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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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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行動能力 (第 20 條)

英文
Personal mobility (art. 20)

權責機關
第 54.55(a)點次

54.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54.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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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large number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do not benefit from advances in assistive 衛福部（社家署、照護司、
technology, including personal mobility devices; this is due to a restric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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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assistive devices granted per person (four items within two years), as 長照司）
者 (尤其是多重障礙者) 獨立生活及融入社區。
well as a co-payment requirement that adversely affects the ability of persons with
5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disabilities to live independently and be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協辦：教育部、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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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維護與調整。
persons with multiple and extensive disabilities; and
55.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Establish for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mandatory provision,
maintenance and adaptation of assistive devices that are affordable or free of
charge according to those persons’ means and choice; and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衛福部
一、 現行輔具補助政策以補助購買為主，難以滿足民眾多元需求：(衛福部社家署)
(一)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經濟安全，政府每年依需求編列經費，並依其家庭經濟狀況
補助身心障礙者購置輔具費用，藉以提升其自主活動能力、減輕照顧者負擔。
輔具補助基準依身障者之經濟能力及可負擔之程度提供「低收入戶」最高補助
金額金額補助，「中低收入戶」75%之補助，「一般戶」50%之補助。106 年補
助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具計約 9 萬餘人次、補助金額 8 億餘元。
(二) 針對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額度上限以每人每二年度以補助四項為原則；惟為鼓
勵民眾多加使用二手輔具，以促使資源有效利用，並減輕其再次購買輔具之經
濟負擔，針對該項輔具如屬其他機關(構)移轉使用或回收再利用者，得不計入
補助項次計算。
二、 為因應高齡社會，民眾對於輔具需求將大幅增加，須提升輔具服務之量能：
(一)輔具服務方面，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者其可近性、便利性之專業服務，各
縣市政府皆已設置輔具中心，並配置社工人員、輔具評估人員及輔具維修技術
人員等專業人員以提供各項輔具服務。至民國 107 年 7 月止全國共有 30 所輔
具中心，提供輔具諮詢、評估、維修、二手輔具回收及租借等第一線服務。(衛
福部社家署)
(二)為提升服務可近性，若服務對象符合嚴重疾病診斷、行動困難、外出能力受限，
或有其他特殊事由等條件者，輔具中心亦可提供到宅評估服務。除此之外，為
提升輔具服務量能，衛福部於 106 年編列 4,400 萬元協助全國各縣市政府購
置輔具服務專車，共計補助 19 輛，以巡迴方式提供輔具評估、維修、回收、
租借等服務，強化輔具服務之近便性與機動性。另為積極布建資源，針對目前
轄內幅員廣及資源相對匱乏地區之縣市政府，衛福部於 106 年編列 2,000 萬
元，共計補助 4 所輔具中心。(衛福部社家署)

衛福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1. 辦理「擴增地方輔具中心服務量能」計畫，預計至 107 年底目標
為 33 所輔具中心、36 處輔具服務據點。(衛福部社家署)
2. 蒐集 107 年醫療輔具補助情形，並持續了解補助資源分配結果，
以作為補助內容修正調整依據。(衛福部照護司)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將輔具服務納入給付及支付新制，提升失能身心障礙者服務選擇：
自 107 年起於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納入輔具服務，並提升給付
額度，每 3 年 4 萬元，服務項目從 34 項擴充至 68 項，透過中央、
地方政府獎助機制，民眾經照管專員評估需要等級，可依核定額度
以及服務需求購置，增加服務使用率，強化失能身心障礙者所需之
長照輔具服務。(衛福部長照司)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1. 辦理「擴增地方輔具中心服務量能」計畫，預計至 108 年底目標
為 38 所輔具中心、111 處輔具服務據點。(衛福部社家署)
2. 新增輔具租賃服務：為提供民眾更適切之輔具服務，於給付及支
付新制基準中新增輔具租賃服務，目的係希望透過租賃服務提供
失能身心障礙者可負擔、高品質之輔具，同時滿足失能身心障礙
者特殊性之需求。(衛福部長照司)
3. 依實際執行醫療輔具補助情形，分析支付占總經費之前五項醫療
輔具項目，並研議身障者更具補助需求之項目，如依個人實際使
用醫療輔具狀況，研議補助使用年限內，補助維護或調整費之可
行性。(衛福部照護司)

衛福部
過程指標：
1. 每年編列預算協助地方
政府辦理「擴增地方輔具
中心服務量能」計畫。(衛
福部社家署)
2. 為提升失能身心障礙者
所需之長照輔具服務，規
劃發展輔具租賃服務，維
護失能身心障礙者輔具
使用權益，優化輔具服務
效能。(衛福部長照司)
3. 依醫療輔具補助資源分
配結果，滾動式檢討修正
「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
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
具補助辦法」
。(衛福部照
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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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自民國 97 年起推動，其中將輔具服務納入正式服務項目，
補助失能身心障礙者 10 年 10 萬元服務額度，長照 2.0 以此為基礎，提升服務
量能，截至 106 年底，輔具購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共計服務 22,187
人次。(衛福部長照司)
(四)醫療輔具補助係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6 條授權訂定「身心障礙者醫
療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辦法」，並於 101 年 7 月 11 日起實施，
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醫療輔具。共補助 16 項醫療輔具，並依經濟能力分「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一般戶」之最高補助金額區分，且依補助使用年限，最少使用 6 個
月至 5 年不等，補助使用年限內不進行補助維護或調整費。(衛福部照護司)
(五)101 年 7 月 11 日至 106 年 12 月底，地方政府共計補助 3 萬 2,077 人次、補助
3 億 5,485 萬 4,902 元；平均每年補助 6,451 萬 9,073 元。補助占總經費前 5
項醫療輔具項目依序為單相陽壓呼吸器(C-PAP) 1 億 6,826 萬 8,961 元(47%、
8,335 人次)、氧氣製造機 1 億 325 萬 1,715 元(29%、8,116 人次)、雙相陽壓呼
吸輔助器 4,194 萬 5,178 元(12%、886 人次)、抽痰機 2,084 萬 4,089 元(6%、
7,957 人次)、血氧偵測儀(血氧機) 1,083 萬 1,700 元(3%、3,556 人次)， 顯見佔
前 5 項之醫療輔具皆屬較高單價醫療輔具，故本補助符合公約精神，已依身心
障礙者經濟能力，提供可負擔之醫療輔具項目。另補助對象中，一般戶申請人
數佔率為 96.6%，次為低收入戶 2.4%及中低收入戶 1.0%。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持續視各縣市需求人口增加量、交通便利性及輔具專業人力發展之情
形，綜合評估增設中心、服務據點及服務專車等多元方式增加民眾使
用之近便性。(衛福部社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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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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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行動能力 (第 20 條)
54.
(b)
55.
(b)

