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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五場次： ........................................................................................................................................................................................................................................................... 2
第 22.23(a)點次 ............................................................................................................................................................................................................................................... 2
第 22.23(b)點次 .............................................................................................................................................................................................................................................. 5
第 22.23(c)點次 ............................................................................................................................................................................................................................................... 6
第 58.59(a)點次 ............................................................................................................................................................................................................................................... 7
第 58.59(b)點次 .............................................................................................................................................................................................................................................. 8
第 58.59(c)點次 ............................................................................................................................................................................................................................................. 10
第 78.79 點次 ................................................................................................................................................................................................................................................ 12
第 80.81(a)點次 ............................................................................................................................................................................................................................................. 14
第 80.81(b)點次 ............................................................................................................................................................................................................................................ 15
第 80.81(c)點次 ............................................................................................................................................................................................................................................. 16
第 80.81 (d)點次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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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五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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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與不歧視 (第 5 條)
2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a) 現行身心障礙立法並未適當規定國家的積極義務以確保實質平等。
2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a) 國家立法禁止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並確保身心障礙者 (包括具備多重及跨類別
身分者) 在實質上享有平等地位。

背景與問題分析
一、背景（法務部、衛福部）
：
(一) 平等與不歧視息息相關，CRPD 第 5 條要求國家確認身心障礙者有權不受任何
歧視地享有法律給予之平等保障與平等受益。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我國於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6 條明定身心障礙者之人格與權益應受到尊重和保
障，對其接受教育、應考、近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歧
視之對待。同條第 2 項及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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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機關（構）、團體、學校與企業
處理各項考試，應提供身心障礙者適性協助，這 2 項規定將身心障礙權益之平
等已延伸至實質平等，並涵括公私領域的落實，另於同法第 19 條規定各級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個別化、多元化之作為，可見我
國於身心障礙權益之立法已使身心障礙者僅有形式上之平等，亦兼顧實質平
等，惟過去於落實程度上仍有不足，為避免身心障礙者遭受不利處境或待遇，
未來將持續督請各級機關落實 CRPD 不歧視之精神。（衛福部）
(二) 制定反歧視法之建議：（法務部）
1. CEDAW 初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建議於「後續討論問題」提及「雖然所有的國
家在憲法中都提到禁止對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宗教和種族的歧視，並非全部
185 個 CEDAW 會員國都有打擊歧視的法律。然而許多國家有消除歧視的法
律，無論是一個總合性的或單獨的法律。」；另在第 2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
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6 點第 2 項亦提及
「審查委員會重申國際獨立專家團於 2013
年 3 月 1 日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
建議，即政府制定涵蓋性別平等各個領域的全面立法，……」。

英文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art. 5)
2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a) Current disability legislation does not adequately stipulate the State’s
positive duties to ensure substantive equality;
2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Enact laws that prohibit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disability,
and ensure substantive equality for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individuals with multiple and inter-sectional identity
status;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法務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1. 辦理「我國是否應制定綜合性反歧視法及立法建議」委託研究案：
已於 107 年 5 月完成招標。
2. 現行中央法規有無歧視規定及反歧視法規執行情形檢視計畫：法
務部業以 107 年 3 月 12 日院人權字第 10714500520 號函請各機
關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前回復，預計於 107 年 7 月完成彙整並提
出檢討清冊。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我國是否應制定綜合性反歧視法及立法建議」委託研究案預計於
108 年 5 月完成期末報告。俟研究結果完成後，再視研究結果、社
會共識等，研議我國之政策方向。
衛福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配合法務部所定期程，檢視本部主管法規有無歧視規定及反歧視法
規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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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22.23(a)點次
法務部
協辦：衛福部(社家署)、
各機關

