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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
（一）建立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基準。
（二）建立我國政策、法案身心障礙影響評估。
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二）德菲法：2018 年 2 月針對 10 位學者專家進行三回合的德菲法專家問卷；
（三）焦點團體：2018 年 4 月通過倫理審查後，同年 5 到 6 月針對 29 名身心障
礙者辦理 4 場次焦點團體及 6 月 21 日針對 5 名學者專家辦理焦點團體。
研究主要發現：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主要參採丹麥黃金十項指標，並依據在地
現況，增加「司法保護」指標項目，建置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
標。指標項目對應我國公務統計和社會調查；並且可與國際比較。
（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政策法案影響評估：參考我國性別影響評估機制、政
策影響評估機制，建立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原則的政策法案影響評估
架構、流程、表單。試評結果顯示，本案試擬之政策影響評估表單，確實
能協助進行身障權益影響之預評，提早發現不利之影響與限制，進而思考
擬定對應方法。
研究建議：
（一）建議於各項公務統計中增加「身心障礙」的問項；
（二）建議蒐集公部門人員之反餽，瞭解執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及
政策法案影響評估」的意見；
（三）建議應辦理公部門人員相關教育訓練，以使「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
標及政策法案影響評估」的執行正確有效。
關鍵詞：CRPD、身心障礙、人權指標、政策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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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Aims
1. To establish Conventions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y (CRPD
hereafter) Human Rights Indecators and their standard.
2. To establish our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RIA) on disability policies and
laws.
Research Methods
1. Literature review;
2. Delphi Method: we undertook three-round Delphi panel questionnaires in
February 2018;
3. Focus Groups: after passing research ethic examination, we held four focus
groups in which 29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ttended in between May and June
2018. On 21th June 2018, we held one focus group in which five
scholars/experts had participated in.
Research Findings:
1. CRPD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we establish CRPD Human Rights Indicator
by adopting framework of Denmark Golden Indicators as well as status of
Taiwan society. From Golden Indicators, we have set up ten indicators. In
addication, based in unique Taiwan society, we have set up indicator ‘Judicial
Protection’. Items of indicators apply to public sector statistics and social
survey. Meanwhile, it provides a possibility to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2. RIA on policy of CRPD: by referring to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and Policy
Impact Assessment, we aim to build framework, procedure and forms of RIA
which can fit CRPD principles. Our preliminary survey shows that forms based
in RIA can actually evaluate the extent of impact towards their right. They can
help to find out unpleasant impact and limitations; furthermore, it can help to
construct solutions.
Research Recommodation:
1. We suggest government to add disability items on public sector statistics.
2. We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should collect feedback from public servants when
they implement CRPD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and RIA on policy of CRPD.
3. We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training for public servants in order
to make implementation on CRPD Indicators and RIA on policy of CRPD more
efficient.
Keywords: CRPD, Disability,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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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基準
壹、前言-CRPD 人權指標與身心障礙政策改善之關係
一、建構 CRPD 人權指標的政策意涵
CRPD 自 2006 年在聯合國通過並在 2008 年生效後，根據聯合國在 CRPD 網
站公告的資料，2018 年 11 月批准的國家已有 177 國，簽署的國家也有 161 國，
佔聯合國會員國的八成以上。從障礙政策發展的角度，CRPD 的建立有兩種意涵。
（一）意涵一：障礙政策的「典範轉移」
就 CRPD 的實質內容而言，這項人權公約透過聯合國會員的簽署批准而成
為國家政策，它象徵著當代障礙政策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Bickenbach，
2009)。二十世紀中葉聯合國在二次戰後，所通過的各項國際人權公約或人權宣
言，基本上權利主體是以【完整個人】為主要的權利主體想像，人權公約對象由
個人轉向【群體】
，最早是 1989 兒童權利公約，以及之後的兩性平權公約。這兩
個公約的權利主體轉而是以特定群體為主。權利實踐的意涵也由早期消極的個人
自由權利促進，到這兩項公約轉向針對特定群體的實質權利促進與保障。CRPD
更進一步，將權利主體擴及【個人】但是並不認為個體的健康與身體狀態是享有
權利的前提，在 CRPD 公約中，它將之前個人權利的消極自由權利，擴及特定群
體的實質權利保障，進而特別強調與要求國家政府的積極性義務與責任，除實質
權利保障之外，在消除歧視與促進平等公民權部分，CRPD 對國家角色賦予其他
人權公約所沒有的積極性與政策介入的義務，這是 CRPD 公約最特別的地方，換
句話說，國家政府由以往消極角色轉向積極且具體的政策介入與資源投入。
CRPD 公約內容與各條次，反映出這份公約背後的主要理念，由障礙研究與障礙
者運動所倡議的平等公民權與消除歧視兩大主軸，實踐過程中則賦予簽訂國家在
其福利制度與相關政策中，逐步改進實踐。
二十世紀上半葉，多數國家對於障礙者處境的解讀與回應都聚焦在「障礙者
個人的身體或心智功能損傷」。這樣的思維模式主要有幾個特徵。首先是它直接
將障礙視同個人功能上的限制與缺損。其次，也因為如此的視角，它將障礙者在
社會上普遍遭遇的生存困境視作「個人層次」的議題。最後，由於採個人與生理
歸因，因此它完全倚重「醫療」的知識與技術去診斷及評估障礙者的需要。這種
思維雖然不足以構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但因為它同時踩在「個人層次」、以及
「醫療矯治」的立場去解釋障礙者的處境，因此被後來的批判者統稱作「個人醫
療模式」(individual medical model) (Barnes and Mercer， 2003: 2-3)。
「個人醫療模式」是二十世紀前半多數國家理解與回應障礙者的主流「典範」
。
「個人醫療模式」作為障礙觀點的「典範」不只在微觀層面上，強化了一般人將
5

障礙視作悲劇式負面社會特徵的心理習慣。在鉅觀層面上，它也深刻地影響二十
世紀多數國家對障礙者的政策回應策略。就某種程度，一個社會對障礙者困境的
解釋觀點同國家對政策回應策略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在「個人醫療模式」對障
礙的概念底下，障礙者無法充分參與社會合作、必須仰賴他人照顧與扶養的依賴
者，由於歸因於障礙者個人的身心損傷，因而被理解成一種「客觀事實」。這使
得國家在面對障礙者作為依賴者的處境時，幾乎只能就「後果」去解決障礙者生
存下去所遭遇的威脅，而無法更進一步去追究身障者陷入依賴處境的「原因」。
於是，障礙者津貼或失能年金這類的所得維持給付、與住宿型的照顧機構成了最
理所當然政策回應策略。
很清楚的，這正是傳統福利國家的策略。Silvers(1998)認為傳統福利國家對
障礙者的回策略背後訴諸的理據是「物質平等」。國家將障礙者當作物質資源重
分配的福利身份依據，一方面確保身障者不會因為缺少足夠的所得來源與醫療照
護服務，導致生活與生命品質遭受威脅；另一方面也在盡可能地緩解障礙者與非
障礙者者在物質資源取得上的龐大落差。這種訴諸「物質平等」的政策回應策略
雖然確保障礙者取得活下去所需要的基本物質資源，但就像 Silvers(1998)所批判
的，它並非沒有代價。首先，障礙者作為福利身份往往再度強化人們對「障礙者
是有缺陷」這種個人醫療模式的思維習慣。另外也是更棘手地，傳統福利國家的
策略過度倚靠所得維持給付與醫療照護資源，根本無法有效地解決大量有心投入
工作的障礙者被拒絕在工作、以及其它重要社會參與機會之外的社會排除困境。
換言之，在「個人醫療模式」與「傳統福利國家」共構的障礙政策「典範」
底下，障礙者永遠無法透過平等公民身份的取得，而徹底擺脫掉依賴者的處境。
這套障礙政策「典範」的鬆動，當然跟對障礙的「社會模式」觀點(social model)
的出現脫離不了關係(Bickenbach， 2009)。1976 年英國重要的障礙運動組織「肢
障者反隔離聯盟」(Union of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簡稱 UPIAS)
在其名為《身障基本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 的宣言中首度提
出對障礙的「社會模式」觀點。不同於「個人醫療模式」將問題聚焦在障礙者個
人的身心損傷，「社會模式」將障礙者依賴處境歸因於障礙者所處的外在環境：
…是社會使得我們這些肢體損傷的人成了障礙者。障礙是某種強加在我們

身體損傷之上的東西，它是藉由將我們不必要地隔絕起來、並排除我們充
分參與社會的機會而強加上來的。換言之，障礙者其實是社會上受到壓迫
的一群人(UPIAS， 1976: 3-4)。
不同於「個人醫療模式」將「障礙」這個概念直接視同「損傷」，在「社會
模式」中「障礙」則與「損傷」區隔開來(disability/impairment)。透過「損傷/障
礙」的分離，「社會模式」得以將障礙者依賴處境的歸因方向完全反轉過來，聚
焦到那些阻礙障礙者充分參與社會合作的制度設計(Barnes and Mercer， 2003: 1112)。障礙者的依賴困境不再被理解成一種「客觀事實」
，它是社會環境所構成的
阻礙以及不平等權力關係運作的結果，就像社會模式的大將 Finkelstein(1980)所
6

主張的：障礙者作為依賴者的處境就跟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一樣，它是整個社會
對障礙者的壓制。
2006 年聯合國通過 CRPD 並在兩年後生效，Bickenbach(2009)認為它象徵由
「個人醫療模式」主導的那種傳統福利國家策略的障礙政策典範正式告終，新的
典範開始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對障礙的概念上深受「社會模式」觀
點的啟發，但是大多數論者都指出：CRPD 對障礙政策的立場並不純粹是對「社
會模式」論點的複製，而是一種超越「社會模式」的「人權模式」典範(human right
model)(Bickenbach， 2009; Degener， 2016)。
Degener(2016)試圖從六個面向去比較 CRPD 作為「人權模式」與「社會模
式」之間的不同，藉以指出：CRPD 作為「人權模式」超越「社會模式」的創新
性：
1.創新之一：CRPD 的人權模式是就「應然層次」去指出損傷不能阻礙平等人
權的取得。
「社會模式」將障礙視作「社會建構」的結果，是對障礙者困境「實然層次」
的描述。「人權模式」雖然接受社會模式對障礙的概念，但它進一步就「應然
層次」主張：障礙者的身心功能損傷不能成為他們取得平等人權保障的阻礙。
2.創新之二：CRPD 的人權模式不能單憑反歧視立法。
對「社會模式」來說，障礙者無法工作與無法獨力生活的依賴處境既然是
社會環境與制度安排對障礙者的壓制，是一種歧視，那麼最好的政策回應策略
自然是「反歧視立法」。但 CRPD 作為「人權模式」障礙政策典範並不只訴諸
「反歧視立法」
。Degener(2016: 4)認為 CRPD 其實同時涵蓋兩組人權概念：一
是跟反歧視立法關係密切的法律與政治權利；另一組則是涉及物質資源重分配
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換言之，CRPD 雖然採用「社會模式」對障礙的概念，但它並未像「社會
模式」那樣因此完全揚棄傳統福利國家對障礙者的政策回應策略。顯然以物質
平等為目標的傳統福利國家策略，也是 CRPD「人權模式」促成障礙者取得平
等公民身份並充分融入社會生活，必須仰賴政策工具。
3.創新之三：CRPD 的人權模式將「損傷」視作人類重要的差異面向。
如前文所述，
「社會模式」是透「障礙/損傷」的概念二分而將「個人醫療
模式」對障礙的個人與生理功能歸因反轉過來，而聚焦「外在」障礙者的社會
結構因素。這樣的概念架構雖然成功地讓人們從歧視與社會壓制的角度去解讀
障礙者所遭遇到的生存困境，但就如 Shakespeare(2006)所批判，這過度放大社
會觀念與制度結構影響力的論述方式導致「社會模式」觀點長期輕忽、甚至否
定障礙者的「身體損傷經驗」。
7