Personal mobility (art. 2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癲癇患者無法取得駕駛執照。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修訂有關癲癇患者的駕駛執照核發規定。
背景與問題分析

交通部
一、 鑑於癲癇症發作時機難以預測，駕駛人倘於駕車時突然癲癇發作，極易造成
車輛失控，對其週遭之用路人及駕駛人自身之安全，會導致難以預測之不利
後果，爰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2、64 條規定患癲癇疾病者不符合考
領汽、機車駕照之資格。本項議題涉公共交通安全之駕照管理制度重大變
革，由於 106 年 8 月屏東縣萬丹鄉發生因駕駛人癲癇發作導致 3 死 9 重傷之
重大交通事故，為減輕社會大眾對癲癇症患者駕車安全疑慮，允宜審慎，須
有相當立論根據。
二、 辦理情形及成果：
(一) 駕駛動力車輛行駛公共道路涉道路交通安全，考量輕症之癲癇症患者駕駛
汽、機車之需求及道路交通安全維護，不同類型及輕度之癲癇症患者可否在
可控制情況下或許可條件下取得駕照駕車，涉醫學專業及醫療體系支持，交
通部公路總局已委託台灣癲癇醫學會辦理研究有關癲癇症患者駕駛執照之通
案處理方案及蒐集先進國家相關資料。
(二) 為研商患癲癇症駕駛人駕駛執照之通案處理方案，交通部公路總局於 106 年
11 月 9 日邀集相關身障團體、醫學會及公部門討論。

權責機關

英文

第 54.55(b)點次

54.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交通部
(b) Persons with epilepsy are not eligible to apply for driver’s licenses.
55.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Revise regulations for issuing driver’s licenses to persons with
epilepsy.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交通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交通部公路總局於 107 年 2 月 2 日續召開醫學專家學者會議，達成
對於放寬已獲得良好控制且 2 年未發作者可以考領駕照之共識。並
於 107 年 3 月 22 日請台灣癲癇醫學會參考前開會議共識，參酌納入
癲癇症患者駕駛執照之通案處理方案之建議書，並充實癲癇症相關
認識之內容。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台灣癲癇醫學會完成通案處理方案之建議書後，交通部公路總局預
計 108 年接續研擬相關法規及管理配套措施送交通部駕駛人醫學諮
詢會審議。

人權指標

交通部
結構指標：
檢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62、64 條規定患癲癇疾
病者不符合考領汽、機車駕
照之資格。
過程指標：
邀集相關身障團體、醫學會
及公部門討論，研擬相關法
規及管理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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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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第 21 條)
5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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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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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領域雇用台灣手語譯者；設定接受台灣手語譯者訓練的適當人數目標；將台
灣手語列為學校選修語言，無論是否為聽覺障礙學生，均有機會學習。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手語文化的推廣（文化部）：
(一)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業將臺灣手語列為國家語言，強調文化平權為多元價值的
核心，包含聽覺、視覺語言的平權。並規定政府應辦理健全教學資源、強化公共
服務資源及營造友善使用環境，於各階段國民教育，應將國家語言列為基礎或必
修課程等。另依該法草案第 3 條及其立法說明第 1 點之規定：「本法所稱國家
語言，並非指官方語言，而係從語言保存及永續發展之觀點進行規劃，期使國內
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等，皆能獲得傳承與發展保障。」爰 57a
點次所提：「將臺灣手語列為官方語言」，建請修正為：「將臺灣手語列為國家
語言」。
(二) 文化部於身心障礙者文化方面之努力，主要係健全國內語言法制層面，並積極推
動文化平權、營造多元語言友善環境，將可落實本點次委員會之意見。目前文化
部辦理情形扼陳如下：
1. 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之訂定，業將臺灣手語納入保障範疇，使其成為國家語言
之一，未來得依法建構臺灣手語之公共資源服務、列為部定課程、師資及翻譯
員等相關事宜。
2. 制定國家語言相關之補助作業要點，目前各要點中皆已包含臺灣手語之補助方
式。
3. 試辦文化部所屬各館所推行多元化語言(含臺灣手語)服務。
二、手語翻譯及聽障者參與（衛福部社家署）：
(一) 為促進聽語障者社會參與，衛生福利部每年均透過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鼓
勵聽語障團體辦理相關培訓課程，近 3 年來培訓人次達 300 人次。
(二) 各地方政府均已設置手語翻譯服務窗口，截至 106 年底止，具手語翻譯技術士
證者提供手語翻譯服務者計 301 人，依地方政府目前統計數據，平均服務提供