人權指標
法務部
過程指標：
完成現行中央法規有無歧視
規定及反歧視法規執行情形
之檢視清冊。
結果指標：
完成「我國是否應制定綜合
性反歧視法及立法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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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 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27 點提及
「……政府應制定全面性的法規以涵蓋性別平等的所有領域，目的是為實施性
別主流化與性別預算；…」；另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會通過的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第 19 點及第 20 點亦提及，我國雖有反歧視條款散見於許多法律
中，卻缺乏一部涵蓋所有脈絡下所有歧視理由的綜合性反歧視法，建議政府應
考慮通過綜合性的反歧視法。這部法律應該涵蓋基於任何理由的直接與間接歧
視，以及對公私部門皆有約束力的積極義務，並課予政府確保法律上及事實上
平等的義務。
二、問題分析：
（法務部）
（一）過去辦理情形：立法委員鄭麗文、楊瓊櫻等 22 人曾於立法院第 7 屆第 4 會期
第 16 次會議擬具平等法草案，其規範內容與反歧視概念相同；內政部曾於 98
年研擬「族群平等法草案」，並於 98 年 10 月 7 日及 12 月 1 日召開 2 次公聽
會，聽取各界意見做為立法之參考，惟當時社會各界對於是否制定專法及該
草案規範之內容，尚未凝聚共識；法務部曾於 99 年通函各機關就我國有無制
定平等（或反歧視）專法表示意見，調查結果，表示無意見者有 20 個，反對
制定或認為暫不推動者有 13 個，認應予制定者亦有 13 個，未具一致共識。
（二）推動制定反歧視專法之困難：我國現行已有許多保障平等之法規，例如勞動
基準法、就業服務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傳染病防
治法、入出國及移民法、老人福利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性別平等教
育法等，上開各法律分別對年齡、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身
心障礙、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語言、宗教或容貌態樣等歧視
理由定有保護規範，然其保護範圍是否足夠？相關政府機關是否有依上開法
規確實執行？倘若現行相關法律、制度無法促進平等，禁止歧視發生，又該
如何解決？換言之，如認我國現行保障平等及反歧視法規之整體保護範圍尚
有不足之處，則我國是否應立即制定一部全面性、整體性之反歧視專法或透
過修正現行法規、制定個別保障平等之法規，以填補保護範圍之缺漏？又如
須制定反歧視專法，則其內涵為何？反之，則應如何修正現行法規或制定各
別保障平等專法加以保障，為我國現行亟待解決之議題。
三、目前辦理情形（法務部、衛福部）
：
（一）考量是否另訂定綜合性之反歧視法，須先花時間進行檢視，行政院羅政務委
員秉成於 106 年 11 月 6 日邀集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勞動部、衛福部、
原民會、行政院性平處等相關機關，開會討論反歧視法制定之必要性、盤整
法規所需時程及相關分工等議題，並決議 1、由法務部擬具「我國是否應制定
綜合性反歧視法規劃案之委託研究」提案，提報至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
討論，以聽取該小組委員意見，並研議其可行性。2、由法務部暫時先予辦理
函請「中央機關檢視各該主管法規有無歧視規定」之法規檢討工作，相關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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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性意見跨機關點次回應表審查會（五）
視結果提供上述委託研究案參酌。(法務部)
（二）法務部依上開決議，提請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 31 次委員會議討論，並
經主席裁示，1、我國是否應制定綜合性反歧視法委託研究案部分，暫時請法
務部擔任主辦機關，相關經費則由行政院性平處、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
勞動部、衛福部、原民會等 7 個主管現行涉及反歧視或保障平等法令之機關
(單位)共同分攤支應。2、請法務部暫先統籌辦理反歧視法規檢視工作，檢視
結果並可供委託研究案參酌。(法務部)
（三）視「我國是否應制定綜合性反歧視法及立法建議」委託研究結果，倘建議透
過修正各現行法規以增加個別保障平等，達到反歧視的目的，則配合研議修
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更周全確保身心障礙者在實質上享有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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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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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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b)點次

平等與不歧視 (第 5 條)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art. 5)

2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b) 國家在回覆問題清單時，確認其未明確定義「合理調整」
，且法律未規定拒絕合
理調整即構成歧視。
23.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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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衛福部(社家署)
(b) The State confirms in its replies to the List of Issues it has not explicitly
defined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or legally defined that the denial of
協辦：各機關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constitutes discrimination; and
2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Define in its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in all areas in line with article 2 of the
CRPD, ensure the legal recognition that the denial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constitutes a form of discrimination, and ensure
their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in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衛福部
我國雖未明確定義「合理調整」及「拒絕提供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
，但在《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6 條、27 條、第 30 條及第 33 條等，已有含括「合理調
整」之精神。
身權法第 16 條規定公、私立機關、團體、學校與企業公開辦理各類考試時，應
依身心障礙者的個別需求，提供多元化適性協助，保障其公平應考的機會；第 27 條
與第 30 條，即明定學校不得以身心障礙、尚未設置適當措施或其他理由拒絕身心障
礙者，並應依其障礙類別與障礙程度及學習需要提供必要之支持與協助，如提供特
殊教材、教育輔助器材、助理人員等，以確保其接受教育之機會；第 33 條則是規定
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別化職業重建服務，如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職務再設計
等，使身心障礙者有平等參與勞動市場之機會。
惟為確保公私部門主動實施一切適當的方法來達到平等與消除歧視，讓身心障
礙者在教育、就業、健康及公共運輸…等各方面，都能獲得權利保障，未來在相關
法規清楚界定合理調整概念有其必要。