不同於「社會模式」
，CRPD 的「人權模式」在接受障礙作為「社會建構」
的同時，仍舊承認障礙者身體損傷經驗一種「實在的存有」。Degener(2016)認
為「身體損傷」在 CRPD 中被視作人類多樣經驗的一種面向與人性重要的構成
元素，而這正是 CRPD 第三條第四款文字所要彰顯的涵義。藉由對損傷經驗的
看見與承認，Degener(2016)認為 CRPD 再度肯定：障礙者作為平等人權承載者
(human right bearer)的政治理念。
「損傷」雖是一種社會差異與人性構成的一部
分，但它就跟性別、種族族群、以及年齡這些重要社會特徵，不能成為一個人
取得平等公民身份的阻礙。
4.創新之四：CRPD 作為人權模式承認為不同身份的交織性與多重歧視的可能。
整體而言，「社會模式」幾乎忽略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對障礙
政策的潛在貢獻，但在 CRPD 的「人權模式」，障礙者不再被視作完全同質的
人口群：不同的損傷經驗不僅會導致障礙者有不同的身份認定，年齡、性別與
族群的身份差異也會讓障礙者所遭的歧視與社會壓制呈現不同的面貌。從多項
法條的文字都可以看見 CRPD 嘗試解決不同身份「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所構成的多重歧視問題：在第三條第七款與第八款、第六條、第七條、第十六
條第五款、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CRPD 均試著透過額
外規範的方式去回應障礙婦女、障礙兒童與障礙老人雙重弱勢的處境。
5.創新之五：CRPD 作為人權模式並未完全排除防範損傷發生的預防性政策。
「社會模式」認為那些防範損傷發生的預防性政策，諸如產前健康檢查、
交通安全宣導與小兒痲痺疫苗注射之類的公共健康政策，往往具備強化障礙作
為負面社會特徵的「污名化」意涵，因此抱持相當保留的立場。
跟「社會模式」的立場不同，CRPD 作為「人權模式」並未完全否認這類
預防性政策的價值。不過為了避免落入「個人醫療模式」思維習慣的窠臼，在
CRPD 中，預防性政策被定位成防範「次級損傷」(secondary impairment)的發
生，而非「初級損傷」(primary impairment)的發生。其政策目標不在否定障礙
者的生存價值，而是將障礙者的健康視作一種基本權利，需要國家透過物質資
源投入而加以維護。
6.創新之六：CRPD 作為人權模式承認障礙為一項需國際合作的發展性議題。
貧窮與障礙兩者之間一直存在高度的關聯性。彼此相互增強：身體損傷會
增加落入貧窮的風險，而貧窮又再度增加人們遭遇身體損傷的可能性。這也可
以解釋為何有三分之二的全球障礙人口生活在社會經濟資源相對匱乏的發展
中國家。相對於生活已開發國家的障礙者，發展中國家障礙者很的人權處境可
能因為貧窮的社會經濟條件而承受更加嚴重的威脅。面對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障
礙者的人權處境差異，國際合作是必要的，CRPD 中的第十一條與第三十二條
8

清楚地主張：障礙是一種需國際合作的發展性議題。
（二）意涵二：人權「指標」的政策效果
仔細檢視 CRPD 的內容，全部的法條可大略分成三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
涵蓋第一條到第八條，屬於一般原則性的條款，除闡明公約的目的、締約國的義
務、並對重要概念作定義外，也處理障礙兒童及婦女因為多種身份的「交織性」
與潛在的雙重歧視困境。第二部分則涵蓋第九條到第三十條，它們一條一項地羅
列出障礙者享有平等人權的重要組成面向，這些正是 CRPD 締約國政府對其障
礙公民負有保障義務的具體權利類別。二十二項權利類別整理成表 1.1.1。
表 1.1.1：CRPD 中締約國政府負有保障義務的權利類別
法條條號
10
11

受保障的權利類別
無障礙
生命權

12
13
14
15
16
17
18

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
獲得司法保護
自由和人身安全
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仁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免於剝削、暴力或虐待
保護人身完整性
遷徙往來自由和國籍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
個人行動能力
表達和意見的自由以及獲得資訊的機會
尊重隱私
尊重家居和家庭
教育
健康
適應訓練與康復訓練
工作和就業
適足的生活水平和社會保護
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

30

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閒和體育活動

第三部分則由三十一條之後的法條所構成。不同於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的法
條直接闡述 CRPD 對障礙者取得平等公身份的權利論點與分類，這部分的法條
主要在規範締約國政府必須建立監控公約執行成效的機制、以及按期提交國家報
告的義務。本研究的主題「人權指標」的建構即是一種「監控機制」(mechanism
of monitoring)，主要規定在第二十一條至三十三條。「監控機制」雖無關人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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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構成內容，但是它卻攸關 CRPD 作為國際人權公約最後能否在各締約國付
諸執行、以及付諸執行的程度。
CRPD 作為一項促成障礙者人權保障的政策工具，雖然代表著締約國境內的
障礙者理當享有公約上載明的各項法定權益(entitlement)，然而公民的法定權益
與「國家責任」是相對應的。倘若締約國的政府沒有承擔起執法的責任，那麼障
礙者根本無法從 CRPD 的簽署與批准而獲得任何好處(Bickenbach， 2009)。
CRPD 作為國際人權公約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促使締約國的政府承擔起公約
所賦予的執法責任。一種是「外部」的途徑，它主要透過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
利委員會」的職權行使。CRPD 第三十四條到三十九條明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委
員會」的組成方式及相關職權。各締約國政府均有責任定期透過聯合國秘書處遞
交國家報告書，向委員會說明該國對公約的執行程度。除此之外，倘若締約國對
公約執法不力，公約適用的個人或群體也可以主動向該委員會提出申訴，委員會
有權對相關申述案進予以處理(黃怡碧與黃嵩立，2015)。
另一種則是「內部」途徑。它主要透過締約國政府自己建立一套自我監控的
行政程序，藉由定期資料證據的蒐集去確認相關的施政是否能在一定期限內達成
CRPD 所設定的人權標準。Bickenbach(2011)將這套自我監控的行政程序細分成
五個階段，「人權指標」的建立屬於中間的第四個階段。儘管聯合國對於各締約
國要如何設計「內部」的自我監控機制，是開放給各締約國政府自行決定；然而
從 CRPD 第三十一條的文字，卻可以清楚地看到聯合國對這套監控機制的期待
是必須符合科學研究標準、並且有資料作為佐證的。換言之，整套政府自我監控
執行成效的行政程序，儘管以公約中抽象的「權利」概念作為起始點，但終點必
須是具體的｢資料證據」
；而人權指標正是在兩者之間扮演串連與橋接的角色。關
於 Bickenbach(2011)細分出的五個階段，簡述如下：
（1）階段一：權利(Right)。CRPD 中第九條至第三十條載明的各項權利具有
「道德指引」的地位(moral compass)，它引導締約國政府該如何透過改革，將
潛存著「個人醫療模式」色彩的障礙政策典範，漸進地移轉成「人權模式」的
障礙政策典範。
（2）階段二：目的(goals)。權利雖有道德指引的地位，但太抽象，難以監控。
因此必須進一步轉化成具體的政策目的。
（3）階段三：目標(targets)。在確認與權利相對應的政策目的之後，由於政策
目的仍未達到被直接測量與觀察描述的狀況，因此它還必須被進一步操作化成
更具體的「目標」
。｢目標」透過量與質的方式更明確、且更細節地說明「政策
目的」所允下的社會承諾為何。Bickenbach(2011)認為：
「目標」的確立是整套
政府自我監控程序最關鍵的階段。合理「目標」的確立必須在理想與務實間取
得平衡：一方面就理想而言，
「目標」必須是向前看，而且具進步意涵的(forwardlooking and progressive)，它必須引領整個社會朝向 CRPD 所指向的人權理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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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可因此就太過烏托邦，未考慮整個社會的現實條件限
制。為達成兩者間的平衡，Bickenbach(2011)認為最好的作法就是為設定「目
標」時加上「時限」的附帶條件，例如「十年內，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的失業
率差距減少一半」。
（4）階段四：指標(indicator)。類同科學研究中「變項」的地位，已被操作化
成可以被直接測量或觀察的概念。透過指標，我們可以監測到現象與事物隨時
間改變的程度。甚至還可以進一步與其他國家的表現進行跨國比較。
（ 5）階段五：資料來源 (data source)。與指標相對應的可靠資料。根據
Bickenbach(2011)，可以明確辯別出個體障礙、性別、族群、年齡等社會特徵的
非聚集性資料來源(disaggregated data)是較具佐證價值的。
2.建構人權指標所涉及的方法論議題？
上述 Bickenbach(2011)的討論主要是集中在：「人權指標」在 CRPD 締約國
政府自我監控程序中所發揮的角色。接下來將直接聚焦在「人權指標」本身作為
一種「測量」所涉及的方法論議題。
（1）漸進性實現？
首先，前述 Bickenbach(2011)在討論合理「目標」的確立必須在理想與務實
之間取得平衡，Green(2001)將稱之為「漸進式實現」(progressive realization)。CRPD
作為人權模式，如同 Degener(2016)所言，它所涵蓋的權利類型並不限於法律與
政治這些消極性的權利，還包括那些需要國家投注足夠「物質資源」才能實現的
社會、經濟文化面向的積極性權利。物質資源的籌措與投入並非一蹴可成，往往
需要時間的積累才能看到成果。因此 Green(2001)認為：對於那些需要國家投注
物質資源作為基礎的權利種類，在建構相應的人權指標，應採納「漸進式實現」
的測量標準，以在「某段時限內的進步」作為目標。
不過，Green(2001)也緊接著提醒：並非所有的權利種類在建構人權指標時都
合適採取這種「漸進式實現」的測量標準。根據 Green(2001)，有三種權利種類並
不合適，分別為：不歧視的權利；權利被侵害時司法救濟的權利；利益當事人參
與政策制訂或立法的權利。換言之，人權指標在面對這三類權利的執行狀況，只
有「是否立即實現」的測量標準，沒有所謂「漸進式實現」的餘地。
（2）量性或質性指標？
從上文關於人權指標的討論彷彿測量形式只是訴諸量性的統計方式。
Green(2001)認為這是一種迷思。事實上，人權指標作為蒐集資料證據的測量工具，
按聯合國相關委員會的建議，資料證據的類型並不侷限於統計數據。Green(2001)
認為只要有助於執政者監控執法的成果，讓我們得以確認某項政策是否達成預期
的改變，量性資料與質性資料都是可以接受的資料類型。Green(2001)因此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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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區分成兩大類：一為統計性指標(statistical indicator)，以統計數據為基礎；另
一則是主題式指標(thematic indicator)，主要透過文字去描述政府執法所造成的改
變。
（3）測量方向：國家責任履行狀況或個體享有的權利保障狀況？
正如前文曾提到的，在國際人權公約底下，締約國公民所享受到的權利保障，
與國家責任是相對應。倘若政府不履行公約賦予國家的責任，那麼公民勢必無法
實質地享有公約對他的權益保障。正因為這樣，人權指標的測量可以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的表現上，測量國家對公約所賦予責任的履行狀況。
另一個方向則將焦點放在個體身上，去測量個體實質受到的權利保障狀況。
Green(2001)認為在建構人權指標時，兩種測量方向均不可偏廢。
跟 Green(2001)的二元分類架構相應，Hines(2005)認為人權指標的建構涵蓋
三種層次的測量。第一種層次是結構條件指標(structure conditions)。它將測量焦
點放在：障礙者人權實踐所需的憲政、法律結構、公共與私領域制度。第二種層
次是過程指標(process)。它測量的焦點放在人權保障實現所需的結構條件，其實
際執行的狀況與成效。第三種層次則是成果指標(outcomes)。測量的焦點放在個
體的人權結果。不同層次的測量，關心不同層次的議題。結構條件指標是：人權
實踐需要那些必備的制度元素？過程指標則是：政府在這些必備的制度元素的實
際表現如何？而成果指標問的是：就結果而言，政府種種的努力是否促成了個體
人權的改善與進展？過去的人權指標側重結構條件與過程的測量，與質性資料證
據的呈現。較新的國際趨勢是期待能強化成果指標的建構及量性資料證據的呈現，
以便持續檢視法規及政策成效、以及人權狀況的長期趨勢及跨國比較。
基於前述背景及現況，本研究有以下兩項研究目的，將於本報告中分兩篇陳述：
1. 建立我國 CRPD 人權指標之基準、架構、面向與具體指標。
2. 提出我國 CRPD 政策與法案影響評估機制架構、流程。
第一篇：我國 CRPD 人權指標
第二篇：我國 CRPD 政策與法案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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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資料收集與方法、過程
一、文獻探討
（一）不同國家人權指標建構經驗的分析比較
儘管簽署批准 CRPD 的國家，已佔聯合國會員國比例的八成，然而實際建置
完整人權指標系統的國家，只有丹麥與澳洲。另外，雖然歐盟尚未建構完成一套
整體性的人權指標，以供歐盟各會員國自我監控政府 CRPD 執法表現與成果，不
過，為了協助歐盟會員國，在對障礙者的照顧制度設計上，由過去普設機構照顧
的政策模式，轉型到在社區照顧的政策模式，歐盟附設的基本人權單位
FRA(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已特別針對 CRPD 第十九條
「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提出一組相當細緻的人權指標，使各會員國可以有系
統地蒐集相關資料，自我監控其障礙照顧政策轉型的進展。
1.歐盟：FRA 針對第十九條「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所建構之人權指標矩陣
雖然歐盟尚未建構出一套可供歐盟各會員國用以自我監控政府 CRPD 執法
表現與成果的人權指標，不過歐盟附設的基本人權單位 FRA(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為了協助歐盟會員國在對障礙者的照顧制度設計
上由過去普設機構照顧的政策模式，轉型到在社區照顧的政策模式，特別針對
CRPD 第十九條「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建構出一套相當細緻的人權指標，以便
各會員國可以有系統地蒐集相關的資料，去自我監控其障礙照顧政策轉型的進展。
這項指標的建構理據主要有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指標的測量層次。該人權指
標並不侷限在特定層次的測量，而是同時涵蓋「結構條件」
、
「過程」與「成果」
。
另一個面向則是「獨立生活與融入社會」此條文以及相應的權利概念所涉及的議
題。這兩個面向共同構成一個資料蒐集的「矩陣」(matrix)。
2.澳洲：QAI 所發展的指標體系
澳洲的人權指標是由民間的障礙者倡議組織 QAI(Queensland Advocacy
Incoperated)建置而成，而非澳洲官方主導。整體而言，QAI 人權指標是依據 CRPD
的法條文字，「逐條逐項」建立出對應的測量系統。在方法上，它的測量形式比
較屬於 Green(2001)所稱的「主題式指標」
，主要是透過文字的精確描述，去呈現
政府執行公約造成的改變，較不依賴統計數據的證據。QAI 人權指標雖然採主題
式指標的測量形式，但它在測量層次上，符合人權指標當代發展趨勢的「成果指
標」
，對人權表現的測量方向，聚焦在障礙者可以享受到的權利保障程度。QAI 人
權指標細項內容請參見附錄一。
3.丹麥：丹麥人權機構的十大「黃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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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的人權指標是在官方單位「丹麥人權機構」(Danish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與障礙研究學者 Larsen 主持下，建構提出的「黃金指標」(Golden Indicators)。
不同於澳洲 QAI 指標體系採逐條逐項建構法，丹麥人權機構黃金指標採取另一
種角度，從丹麥社會期待透過簽署公約對障礙者人權的「願景」，去反推：丹麥
政府若要達成這樣的政策目標，需要長期監測那些指標？透過這樣的反推，黃金
指標將 CRPD 中，多達二十二項的權利類別，整合成十大項，分別為：
1.平等與不歧視(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2.多元與意識覺醒(diversity and awareness-raising)
3.無障礙與行動(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4.自由與人身完整性(liber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
5.獨立生活與社區融合(independent living and community inclusion)
6.教育(education)
7.健康(health)
8.就業(employment)
9.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
10.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就方法而言，相對於澳洲 QAI 指標大量採用質性的「主題式指標」
，丹麥黃
金指標在測量形式上，比較仰賴量化的「統計性指標」。在測量層次上，丹麥與
澳洲一樣，同是較符合當代人權指標發展趨勢的「成果指標」，測量方向也是以
障礙者實際上享受到的人權保障為標的。然而，黃金指標雖然採統計性的成果指
標形式，但是指標所蒐集資料，並不侷限在客觀的「事實性證據」，當中許多細
項指標所蒐集的資訊，都和障礙者的「主觀感受」有關；而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在
各項指標表現上的「差距程度」，也是「黃金指標」評估政府執法表現的重要憑
據。此外，黃金指標納入「漸進式實現」的原則，因此許多細項指標都會附加「
在某段時限內的進步多少」的測量目標。猶有甚者，即使丹麥是一福利制度較為
完整的國家，仍審慎設計這套自我監控機制的重要環節，包括考量將現有國家統
計資料庫作為資料蒐集來源的可能性，甚至連未來和他國作比較的可能性也考量
進去。
（二）各國實施狀態一般性檢閱
CRPD 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已經十年，國際上影響及評估報告與文獻等陸續
發表與出版(Degener， 2017; Quinn， 2007)。CRPD 對批准與簽約國，最大的影
響是調整各國內部的政策與法令規範，例如對待障礙者的政策觀點，由以往慈善
觀點朝向人權觀點移動(Fallon-Kund & Bickenbach， 2016; Mannan， McVeigh，
et al.， 2012; Series， 2015; Shakespear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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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出版歐洲各國實施 CRPD 的書籍，詳細的介紹各國的實施過程與法
令制度改變的現況等。各種人權公約，在 CRPD 之後，身心障礙者成為各種人權
公約模型的主流討論與分析重點(Silverstein， 2010; Skarstad & Stein， 2017;
Skempes & Bickenbach， 2015)。在過去十年間，已經逐漸實質影響各國身心障
礙者服務與政策體系的運作與服務提供方式，例如健康照顧與服務等或無障礙環
境改善及輔具的運用等，或是交通運輸政策如何將障礙者納入規劃等(Bristo et al.，
2014; Brolan et al.， 2012; Chan， 2016; Craigie， 2015; Henderson & Battams，
2011; Lucas， 2012; Nardodkar et al.， 2016; Skempes et al.， 2015; Welage & Liu，
2011)。
尤其對不同類別的障礙者，如果我們以功能角度將身心障礙人口歸類為，移
動困難類、知覺功能限制類(如視覺、聽覺)及精神和心智障礙(認知功能限制類)，
在以往精神與心智類別障礙者，被歸類為脆弱需要保護的對象，或國家採取基於
最佳利益原則，提供或實施監護人制度等機制，在 CRPD 人權公約規範之下，他
們成為法律能力的主體者(Arstein-Kerslake & Flynn， 2016; Mannan， MacLachlan，
& McVeigh， 2012; Vorhaus， 2013; Wildeman， 2013)，本項公約的推動，影響
各國目前為止建立的監護制度與信託制度，未來將因為 CRPD 需要改為以支持
性決定的平等法律權利保障模式，在建置平等權利支持決定模型過程中，各國所
遭遇的權利概念實質的實踐問題，如人權概念是普及而非階層或層級式，人權實
踐過程，不分先後(Gooding & O'Mahony， 2016; Perlin， 2014; Poli， 2015; Weller，
2016)。換句話說，人權概念的實質權利保障模型是以建立障礙者個人為主的服
務提供體系，未來將以障礙者本人的意願與偏好為主要的服務規劃與提供方式，
不再只是聽從提供者、家長等意見為主。這樣的服務提供與決策模式，將會顛覆
目前的服務提供方式。
根據 CRPD 各國需要提供障礙者，支持性法律決定的程序，以保障障礙者的
基本權利，其中澳洲政府根據 CRPD 精神所建立的身心障礙者保險制度，在該項
制度之下，建立支持性決定的服務模型，因此澳洲政府如何在法令制度設計之下，
提供支持性的服務及協助，如何解決不同程度精神及心智障礙者的認知困難所帶
來的決定效力等問題，將是我國可以參考的國家之一(Collings， Dew， & Dowse，
2016; Devi， 2013; Freeman et al.， 2015; McDonald， 2015)。目前澳洲政府的這
項保險制度已經逐漸引起各國身心障礙團體的研究與分析興趣。
CRPD 的人權概念與模型，讓第一線的工作者，轉換他們對服務案主實質充
權能力的尊重與實踐，在 CRPD 國際公約架構之下，區域組織也可以批准加入實
踐 CRPD 國際公約，目前各地區都有類似的人權法院或法庭，接受障礙者的申訴
等，因此不少法學者倡議在亞洲地區設立類似的法庭以落實監督各國保障身心障
礙者的基本人權(Perlin， Cucolo， & Esq， 2014; Sherlaw & Hudebine， 2015;
Shogren & Turnbull， 2014; Steinert， Steinert， Flammer， & Jaeger， 2016)，
另外需要訓練各種不同的專業人員，如何在人權模型的障礙概念與觀點之下，提
供障礙者適當的照顧與支持，成為對專業人員新的挑戰(Keyes， Web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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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eridge， 2015; Ladner， 2014; Lang， 2009; Paul S. Appelbaum， 2016; G.
Szmukler & Bach， 2015)。
更為根本的問題是，CRPD 基本上是以積極權利保障的國際人權公約，這個
人權公約的實踐基準是建構在各國既有的福利體制與制度之下，各國在過去十年
進行的福利制度改革，改革本身也會實質的影響障礙者的福利與制度設計(Dean，
2013; Faist， 2009; Frericks， Jensen， & Pfau-Effinger， 2014)。例如對教育者，
融合教育的具體實踐究竟需要那些制度與實作的配合，是否融合教育能提升與促
進障礙者的學習能力。融合教育與各國特殊教育體制之間的關係及未來特殊教育
的各種制度與方法應該如何調整以因應融合教育理念等，這些問題都是各國面臨
的新的服務提供上的挑戰與問題(Arlene S. Kanter， Michelle L. Damiani， & Ferri，
2014; Bines & Lei， 2011; Liasidou， 2014; Polat， 2011; Powell， Edelstein， &
Blanck， 2016; Vijayalakshmi， Reddemma， & Math， 2013)。各國進行的福利
刪減計畫，已經在英國等國家實質的限縮障礙者的福利使用與權利的保障(Oliver，
2013)。CRPD 的人權模式，實際上是改良與進階版的社會模型論述，而社會模型
實踐的基本政策環境為福利國家的制度與政策，因此 CRPD 的具體實踐，也需討
論各國主要的障礙者相關社會政策(Officer & Shakespeare， 2013)。