英文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pin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rt .21)
56.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a) The lack of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the specific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persons who are deaf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and deaf culture;
5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Recognize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and
allocate adequate funding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hiring of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in the area of public
services, set a sufficient number of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to be trained, and include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as an elective language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enabling both
deaf and hearing students to learn it;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文化部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1. 實施「文化部推行語言多樣性友善環境補助作業要點」並進行收
件，以具體保障各族群在公共場合使用母語及臺灣手語之權利。
2. 實施「本土語言創作及應用補助作業要點」並進行收件，以鼓勵
使用本土語言及臺灣手語進行創作及多元應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1. 完成國家語言發展法之訂定。
2. 全面實施文化部所屬各館所推行多元化語言(含臺灣手語)服務。

衛福部（社家署）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1. 持續督請各級政府機關考量聽語障者洽公或參與會議、活動需
求，依實際狀況主動提供手語翻譯服務。
2. 宣導民眾知悉本項服務，確保其有需求時能順利申請運用。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權責機關
第 56.57(a)點次
文化部
衛福部（社家署）
教育部
協辦：勞動部

人權指標
文化部
結構指標：
完成國家語言發展法之訂定
過程指標：
全面實施文化部所屬各館所
推行多元化語言(含臺灣手
語)服務。

衛福部（社家署）
過程指標：
規劃辦理地方政府手語翻譯
服務人員培訓課程，並補助
補助聽語障團體辦理相關培
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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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率達 90%，未來除了加強宣導聽語障者知悉本項服務並依需求踴躍運用，在
整體手語翻譯服務的量能與品質尚有持續精進空間，以協助聽語障者參與公共
事務。
三、教育體系（教育部）：
(一) 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劃，目前臺灣手語並非部定課程，但學校
可於校訂課程中安排臺灣手語課程提供學生修習。另教育部將透過會議宣導，鼓
勵各大專校院開設臺灣手語相關課程。
(二) 大學課程係由各校依師資資源、教學目標及學校發展方向予以規劃，目前有 8 校
開設相關課程約 10 門課程，多為特殊教育學系所開選修課程。

規劃手語翻譯服務人員培訓課程時數及內容，以輔導地方政府手語翻
譯服務人員均取得技術士證。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辦理手語翻譯服務人員培訓課程，以協助各地方政府手語翻譯服務人
員均能通過該職類技能檢定。

結果指標：
各地方政府手語翻譯服務窗
口之服務提供比率逐年上
升。

教育部
持續辦理
臺灣手語將列為國家語言之一，屆時將規劃列為部定課程，於各級學
校實施。(國)

教育部
過程指標：
每年至少對大學宣導 1 次，
鼓勵學校將台灣手語列為選
修語言。（高）。
結果指標：
於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將
國家語言列為各教育階段部
定課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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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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第 21 條)
5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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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b) 採行必要措施，以執行公私部門資通訊近用相關法規，為各類身心障礙者提供適
當技術及格式。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災情資訊傳播（內政部、農委會）
(一) 查風災及震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其中在「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之整備」1
節中，規定內政部、交通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強化
維護其資訊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設備，並對受災民眾提供生活資訊，及考
量外國人、身心障礙者，及災害時易成孤立區域之受災者，或都市中因無法
返家而難以獲取訊息之受災者之災情傳達方式。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
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規劃防災諮詢服務。另於「提供受災
民眾災情資訊」1 節，規定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國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掌握災民
之需求，協調傳播媒體協助，將相關氣象、災情、政府有關機關所採對策等
資訊，隨時傳達予民眾。（內政部）
(二)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是利用行動通信系統的 「細胞廣播服務技
術」，提供政府得以在短時間內，大量傳送災防示警訊息到民眾(包括身心障
礙者)的手機，即時通知民眾，讓民眾能及早掌握離災、避災的告知訊息服務。
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已於 105 年 7 月開始透過細胞廣播服務，對民眾發布土
石流紅色或黃色警戒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同步通知在警戒區範圍內之民
眾，提升警戒通報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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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函頒實施，其中計畫內容第二編災
害預防之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之整備章節，亦已納入上開災害示警通
報技術，俾利即時通知土石流警戒範圍內之民眾進行必要之疏散避難作為。
（農委會）

英文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pin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rt .21)
56.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b) The lack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Braille,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easy read formats,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all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public and private websites, news broadcasting, and
information on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5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Adopt and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enforce legislation on
access to all public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o
as to facilitate access in all formats and technologies appropriate
to all kinds of disabilities;.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內政部
持續辦理
查現行風災、震災、火災、爆炸及火山(草案)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
已規定相關措施。

權責機關
第 56.57(b)點次
1.
2.
3.
4.
5.
6.