衛福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蒐集各部會之意見、具有指標性的外國立法案例，107 年 12 月前邀
集相關部會確立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相關章節納入合理調整精神
的面向，並完成修正條文(草案)。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完成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關「合理調整」及「拒絕提供合理調整
即構成歧視」相關條文修正並公布。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督請權責部會將「合理調整」及「拒絕提供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等
原則納入其主管法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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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
結構指標：
將「合理調整」及「拒絕提供
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納入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相
關國家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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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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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與不歧視 (第 5 條)
22.
(c)
23.
(c)

英文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art. 5)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國家未建立獨立機制以監督身心障礙立法是否符合規定。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國家設置有效機制，以全面監督身心障礙相關立法符合規定，包括提供身心障礙
者尋求救濟及損害賠償的機會。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衛福部
目前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皆設有人民陳情機制，地方政府設有身心障礙者權益
受損協調機制，若身心障礙者在各層面遭受歧視及不平等待遇，可尋求權益保障。
另我國於 103 年 12 月 3 日施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已於第 8 條明定身心障
礙者受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之權益遭受侵害、無法或難以實施時之救濟方式，以
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
惟目前國內尚未設置對人權監督的獨立機構，缺乏具有實權及資源之人權專責
機關，難以擬定、調整及整合身心障礙相關立法及政策，，為確保機制能有效運作，
應建立配套機制以加強監督措施。

權責機關
第 22.23(c)點次

22.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衛福部（社家署）
(c) There is no independent mechanism to monitor compliance with
disability legislation.
協辦：法務部
23.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Establish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monitor all aspects of
compliance with disability-related legislation, including making it
possibl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seek redress and
commensurate compensation.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衛福部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辦理身心障礙者法律諮詢服務。

衛福部
結構指標：
建立身心障礙者法案影響評
估機制。
（衛福部社家署）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1. 提供身心障礙者法律扶助服務（包含法律諮詢、訴訟代理等）。 過程指標：
2. 擬定身心障礙權利影響評估檢視表(草案)，並以現行或刻正辦理法 1. 辦理身心障礙者法律扶助
案修正、改進或廢止之法規做為填表範例，召開說明會指導各機關
服務（包含法律諮詢、訴
如何填寫，確保各機關於擬訂及推動重要計畫及法律案時，均能將
訟代理等服務）
CRPD 精神及身心障礙平權觀點融入政策發展及執行過程。
2. 將身心障礙權利影響評估
檢視表併入現行法案及性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 持續追蹤身心障礙者法律扶助服務執行成效，並視實際狀況進行
滾動修正。
2. 請各部會協助試填身心障礙權利影響評估檢視表(草案)，於蒐集並
綜整各部會(機關)意見後，邀集學者專家針對身心障礙權利影響評
估機制(草案)研商修正。
長期（第 2 次國際審查前亦無法完成者）
將身心障礙權利影響評估檢視表併入現行之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供各部會於法規制(訂)定、修正時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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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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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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隱私 (第 22 條)
58.
(a)
59.
(a)

英文
Respect for privacy (art. 22)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五院 (包括監察院) 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普遍缺乏相關認知。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提升五院 (包括監察院) 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的認知。

背景與問題分析

權責機關
第 58.59(a)點次

5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行政院（各機關）
(a) The general lack of awareness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mong each of the five Yuans, including the
協辦：監察院、司法院、
Control Yuan;
考試院、立法院
5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Promote awareness on the privac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nd in each of the five Yuans, including the
Control Yuan;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立法院
立法院
一、 依據立法院「立法院個人資料保護管理運作程序」第 5 條第 6 款規定「為遵守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法規或契約等義務及立法院相關規定，並保障當事人 每年定期於休會期間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宣導教育訓練，並將身心障礙
合法行使個人資料之自主權益，特訂定立法院個人資料保護政策目標如下：
（六） 者隱私保護基本觀念納入訓練內容，以提升立法院同仁資料保護安全
每年定期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宣導教育訓練，以提升立法院同仁資料保護安全意 意識及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的認知。
識及認知。」
二、 立法院人事處依據「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推動計畫」，業於 105 年 8 月辦
理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相關講習訓練，並將辦理成果報送衛生福利部。