CRPD 實施之後的監督機制與身心障礙人口的數量及具體的統計資料收集
等問題，也在該公約實施規範之後，開始深入影響各國的人口統計資料的收集方
式與方法(Jerome E. Bickenbach， 2011; Madans， Loeb， & Altman， 2011; Martin
& Cobigo， 2011; McDermott & Turk， 2011; Shandra， Avery， Hogan， & Msall，
2012)。各簽約國在批准 CRPD 之後，如何建立內部與外部的監督機制，成為聯
合國與各國的法律學者，目前最關心的焦點(Stein & Lord， 2010)。各國的實施
經驗都不相同，也面臨不同的挑戰(Angermeyer， Matschinger， & Schomerus，
2014; Barclay， 2014; Pinto， 2011; Strand， 2014; George Szmukler， 2014;
Tøssebro， 2016)。公約的實踐，也讓各國看到障礙者的新興問題，例如障礙者
貧窮問題與性別問題等，或文化及障礙交織的不同國家在實踐本公約時的問題。
(J. E. Bickenbach， 2009; Braithwaite & Mont， 2009; Brekke & Nadim， 2016;
Burkhauser & Daly， 2012; Grey， Griffith， Totsika， & Hastings， 2015; N. Groce，
Kett， Lang， & Trani， 2011; N. E. Groce， 2009; Mitra， Posarac， & Vick，
2013; O'Brien， 2012; Palmer， 2011)。
（三）文獻探討：我國相關人權指標研究報告
我國各領域人權報告書，均於簽署聯合國各項國際公約後，每五年由國家彙
整，迄今已有所累積。以下整理政府及民間團體之人權報告情形。
1.政府歷年之國家報告
最早在 1967 年所簽署的權利國際公約為聯合國於 1966 年所頒布的《公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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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上這兩部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與 1948 年聯合國之《世界人權宣
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合稱「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是國際人權保障體系中最根本的人權規範。其後因我國失去聯
合國代表權，未能生效。立法院再次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三讀通過《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並於 2012 年完成第一次符合聯合國格式之
兩公約國家人權報告，2016 年完成第二次的國家人權報告。
我國於 2012 年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2014 年
則是將《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國內法化
，2015 年進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國內法化。以上三項不同對象的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是
聯合國作為國際人權憲章之補充與加強，對於雙重弱勢者給予再次地強調與保障
其人權。其中 CEDAW 至今已完成第三次國家報告，CRC 和 CRPD 皆於 2017 年
年底完成第一次的國家報告；各國家報告皆依據各權利公約本文逐條說明，並呈
現國內法規與執行計畫等內容檢視人權實施之現況與改善情形。

2.其他單位之人權指標報告
在其他單位所完成調查之人權指標報告方面，分為「建立指標之研究報告」
及「依據指標之調查報告」。
2014 年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國際醫學聯盟進行「建構我國
人權指標及調查之研究」
，該研究綜合聯合國 2013 年的人權指標指引，透過專家
會議、次級資料蒐集、焦點團體和問卷等方式比對完成研究成果。該研究在工作
權與社會保障方面之指標發展，分為兩個章節，有較詳細之探討。主要發現有以
下五點：
（1）本研究認為通過國際重要文獻之分析、學者專家與行政單位訪談，以
及國內弱勢團體的驗證，能夠將國際指標加以脈絡化，使其適用於國內。
（2）聯合國指標原則上適用於國內狀況，但需要依據國內特殊需求以及資
料可得性做小幅修正。例如專家建議在工作權的權利要素方面，我國應強調集體
勞動權，所以將要素由四項增為五項，並參考國際勞工組織《尊嚴勞動指標》及
我國工會特性，增列該要素之指標。
（3）資料分組目前在技術上可能有困難需要克服；無論資料來自公務統計
或調查，都無法提供所有聯合國禁止歧視之身分別。這些包括種族、膚色、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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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
（例如身心障礙）。目前政府執行之統計與調查皆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為協調平台
，應可提出解決方案。
（4）專家參考聯合國及英國所建構之示範指標，提出我國應建構之十六項
權利，包括社會保障權、人身安全及自由、適足生活水準、平等權、公平審判權
、表意自由權、工作權、隱私權、民族自決權、真相權、生命權、禁止酷刑、公
共參與、健康權、教育權、文化權等權利項目。
（5）研究團隊參考聯合國《人權指標指引》
，建立「對人權指標實際操作步
驟的建議」及「人權指標建構過程應注意事項」，以協助主責機關理解建構人權
指標之步驟。
2015 年度由美國國務院依據兩公約內容公布之各國人權報告中，亦有台灣
的篇章，分為以下七個章節進行檢視：
（1）對人格的尊重，包括不受以下侵犯
（2）尊重公民自由
（3）參與政治程序的自由
（4）官員貪腐與政府透明度
（5）政府對國際暨非政府組織調查侵犯人權指控的態度
（6）歧視、社會侵害，及人口販運
（7）勞工權利
在民間團體方面，由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自 1991 年起，每年均邀請多位
專家學者進行台灣年度人權指標調查，歷經數次增修，擴展至現今規模，至今設
有「政治」
、
「經濟」
、 「環境」
、
「司法」
、
「文教」
、
「婦女」
、
「兒童」
、
「老人」
、
「
身心障礙者」
、
「勞動」及「原住民」等十一項人權指標，於每年 12 月 10 日「世
界人權日」前後公布調查結果，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全國性人權現況調查研究。
其中，該協會於辦理 2015 年台灣各項人權指標調查報告時，所進行之各項
人權指標調查研究方法為：
（1）專家調查：專家調查是先進行各項人權指標建構與評估，確認今年度
新人權指標後，再經由 220 位學者專家依德菲法進行人權調查。
（2）普羅調查：也就是一般的電話民調，樣本數約在 1068 份左右，以 95%
的信賴度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控制在±3%以內。人權評估涉及專業判斷建議
，進行人權觀察時，以專家調查為主，民意調查為輔。
指標建構方面，該協會共進行十一項人權指標調查，每一類別指標邀請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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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組成十一組、共三十三位的指標顧問團，進行人權指標之建構。人權
指標建構是依據世界人權宣言、兩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CEDAW、CRC、歐洲人權公約、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自由度指數等。初步指標建構後，再進行一次人權指標
評估人座談會，由該協會之人權調查委員會及十一位類別指標評論人進行指標最
後確認。2015 年各項人權指標結構表如表 1.2.1 所示（2015 台灣身心障礙者人權
指標調查報告，2015）:

