筆者認為，就整體
觀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已相當程度地實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
內涵。

伍、實踐機制
即使有法律明文規範身心障礙者之權利範疇，亦需輔以適當之實踐機制以促
成權利實踐之可能性，否則權利規範可能只是「美麗的宣言」或是「期待中的理
想」而已，以下先分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建構之實踐機制，然後探討我
國國內法律所構築之機制，並藉此比較分析之。
10

一、國際規範
如上所述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可能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也包括公民及
政治權，可能是個人權利，也會形成某種集體權利之可能性，會有舊權利之重申，
也會有新權利之賦予，因此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必須面對多元面向之挑戰，而應
建構何種國際監督機制或模式，便會影響權利之實踐。以國際人權法觀點分析，
國際人權監督模式主要包括國家報告、個人申訴、國家訴訟及主動調查等四種模
式，25而以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特質而言，恐怕必須四種兼備才能完整實踐，
問題是國際人權條約之發展歷史過程中，從來無法一次達成共識將此四種監督模
式放入同一條約中，因此「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是否能夠突破此障礙，非常值
得觀察。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建構的實踐機制包括兩個層面，一者是各國在國
內建立主管機關及監督機關，同時確保民間團體充分參與監督過程。另一者是國
際監督機制被動接受申訴或是主動調查之機制。
在國內部分，本公約第 33 條要求各國在國內實踐本公約時必須完成三個事
項。第一，各會員國必須在其國內行政部門之相關部會中建立一個或數個「主管
單位」(focal point)，作為實踐本公約之國內機制，同時應該建立「協調機制」
(coordination mechanism)，以協調不同部門及層級之決策及措施。第二，各國應
該設立一個或數個「獨立機制」(independent mechanism)，以促進、保護及監督
本公約之實踐，同時其明確指出，各國在設立此「獨立機制」時，應考量「關於
國家促進及保護人權機構的地位及職權之原則」(Principles relating to the status
and functioning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25

參閱廖福特，＜國際人權法典 — 建構普世人權範疇＞，
《月旦法學教室》
，第 54 期，2007

年 4 月，88 至 100 頁。廖福特，＜最具普世性的三個人權條約 — 種族、婦女及兒童＞，《月旦
法學教室》
，第 56 期，2007 年 6 月，56 至 69 頁。廖福特，＜禁止酷刑及強迫失蹤，保障遷徙勞
工及身心障礙者＞，《月旦法學教室》
，第 59 期，2007 年 9 月，60 至 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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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即通稱之「巴黎原則」(Paris Principles)，26這是國際人權條約第一次明文
要求各國在設立國內獨立監督機制時應該考量「巴黎原則」，乃是進一步確認國
家人權機制之地位，也確認「巴黎原則」作為國家人權機制之準則地位。第三，
各國在監督公約實踐過程中，應有民間團體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及團體之充分參
與。
在國際實踐機制部分，本公約設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27在公約生效28之後成立，由十二位委員組
成之，待有六十個國家批准或加入之後，委員數目擴增為十八位，29委員任期四
年，得連任一次。30而因為已有其他國際人權條約監督機制之設立， 31本公約特
別規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在實行其職權時，必須諮詢相關國際人權條

26

See Morten Kjaerum, “The Protection Role of the Dan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in

Bertrand G. Ramcharan (ed.), The Protection Rol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p. 25. 廖福特，＜聯合國對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推動與實踐＞，收錄於國史館主
編，
《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
，國史館，2004 年，179 頁。
27

在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任擇議定書」時，阿根廷代表發言表示，

會有「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之設立，主要乃是美洲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及身心障礙者民間團體之貢獻。參見 Statements made on the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p. cit. no. 47.
28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本公約將於第二十個國家批准或加入

之後的第三十天生效。本公約於 2008 年 5 月 3 日生效，到 2012 年 5 月為止有 112 個締約國。
29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34 條第 2 項。

30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34 條第 7 項。

31

國際人權體系中已有七個主要條約監督機制之設立，包括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 HRC)、經濟社會文化權委員會(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ESCR)、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消
除婦女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反酷
刑委員會(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AT)、兒童權利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及遷徙勞工委員會(Committee on Migrant Workers, C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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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監督機制，以確保各監督機制意見之一致性，同時避免職權之重疊。32
本公約之會員國負有提出國家報告以說明實踐本公約之義務，而報告頻率是
在成為會員國兩年內提出首次報告，並在其後至少每四年提出之，或是在「身心
障礙者權利委員會」要求時，亦需提出報告。33
在草擬「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時，各國曾經討論是否在公約中明訂個人申
訴之權利，但是未能得到共識，最後妥協之結果是同時草擬「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任擇議定書」
，讓各國可以分別抉擇是否加入此任擇議定書之監督機制，此「任
擇議定書」主要建構兩種制度，第一種是個人申訴(individual communication)制
度，即個人在用盡國內救濟途徑之後，得以向「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申訴，
而此所稱之個人申訴包括集體訴訟，因為其可由個人群體(groups of individuals)