立法院
過程指標：
透過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宣導
教育訓練計畫，將身心障礙
者隱私保護基本觀念納入訓
練，以落實政策的實現。
監察院
過程指標
1. 辦理身心障礙者隱私保
監察院
護相關教育訓練及宣導。
監察院
為使監察院行使監察職權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
2. 落實執行《監察調查相關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法》等規定，監察院已於 103 年 1 月 14 日第 4 屆第 67 次院會通過《監察調查相關
業務與個人資料保護法
辦理教育訓練及宣導，加強監察院委職員工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
業務與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之研究結論》
，以規範監察院公布之調查報告、糾正案文、
適用之研究結論》有關身
之認知。
糾舉案文及彈劾案文所載內容於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時，得衡酌監
心障礙者個人資料之蒐
察院行使監察職權之公益性及對個人之影響程度，依比例原則妥適為之，並就有關
集、處理或利用等規定。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姓名及足資識別身分等個人資料部分，參酌該研究結論所定處理原則，予以公布或
持續落實執行《監察調查相關業務與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之研究結 結果指標
適度遮隱。是以，監察院調查相關業務如涉及身心障礙者之隱私保護，悉參酌上述
提升監察院委職員工對於身
論》有關監察院行使職權涉及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等規定。
研究結論之處理原則，據以辦理個資遮隱等事宜。
心障礙者隱私保護的認知。
司法院
司法院
過程指標：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教育訓練，增進所屬人員對身心障礙者權益（含隱私保護） 持續辦理教育訓練，增進所
屬人員對身心障礙者權益
之認知。
（含隱私保護）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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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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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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9(b)點次

尊重隱私 (第 22 條)

Respect for privacy (art. 22)

5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b) 個人資料保護法缺乏身心障礙者隱私保護規定，尤其是不同機關共享個人資料
等方面。
5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b) 修訂個人資料保護法，以確實保護身心障礙者隱私，並規定於共享個人資料前，
必須取得身心障礙者同意書。

5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1. 法務部
(b) 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privac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under the
2. 各機關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and in particular, arbitrary
shar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mongst different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and
5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Revis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to fully ensure the
privac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also require written
consent from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s a condition for the
sharing of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背景與問題分析
法務部
按公約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及第 2 項規定，締約國應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保障身心
障礙者之個人、健康與復健資料之隱私，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第
1 條規定：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
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同法第 2 條第 1 項：
「本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同法第 2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
「主管機關：
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等相關權益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同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同法
第 71 條之 1 規定：
「為辦理前條補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機
關（構）
、團體、法人或個人提供之，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第 1 項)。主
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
稽核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第 2 項)。」查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 16 條規定參照）。有關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包含身心障礙者隱私權)等相關
權益，如有為特別規定之需要，建議應由衛福部提出身心障礙者隱私權保護意識之
規劃並於身權法規範為宜，法務部當提供法制上之協助。
衛福部
有關隱私權保障亦為 CRPD 第 31 條所重視，要求政府在統計與資料蒐集與保存資訊
之過程中應遵行法定防護措施，包含立法保護資料，確保隱密性與尊重身心障礙者
隱私。目前我國已訂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以統一維護人格權及資料合理運用，惟實
務上曾有個資流通影響民眾權益之情形，未來衛福部在受理或申請身心障礙者個人

法務部
有關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包含身心障礙者隱私權)等相關權益，如有
為特別規定之需要，建議應由衛福部提出身心障礙者隱私權保護意識
之規劃並於身權法規範為宜，法務部當提供法制上之協助。
衛福部
持續辦理
就衛福部掌有之身心障礙者個人資料，落實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進行保存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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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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料之特定目的外利用，將更審慎評估以保障民眾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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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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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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隱私 (第 22 條)

英文
Respect for privacy (art. 22)