內政部
農委會
經濟部
交通部
通傳會
國發會

協辦：環保署、衛福部、原
能
會、各機關
人權指標
內政部
過程指標：
內政部將就所管風災、震
災、火災、爆炸及火山(草
案)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請各
權責機關依計畫分工落實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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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汛災資訊辦理情形：（經濟部）
1.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2-2 條規定，「各級政府及其附屬機關（構）、
學校所建置之網站，應通過第一優先等級以上之無障礙檢測，並取得認證標
章。」網頁建置部分，經濟部除依前開規定辦理外，並開發「防災資訊服務網、
行動水情 App、上網登門號、防汛抗旱粉絲團」等防災避災工具，讓民眾及早
獲得水情資訊。
2.自 102 年開始，經濟部水利署與衛生福利部每年針對老人及身心障礙、一般
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等社會福利機構、國中小學校主管機關辦理防災避
災工具教育訓練研習會。
二、交通資訊（交通部）：
(一) 背景分析：
1. 政府機關公開網站係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公布「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
及「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等規定辦理，並實施網站無障礙檢測。
2. 過去的颱風警報記者會，主要是以專業氣象人員於現場說明最新颱風動態與
災防警戒等訊息，考慮聽障朋友需求，已於颱風警報記者會增加手語翻譯播
報服務，使聽障朋友能更正確、直接的獲得颱風動態及氣象防災消息。
3. 臺鐵局係公共運輸業，大多數為現場基層工作，屬重勞力、體力工作，其環
境對部分身障者並不適宜。
4. 身心障礙民眾自行前往監理所站辦理監理業務(如考照)，礙於行動能力，在
各申辦櫃台、考照場地間移動，需有無障礙設施及人員協助。就聽力障礙部
分，在各項業務上溝通傳達，尚需熟識手語人員協助溝通。
(二) 辦理情形與成果：
1. 交通部、觀光局、高鐵局、港務公司網站已取得網站無障礙 2.0 標章，民
航局、臺鐵局、高公局、航港局、公路總局等網站已取得無障礙 A+或 AA
等級(無障礙 1.0)。
2. 氣象局自 104 年起於陸上颱風警報時，每日提供 2 場颱風警報記者會之手
語翻譯播報服務 (上午 11 時 40 分及下午 5 時 40 分)，由手語翻譯員輪值
同步進行手語翻譯播報，截至 106 年已連續辦理 3 年，共計提供 35 場該項
服務。
3. 鐵路特考係由考選部主辦，身心障礙者如需申請各類應考權益維護措施，
依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規定，不同身障別給予不同協助。
另臺鐵局對於自辦營運人員甄試已訂定「營運人員甄選作業規定」，為身
障者權益受公平保障，特訂定身障者免除體能測驗；筆試部分將考量個別
狀況給予必要之協助。
4.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5 條第 5 項規定，第 1 項筆試得以口試代
替，聾啞應考人並得以手語代替。另第 6 項規定，前項口試及手語之通譯
人員應由公路監理機關指定之公正人士為之。全國 7 區監理所皆已提供無
障礙空間、專人協助、身障者駕照考驗所需之特製考驗車輛及手語需求等
服務。

交通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1. 持續於交通部及相關所屬機關官方網站、所轄場站及 APP 提供
文字、語音資訊及人員導引服務，並提供多元管道，如：電子郵
件、連絡電話等，使身心障礙者可洽詢所需資訊或反映建議事
項。
2. 民航局、臺鐵局、高公局完成修正或改版公開網站，以取得無障
礙 2.0 標章。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公路總局(108 年)、桃園機場公司(109 年) 、航港局(110 年)完成修
正或改版公開網站，以取得無障礙 2.0 標章。

交通部
過程指標：
1. 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網站無障礙規範。
2. 編列相關經費並修正或
改版公開網站。
結果指標：
符合無障礙 2.0 標準之官方
網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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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屬航空站及桃園機場皆提供航班資訊廣播服務、航班資訊顯示系統看
板、官網及跑馬燈服務，提供身心障礙旅客獲取各類資訊，並已要求航空
公司機場櫃檯人員、機上服務人員利用適當方式向各類身心障礙旅客提供
搭機關資訊。
三、資通訊傳播（通傳會）
(一) 政府為保障身心障礙者使用網路，獲得資訊的權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
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規定，要求
各級政府機關機構與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設置資訊服務網站，應提供身心
障礙者容易使用環境。
(二) 依身權法第 52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各級政府及其附屬機關(構)、學校所建置
之資訊服務網站，應通過第一優先等級以上之無障礙檢測，並取得認證標章；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身權法第 52 條之 2 第 2 項授權訂定之各級機關機構
學校網站無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依據本辦法，
辦理各機關資訊服務網站之無障礙網頁檢測、稽核與認證標章核發，另為完
善檢測及稽核機制，本辦法規定應有身心障礙者參與無障礙網頁認證標章稽
核作業，以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取資訊的權利。
(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迎合國際網頁可及性規範發展，及檢測、稽核實務需
要，參酌全球資訊網協會(W3C)發布之「網頁內容可及性規範 2.0 版(WCAG
2.0)」，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公告實施「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截至 106
年底已取得無障礙認證標章網站共 4,192 筆；辦理身心障礙者抽測稽核作業
共 952 件，抽測占比為 22.7%。
(四) 為因應近年來網際網路蓬勃發展，民眾生活與網際網路密不可分，促使我國
無障礙網頁規範與國際規範接軌，提升網站及網頁之設計技術，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將持續關注國際發展趨勢，適時增修調整規範內容，使資訊服務網站
能輔助身心障礙者之使用。

四、內部系統設計（國發會）：
公私部門設計內部系統時，未考量身障者之使用需求。

通傳會
結構指標
依「各級機關機構學校網站
無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
辦法」，辦理網站檢測作業及
身心障礙者抽測作業，確實
稽核各機關設置之資訊服務
網站。

通傳會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完成者)
1.辦理無障礙網頁標章檢測作業，以提升網路環境無障礙化。
2.身心障礙者參與檢測作業，使網頁符合身心障礙者近用。
3.針對無障礙網頁檢測提供客服及輔導作業。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推動提升身心障礙者同步完成檢測作業達 80%。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參酌全球資訊網協會(W3C)發布之「網頁內容可及性規範 (WCAG)」， 過程指標
1. 設置無障礙網路空間服
研擬調整網站無障礙規範與國際規範接軌。
務網，提供網站無障礙認
長期：第 2 次國際審查前亦無法完成者
證標章資訊，包括以下內
持續辦理身心障礙者網站使用需求調查，作為無障礙網頁規範設計與
容：網站無障礙規範、標
實務調整參考，提供相關配套措施鼓勵民間企業積極參與，推動資訊
章認證申請及查詢、檢測
平權的發展。
結果公布及通知等相關
作業。
2. 針對網站無障礙認證標
章檢測提供諮詢客服及
輔導作業，以匯集管理網
站無障礙認證標章符合
性。
結果指標
推動各政府機關之資訊服務
網站，皆符合無障礙認證標
章。
國發會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國發會已於106年10月函頒「政府機關公務系統無障礙指引」；107年
3月函請各機關如有進用重度視覺障礙及重度肢障同仁者（即無法使
用滑鼠者），應依前述指引於107年底前優先完成機關內公文系統及
差勤系統之無障礙設計，並接續完成重要業務系統之無障礙設計。