表 1.2.1：2015 年各項人權指標結構表
類別指標
大指標
細項指標
公民權和自由
平等權
政治人權指標
21 項細項指標
政治效能感
民主鞏固
司法警察調查階段
檢察官偵查階段
司法人權指標
33 項細項指標
法官審判階段
看守所及監獄執行
被害人部分
消費
經濟人權指標
23 項細項指標
生產與就業
政治角色與政策
勞動三權
勞動條件保護
勞動人權指標
22 項細項指標
職業與就業歧視
社會保障
認知意識
環境人權指標
政府、民眾與傳媒的教育 角色與行為態度 25 項細項指標
政策效能需求
基本人權
參與權
老人人權指標
照護權
14 項細項指標
自我實現權
尊嚴權
生存權
健康權
教育權
身心障礙者人權指標
21 項細項指標
工作權
公共事務參與權
行動及資訊權
社區融合及居住權
兒童人權指標
生存權
31 項細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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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指標人權

文教人權指標

原住民人權指標

11 項類別指標

受保護權
教育與發展權
參與權
社會參與權
教育、文化權
健康、醫療與照顧權
政治參與權
人身安全與司法權
婚姻與家庭權
就業與經濟權
教育基本權
學生人權
人民參與權
文教工作者人權
人權教育
經濟社會權
文化認同權
自治權
政治權利

34 項細項指標

32 項細項指標

26 項細項指標

282 項 細 項 指
標

51 項大指標

調查結果方面，2015 年人權指標依據德菲法調查結果，在 Likert scale 5 點
量表衡量十一項人權類別指標中，分數最高者為司法人權指標(3.45)，最低者為
原住民人權指標(2.67)；總體人權指標評分為 3.13，評價為「普通傾向佳」
。詳見
表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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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2015 年各項人權類別指標評分表
類別指標
總體評分 評價
司法人權
普通傾向佳
3.45
政治人權
普通傾向佳
3.40
文教人權
普通傾向佳
3.40
經濟人權
普通傾向佳
3.13
婦女人權
普通傾向佳
3.10
勞動人權
普通傾向佳
3.06
兒童人權
普通傾向佳
3.05
身心障礙者人權 3.00
普通
老人人權
普通傾向差
2.95
環境人權
普通傾向差
2.88
原住民人權
普通傾向差
2.67
總體人權

3.13

普通傾向佳

2015 年人權指標分數與該協會 2014 年分數相較，進步最多者為勞動人權指
標(3.56)，唯一被認為有傾向退步者為文教人權指標(2.90)；總體而言，評分為 3.13
，評價為「差不多傾向有進步」。詳見表 1.2.3。
表 1.2.3：2015 年各項人權類別指標與去年相較評分表
類別指標
評分 評價
勞動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56
司法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35
經濟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33
環境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20
老人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20
兒童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15
政治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11
原住民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06
身心障礙者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05
婦女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3.05
文教人權
差不多傾向有退步
2.90
總體人權

3.13

差不多傾向有進步

2015 年度總體人權表現情況，以 0 至 10 分來表示，專家所給予的分數為
5.88；而民眾所給予的分數為 5.26。由此可知，專家與民眾的看法頗為接近，但
民眾相對於專家而言，較為悲觀。詳見表 1.2.4。
表 1.2.4：2015 年總體人權評分表
調查方法
0-10 評分
專家調查
5.88
普羅調查
5.26

21

另外，與本計畫最為相關之 2015 年身心障礙人權指標分數方面，專家學者建議
特別是在工作權、教育權、與社區融合與居住權等面向，有相當的改善空間，一
般民眾則是認為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保障，達還算不錯的程度。
本研究以丹麥黃金指標作為我國人權指標建構的主要參考依據，並以德菲法
蒐集專家意見形成人權指標矩陣，在透過分區焦點座談的方法蒐集身心障礙者本
人及學者專家意見，形成研究所需產出的人權指標。本研究是以台灣未來在實踐
與推動 CRPD 公約，如何在政策與方向上，能逐步修改目前體制為主，建構本次
人權指標內容，方法上，研究團隊依據 CRPD 精神，邀請各地障礙者參與，或透
過障礙者倡議組織代表參加研究團隊的座談與會議。針對專家意見部分，我們採
取德菲法，收集資料，也舉辦座談補充法律見解與資訊。

二、研究工具：以「丹麥黃金指標」作為我國人權指標建構的主要參
考依據
儘管簽署批准 CRPD 的國家已佔聯合國會員國比例的八成，然而實際上建
置完整人權指標系統的國家只有丹麥與澳洲。另外，雖然歐盟尚未建構出一套可
供歐盟各會員國用以自我監控政府 CRPD 執法表現與成果的整體性人權指標，
不過歐盟附設的基本人權單位 FRA(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為協助歐盟會員國在對障礙者的照顧制度設計上由過去普設機構照顧的
政策模式，轉型到在社區照顧的政策模式，特別針對 CRPD 第十九條「獨立生活
和融入社區」建構出一套相當細緻的人權指標，以便各會員國可以有系統地蒐集
相關的資料，去自我監控其障礙照顧政策轉型的進展。
丹麥與澳洲兩國 CRPD 人權指標建置的邏輯差異很大。澳洲的人權指標是
由其民間的障礙者倡議組織 QAI(Queensland Advocacy Incoperated)建置而成，而
非澳洲官方主導所產出的。整體而言，QAI 的人權指標主要是依據 CRPD 的法條
文字「逐條逐項地」建立出對應的測量系統。在方法上，它的測量形式比較屬於
Green(2001)所稱的「主題式指標」，主要是透過文字的精確描述去呈現政府執行
公約造成的改變，較不依賴統計數據的證據呈現。QAI 指標雖然採「主題式指標」
的測量形式，但是它在測量層次是符合人權指標當代發展趨勢的「成果指標」，
對人權表現的測量方向聚焦在障礙者可以享受到的權利保障程度。
丹麥 CRPD 的人權指標是由丹麥官方機關「丹麥人權機構」(Danish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在障礙研究學者 Larsen 的主持下建構出來的，被稱之「黃金指
標」(Golden Indicators)。不同於澳洲 QAI 的指標體系採直觀式的「逐條逐項」建
構法，丹麥人權機構「黃金指標」從丹麥社會期待透過簽署公約對障礙者人權的
「願景」，去反推：丹麥政府若要達成這樣的政策目標需要長期監測哪些指標。
透過這樣的反推，「黃金指標」將 CRPD 中多達二十二項的權利類別整合成十大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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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澳洲 QAI｢逐條逐項」建置而成的人權指標系統篇幅之龐大，測量細
項之複雜，丹麥的「黃金指標」系統顯得精簡且符合一般人的直觀，比較有助於
政府發展出易於執行的自我監控機制，本計畫因此決定採用「黃金指標」的建置
邏輯來發展台灣的 CRPD 人權指標。

（一）丹麥的障礙福利體制：透過重分配策略解決障礙者的社會排除困境
不過本計畫對於「丹麥黃金指標」的採用並非原封不動的全盤移植。儘管
Larsen 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對此套指標的建構是根據 CRPD 對障礙者人權保障的
理念。然而，這套指標體系之所以可以單憑「十大」測量項目如此簡約的架構，
作為監控丹麥 CRPD 落實成效的政策工具，絕對與丹麥障礙福利體制相對於其
他國家的進步有關。因此在這由必要簡要地說明丹麥障礙福利體制與台灣在主要
特徵上的差異。
就 Esping-Andersen(1990)對戰後西方福利國家的分類，丹麥屬於「社會民主
義體制」(social democratic regime)。在 Esping-Andersen(1990)的分類架構中，像
丹麥這類的社會民主義體制國家，不僅透過完整且優渥的所得維持體系提供其公
民基本經濟安全的保障。另一方面，它在公共照顧服務體系的建構相較於美國、
英國這類的「自由主義體制」(liberal regime)、以及德國、義大利所代表的「保守
組合主義體制」，相對發展成熟，而且給付的覆蓋率高。這使得丹麥的兒童與失
能者得以不用那麼高度地仰賴家庭內的照顧服務；此外就性別而言，這也讓丹麥
女性有更大的可能性從傳統性別規範所賦予的家庭照顧角色中解放出來，跟男性
一樣參與勞動市場。
不可否認地，作為丹麥公民的一份子，丹麥的障礙者當然可以從完整且優渥
的普及式津貼、失業給付、失能與年金給付獲得好處。而公共照顧服務體系的發
展也能確保障礙者對長期照顧服務的需要不用完全依靠家庭的供給。對障礙者來
說，人權的保障跟一國福利體制之間的關係不能純然從現金給付、與照顧服務這
些福利供給在「國家」、「市場」、以及「家庭」之間的分工作檢視。相較於非障
礙者，障礙者人權與福利供給之間的關係更加複雜。
本計畫在「文獻回顧」處曾經引用 Silvers(1998)的論點指出：戰後福利國家
對障礙者的回應是一種訴諸「物質平等」的策略。就像丹麥優渥的所得維持體系
與發展成熟的公共照顧體系，它確保了多數障礙者取得基本維生所需要的物質資
源與照顧服務。但在 Silver(1998)看來，這套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並未進一步
地解決障礙者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或者剝奪自立生活的根本「原因」。簡言
之，戰後福利國家僅從「後果」去回應障礙者作為「依賴者」所面臨的生活困境；
但是它並未嘗試改變與打破障礙者無法工作、無法自主安排生活的依賴者狀況。
它或許解決了障礙者的生存問題，卻無助於障礙者取得「平等的公民身份」。
Silvers(1998)將戰後福利國家這種只就障礙依賴處境「後果」而不問「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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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稱作「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在批判福利國家分配正義策略不恰
當的同時，她同時創造另一個與之對照的概念，「形式正義」(formal justice)。在
Silvers(1998: 139)認為在「形式正義」的策略底下，整個社會的其他成員有責任
針對那些導致障礙者陷入依賴的「原因」予以改變，讓障礙者可以脫離依賴處境，
像所有的非障礙者一樣自立生活、並公平地參與勞動市場的競爭。
值得注意的是：Silvers(1998)的「形式正義」就跟傳統福利國家訴諸的｢分配
正義｣一樣同樣需要政府的干預行動。只不過跟「分配正義」以建置所得維持體
系、及公共照顧服務的主要政府干預行動不同；形式正義中的國家干預行動是用
以「矯正」勞動市場中那套專為非障礙者所設、不利於障礙者公平參與競爭的制
度安排。對 Silvers(1998)而言，美國障礙運動組織在 1990 年成功遊說美國國會
通過「美國障礙者法案」(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Act，以下簡稱 ADA)正是實
踐「形式正義」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作為反障礙歧視立法，ADA 最主要的目
的在：禁止任何雇主或工作組織任意地以「障礙」作為理由在僱用上、敘薪、以
及升遷上對身障者予以歧視。然而，ADA 對於「障礙歧視」的定義並不侷限於
「表面上」的歧視。事實上在參與勞動市場競爭的過程中，障礙者遭遇到的阻礙
除了雇主或工作組織囿於刻板印象與偏見對他們能力先入為主的不信任外，更深
刻的困境往往是整個勞動市場在制度安排上，包括空間的規劃、與溝通媒介的選
擇都明白地預設使用者是四肢完好、感官功能沒有缺損的人。
「形式正義」要落實，整個社會必須認真地面對身障者之於非身障者的「差
異」，絕非假裝「人人相同」而一視同仁地將勞動市場內那套適用非障礙者的規
則套用到障礙者身上。ADA 解決差異的策略是要求雇主或工作組織對於那些可
能對障礙員工造成排除效果的制度安排進行改造。具體作法是透過無障礙設施、
工作程序的重組、以及手語翻譯員或視協員這類工作助理等之「合理調整措施」
(accommodation)，讓障礙受僱者能像其他非障礙員工那樣，毫無阻礙地運用其才
能與專長於工作上頭。
從上述 Silvers(1998)對「分配正義」與「形式正義」兩種理念的分析比較，
我們似乎可以將不同國家回應障礙者依賴處境的策略區分成兩大類型：一是戰後
西方福利國家所倚重的「重分配策略」(re-distributive strategy)，另一則是「反歧
視策略」(anti-discrimination strategy)。就邏輯而言，不同類型的福利體制同「重
分配策略」與「反歧視策略」的親近程度不一。像美國與英國這類自由主義福利
體制，對市場機制依賴較深，對市場競爭的公平性相對看重，自然與「反歧視策
略」較為親近。相對照下，在歐陸保守組合主義體制國家、與北歐的社會民主體
制國家，政府對福利供給的資源挹注原本就深厚，因此與「重分配策略」較為親
近。
丹麥作為北歐社會民主類型的國家，顯然其障礙福利體制在分配正義與形式
正義的軸線中較接近｢重分配策略」
。然而，這並不表示丹麥政府對於消除障礙者
參與勞動市場與自立生活的阻礙，未採取任何行動。雖然在 Silvers(1998)的架構
24