5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58.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c) 未確實執行精神衛生法第 24 條的隱私保護規定，導致社會心理障礙者的病歷對 (c) The lack of enforcement of article 24 of the Mental Health Act that
protects the privacy of 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resulting
外 (包括媒體) 公開。
in their treatment histories being disclosed in the public domain,
5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including the press.
(c) 確實執行精神衛生法第 24 條規定，保護社會心理障礙者隱私，包括其病歷。
5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Strictly implement article 24 of the Mental Health Act and protect
the privacy of 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including
their treatment histories.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衛福部
一. 目前的社會新聞事件會將治安事件導向疾病因素，各媒體為增進新聞之閱覽
率，致病人之精神疾病史曝光，更加深社會大眾將社會事件與精神疾病畫上等
號。
二. 為導正社會大眾對精神病人之歧視與污名，及促進媒體自律以適當報導精神疾
病議題，本司爰擬具「報導精神疾病『六要』與『四不要』原則」說帖 1 份
【六要：報導精神疾病應該遵守的 6 項準則：(1)要與當事人或精神醫療專家
密切討論。(2) 要慎選資訊來源，報導與事實相符的資訊。(3)要刊登於內頁
而非頭版。(4)要兼顧客觀及平衡性之報導。(5)要尊重當事人與家屬的隱私
權。(6)要提供精神衛生相關之服務專線、社區資源或衛生教育。；四不要：
應該避免的 4 項報導方式(1)不要以戲劇化或聳動化方式呈現報導內容，只聚
焦當次事件報導。(2) 不以暗示的口吻指稱當事人罹患精神疾病。(3)不用歧
視性或污名化之稱呼與描述精神病人。(4)不要報導容易引人斷章取義或以偏
概全的細節。】，前於 103 年 3 月 24 日奉核，已於 3 月 25 日發函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請其週知各傳播媒體參考辦理並協助廣為宣導，以落實精神病人人
權之保障。為維護精神病人隱私之權益，保障其病歷不外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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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福部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1. 每年責請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結合病人權益促進團體，辦理精神
疾病去污名化之宣導活動， 宣導民眾認識精神疾病，逐步化解
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人污名與歧視，增進其對精神疾病之理解
與接納。
已編印一系列之「心理衛生專輯」，涵蓋多樣性心理衛生課題，其專
輯內容架構包括：認識精神疾病、介紹精神疾病常遇到的一些照護
問題、處理方法及相關醫療資源協助，期能藉由協助非精神科專業
工作同仁、精神病人及其家屬、社會人士等對精神疾病有正確認知
或觀念，預防疾病的再發生，並已發放各界及置於本司網頁供參考
下載並廣為宣導。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責請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督導醫療機構，並向大眾宣導保護精神障礙
者隱私之重要性。（衛福部心口司）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將對「精神疾病之認知」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二公約之教育訓練
擴及所有公務人員，包含五院 (包括監察院) 對於身心障礙者隱私
保護的認知。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與民間團體、各相關機關進行討論，在符合 CRPD 規定，並在現行制
度合理之調整下，完備法務部精神疾病照護資訊管理系統精神病人
10

權責機關
第 58.59(c)點次
衛福部（心口司）

人權指標
衛福部
過程指標：
1. 保護精障者醫療及治療
相關資訊隱私，納入評
鑑項目，並進行評鑑。
2. 針對大眾、政府機關(包
含五院)宣導認識精神疾
病，並加強維護病人隱
私權荔枝重要性，以去
除精神疾病污名化。
3. 針對各部會要求資訊系
統介接、資料比對，需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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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之資料，並維護資料之安全性。
（衛福部心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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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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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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隱私 (第 22 條)

權責機關

英文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t. 32)

第 78.79 點次

78. 國家缺乏橫向政策，因此未能於國際合作活動 (包括推動 2030 年議程) 中提升 78.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the State lacks a cross-cutting policy to
promote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ll of its international
身心障礙者人權，國際審查委員會對此表示關切。
coopera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its efforts aimed at implementing
79.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擬訂橫向政策，以於國際合作活動中提升身心障礙者
Agenda 2030.
人權；在推動 2030 年議程及永續發展目標時，全面納入身心障礙者權利觀點。
79.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develop a cross-cutting policy
to promote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ll of i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and ensure the adoption of a
disability-rights perspective in all efforts aimed at implementing
Agenda 2030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1. 衛福部（社家署）
2. 環保署
3. 國發會

國際合作（衛福部、環保署）
衛福部
一. 為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就身心障礙議題進行交流，我國長期參與亞洲智能障礙 107 年度進行或完成項目
聯盟會議及國際復健組織世界大會，並參與 2030 聯合國永續發展計畫。自 107 年 12 月前邀請國外熟悉 CRPD 學者專家來臺與政府及民間就
APEC 成立 GOLF 身心障礙之友團體後，我國每年皆派員出席會議，就身心 CRPD 重要議題進行交流。
障礙者就業相關權益進行國際交流。107 年 4 月 GOLF 提出「Applying best
practices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cross the APEC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Region）」計畫，我國已表態支持。（衛福部社家署）
1. 參與 108 年 APEC 之 GOLF 身心障礙之友團體、亞洲智能障礙聯
二.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下稱永續會）依據 105 年 11 月 3 日召開之永續
盟會議。
會第 29 次委員會議林全前院長裁示，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研擬我國永 2.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提升身心障礙者人權國際合作活動。
續發展目標草案，並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召開之第 30 次委員會議奉賴院長清
德裁示，原則通過。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涉身心障礙之具體目標（target）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為：1.3 執行適合本國國情的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最低標準，到 2030 1. 參與國際復健組織世界大會。（衛福部社家署）
年在較大程度上覆蓋窮人和弱勢群體（對應我國永續發展具體目標 1.3）、4.5 2. 參與聯合國相關人權會議。（衛福部社家署）
到 2030 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別差距，確保殘疾人、土著居民和處境脆弱兒童
等弱勢群體平等獲得各級教育和職業培訓（對應我國永續發展具體目標 4.5）、 環保署
4.a 建立和改善兼顧兒童、殘疾和性別平等的教育設施，為所有人提供安全、 在推動的 2030 目標中，訂定永續發展具體目標中，提升高中以下學
無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學習環境（對應我國永續發展具體目標 4.a）、8.5 到 校網路資訊環境、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相關設施輔助，交通方面為所有
2030 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殘疾人實現充分和生產性就業，有體面工作， 的人提供安全、可負擔、可及性高，且符合永續發展的交通運輸系統。
並做到同工同酬（對應我國永續發展具體目標 8.5）、10.2 到 2030 年，增強所 包含改善道路安全、擴大公共運輸及滿足身障及老弱婦孺的運輸需
有人的權能，促進他們融入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而不論其年齡、性別、殘 求；並提供滿足通用設計、安全、融和、可及性高的綠色公共設施與
疾與否、種族、民族、出身、宗教信仰、經濟地位或其他任何區別（對應我國 空間。特別重視滿足老弱婦孺及身障者的需求。
永續發展具體目標 10.2）、11.7 到 2030 年，向所有人，特別是婦女、兒童、