國發會
過程指標：
滾動式修正「政府機關公務
系統無障礙指引」，務求本
指引符合公務身障同仁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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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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第 21 條)
56.
(c)
57.
(c)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未將 CRPD 譯為易讀格式或台灣手語。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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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譯為台灣
手語。
背景與問題分析

英文

權責機關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pin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rt .21) 第 56.57(c)點次
56.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衛福部（社家署）
(c) The CRPD not having been translated into an easy read format or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5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Translate the CRPD into an easy read format in cooperation with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nd into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deaf community;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衛福部（社家署）
衛福部（社家署）
已與身心障礙團體合作，透過心智障礙者之參與，於 107 年底完成 CRPD 易讀版，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目前正與聽覺障礙團體合作以台灣手語翻譯 CRPD，以透過各種形式之語言，將
107 年 12 月前完成 CRPD 手語版。
CRPD 加以推廣。

衛福部（社家署）
結果指標：
完成無障礙格式推動 CRPD
易讀版及台灣手語版，保障
身心障礙者近用資訊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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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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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第 21 條)
5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d) 接受特定居住安排的身心障礙者，無法自由與外界溝通。
57.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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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外界溝
通。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機構及住院之精神病人（衛福部）：
(一) 精神衛生法第 25 條已規定住院中之精神病人可自由與外界溝通，並訂有相關
罰則。為確保精神病人自由通訊之權益，已納入精神科醫院、精神復健機構及
精神護理之家之評鑑基準，以促進精神障礙者與社區連結，讓機構內精神障礙
者有機會學習與鄰里或大社區互動，以提升住民自我價值，及社區的接納度，
達到與社區融合之目的。因此未來有必要透過機構評鑑指標之引導，讓機構內
之障礙者有自我選擇與外界溝通之自由。（衛福部心口司）
(二)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服務對象，依其狀況或家屬要求，可能有被工作人員限制
撥打電話之時間或要求有合理之原因，無法在自由選擇的時間內，隨意與外界
溝通，惟如確有溝通需求時，工作人員一般不會拒絕身心障礙者對外之聯繫。
另外，機構內身心障礙者因屬團體生活，個人自我選擇溝通時段易與團體生活
規範相衝突，因此，應在兼顧安全、團體生活時間規劃下，給予身心障礙者最
大之自我選擇權利。因此，未來有必要透過機構評鑑指標之引導，讓機構內肢
障礙者有自我選擇與外界溝通之自由。（衛福部社家署）
(三) 現存一般護理之家收住對象均屬 ADL 中、重度失能臥床個案居多，且為高密度
照護之個案。依據護理機構評鑑辦法，護理機構應至少每 4 年接受中央主管機
關之評鑑一次。106、107 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針對「服務對象管理及權
益保障」之項目中訂有『與家屬(親友)互動及提供服務情形』基準，目的即期
機構對入住住民之親屬，能訂有機構互動交流機制（如安排座談會、聯誼會，
開放家屬探訪及提供與家屬聚會等）。查 106 年評鑑結果約有 88%合格。惟多
數機構多採辦理座談會聯誼活動，或開放探視等方式，對於安排入住個案與家
屬聚會之作法較少。（衛福部照護司）
(四) 有鑑於現行失能身心障礙者因失能收住於機構，難能確實自由安排居住。（衛
福部長照司）

二、教育體系（教育部）：

英文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pin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rt .21)
56.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particular living arrangements being unable
to freely communicate with individuals outside those particular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5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d)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particular living
arrangements can freely communicate with individuals outside
those particular living arrangements at times of their own
choosing;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衛福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1. 精神照護機構評鑑基準已納入自由通訊之項目。（衛福部心口
司）
2. 107 年 5 月 4 日至 10 月底辦理一般護理之家評鑑計 307 家。賡續
鼓勵及評核機構「與家屬(親友)互動及提供服務情形」，並了解
機構針對住民可自由與外界溝通採取作法收集資料。（衛福部照
護司）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完成)
1. 持續推動並落實維護病人權利、 社區融合，並納入機構評鑑項
目。（衛福部心口司）
2. 持續責請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督導轄區精神照護機構落實精神衛
生法規定，不得限制病人與外界自由溝通的權利，並提供申訴
管道，必要時依精神衛生法第 55 條處罰。（衛福部心口司）
3. 持續透過自我訓練課程，協助機構內身心障礙者可在適當時間
自由選擇與外界溝通時機。（衛福部社家署）
4. 針對失智症個案，修正強化「可讓其自行選擇時間或與外界溝
通之措施」評核基準。（衛福部照護司）
5. 輔導地方政府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訂定評鑑指標，納入「強化社
會參與」、「促進自立生活」、「表達生活安排意願」等意
涵，強化失能身心障礙者自由選擇居住安排之權益。（衛福部
長照司）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在機構評鑑指標內，在權益部分檢視機構訓練成效、加入機構不得
限制機服務對象與外界溝通之規定。（衛福部社家署）