中，分配正義與形式正義被形塑成兩個彼此對立的理念。然而，｢重分配策略」
與｢反歧視策略」難道無法並存嗎？
事實上，反歧視策略所訴求｢合理調整措施」的落實往往涉及物質資源｢重分
配」的議題。
就 ADA 的實際運作，工作組織僱用障礙者後對職務與環境的｢合理調整」責
任主要落在企業與雇主上。我們當然同意：企業與雇主對促成身障者公平參與勞
動市場競爭，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Silvers 儘管宣稱合理調整措施在｢矯正」勞
動市場對身障者既有的系統性歧視，然而對雇主與企業來說，｢合理調整」措施
的相關支出，包括額外僱用個人助理、以及空間的無障礙設施，就是僱用障礙者
的「勞動成本」。這意味著雇主與企業很可能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考量下，儘量
避免聘僱身障者以迴避合理調整措施的｢勞動成本」
。這樣的勞動成本對於人力資
本高、擁有特殊專才的障礙者來說，或許不致於對雇主僱用他們的意願造成太大
負面的影響；但對於那些教育程度不高、也未擁有特殊專才障礙者來說，雇主很
可能會因為相對高的勞動成本而儘可能避免僱用他們。
也就是說，倘若國家未進一步透過｢財務支持者」的角色，與雇主共同分擔
｢合理調整」的相關支出。反歧視策略也可能導致障礙者｢內部」的｢階級排除」
效果：高社經地位的障礙者最容易受惠於反歧視策略，但是低社經地位的障礙者
卻不然。事實上在英國即有相關的經驗研究指出：英國的反障礙歧視立法在 1995
年實施十年後，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就業率的落差並未有顯著的減少( Pope and
Bambra， 2005)。
上述的討論正好反映了丹麥政府解決障礙者社會排除的取徑與 ADA 這種反
歧視立法取徑的主要差異。整體而言，丹麥政府仍舊延用傳統福利國家的｢重分
配策略」去解決丹麥障礙者長期被排除主流社會參與之外的社會排除困境。
丹麥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向來是國際標竿，它也是政府用以促成障礙者
的工作參與的重要政策工具。丹麥對身心障礙者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大致可
區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協助障礙者進入一般勞動市場的措施。內容包括：設置身
心障礙就業專門諮詢人，協助身心障礙者熟悉政府提供的相關就業服務；提供雇
主薪資補助，鼓勵雇主僱用身心障礙員工；要求公營單位給付同等能力的身心障
礙求職者優先面試與錄用的機會；提供經費，幫助身心障礙就業者取得就業所需
的輔具、改善工作場所的無障礙設施，甚至協助聘用專屬身障就業者的個人助理。
而聘僱個人助理的費用竟不是由就業者本身支付，而是由雇主與政府共同分擔。
第二種針對障礙者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則是庇護就業措施。具體措施包
括：彈性工時安排與庇護性工作，以及庇護工作場所的建立。前者仍舊未將障礙
者隔離於一般勞動市場之外，而是透過對雇主的薪資補助，讓身心障礙者能以考
量到本身工作能力不足、與特殊生理限制，採取不同於一般就業者的工作型態來
工作，例如彈性工時，工作速度可以較緩慢、或者更充裕的午休時間等。後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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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障礙就業者隔離於一般勞動市場之外，因此它針對的對象是那種失能程度極
為嚴重的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一旦參與庇護就業措施，他們可能無法從中獲
得水準足以養活自己的薪資，不過，就像前面說的，丹麥對失能者的完善所得維
持體系會對不足的部分進行補充，給予他們充分的經濟安全保障。
的確如 Silvers 所言，傳統福利國家過份倚賴所得維持、與公共照顧的｢重分
配策略」將障礙者侷限在｢依賴者」身份。「荷蘭弊端」(Dutch Disease)就是最好
的例子。荷蘭對失能者慷慨的現金給付措施提供障礙者完善的經濟安全保障。但
它在二十世紀末也成了整個荷蘭福利體系裡頭相當沈重的財政負擔。1980 年代，
荷蘭每 1000 個被保險人當中，有 16.6 個人成為失能給付的領受者，相較之下，
比利時只有 8.8 人，德國只有 9.5 人。90 年代初期，荷蘭將 GDP 的 5%用來支付
對失能者的現金給付；而歐盟國家平均只花費 2.2%。荷蘭六十五歲以下非生產
力人口比例為 0.8，與歐洲國家的平均值相當；然而，總給付年數中疾病與失能
者所佔的比例最高時竟達 61%，相較之下，比利時才 16%、德國 30%、英國 26%、
法國 27%(van der Ploeg， 2003)。換言之，相對照於其他歐洲國家，荷蘭的確有
相當大的人口比例依賴著政府對失能者的現金給付，來維持生計。這種過多人口
領取失能者給付的現象，在 80 年代時甚至被稱作「荷蘭弊端」(Dutch Disease)(van
der Veen and Trommel， 1999)。但是從丹麥的經驗，我們發現對障礙者完善的經
濟安全保障不見得會將障礙者侷限在｢依賴者」的困境當中，丹麥政府透過良好
規劃的｢積極勞動市場措施」儘可能讓不同階級與不同障別的障礙者都能透過工
作參與取得平等的公民身份(Hogelu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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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慮台灣本土脈絡的調整
普世人權指標

普世人權指標

結構→過程→結果

身心障礙人權指
標：
丹麥黃金指標 +
本團隊建議增加指標

平
等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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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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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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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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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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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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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資料庫、公務統計
對應部會

內部追蹤機制

對應部會
基期時間
時間基期

圖 1.2.1 普世人權指標與身心障礙人權指標模型

根據上述台灣丹麥兩國的比較，考量台灣社會脈絡與丹麥的差異，本計畫並
不完全複製丹麥整合出的十大指標。主要的修正有二。首先是考慮台灣公共空間
與交通系統對障礙者的高度排除，極需政府挹注更多資源作改善，因此我們試著
將丹麥十大指標中第三個指標「無障礙與行動」修改為「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
。
其次台灣社會對障礙者的司法保護存在諸多不合理的設計，相關法規與制度需大
幅度改進才符合 CRPD 的精神，因此在十大指標外新增「獲得司法保護」指標。
新修正成的十一項指標如下。十一大指標的測量方式除參考丹麥十大指標的測量
項目外，我們也參考了中華人權協會人權指標、以及伊甸基金會障礙人權指標的
問卷題項，讓整體的監控機制可以更符合台灣的本土脈絡。




之一：平等與不歧視
之二：多元與意識覺醒
之三：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








之四：人身自由和個人身完整性
之五：自立生活和社區融合
之六：教育
之七：健康
之八：就業
之九：社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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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政治參與



之十一：獲得司法保護

丹麥黃金指標在建置方法上屬於「成果指標」，符合當代人權指標發展的國
際趨勢。然而在國際人權公約底下，締約國公民所享受到的權利保障，與國家責
任是相對應，倘若政府不履行公約賦予國家的責任，那麼公民勢必無法實質地享
有公約對他的權益保障。Green(2001)認為在建構人權指標時，除了將測量焦點放
在個體身上去測量個體實質受到的權利保障狀況外，也應將一部分的注意力放在
政府的表現上，去測量國家對公約所賦予責任的履行狀況。
Hines(2005)因此主張：完整的人權指標建構應該涵蓋三種層次的測量。第一
種層次是結構條件指標(structure conditions)。它將測量焦點放在：障礙者人權實
踐所需的憲政、法律結構、公共與私領域制度。第二種層次是過程指標(process)。
它測量的焦點放在人權保障實現所需的結構條件實際執行的狀況與成效。第三種
層次則是成果指標(outcomes)。澳洲的 QAI 與丹麥的黃金指標皆是這個層次的指
標，它將測量的焦點放在個體的人權結果。不同層次的測量，關心不同層次的議
題。結構條件指標是：人權實踐需要那些必備的制度元素？過程指標則是：政府
在這些必備的制度元素的實際表現如何？而成果指標問的是：就結果而言，政府
種種的努力是否促成了個體人權的改善與進展？過去的人權指標側重結構條件
與過程的測量，與質性資料證據的呈現。較新的國際趨勢是期待能強化成果指標
的建構及量性資料證據的呈現，以便持續檢視法規及政策成效、以及人權狀況的
長期趨勢及跨國比較。就目前而言，僅有歐盟針對 CRPD 第十九條「獨立生活和
融入社區」建構的人權指標同時涵蓋這三個層次的測量。
台灣雖簽署 CRPD，但就我國現階段的障礙政策發展狀況而言，政府、以及
多數民眾對於 CRPD 所象徵的新障礙政策典範(障礙的社會模式與人權模式)仍舊
相當陌生，需要更多的適應與學習空間。有鑑於此，本計畫認為我國 CRPD 人權
指標的測量層次不能只侷限在後端的「成果層次」
，應將前端的「結構條件層次」
與「過程層次」測量也放進來，讓政府可能同步透過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去自我
監控：國家對於落實 CRPD 應盡的責任是否有被實際地履行？履行的狀況？
綜合上述，本計畫 CRPD 的人權指標將採取「矩陣式」的建置邏輯，縱軸為
參考丹麥黃金指標並增修後的十一大類障礙者人權項目，橫軸則涵蓋「結構」、
｢過程」與「成果」三種層次的測量題項。另外為確保題項所蒐集的資料能在一
定時間內呈現人權改善的程度，以及負責蒐集資料的行政單位、並現有資料庫作
統整，橫軸後端也放入「測量基期」
、
「對應機關」與「對應資料庫」之欄位。詳
細的建置矩陣如下表 1.2.5。

表 1.2.5：CRPD 人權指標建置之矩陣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成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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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時間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

平等和不歧視
多 樣 性和 意識
提升
可 近 性和 外出
移動交通
自 由 和個 人完
整性
獨 立 生活 和融
合社區
教育
健康
就業
社會保障
政治參與
獲得司法保護

（三）我國社會指標中身心障礙者相關統計資料的應用
研究團隊檢視我國相關社會統計資料，發現我國相關社會統計眾多，諸如：
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社會意向調查、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身心障礙者生活
狀況調查、性別平權指數、人類發展指數……等等。以教育指標為例，身心障礙
者生活狀況調查中「對特殊教育服務項目之認知與利用」，統計使用各項特教措
施的學童當中對服務項目感到滿意的百分比。能夠對應 CRPD 第 24 條測量政府應
採取的措施落實程度例如「各級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認擁有合適的輔具與環
境無障礙，以參與學校生活、學習與活動的程度」。
表 1.2.6 身心障礙者教育統計資料
95 年

100 年

105 年

無障礙環境

25.92％

42.15％

63.65％

教育輔具

35.82％

50.87％

51.77％

適性教材（100 年後「放大字體點字書或有聲書」）

44.3％

43.85％

47.07％

特教老師之協助（105 年「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

54.51％

58.71％

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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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無障礙環境

70.00%
60.00%

教育輔具

50.00%
40.00%

適性教材（95年後「放
大字體點字書或有聲
書」）

30.00%
20.00%

特教老師之協助（105年
「學習及生活人力協
助」）

10.00%
0.00%
95年

100年

105年

圖 1.2.2 身心障礙者教育統計資料
但是對應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矩陣需要的問項和時間基期，發現部分社會
統計可能包含了人權指標所需的問項，但卻沒有分出身心障礙的向度而若要對應
身心障礙相關社會統計時，卻又沒有相同的基期或變項區間讓兩項統計可以互相
比對。
以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資料對照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可以發現其中有相同的問項，例如：「自覺目前健康狀況良
好的百分比」
（表 1.2.7）
、
「過去 3 年有接受健康檢查的百分比」
（表 1.2.8）
、
「65
歲以上過去一年有接受健康檢查的百分比」
（表 1.2.9）
，但是因為調查年份不同
或者因為設定的年齡區間不同，導致數據無法比對。若要比較身心障礙者與整體
人口在健康指標表現的差異，團隊建議在健康促進統計年報的相關問項增加「身
心障礙」的面向，而不需要另外設計調查。相關建議也都逐項列在矩陣的「對應
資料庫或資料蒐集」欄。
表 1.2.7 自覺目前健康狀況良好的百分比
100 年

105 年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

34.31％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

81.3％

81.7％

表 1.2.8 過去 3 年有接受健康檢查的比率，年齡區間不同
105 年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45-65 歲）