衛福部
過程指標：
1. 當年度至少補助 10％申請
辦理提升身心障礙人權等
議題之國際合作活動單位。
2. 每 2 年進行 1 次國際交流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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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

人權指標

環保署
過程指標：
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由環保署擔任幕僚單位）
列管永續發展具體目標中和
身心障礙相關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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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老年人和殘疾人，普遍提供安全、包容、便利、綠色的公共空間（對應我國永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續發展具體目標 11.7）等 5 項。經確認，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皆已參考聯 在教育、交通、就業訂定對應身心障礙者的相關指標，並進行管考。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其對應指標，研擬符合我國國情之具體目標及其對應指 1. 在教育方面，訂定與身心障礙權利之相關指標，如維持身心障礙
標。另查我國永續發展具體目標對應指標中：指標 4.a.2 已列入點次 55(a)中；
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達 100%、增加國私立高中職與國立特教學
指標 8.5.4 及 10.2.2 已涵蓋於點次 69 中，爰不重複填列。（環保署）
校心智障礙類身心障礙學生之職業轉銜輔導相關工作接受服務
之個案數、增加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就業比率達 55%（民國 105
年為 50%）、提高高中以下在學學生申請輔具後借用率達 80%以
上等。
2. 交通方面，市區無障礙公車比率提高到 58.2% (民國 105 年為
50.2%)、完成臺鐵月臺與車廂齊平計畫（環島幹線 200 站），比
率達 87.72%、完成臺鐵 183 站車站無障礙電梯建置改善（占臺鐵
車站數 80.3%），服務對象占全部旅客 98.5%、高鐵因應旅客需
求，增設列車無障礙座位電動輪椅充電插座，並預定完成 34 組
列車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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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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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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實施與監測 (第 33 條)

英文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art. 33）

權責機關
第 80.81(a)點次

80.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8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衛福部（社家署）
(a) 國家未依第 CRPD 第 33(1) 條正式設置國家協調中心，並配置熟悉身心障礙者 (a) About the lack of the formal designation of a national focal point, which
includes staff trained on the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人權的專業人員。
under CRPD article 33 (1);
8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81.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 立即正式設置國家協調中心，並配置熟悉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專業人員。
(a) Formally designate a national focal point with immediate effect,
and that such national focal point include staff trained on the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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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為實施 CRPD，於政府內設立或指定一協調機制，104 年 1 月 1 日成立「行
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以下簡稱院身權小組）」，並為常設性小組。
二. 院身權小組成員包含政府部門代表、身心障礙福利領域專家學者及身心障礙組
織代表；遴選身心障礙福利領域專家學者及身心障礙組織代表為委員時，皆對於
身心障礙者人權之熟悉度納入考量，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6 條規
定，院身權小組具有協調之任務。
三. 院身權小組將配合行政院評估成立行政院人權處主管 CRPD 之可行性進行調整

衛福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賡續爭取專業人員及預算投入院身權小組幕僚工作，以確保小組得以
運作。
長期（第 2 次國際審查前亦無法完成者）
配合行政院評估成立行政院人權機關主管 CRPD 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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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
結果指標：
落實院身權小組協調不同部
門及不同層級之功能，並配
合行政院人權處主管 CRPD 之
可行性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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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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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1(b)點次

國家實施與監測 (第 33 條)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art. 33）

8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b) 現有指定協調機制為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但卻非政府機關或公民
社會所熟悉。
8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b) 針對政府機關及公民社會，確實傳達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做為指定
協調機制的職務與責任。