權責機關
第 56.57(d)點次
衛福部（心口司、社家署、
照護司、長照司）
協辦：教育部、退輔會

人權指標
衛福部
結構指標：
針對精神障礙者接受居住安
排者，可自行選擇時間，自
由與外界溝通，納入精神照
護機構評鑑項目。（衛福部
心口司）
過程指標：
定期對精神照護機構進行評
鑑。（衛福部心口司）
結果指標：
1. 精神照護機構有關病人
的通訊自由及能與社區
資源連結，以達社區融
合標準等項目之評鑑合
格率達 60%以上。（衛
福部心口司）
2. 讓機構服務對象可在自
行選擇的時間，自由與
外界溝通。（衛福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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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教育學校之宿舍並未限制住宿於特殊教育學校宿舍之身心障礙學生與外界溝
通。(國)
教育部
持續辦理
為使住宿於特殊教育學校宿舍之學生有更多管道及機會與外界溝
通，請含有宿舍之特殊教育學校提供或設置公共電話，增加住宿生
與外界溝通的機會。 (國)

教育部
過程指標：
於住宿生增能研習當中，以
身心障礙學生自決議題為研
習主題，以增加住宿生自決
權。(國)
結果指標：
預計於 108 學年度起含有宿
舍之特殊教育學校每校宿舍
至少有一部公共電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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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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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第 21 條)
56.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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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及早促成聽覺障礙兒童及其父母接觸台灣手語。

英文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pin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rt .21)
56.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e)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not being introduced early enough to deaf
children.
57.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e) Introduce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early enough to deaf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一、教育體系（教育部）：
教育部
啟聰（聽障）類特殊教育學校辦理相關溝通訓練研習(含手語)，以提供家長增能管道。 持續辦理
(國)
持續提供家長相關聽覺障礙類兒童溝通訓練研習(含手語)。 (國)

權責機關
第 56.57 (e)點次
1. 教育部
2. 衛福部（社家署）

人權指標
教育部
成果指標：
於 106 年度共辦理 19 場研
習，預計於 108 年度提升至
28 場研習。(國)

二、聽障家庭溝通（衛福部社家署）：
衛福部（社家署）
本點次為促進聽覺障礙兒童及其父母之溝通，特別是父母為聽人，子女為聽覺障礙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者。因國情緣故，我國聽覺障礙兒童及家長多以人工電子耳及讀唇語作為溝通之橋 研議運用每年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增列補助聽語障團體辦理聽障 衛福部（社家署）
樑。但除了上開運用科技技術(如人工電子耳)，宜同步提供其他無障礙溝通方式， 者之家長手語課程項目，並將辦理 6 歲以下聽障者之家長手語課程列 過程指標：
確保聽覺障礙兒童選擇使用語言的權利，並利於親子間溝通順暢。（衛福部社家署） 為優先補助對象，以促進家長與聽障者子女及早溝通，維繫親子關係 1. 補助聽語障團體辦理聽
障者之家長手語課程。
。
2.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脆弱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家庭育兒指導服務方
1. 針對身心障礙父母、育有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兒童之脆弱家庭提
案。
供育兒諮詢、提升家長知能方案等服務，以增強家庭教養及親職
3. 於社會(家庭)福利服務中
知能。
心專業人員訓練納入相
2. 於社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專業訓練人員訓練納入相關課程，以
關課程，以增進對聽覺
增進對聽覺障礙兒童及其父母之瞭解。
障礙兒童之瞭解，並提
供其父母相關支持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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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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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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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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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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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修訂現行選舉相關
規則。
背景與問題分析
內政部
一、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29 條第 1 項第 a 款規定，締約國應保障身心障礙者
享有政治權利，及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該等權利，並應承諾確保
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有效與
充分地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用選舉與被選舉之權利及
機會。
二、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 72 點第 a 項指出，國際審查委員
會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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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到剝奪表示關切。第 73 點第 a 項復建議，我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得以在與他
人平等的基礎上行使選舉權，並修訂現行選舉相關規則。
三、 查民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
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
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次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4 條規定：「中
華民國國民，年滿 20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權。」及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1 條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年滿 20 歲，除受監
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權。」受監護宣告者（前為受禁治產宣告者）無
選舉權之規定自前開兩項選舉罷免法自 69 年立法之初即已制定，應係考量依
民法規定受監護宣告者，無行為能力，既無行為能力，於公法上自不宜賦予事
涉公益決定之選舉權，爰予限制。另依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截至 106 年
11 月 27 日止，20 歲以上現住人口受監護宣告人數總計為 2 萬 1,747 人。
四、 針對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應否具有選舉權，各界看法不一。贊成者認為，選
舉權係憲法明文保障之參政權，雖經法院宣告受監護者屬無行為能力人，惟監
護宣告制度乃涉及財產、契約等私法關係之處分與管理，以其在私法上是否具
行為能力為標準判斷其有否具選舉權，並不合理。反對者則認為，需對政治及
選舉制度具備一定程度理解能力的人才具有選舉權，如受監護宣告者未能了解
投票行為代表的意義，即不應擁有投票權，且選舉權資格乃國會制定選舉制度
之裁量權限。另亦有論者以為，受監護宣告者既未具備足夠的意思能力行使選
舉權，就有可能遭有心人利用或者提升廢票率，恐影響選舉之公正性。

英文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 (art. 29)
7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a) The righ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vote is violated due to election
rules that prohibit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placed under
guardianship from exercising their franchise;
7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Enabl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vote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and amend election rules to this effect;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內政部
持續辦理
有關是否修正受監護宣告者無選舉權規定，涉及法院實務上如何進行
監護宣告鑑定、受監護宣告者之態樣、受監護宣告者之法律能力，以
及實際選務作業執行問題，牽涉廣泛，內政部擬召開座談會，徵詢學
者專家及司法院、法務部、衛生福利部、中央選舉委員會等相關機關
意見，審慎研議。