34

提出之。而委員會在審理之後則對申訴人及被申訴之國家提出建議(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35
第二種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的主動調查(inquiry)制度，當委員會得
知可信之資訊顯示某國有嚴重地(grave)或集體性(systematic)違反本公約所保障之
權利時，委員會得要求此國家提出觀察報告(observations)，並基於此而指定一位
或多位委員進行調查，如有必要且在得當事國同意時，亦得直接訪視該國領域。
最後委員會應對當事國提出調查結果，並附加評論及建議，而此當事國必須於收
到此調查結果六個月內提出觀察報告。36同時委員會得請求(invite)此當事國將其
所採用之措施納入國家報告中，亦得在調查結果提出六個月之後，告知此當事國

32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38 條第 2 項。

33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35 條。

34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第 2 條。

35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第 5 條。

36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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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用哪些措施。37當然這些制度必須等到「任擇議定書」生效之後才會開始實
踐。38但是很可惜地此「任擇議定書」賦予各國不接受主動調查制度之權利，39即
當各國批准或加入此「任擇議定書」時，可以只接受個人申訴制度，但是不接受
主動調查制度，也因此形成任擇議定書之割裂。
由上述可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所建構之監督機制，
可說是累積了國際人權條約多年來之經驗而形成的，其中只有國家訴訟沒有納
入，但是「任擇議定書」亦需各國進一步批准或加入，而且即使批准或加入「任
擇議定書」時，各國亦可決定不接受主動調查制度，因此「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及「任擇議定書」所建構的三個監督機制，最可能實踐的是國家報告制度，其次
是個人申訴制度，再者是主動調查制度，但是國家報告制度只是國際人權監督制
度的最基本概念，已施行數十年，即使是個人申訴制度也已有數十年之實施經
驗，因此「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任擇議定書」所建構之監督機制，實在沒
有任何之突破。
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理論上一個新條約之簽訂並不會直接衝擊台灣之法
律秩序，但是近幾年來大法官會議解釋及各種立法已逐漸重視國際人權條約之發
展，實質上對於台灣法律秩序已產生些微之影響，因此應該探討「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之簽訂是否對於台灣有所影響，而其可能包括兩個層面，一者是台灣是
否可能加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另一者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建構
的國內實踐機制是否有可借鏡之處？
對於台灣而言，要加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任擇議定書」所建構之
國際監督體系可能有困難，畢竟其前提是國家要批准或加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37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第 7 條。

38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第 13 條規定，本議定書將於二十個國家批准或

加入之後的第三十天生效。
39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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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及「任擇議定書」，就「正常」國家而言，這是「要不要」的問題，但是對
於台灣而言，批准或加入任何國際人權條約，都不只是「要不要」的問題，更嚴
重的是「能不能」的問題，雖然「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任擇議定書」均是
開放給所有國家批准或加入，40但是台灣依然必須面對是否為「國家」之難題，
此部分非本文之論述核心，因而於此割捨，不過從對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觀點而
言，未來「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經由審查國家報告、個人申訴或是主動調查
所建構之權利內涵，是值得台灣參考的。

二、國內機制
在國內實踐機制部分，如上所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要求各國設立主
管機關及監督機制，並使身心障礙者及團體得以充分參與。過去「身心障礙者保
護法」第 2 條所規定之主管機關，在中央是內政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縣(市)
為縣(市)政府。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其中包括衛生、教育、勞工、建設、工務、國民住宅、交通、財政等主管機關。
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 條則是維持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概
念，不過其在第 3 條明確規範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之權責，同時將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擴充至涵蓋金融、法務、警政、體育、文化採購法規等機關。此
部分可說是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契合的，因為我國法律不止建構縱軸之中
央及地方層級的主管機關，亦建立橫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機制。
國內法律規範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不同的應是獨立機制之概念，依據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 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
會，其組成以行政首長為主任委員，委員包括民意代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
表、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民間相關機構或團體代
表，而其中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民意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等，