80.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衛福部（社家署）
(b) That the Promotion Team fo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f the Executive Yuan currently functioning as the
designate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s not well known within the State
or by civil society;
81.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b) Fully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romotion Team fo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f the Executive Yuan as the designate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oth withi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人權指標

背景與問題分析

衛福部
衛福部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成立之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為我國正 近期（108 年起 4 個月內可完成者）
式設置之國家協調中心，目前為第 2 屆委員，其成員名單及小組會議紀錄皆公開於 1. 運用網路媒體等方式針對公、私立部門宣導行政院身權小組之組
網路，其成員及任務卻非公民社會所熟悉。
成及任務。
2. 將小組會議紀錄公開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CRPD 資訊網，
確保利害關係人得以獲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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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
過程指標：
確保行政院身權小組之成員
及職務資訊公開，強化其協
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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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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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實施與監測 (第 33 條)
80.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c) 儘管已研議超過五年，國家仍未依巴黎原則設置類似國家人權機構的獨立監督機
制。
81.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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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與問題分析
法務部、監察院
一、背景：
(一)國際文書相關規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 1991 年 10 月 7 日至 9 日在巴黎舉行
關於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的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所作之結論，即為《巴黎
原則》
。該原則係強調有關國家人權機構之組成和職權應以憲法或法律定之，除
應有廣泛授權與明確職責外，並強調國家人權機構之獨立性、成員多元化、任
期穩定和明確及充足的經費等要件。
(二)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亦建議應全面遵循《巴黎原則》
，儘速成立完全獨
立且多元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二、辦理情形：
(一)我國於陳前總統水扁時期，91 年及 95 年間曾將總統府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修正
草案（增設「國家人權委員會」
）
、
「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制定案及「國家人
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制定案等人權三法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均未能完成立
法；馬前總統英九於 98 年完成批准並施行兩公約規定，為我國人權保障之提升
奠定法制基礎，並於 99 年核定設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100 年 1 月人權諮
詢委員會前召集人蕭前副總統萬長於治國週記中提出：
「本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未
來將研議循序設計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
(二)為研究規劃設立我國之國家人權機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於 101 年 6 月之
第 8 次委員會議通過成立「國家人權機構研究規劃小組」
（以下簡稱人權機構研

英文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art. 33）
80.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c) That the State lacks an independent monitoring mechanism such as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or similar body, in conformity with
all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the Paris Principles, despite discussions
on this topic for over five years; and
81.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c) Immediately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monitoring mechanism in
the form of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or similar body,
in conformity with all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the Paris
Principles, thus mandating that the independent monitoring
mechanism be fully independent and therefore not withi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the Control Yuan, or any part of the
government structure; and
行動計畫與預定完成期程
法務部、監察院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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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廣納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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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善用現行運作機制，除持續強化監察院保障及促進人權職責外，
亦持續精進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等
任務編組之諮詢功能。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我國設立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機構議題，因事涉國家體制之
重大決策，宜由總統作出政策方向決定，監察院再適時提出對應方案
及法律草案。
（配合總統決策時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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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
第 80.81(c)點次
法務部
協辦：監察院