權責機關
第 72.73(a)點次
內政部
協辦：中選會

人權指標
內政部
過程指標：
1. 蒐集國外受監護宣告者
投票權相關資料及立法
例。
2. 召開座談會研議是否修
正受監護宣告者無選舉
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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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選會
中選會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1 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4 條均定有受監護宣告尚 長期：第 2 次國際審查前亦無法完成者
未撤銷者未有選舉權之規定。受監護宣告者之選舉權，涉及選舉罷免法規定之修正， 配合內政部召開座談會及檢討作業辦理。
須經廣泛討論並經修改選舉罷免法後始能據以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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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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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第 29 條)
72.
(b)
73.
(b)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 (art. 29)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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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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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與問題分析

權責機關

英文

第 72.73(b)點次

7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中選會
(b) The State does not encourage candidates with disabilities to seek
election; further, the State neither gathers nor retains data related to
public office seekers or elected officials with disabilities: and
7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Encourage candidates with disabilities to seek election, and gather
and retain data related to public office seekers or elected officials
with disabilities;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一、 為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公職人員選舉，宜提高候選人登記參選資訊之可及性，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完成)
過程指標：
使身心障礙者容易取得候選人登記資訊，便利其投入選舉。
本會無障礙選舉專區網頁提供候選人登記參選資訊，提高公職人員選 本會無障礙專區網站提供候
二、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執行法定 舉資訊之可及性，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選舉。
選人登記參選資訊。
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候選人於申請登記時，尚無
須提供是否為身心障礙者之個人資料，又候選人是否為身心障礙者，亦不影響
候選人資格及選舉結果，爰本會未獲有法律授權蒐集身心障礙候選人及當選人
個人資料，亦未進行相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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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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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第 29 條)

權責機關

英文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 (art. 29)

第 72.73(c)點次

7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7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中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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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The righ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equally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 is violated by inadequate and untimel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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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disseminated in advance of voting, inaccessible polling places,
7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nd an absence of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for those person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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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環
disabilities requiring such support.
境，並提供身心障礙選舉人所需的輔助決定支持。
7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Revise its policies so that adequate and timely information is widely
disseminated in accessible formats in advance of voting, all polling
stations are made accessible, and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be
provided to voters with disabilities who require such support.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一、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參與投票權利，在選舉前按時發送適當資訊部分，歷屆選舉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本會已採行之措施如下：
1. 賡續採行錄製有聲選舉公報、電視政見發表會備置手語人員同步
(一) 錄製有聲選舉公報，便利視障選舉人瞭解候選人政見，各直轄市、縣（市）
翻譯及本會無障礙選舉專區網頁，針對不同障別者之需求，於選舉
選舉委員會均依紙本公報，錄製影音光碟或錄音帶，透過轄區內視障團體、
前提供適當投票資訊。
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行政組織等多種管道，提供視障選舉人使 2. 本會辦理投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已有初步成效，惟將注意檢核作
用。
業是否存有城鄉差距現象，請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加強落實
(二) 另為保障聽障人士知的權利，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辦理電視政見發表會，
投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作業。
均置有手語人員同步翻譯，手語翻譯視窗放大至電視畫面三分之一。
3.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3 項條文修正草案，如經完成立法
(三) 印製 20 萬份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協助措施宣導資料，請各直轄市、縣（市）
程序，本會將依新修正法律辦理，並於編製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
選舉委員會依分配數量轉發轄內社政單位或相關身心障礙團體，並請 90 個
及辦理講習時，納入重點加強宣導。
全國性身心障礙團體轉發所屬會員協助宣導。
(四) 本會網站建置無障礙選舉專區，便利選舉人取得選舉資訊。
二、 為督導各選舉委員會選擇無障礙設施場地設置投票所，本會訂定「投票所選擇
具備無障礙設施場地注意事項」及「投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表」，並函請各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普查投票所之設置情形，以確保投票所設置地點之
適當性。如有未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等不適合繼續沿用之投票所地點，應擬
妥替代方案，另覓合適地點設置投票所。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自行圈投。
但因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 1 人在場，
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
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 1 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惟身心障礙
選舉人尚不得依意願選擇家屬以外之人陪同行使選舉權。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
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
結果指標：
投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符合
規定比率提高至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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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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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 (第 30 條)
74.
(a)
75.
(a)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缺乏計畫及專案經費，無法推廣身心障礙者參與體育活動。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依 CRPD 修訂國民體育法，並實施相關計畫及專案，以推廣身心障礙者參與體
育活動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國民體育法》業依 CRPD 修正，並於 106 年 9 月 20 日修正公布。
二、依據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擬定「運動 i 臺灣」中程計畫，輔導各地方政府推動
身心障礙運動，包括運動體驗營、觀摩會、活力養成班等。
三、依據《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辦法》補助全國性團體辦理各項身心
障礙活動。

英文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life, recreation, leisure and sport (art. 30)

權責機關
第 74.75(a)點次

74.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教育部(體育署)
(a) The absence of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with budgets to promote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sport;
75.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Revise the National Sport Ac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RP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sport and establish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sport;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持續辦理
每年將持續補助全國性團體辦理各項身心障礙活動。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運動 i 臺灣」中程計畫推動期程為 105 至 110 年。

過程指標：
每年編列預算，依據相關計
畫與各地方政府及全國性團
體合作推動各項身心障礙活
動。
結果指標：
每年與各地方政府合作，推
動 200 項次身心障礙活動。
另補助全國性團體辦理辦理
各項身心障礙活動，參與達
1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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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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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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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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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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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近
用出版品馬拉喀什條約，推廣無障礙格式出版品。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出版品（文化部）：
(一) 有關說明二之(二)分工事項點次7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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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近用出版品馬拉喀什條約，推廣無障礙格式出
版品，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0-1條及第30-2條，係由教育部主責，合先
敘明。
(二) 文化部為輔導所管數位出版產業發展，辦理「輔導數位出版產業發展補助」案，
並基於文化平權精神，於補助作業要點附帶規定獲補助單位應將獲補助製作發
行之數位出版品無償提供國家指定之典藏機構(國立臺灣圖書館)運用，俾身障
者使用。106年度透過本計畫共捐贈828件數位出版品予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運
用。