40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42 條及第 43 條；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第

10 條及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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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其成員是由行政部門代表、學者、身心障礙者及民間團體代
表混合而成，其已納入學者、身心障礙者及民間團體之意見，與「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所強調的由身心障礙者及民間團體參與的原則一樣，但是本質上此委員
會不是獨立機關，也不是監督機關，而只是法定的任務編組，與主管機關之關係
並不明確。
但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廢除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之設立，其理由
是「依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41規定，作用法不得規定機關組織」
，42因而其
只規定主管機關應遴聘各代表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各代表之遴聘原則
及比例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所規定的一樣。因此這些代表的地位更是特殊，
尤其是學者、身心障礙者及民間團體代表，究竟他們應如何「辦理」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事項，恐怕有相當疑問，理論上他們不是行政機關之成員，應是作為諮
詢者，提供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而已。
就職權而言，過去「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辦理各
種促進身心障礙者保護相關事項、審議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申訴事宜及其他促進
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事宜等三大類型事項，事實上只包括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
及審理申訴兩項。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在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部分
並沒有作修改，但是將現行之審議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申訴事宜，改為「受理」
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而其理由是目前之申訴審議，性質上並非行
政救濟，43因此「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規定之各職權，其實是恢復行政機
關之本質，而非行政機關成員代表只是以諮詢者之角色參與辦理各相關事項。
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強調的是主管機關及獨立監督機關之區別，這也

41

依據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5 條第 3 項之規定，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施行後，除本法及

各機關組織法規外，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
42

參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草案第 10 條說明。

4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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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內所忽略的，或許有人會認為監察院可以扮演獨立監督機制之角色，但是監
察院主要職權為彈劾、糾舉及審計權，其中彈劾權針對人，審計權針對會計，與
權利保障無關，而糾舉權之行使是否能與權利保障相關亦有疑問。因而或許我們
可以參考國際人權條約之概念，在國內建構獨立的權利促進及監督機制，其他國
家之實踐可能是建立一整合型之國家人權委員會，或是針對特定類型之權利而設
立不同之委員會，無論是哪一種類型，都是要建立獨立之權利機制，如此才能區
別主管機關與監督機制，同時在此監督機制中能使身心障礙者及團體得以充分參
與，如此或可更加確保身心障礙者權利之保障。
另外由權利救濟觀點論之，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有許多罰則之規定，
例如歧視身心障礙者、媒體報導產生對身心障礙者之歧視或偏見、以低於最低工
資給付雇用身心障礙者、無障礙設施不符合規定、身心障礙機構不符合法律規
範、侵犯身心障礙者之身心自由及安全等，均有處罰鍰之規定，而其處罰對象包
括媒體、雇主、各機關、身心障礙機構及個人，且均是行政罰，問題是對於其他
主體之處罰，不等同於對於權利主體之保障，如上所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已建構個人申訴制度，但是其前提是個人或群體已用盡國內救濟制度，因而國內
如無救濟制度亦可能影響個人之國際救濟權利，「任擇議定書」第 2 條第 4 款特
別規定，如果國內救濟程序是不合理地拖延，或是無法得到有效救濟，則可排除
用盡國內救濟制度之限制，其中可以看出國際人權條約之預防制度，但是另一方
面亦可知其認為各國國內應建立救濟制度，對此而言，我國國內法似乎尚未有此
構思，亦是我國國內法制未來可以思索之方向。
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6 條規定：「行政院為推動本公約相關工
作，應邀集學者專家、身心障礙團體（機構）及各政府機關代表，成立身心障礙
者權益推動小組，定期召開會議，協調、研究、審議、諮詢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公約之宣導及教育訓練。
二、各級政府機關落實公約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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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身心障礙者權益現況之研究及調查。
四、國家報告之提出。
五、接受涉及違反公約之申訴。
六、其他與公約相關之事項。
前項學者專家、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之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任一
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如前所述，首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希望各國在其國內行政部門之相關
部會中建立一個或數個「主管單位」
，作為實踐本公約之國內機制，以我國而言，
這應是屬於衛福部之職權。其次，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同時認為應該建立「協
調機制」(coordination mechanism)，以協調不同部門及層級之決策及措施。而上
述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應該屬於此類型。而其中有民間團體特別是身心障
礙者及團體之參與。再者，「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希望各國應該設立一個或數
個「獨立機制」，以促進、保護及監督本公約之實踐，而我國目前缺乏這種類型
之國家人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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