36.77％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40-46 歲）

65.4％

表 1.2.9 65 歲以上過去一年有接受健康檢查的比例，基期時間不同
98 年

102 年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

105 年
33.06％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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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三、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德菲法
考量本案在時間、人力上的限制，選擇採用「修正型德菲法預測術」
（modified
Delphi technique），省略傳統德菲法第一回合開放徵詢的步驟，以文獻探討結果
擬出各題項，再請學者專家對本研究團隊擬定的題項提供意見（邱淑芬、蔡欣玲
，1996）。
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25 日止，本研究團隊共實施三回合德
菲法問卷調查，實施步驟如下：
1.步驟一：選定問卷發放對象。選定法律、社會學、社會福利、公共行政、
社會工作等領域學者，以及不同障礙類別的民間基金會或協會代表人物。
2.步驟二：第一回合問卷調查。透過 email 寄發問卷後，再以電話、短訊等
方式，聯繫、提醒填答問卷。蒐集統整專家學者意見後，召開研究群會議
，修訂、製作第二回合問卷參考。
3.步驟三：第二回合問卷調查。依據第一回合學者專家意見蒐集統整結果，
email 寄發第二回合問卷，待再次蒐集統整專家學者意見後，修訂、製作
第三回合問卷參考。
4.步驟四：第三回合問卷調查。依據第二回合學者專家意見蒐集統整結果，
email 寄發第三回合問卷，隨後召開研究群會議，彙整學者專家意見，獲
得基本共識。

（二）德菲法執行狀況
第一回合問卷於 2018 年 2 月 1 日寄出 25 份，至 2018 年 2 月 7 日止，共回
收 1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60%。其中民間基金（協）會 8 人有 6 人回覆；學
者 17 人中有 9 人回覆。問卷回收後 176 個題項當中共有 150 個題項形成共識。
另依學者專家建議增加 91 個問項。
第二回合問卷於 218 年 2 月 11 日寄出 15 份，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止，共回
收 1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6.7%。其中民間基金（協）會 6 人有 5 人回覆；
學者 9 人中有 8 人回覆。
第三回合問卷於 2018 年 2 月 15 日寄出 15 份，至 2018 年 2 月 25 日止，共
回收 1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66.67%。民間基金（協）會 6 人有 5 人回覆；學
者 9 人中有 5 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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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0：問卷寄送及回收情形
問卷次數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寄送日期

2018 年 2 月 1 日

2018 年 2 月 11 日

2018 年 2 月 15 日

回收日期

2018 年 2 月 7 日

2018 年 2 月 14 日 2018 年 2 月 25 日

寄送份數

25

15

15

回收份數

15

13

10

2

5

86.7%

66.67%

未回收份數 10
回收率
60%

表 1.2.11：學者專家回覆情形
代碼 單位屬性
1
民間基金（協）會

第一回合
╳

第二回合
╳

第三回合
╳

2

民間基金（協）會

○

○

○

3

民間基金（協）會

○

4
5

民間基金（協）會
民間基金（協）會

○

○
╳

○
╳

○

○

○

6

民間基金（協）會

○

○

○

7

民間基金（協）會

○

○

8

民間基金（協）會

╳

○
╳

9

學者（公共行政）

○

○

○

10

學者（社會工作）

○

○

○

11

學者（社會工作）

○

○

12

學者（社會學）

○

13

學者（社會工作）

╳

○
╳

○
╳

14

學者（社會工作）

╳

╳

╳

15

學者（社會學）

╳

╳

╳

16

學者（社會學）

17
18

學者（社會學）
學者（社會工作）

╳
○
╳

╳
○
╳

╳
╳
╳

19

學者（特殊教育）

○

○

╳

20

學者（社會福利）

○

○

21

學者（法律）

╳

○
╳

22

學者（法律）

23
24

學者（法律）
學者（法律）

25

學者（法律）

╳
○
╳
○

╳
○
╳
╳

╳
○
╳
╳

32

╳

╳

╳

1.德菲法第一回合結果分析
題項以非常同意為 5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計，第一回合德菲法所有題項的
平均填答分數為 4.38 分，標準差為 0.85，整體來說填答情形傾向同意，各題項
填答次數分佈圖呈現如下圖 1.2.3。

圖 1.2.3：第一回合填答次數分佈圖

本回合以 75%以上填答者對問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且無具體修
改意見為達成共識之標準。176 個題項當中共有 150 個題項形成共識。
平等和不歧視指標，參採學者專家提出之意見修改原有指標，並增加「訂定
符合 CRPD 精神且可供司法審辦運用之『平等法或反歧視法』」之問項。原過程
指標問項依據學者專家提出之意見增加達成率之建議，並考量國際審查為四年一
期設定其每年達成百分比，因此也依據學者專家之意見增加「身心障礙者知道各
項反歧視申訴管道之比例」
、
「每年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案件數」
、
「政府編列充足預
算作為反歧視之申訴處理」
、
「政府對申訴案進行調查數」
、
「調查申訴案件之人員
數」
、
「申訴處理結果統計」等問項。結果指標皆形成共識，另依學者專家建議增
加「主觀覺得被歧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歧視的比例」
、
「申訴到歧視案件成立所需
時間」
、
「歧視案件成立後懲罰的嚴重程度」等問項。時間基期、對應機關、對應
資料庫皆形成共識，並依學者專家意見增加「各縣市政府」為對應機關、「監察
院關於身心障礙人權事項調查事項的統計」為對應統計。就業歧視相關統計的建
議則增加至「就業」指標。
多樣性和意識提升指標在基期時間、對應機關、對應資料庫都達成共識，另
依學者專家意見增加「法務部」
、
「各縣市政府」
、
「所有公立機關學校」
、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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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為對應機關，並於對應資料庫增加「建議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增加身心
障礙者問項」的建議。
可近性和外出移動交通指標問項全數形成共識，除依據學者專家提出意見將
「無障礙」用詞修改為「可近性」外，另依學者專家提出之建議問項增加「水路
運輸設施無障礙的比例」過程指標；增加「內政部消防署」
、
「金管會」
、
「衛福部
」、「文化部」、「外交部」、「觀光局」、「教育部」為對應機關。
人身自由與個人完整性指標依學者專家建議並參採 CRPD 公約用詞修改為
「人身自由與個人身心完整性」。原過程指標問項依據學者專家提供之建議修改
，補充「司法過程」的詳細描述，並增加對聽障者提供司法資訊可近性的建議。
依照學者專家意見在過程指標增加「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的替代服務選
擇類型與數量」
、
「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人數」
、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
障礙者司法協助的案件數」等問項。原結果指標皆達成共識，另依學者專家建議
增加「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人數」
、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司法
協助的案件數」
、
「被結紮的未成年身心障礙者人數」
、
「被結紮的各類身心障礙者
人數」
、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時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單位提供當事人
關於個人權利資訊的情形」等問項。對應機關也依學者專家建議增加「法務部矯
正署」以及「行政院研考會」。
自立生活和融合社區指標，依據第一回合德菲法填答結果補充本指標中所稱
的「服務」是指社區居住、個人助理、同儕支持員等支持身心障礙者在 CRPD 第
19 條的權利要素，包含：居住選擇、支持措施、為大眾提供的服務和設施，等自
立生活權利的措施。在結構指標依據學者專家建議，增加「身心障礙者對於所接
受的服務能自主參與的情形」、「對於住宅市場的可近性的規範」等問項，「社會
住宅的數量以及社會住宅提供身心障礙者的比例」問項增加至「社會保障」指標
中。原過程指標都形成共識，依據學者專家建議增加「全國各縣市(分區)符合申
請各類型人力支持服務之障礙者總人數」
、
「全國各縣市(分區)可提供之各類型人
力支持服務工作者總人數」
、
「政府將機構式照顧預算轉移至社區支持服務的比例
」
、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情形(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等等)」等問
項。結果指標依據學者專家建議將原本「餐廳和商店」以 CRPD 精神修改為「為
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並採用學者專家建議增加「個人期望輔具需求尚
未被滿足之比例」
、
「住宅可近性尚未被滿足之比例」問項。合併兩位學者專家意
見增加「各地方政府社會局」
、
「行政院研考會」為對應機關。對應資料庫查我國
目前沒有「障礙者經濟自由的調查」，在不另起新調查的考量下，暫不採納此建
議。
教育指標，依據學者專家建議修改結構指標問項，故增加推動融合教育的具
體目標為「政府推動百分之百融合教育之政策規劃與期程」，此外，依據學者專
家提醒將「基本特質」和「無障礙」等用詞修改為「多樣性的可近性需求」、並
增加「各縣市核定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時數之審查辦法」問項。過程指標參照 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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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的文字增加「依據公約第 24 條聘用合格之手語教師及點字教師」的預算
、並依據學者專家建議增加「各級教育(包含學前、補習教育及成人教育)改善無
障礙環境之比例」
、
「特教學生之 IEP 是否每學期如期舉行？」
、
「學校特教推行委
員會是否逐年提出各項特殊教育待改善計畫？」
、
「學校正職(非約僱)之身心障礙
教師之比例」；也依據公約精神增加「師資培育教材中，符合公約精神強調教育
支持身心障礙者的人格發展、加強對人之多樣性的尊重的教材比例。」問項。過
程指標依學者專家建議，避免使用「特殊教育」等不符 CRPD 精神的用詞，修改
問項文字為「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自認在接受教育時，能有充分的多樣性的可近
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材)，而順利就學的程度」
。結果指標依據學者專家意見增加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是否可以滿足學生在學期間所需之人力支持服務時數？」、
「是否學校的所有廁所位置，都至少有一間合格的無障礙廁所？」
、
「司令台、禮
堂舞台、演講廳舞台，是否皆是無障礙？」
、
「自然實驗、生活科技、美術等需要
操作之課程，是否都考慮到身心障礙學生的操作？」等問項。對應機關依照學者
專家建議增加「各縣市政府」、「行政院研考會」、「內政部營建署」。學者專家建
議之身心障礙者畢業後就業狀況調查，考量已列於「就業」指標，故不在本指標
中增列。
健康指標在參考第一回合德菲法學者專家意見之後，本研究團隊試將結構指
標分為軟硬體可近性、以及資源增加兩個主要面向，而資源又區分為醫院、社區
診所和藥局、在宅醫療等三個層次，並依學者專家建議將將「無障礙」一詞修改
為「可近性」並考量智能障礙者需求增加易讀資訊的建議。結構指標另依學者專
機建議增加「將涵蓋所有障礙類型差異性需求的可近性要求，列為醫院的設立與
評鑑要求」問項。過程指標增加「保險定型化契約的擬定過程有身心障礙者的參
與。」
、
「醫院的手語翻譯服務應該回歸在各縣市衛生局編列預算，由衛福部衛生
署負責督查之」等問項。結果指標增加「醫療院所實際達到可近性及合理調整的
比例」。對應機關增加「行政院研考會」、「衛福部健保署」。
就業指標原問項均形成共識。依據學者專家建議，在結構指標增加「建立庇
護就業轉銜至開放性就業市場的機制」
、
「增加障礙者職場見習和實習、職前準備
制度與預算的建構」、「建立合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在過程指標增加「雇主
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調整機制之比例」
、
「民眾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調整機制
之比例」
、
「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班列逐年增加之幅度？」
、
「身心障礙者職場助
理之經費編列與提供狀況」
、
「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關於身障歧視的申訴與
成案以及懲罰情形統計」。結果指標增加「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薪資差異」、「身
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職場工作機會多寡」
、
「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因體格不
合格而被拒絕應考或錄取之比例」
、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依賴中低收入戶身分得
到經濟補助之比例」、「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個人所得需納稅人數之比例」。對應
機關增加「法務部」
、
「行政院」
、
「立法院」
、
「行政院研考會」
、
「考試院」
、
「國稅
局」、「縣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保障指標訂定參照 CRPD 第 28 條之權利要素（食物、衣物、住房、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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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改善生活條件），將關於身心障礙者住房需求被滿足的問項都列於本指標。德
菲法第一回合問卷本指標皆已達成共識，另依據學者專家意見增加「各縣市政府
」為對應機關、增加「各項津貼補助申請者之基本資料分析」至對應公務統計。
政治參與指標，考量學者專家在第一回合德菲法問卷時建議政治參與不只有
投票，故參考此建議增加「政府依據 CRPD 精神規範地方事務參與，例如社區、
管委會、身心障礙社團、其他公共議題社團、參與政黨等，以上場域之環境和資
訊、參與管道等可近性。」。將原過程指標分列為三問項。新增「身心障礙者參
與政黨之比例」
、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比例」於結果指標。新增對
應機關：「國會主要政黨」。
獲得司法保護指標第一回合德菲法問項在第一回合德菲法皆達共識，另外依
據學者專家意見，增加「各縣市政府」為對應機關。

2.德菲法第二回合結果分析
題項以非常同意為 5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計，所有題項的平均填答分數為
4.45 分，標準差為 1.25，與第一回合相比較（平均 4.38 分；標準差為 0.85）
，整
體填答平均分數增加，但標準差也增加。整體來說填答情形仍然傾向同意，健康
、社會保障、獲得司法保護指標在第二回合德菲法皆形成共識。各題項填答次數
分佈圖呈現如下圖 1.2.4。