英文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life, recreation, leisure and sport (art. 30)
74.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b) The small number of digital books available,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and otherwise print disabled,
to have access to published materials;
75.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Promote publications in accessible formats in line with the
Marrakesh Treaty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Published Works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or Otherwise Print
Disabled, administered by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文化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近期內完成107年度「輔導數位出版產業發展補助作業」收件及評選，
賡續透過要點附帶規定促進獲補助製作發行之數位出版品無償提供
國家指定之典藏機構(國立臺灣圖書館)運用，充實無障礙閱讀資源，
預計107年底可完成捐贈作業。

教育部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二、閱讀近用（教育部）：
國立臺灣圖書館訂定推動「強化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
(一) 依國際審查委員建議事項，略以：
1. 所有出版品都應納入法規，要求提供通用格式的電子檔、語音檔，並將免費 發展計畫」(105-108年)。
提供服務對象擴及翻閱書籍有困難者。
2. 政府應推動易讀資訊入法：無論是現實生活或者網路資訊，都需要有易讀版
本；透過圖案、符號、顏色與文字的配合，提供易於辨識與理解的資訊，使
心智障礙者也能融入社區生活。
(一) 教育部已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0條之1第1項規定指定國立臺灣圖
書館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專責圖書館，並配合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前開條文內
容，擴大其適用範圍及於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
定身心障礙者，修正發布《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指定國立
臺灣圖書館落實及推動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視障資源徵集編目典藏閱
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際合作等事宜。

權責機關
第 74.75(b)點次
文化部
協辦：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人權指標
文化部
結構指標：
訂定「文化部輔導數位出版
產業發展補助作業要點」，促
進出版產業數位升級，並透
過要點附帶規定，推廣文化
平權精神。

教育部
過程指標：
補助國立臺灣圖書館推動辦
理「強化身心障礙者數位化
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
畫」(105-108 年)，據以強化
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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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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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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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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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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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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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歧視規定及慣例。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衛福部)：
依身權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公共設施場所營運者，不得使身心障礙者無法公平使
用設施、設備或享有權利，同法第 100 條規定，違反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者，應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1 萬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接受 4 小時之講
習。另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身權法第 16 條第 2 項所訂公
共場所包括公園、體育場所、政府機關、社教機構等場所。故我國法律面即訂有相
關規定，各地方政府實務亦有接獲身心障礙者申訴而處分公共場所營運者之案例，
顯見仍有部分場館未依規定處理，衛生福利部後續將持續督導地方政府依法辦理。

英文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life, recreation, leisure and sport (art. 30)
74.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c) The discriminatory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at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by parks, amusements centers and sports centers discriminating
on the basis of disability, including against those with psychosocial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ith respect to their admission and
participation; and
75.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Eradicate discriminatory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at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by parks, amusement centers and sports
centers reject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and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by strengthening
relevant acts including th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ights
Protection Act and the Civil Code;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衛福部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督請 CRPD 法規優先檢視清單中尚列管 3 條涉及公園、遊樂中心、體
育場館等拒絕身心障礙人士進入之法條及自治條例權責機關完成修
正。

權責機關
第 74.75(c)點次
1. 教育部(體育署)
2. 內政部
衛福部(社家署)

人權指標
衛福部
結果指標：
優先檢視清單中涉及本點次
之法規修正比率達 100%。

二、CRPD 法規及行政措施修先檢視清單(衛福部)：
我國法規之優先檢視清單中，總共列管 7 條涉及公園、遊樂中心、體育場館等拒絕
身心障礙人士進入之法條及自治條例，並且其中 4 條完成修改，其餘 3 條將持續進
行修訂。
三、體育場館設施（教育部）：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雖有不得歧視之相關規定，卻無法避免身心障礙者受
到各種歧視及不公平待遇，例如：要求身心障礙者必須有人陪同才能進入體育場館、
身心障礙者之陪伴者設有一定條件資格或要求負擔法律上完全責任、精神疾病者不
得進入體育場館等，類此歧視性規定影響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運動場館設施之權益。
四、無障礙環境（內政部）：
內政部營建署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內容已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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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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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盤點運動場館使用管理之相關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如有歧視或限
制身心障礙者使用運動場館之規定，預計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改善
修正完成。

教育部
過程指標：
預計召開 4 次會議，邀集民
間團體及地方政府共同檢視
並改善修正。
結果指標：
預計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
消除具歧視或限制身心障礙
者使用運動場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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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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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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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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既有建 持續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計畫。
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另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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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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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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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 (第 30 條)
74.
(d)
75.
(d)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缺乏身心障礙兒童可使用的兒童遊戲場。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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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背景與問題分析
內政部
按兒童遊戲場之設計、製造、安裝、檢查及維護，應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法
規之規定。衛生福利部基於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中央主管機關權責，為維
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於 106 年 1 月 25 日訂頒「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
規範」。

英文

權責機關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life, recreation, leisure and sport (art. 30) 第 74.75 (d)點次
74.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內政部
(d) The lack of access to playgrounds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75.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協辦：衛福部（社家署）
(d) Develop playgrounds based on universal design to allow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leisure and
recreation.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內政部
持續辦理
依衛福部訂定之「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督導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就其業務主管場所落實安全管理稽查，其有設
施設備設計不良或損壞部分，責成列管儘速改善。

人權指標
內政部
過程指標：
配合衛福部訂定之「兒童
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
範」持續督導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就其業務主管
場所落實安全管理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