人權指標
法務部、監察院
結構指標：
總統決策提出設置方案及
法律草案。
過程指標：
1. 監察院組成專案小組進行
研議，並邀集各界代表參
與討論，凝聚共識。
2. 強化監察院保障及促進人
權之職責。
結果指標；
成立多元、獨立之國家人權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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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究小組）案，由前召集人吳前副總統敦義於 102 年 3 月指定黃委員默等 5 位諮
詢委員會委員擔任小組成員，行政院指定法務部擔任幕僚機關，積極展開相關
研究規劃工作。
(三)人權機構研究小組於 102 年期間計召開 6 場次之研商會議，及 4 場次諮詢駐華
使節、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學者專家意見之諮詢會議，並於同年赴加拿大考
察該國之推動經驗，及參考美、英、法、澳、紐、南非、歐盟等國之作法後，就
我國國家人權機構之設置一節，於 103 年 12 月 5 日召開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會第 16 次委員會議中，提出我國有建立符合《巴黎原則》之獨立國家人權機構
之必要，其名稱定為「國家人權委員會」
，該「國家人權委員會」並朝：
（1）以
不修憲為前提；
（2）為獨立之專責機關；
（3）符合《巴黎原則》之功能；
（4）有
效行使職權；（5）避免與現有機關功能重疊或扞格；（6）填補及輔助現有機關
人權保障之不足；
（7）促進保障人民權利；及（8）整合國內外人權事務等重點，
進行規劃；當次會議人權機構研究小組亦提出 3 項成立之建議方案（含 3 項方
案之法制規劃）
：
（1）甲案：不隸屬於「總統府」或「行政院」
；
（2）乙案：設置
於「總統府」下；（3）丙案：設置於「行政院」下。
(四)嗣監察院於 105 年 1 月 8 日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第 20 次委員會議中，提出
於「該院成立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專責機構可行性方案及法制規劃」
案。另查立法院第 9 屆尤美女委員及顧立雄委員亦分別就於總統府下及監察院
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進行提案連署。
(五)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事組爰就上述人權機構研究小組 3 方案、監察院方案、
尤美女委員方案及顧立雄委員方案，總計 6 方案，併案提出研析意見，提報 105
年 7 月 22 日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第 22 次委員會議討論，會中並決議以：我
國應儘早成立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委員會；另對設置國家人權機構 3 項
可能方案進行表決，表決結果之優先順序依次為「設於總統府下」、「設於監察
院下」及「成立完全獨立之國家人權機構」
。該次會議之表決結果並已呈請總統
參酌。
(六)106 年 11 月「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APF）」Rosslyn Noonan 等 3 位國際
人權專家，就我國設置國家人權機構各項規劃方案提出評估報告，敘明：「（國
家人權機構）設置於總統府或行政院之下，對於《巴黎原則》最根本的獨立性
原則，將會是個挑戰」、「另一個設立於五權憲法體制以外的獨立機構將在憲法
上遇到極大的障礙，包括它與其他五院等機關的相對位階。」國際專家並認為
在我國五權憲政架構下，國家人權機構設於監察院是最適合且最可行之方案，
未來可透過修法方式，進一步充實監察院在人權促進及保障方面之職責，使監
察院在原有促進善治之職責外，新增人權保障之法定職責，以儘速達成我國設
立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機構之政策目標。
(七)106 年 11 月 22 日召開之第 29 次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已參考前揭國際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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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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之評估建議，再次就設置於監察院兩種規劃方案之優缺點及修法方向，進行討
論。該會就人權諮詢委員於會中針對本案之發言意見及會議提供之附件資料，
除一併呈報總統作為決策之參考外，並送請監察院參考及研議。
(八)監察院已於 107 年 3 月組成專案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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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納意見及凝聚共識，
監察院將適時邀請各界代表參與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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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現況與問題分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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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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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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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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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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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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實施與監測 (第 33 條)
80.
(d)
81.
(d)

權責機關

英文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art. 33）

第 80.81 (d)點次

80. The IRC is concerned that:
國際審查委員會對下列方面存有疑慮：
衛福部（社家署）
(d) That the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監督程序受到比例限制。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in the monitoring process is limited
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
by a percentage quota.
依 CRPD 第 33(3) 條規定，由身心障礙組織全面參與監督程序，國家應對身心
81.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障礙組織提供適當經費及人力資源，使其得以參與 CRPD 的國家實施及監督。
(d) That 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able to
participate fully in the monitoring process as required by CRPD
article 33 (3), and that the State provide 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ith adequate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to
enabl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the 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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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成立「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設置要點內明定學者專家、身心
障礙團體（機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另外，衛生福利部成立「衛
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及各地方政府設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
關小組，並於小組設置要點內明定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
體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中央機關內政部亦有成立「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小組」
、教育部成立「推
動無障礙環境專案小組」
、交通部成立「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等，皆於
每次會議邀請身心障礙福利團體與會，以確保身心障礙者於各面向參與身心障礙政
策的推動事項。
另政府透過補助方式，提供身心障礙組織所需經費，以監督政府實施 CRPD，除
了支持讓身心障礙組織參與研議身心障礙相關政策，如何落實身心障礙者積極參與
公共政策亦是 CRPD 最核心精神，未來尚需發展符合不同區域、障別、性別、年齡與
文化背景，且更公開透明之公民參與機制，讓身心障礙者有平等機會參與公共政策。

衛福部
短期（108 年起 2 年內可完成者）
1. 107 年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機制研究計畫」研究案，
希冀運用本研究計畫成果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監督程序。
2. 持續以補助方式，提供身心障礙組織所需經費，以促進其參與監
督程序。
中期（108 年起 2-4 年內可完成者）
同短期，持續辦理。另樂見我國設立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
機構議題，以監測我國在執行 CRPD 之各人權事項，並確保監督程
序納入身心障礙者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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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
結構指標：
運用研究成果，於各級政府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
組設置要點納入相關參與機
制。
過程指標：
運用「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
機制研究計畫」成果，促進身
心障礙者參與決策及監督程
序。
結果指標：
各級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納入相
關參與機制之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