圖 1.2.4：第一回合填答次數分佈圖

若以 75%以上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為基本共識的定義，本回合題項
112 題中，有 105 題達成基本共識。若學者專家對形成基本共識的題項有具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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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見，研究團隊仍會將題項修改後納進第三回合問卷中。
平等和不歧視指標，依德菲法第二回合結果將原過程指標檢視法規修正進度
文字增加更多說明「於首次國家報告審查後到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前，每年檢視
法規檢視清單修正進度達成率至少 20%到 30%」
。將原本「歧視」更明確定義為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參照學者專家建議，將歧視案件的懲罰區分為民事及
行政罰。
多樣性和意識提升指標依學者專家建議，在原結構指標之外，新增「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修定法制，賦予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依據 CRPD 精神使大眾認識
身心障礙者之義務。」問項。依學者專家意見，明確結果指標問項主詞「民眾上
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媒體）上表達意見或以其他方
式主動參與的比例。」
、
「身心障礙者在上週因為缺乏合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
手語等），故只能透過有限的資訊來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電視、新聞、廣播
、表演節目等）的平均次數」、新增「民眾上週在路旁、地下道、或車站等公共
場所有看到與身心障礙者有關的休閒或運動活動宣傳海報的比例」問項。
可近性和外出移動交通指標，在過程指標增加「我國身心障礙民眾（非老人
）每年出國的地區及人數統計」
、
「外國行動不便者來我國的臨時證件申請（例如
：行動不便者停車證、購買車船行動不便者座位票證之方式）的案件數」問項。
依據公約文字，修改結果指標「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通用設計\無障礙\
合理調整而無法進入公共場所、以及對公眾開放或提供服務的場所（風景區、餐
廳、百貨公司、旅館等）的平均次數。」文字。對應機關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
文化部」、「教育部」、「金管會」、「衛福部」。
人身自由與個人身心完整性指標，依學者專家建議修改過程指標為「對聽語
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例如：民事訴訟程序、刑事訴訟程序（警訊、檢察官偵查、
法院審理，刑／保安處分之執行）、行政程序與行政救濟程序（看守所、監所管
理措施）提供的支持措施，以獲得權利告知，例如:選任辯護人、接受訊問、通譯
服務、溝通、不同的資訊格式、司法資訊可近性。」。對於身心障礙者被結紮之
統計，考量「非自主結紮」缺乏有效的計算方式，建議維持原本問項方式。
自立生活和融合社區指標，依德菲法第二回合，修改結構指標問項為「身心
障礙者能最大限度自主參與其所接受的服務之情形」，其餘指標問項均達成共識
。
教育指標，依德菲法第二回合，修改「身心障礙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學生充分
參與需要操作之課程，例如自然實驗、生活科技、美術等之比例。」問項、並增
加「身心障礙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課後活動，如：下課、社團、運動
會、園遊會、校外教學、畢業旅行等之比例。」問項。
就業指標，因為已有庇護性就業轉銜機制，將結構指標問項修改為「建立庇
護就業有效轉銜至開放性就業市場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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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指標，依德菲法第二回合專家建議，新增「中央及地方身心障礙者
權益推動小組、以及身權法各主管機關所負責身心障礙政策事務之資訊公開程度
」過程指標。

3.德菲法第三回合結果分析
第三回合問卷共寄發 15 份，回收 10 份，問卷回收率為 66.67%。
題項以非常同意為 5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計，所有題項的平均填答分數為
4.39 分，標準差為 0.88，與第二回合相比較（平均 4.38 分；標準差為 0.85）整體
填答平均分數降低，但標準差也降低。整體來說填答情形仍然傾向同意，各題項
填答次數分佈圖呈現如下圖 1.2.5。

圖 1.2.5：第三回合填答次數分佈圖

若以 75%以上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為基本共識的定義，本回合題項 26
題中，有 20 題達成基本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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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點團體：障礙者參與四場及學者專家參與一場焦點團體
表 1.2.12：五場次焦點團體辦理情形摘要
場次
東區身心障礙者場
中區身心障礙者場
南區身心障礙者場
北區身心障礙者場
學者專家場

日期
5月4日
5 月 29 日
5 月 30 日
6 月 15 日
6 月 21 日

地點
花蓮，慈濟大學社科院
台中，伊甸台中服務中心
高雄，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伊甸 CRPD 實務研究中心
台北，伊甸 CRPD 實務研究中心

人數
6人
5人
11 人
7人
5人

（一）研究倫理審查
考量研究對象包含身心障礙者本人，為研究倫理所定義的「易受傷害族群」
，
研究團隊先於 2018 年 4 月取得政治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研究設計、
知情同意書、焦點團體題綱都符合研究倫理，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
理都接受了符合時數的研究倫理的相關教育訓練，才開始招收研究對象進行對身
心障礙者的焦點座談。
（二）資料收集過程
研究團隊為回應 CRPD 精神與兼顧台灣鄉村與都市地區障礙者生活差異及
團體力量不同，此次座談會由東部開始舉辦，給予障礙者充分的時間與機會，討
論這份公約，並依據與會者的討論內容，概念化分類至本研究團隊的人權指標矩
陣之中。同時為兼顧不同類別障礙者的參與，也聘請手語翻譯員協助障礙者的溝
通與意見表達。四場參加者皆以障礙者本人為主，亦有陪同者，但是意見徵詢與
討論則以障礙者為主體。以彰顯公約的主要人權精神(Degener， 2016)。CRPD 人
權模式主要的七項原則中，最核心的概念是障礙者的參與，不只需要個別障礙者
的聲音，也需要讓不同障礙者的組織能積極參加。因此本研究計畫，根據 CRPD
精神在分區座談收集資料過程中，以障礙者為主體收集他們的意見與討論。整個
資料收集與處理過程如下圖。

四區座談
障礙者參
與

四區座談
資料概念
根據障礙者針對矩陣指標，提
化 出親身經驗，或障礙者有興趣

各區障礙者本人與支持團
體參加討論，討論主體為
障礙者之聲音

的指標發言

每位障礙者都在座談會開
始前，針對研究計畫說明
知情同意書

修正矩陣內容或調整各項矩陣
內指標的優先順序

圖 1.2.6:資料收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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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一、德菲法專家共識形成過程
依據三回合德菲法問卷彙總學者專家對 CRPD 人權指標的初步共識，整理如下：

表 1.3.1 指標：平等和不歧視
結
構
指
標

過
程
指
標

原始指標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相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於首次國
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
家報告審查後到第二次國家報
告審查前修改相關法令規章與
內部規定【依學者專家建議增加
時間範圍】
訂定符合 CRPD 精神且可供司
法審判運用之「平等法或反歧視
法」【合併 2 位學者專家意見】
每年檢視法規修正進度達成
每年檢視法規修正進度達成
率
率至少 20％到 30％
【依學者專家建議以四年為
期，設定逐年修正的百分比】

身心障礙者知道各項反歧視
申訴管道之比例【依學者專
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每年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案件
數【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於首次國
家報告審查後到第二次國家報
告審查前修改相關法令規章與
內部規定【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於首次國
家報告審查後到第二次國家報
告審查前修改相關法令規章與
內部規定【形成共識】

訂定符合 CRPD 精神且可供司
法審判運用之「平等法或反歧視
法」【形成共識】
於首次國家報告審查後到第
二次國家報告審查前，每年
檢視法規檢視清單修正進度
達成率至少 20％到 30％【依
學者專家意見，補充問項文
字】
身心障礙者知道各項反歧視
申訴管道之比例【形成共識】

訂定符合 CRPD 精神且可供司
法審判運用之「平等法或反歧視
法」【形成共識】
於首次國家報告審查後到第
二次國家報告審查前，每年
檢視法規檢視清單修正進度
達成率至少 20％到 30％【形
成共識】

每年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案件
數【形成共識】

每年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案件
數【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知道各項反歧視
申訴管道之比例【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結
果
指
標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遭遇
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酬、升
遷、欠缺合理調整等）的身心障
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教育遭遇
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編列充足預算作為反歧
視之申訴處理【依學者專家
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政府對申訴案進行調查數【依學
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調查申訴案件之人員數【依學者
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申訴處理結果統計【依學者
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遭遇
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酬、升
遷、欠缺合理調整等）的身心障
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形成共識】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教育遭遇
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編列充足預算作為反歧
視之申訴處理【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編列充足預算作為反歧
視之申訴處理【形成共識】

政府對申訴案進行調查數【形成
共識】
調查申訴案件之人員數【形成共
識】
申訴處理結果統計【形成共
識】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遭遇
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酬、升
遷、欠缺合理調整等）的身心障
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形成共識】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教育遭遇
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政府對申訴案進行調查數【形成
共識】
調查申訴案件之人員數【形成共
識】
申訴處理結果統計【形
成共識】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遭遇
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酬、升
遷、欠缺合理調整等）的身心障
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形成共識】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教育遭遇
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外出移動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外出移動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外出移動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外出移動
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
識】
識】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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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標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社會參與
遭遇歧視經驗（例如宗教活動、
政治活動、社區活動、集會等）
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
的百分比

第一回合結果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社會參與
遭遇歧視經驗（例如宗教活動、
政治活動、社區活動、集會等）
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
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社會參與
遭遇歧視經驗（例如宗教活動、
政治活動、社區活動、集會等）
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
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社會參與
遭遇歧視經驗（例如宗教活動、
政治活動、社區活動、集會等）
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
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健康醫療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健康醫療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健康醫療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健康醫療
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共
識】
識】
識】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從事娛
樂休閒活動遭遇歧視經驗的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
的百分比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從事娛樂
休閒活動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
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
比【形成共識】
主觀覺得被歧視以及實際被認
定為歧視的比例【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指標問項】
申訴到歧視案件成立所需時間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
項】
歧視案件成立後懲罰的嚴重程
度【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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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從事娛樂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從事娛樂
休閒活動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 休閒活動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
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 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
比【形成共識】
比【形成共識】
主觀覺得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 主觀覺得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
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歧視的比例 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歧視的比例
【依學者專家意見界定為「基於 【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的歧視」】
申訴到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案件 申訴到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案件
成立所需時間【依學者專家意見 成立所需時間【形成共識】
界定為「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案件成立後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案件成立後
懲罰的嚴重程度，民事及行政罰 懲罰的嚴重程度，民事及行政罰
分別統計。
【依學者專家意見區分 分別統計。【形成共識】
民事及行政罰】

/

建

間時期基
會部應對

對
應
資
料
庫
或
資
料
蒐
集

原始指標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
料收集基準點。
各部會

第一回合結果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
料收集基準點。
各部會【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指標問項】
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增加固定 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增加固定
問項、在人口變項增加身心障礙 問項、在人口變項增加身心障礙
問項
問項【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增加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增加
此問項
此問項【形成共識】
國發會進行正式調查蒐集前
國發會進行正式調查蒐集前述
述數據
數據【形成共識】
監察院關於身心障礙人權事項
調查事項的統計【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指標問項】

第二回合結果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各部會【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各部會【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增加固定
問項、在人口變項增加身心障礙
問項【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增加
此問項【形成共識】
國發會進行正式調查蒐集前述
數據【形成共識】
監察院關於身心障礙人權事項
調查事項的統計【形成共識】

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增加固定
問項、在人口變項增加身心障礙
問項【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增加
此問項【形成共識】
國發會進行正式調查蒐集前述
數據【形成共識】
監察院關於身心障礙人權事項
調查事項的統計【形成共識】

行政院主計處【依學者專家建議 行政院主計處【形成共識】
新增指標問項】

行政院主計處【形成共識】

第一回合結果
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
CRPD 精神將資訊傳播內容為
身心障礙者需求進行應有的調
整提出之法律修訂。【依據學者
專家意見修改題項文字】

第三回合結果
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
CRPD 精神將資訊傳播內容，為
身心障礙者需求進行應有的調
整提出之法律修訂。
【形成共識】

表 1.3.2 指標：多樣性和意識提升
結
構
指
標

原始指標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
CRPD 精神將資訊傳播內容為
身心障礙者需求進行應有的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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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
CRPD 精神將資訊傳播內容，為
身心障礙者需求進行應有的調
整提出之法律修訂。
【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過
程
指
標

結
果
指
標

第一回合結果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比例。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
性語言關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比例。【形成共識】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形成共識】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
性語言關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形成共識】
政府執行 CRPD 多樣性及意識 政府執行 CRPD 多樣性及意識
提升的預算。
提升的預算。【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心
心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鍵字
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鍵字的次
的次數。
數。【形成共識】
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公
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公眾
眾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媒
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媒體）上
體）上表達意見或以其他方
表達意見或以其他方式主動參
式主動參與的民眾比例。
與的民眾比例。【依研究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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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修定法制，
賦予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依據
CRPD 精神使大眾認識身心障
礙者之義務。【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指標問項】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比例。【形成共識】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形成共識】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
性語言關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形成共識】
政府執行 CRPD 多樣性及意識
提升的預算。【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心
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鍵字的次
數。【形成共識】
民眾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
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媒
體）上表達意見或以其他方式主
動參與的比例。【依學者專家建

第三回合結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修定法制，
賦予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依據
CRPD 精神使大眾認識身心障
礙者之義務。【形成共識】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比例。【形成共識】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形成共識】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
性語言關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形成共識】
政府執行 CRPD 多樣性及意識
提升的預算。【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心
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鍵字的次
數。【形成共識】
民眾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
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媒
體）上表達意見或以其他方式主
動參與的比例。【形成共識】

/

建

原始指標

間時期基
對
應
部
會

第一回合結果
調整問項】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合
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手語
等），故只能透過有限的資訊來
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電視、
新聞、廣播、表演節目等）的平
均次數。
【依研究群討論新增問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行政院通訊傳播委員會
行政院通訊傳播委員會【形成共
識】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形成共
識】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員會【形成共識】
文化部
文化部【形成共識】
教育部
教育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
衛福部【形成共識】
警政署
警政署【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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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議明確問項主詞】
身心障礙者在上週因為缺乏合
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手語
等），故只能透過有限的資訊來
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電視、
新聞、廣播、表演節目等）的平
均次數。【依學者專家建議明確
問項主詞】
民眾上週在路旁、地下道、或車
站等公共場所有看到與身心障
礙者有關的休閒或運動活動宣
傳海報的比例。【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指標問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行政院通訊傳播委員會【形成共
識】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形成共
識】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形成共識】
文化部【形成共識】
教育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警政署【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在上週因為缺乏合
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手語
等），故只能透過有限的資訊來
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電視、
新聞、廣播、表演節目等）的平
均次數。【形成共識】
民眾上週在路旁、地下道、或車
站等公共場所有看到與身心障
礙者有關的休閒或運動活動宣
傳海報的比例。【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指標問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行政院通訊傳播委員會【形成共
識】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形成共
識】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形成共識】
文化部【形成共識】
教育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警政署【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第一回合結果
法務部【依學者專家建議新
增指標問項】
各縣市政府【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指標問項】
各公立機關學校【依學者專
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行政院研考會【依學者專家
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對
應
資
料
庫
或
資
料
蒐
集

第二回合結果
法務部【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法務部【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各公立機關學校【形成共識，
依學者專家建議併入「教育
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

各公立機關學校【形成共識，
依學者專家建議併入「教育
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

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 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 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
加入身心障礙者問項
加入身心障礙者問項【形成共 加入身心障礙者問項【形成共
識】
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共識】
國發會社群媒體內容關鍵字分 國發會社群媒體內容關鍵字分 國發會社群媒體內容關鍵字分
析
析【形成共識】
析【形成共識】
建議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增加 建議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增加
身心障礙者問項。【依學者專家 身心障礙者問項。【形成共識】
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表 1.3.3 指標：可近性和外出移動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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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
加入身心障礙者問項【形成共
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國發會社群媒體內容關鍵字分
析【形成共識】
建議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增加
身心障礙者問項。【形成共識】

結
構
指
標

過
程
指
標

原始指標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身心障礙者公共運輸交通系統
無障礙改善相關預算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身心障礙者無障礙設施改善相
關預算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障
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每
年執行多少預算？
公共運輸交通系統無障礙改善
的數量。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身心障礙者公共運輸交通系統
無障礙改善相關預算【形成共
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身心障礙者無障礙設施改善相
關預算【形成共識】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障
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形成共識】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每
年執行多少預算？【形成共識】
公共運輸交通系統無障礙改善
的數量。【形成共識】
水路運輸設施符合無障礙的比
例【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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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身心障礙者公共運輸交通系統
無障礙改善相關預算【形成共
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身心障礙者無障礙設施改善相
關預算【形成共識】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障
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形成共識】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每
年執行多少預算？【形成共識】
公共運輸交通系統無障礙改善
的數量。【形成共識】
水路運輸設施符合無障礙的比
例【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身心障礙者公共運輸交通系統
無障礙改善相關預算【形成共
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身心障礙者無障礙設施改善相
關預算【形成共識】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障
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形成共識】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每
年執行多少預算？【形成共識】
公共運輸交通系統無障礙改善
的數量。【形成共識】
水路運輸設施符合無障礙的比
例【形成共識】

我國身心障礙民眾(非老人)每
年出國的地區及人數統計【依學
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外國行動不便者來我國的臨時
證件申請(例如：行動不便者停
車證、購買車船行動不便者座位
票證之方式)的案件數【依學者
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我國身心障礙民眾(非老人)每
年出國的地區及人數統計
外國行動不便者來我國的臨時
證件申請(例如：行動不便者停
車證、購買車船行動不便者座位
票證之方式)的案件數

/

建

結
果
指
標

間時期基
對
應
部
會

原始指標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
礙者在本地巴士、火車、計程車、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
障礙的百分比。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
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整而無
法進入公共場所、建築物(風景
區、餐廳、百貨公司、旅館……
等等)的平均次數。

第一回合結果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
礙者在本地巴士、火車、計程車、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
障礙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
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整而無
法進入公共場所、建築物(風景
區、餐廳、百貨公司、旅館……
等等)的平均次數。【形成共識】

建議收集質性資料作為改善之
參考【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
料收集基準點。
交通部
內政部營建署

建議收集質性資料作為改善之
參考【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
料收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交通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營建署【形成共識】
文化部【合併 2 位學者專家意見
新增指標問項】
教育部【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金管會【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衛福部【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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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
礙者在本地巴士、火車、計程車、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
障礙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
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整而無
法進入公共場所、以及對公眾開
放或提供服務的場所(風景區、
餐廳、百貨公司、旅館……等等)
的平均次數。【形成共識，依公
約用詞修改文字】
建議收集質性資料作為改善之
參考【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交通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營建署【形成共識】
文化部【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教育部【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金管會【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衛福部【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第三回合結果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
礙者在本地巴士、火車、計程車、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
障礙的百分比。【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
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整而無
法進入公共場所、以及對公眾開
放或提供服務的場所(風景區、
餐廳、百貨公司、旅館……等等)
的平均次數。【形成共識】
建議收集質性資料作為改善之
參考【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交通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營建署【形成共識】
文化部【形成共識】
教育部【形成共識】
金管會【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或
資
料
蒐
集

對
應
資
料
庫

第一回合結果
內政部消防署【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指標問項】
外交部【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觀光局【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建議「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 建議「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
查」繼續辦理
查」繼續辦理【形成共識】
各項交通運輸統計資料
各項交通運輸統計資料【形成共
識】

第二回合結果
內政部消防署【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內政部消防署【形成共識】

外交部【形成共識】

外交部【形成共識】

觀光局【形成共識】

觀光局【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建議「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
查」繼續辦理【形成共識】
各項交通運輸統計資料【形成共
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建議「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
查」繼續辦理【形成共識】
各項交通運輸統計資料【形成共
識】

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
部規定【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
部規定【形成共識】

表 1.3.4 指標：人身自由和個人身心完整性
標結
構
指

原始指標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
部規定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
部規定【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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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標

過
程
指
標

結
果
指
標

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或
拘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礙者與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
院的人數。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障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分比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
案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第一回合結果
對聽語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例
如：民事訴訟程序、刑事訴訟程
序（警訊、檢察官偵查、法院審
理，刑/保安處分之執行）
、行政
程序與行政救濟程序（看守所、
監所管理措施）提供的支持措
施，以獲得權利告知，例如:選任
辯護人、接受訊問、通譯服務、
溝通、不同的資訊格式、司法資
訊可近性。【依學者專家建議新
增問項、整併兩位專家意見】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
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與數量【依
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或
拘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礙者與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
院的人數。【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障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分比
【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
案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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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對聽語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例
如：民事訴訟程序、刑事訴訟程
序（警訊、檢察官偵查、法院審
理，刑/保安處分之執行）
、行政
程序與行政救濟程序（看守所、
監所管理措施）提供的支持措
施，以獲得權利告知，例如:選任
辯護人、接受訊問、通譯服務、
溝通、不同的資訊格式、司法資
訊可近性。

第三回合結果
對聽語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例
如：民事訴訟程序、刑事訴訟程
序（警訊、檢察官偵查、法院審
理，刑/保安處分之執行）
、行政
程序與行政救濟程序（看守所、
監所管理措施）提供的支持措
施，以獲得權利告知，例如:選任
辯護人、接受訊問、通譯服務、
溝通、不同的資訊格式、司法資
訊可近性。【形成共識】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
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與數量【形
成共識】
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或
拘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礙者與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
院的人數。【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障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分比
【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
案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
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與數量【形
成共識】
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或
拘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礙者與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
院的人數。【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障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分比
【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
案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

建

原始指標
心智缺陷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者與非以上情形之身障者的百
分比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列為被
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的人
數和類別
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的比例。

間時期基
會對
應
部

第一回合結果
心智缺陷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者與非以上情形之身障者的百
分比【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列為被
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的人
數和類別【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的比例。【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
人數【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
問項】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
司法協助的案件數【依學者專家
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
時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單位
提供當事人關於個人權利資訊
的情形【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法務部
法務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警政署【形成共識】
衛福部
衛福部【形成共識】
司法院
司法院【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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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心智缺陷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者與非以上情形之身障者的百
分比【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列為被
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的人
數和類別【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的比例。【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
人數【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心智缺陷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者與非以上情形之身障者的百
分比【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列為被
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的人
數和類別【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的比例。【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
人數【形成共識】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
司法協助的案件數【形成共識】 司法協助的案件數【形成共識】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
時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單位
提供當事人關於個人權利資訊
的情形【形成共識】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
時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單位
提供當事人關於個人權利資訊
的情形【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法務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警政署【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司法院【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法務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警政署【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司法院【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對
應
資
料
庫
或
資
料
蒐
集

建議矯正機構收容人數統計增
加身心障礙問項
警政署刑事統計增加被拘留人
的統計並要有身心障礙問項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與
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審查結果
統計資料增加身心障礙問項

第一回合結果
法務部矯正署【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指標問項】
行政院研考會【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指標問項】
建議矯正機構收容人數統計增
加身心障礙問項【形成共識】
警政署刑事統計增加被拘留人
的統計並要有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與
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審查結果
統計資料增加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將以往歷史資料與公衛資料中
「被結紮的未成年身心障礙者
人數」與「被結紮的各類身心障
礙者人數」作數據分析【依學者
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第二回合結果
法務部矯正署【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法務部矯正署【形成共識】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依
學者專家建議更正單位名稱】
建議矯正機構收容人數統計增
加身心障礙問項【形成共識】
警政署刑事統計增加被拘留人
的統計並要有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與
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審查結果
統計資料增加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將以往歷史資料與公衛資料中
「被結紮的未成年身心障礙者
人數」與「被結紮的各類身心障
礙者人數」作數據分析【形成共
識，考量蒐集數據的可行性，建
議維持原本用詞】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社福
機構評鑑項目相關法令規章與
內部規定【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社福
機構評鑑項目相關法令規章與
內部規定【形成共識】

建議矯正機構收容人數統計增
加身心障礙問項【形成共識】
警政署刑事統計增加被拘留人
的統計並要有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與
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審查結果
統計資料增加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將以往歷史資料與公衛資料中
「被結紮的未成年身心障礙者
人數」與「被結紮的各類身心障
礙者人數」作數據分析【形成共
識】

表 1.3.5 指標：自立生活和融合社區
標結
構
指

原始指標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社福
機構評鑑項目相關法令規章與
內部規定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社福
機構評鑑項目相關法令規章與
內部規定【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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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標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居住
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
與內部規定
社會福利服務依據 CRPD 精神
調整服務內容

過
程
指
標

編列多少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
支持的相關預算(例如:社區支持
與到宅服務)
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
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例
如:所有障礙者可近使用服務、
服務流程)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同儕支
持和自立生活服務人員的人數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居住
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
與內部規定【形成共識】
社會福利服務依據 CRPD 精神
調整服務內容（例如：個人助理、
居家服務等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依學者專家建議補充指標問
項】
身心障礙者對於所接受的服務
能自主參與的情形【依學者專家
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對於住宅市場的可近性的規
範【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編列多少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
支持的相關預算(例如:社區支持
與到宅服務) 【形成共識】
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
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例
如:所有障礙者可近使用服務、
服務流程) 【形成共識】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同儕支
持和自立生活服務人員的人數
【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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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居住
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
與內部規定【形成共識】
社會福利服務依據 CRPD 精神
調整服務內容（例如：個人助理、
居家服務等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修改居住
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
與內部規定【形成共識】
社會福利服務依據 CRPD 精神
調整服務內容（例如：個人助理、
居家服務等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能最大限度自主參與
其所接受的服務之情形【依學者
專家建議修改用詞】
對於住宅市場的可近性的規
範【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能最大限度自主參與
其所接受的服務之情形

編列多少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
支持的相關預算(例如:社區支持
與到宅服務) 【形成共識】
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
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例
如:所有障礙者可近使用服務、
服務流程) 【形成共識】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同儕支
持和自立生活服務人員的人數
【形成共識】

編列多少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
支持的相關預算(例如:社區支持
與到宅服務) 【形成共識】
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
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例
如:所有障礙者可近使用服務、
服務流程) 【形成共識】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同儕支
持和自立生活服務人員的人數
【形成共識】

對於住宅市場的可近性的規
範【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結
果
指
標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家人和親屬限制與誰居住的身
心障礙者比率。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家人和親屬限制居住的身心障
礙者比率。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烈
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活有影
響力的百分比。

第一回合結果
全國各縣市(分區)符合申請各類
型人力支持服務之障礙者總人數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
項】
全國各縣市(分區)可提供之各類
型人力支持服務工作者總人數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
項】
政府將機構式照顧預算轉移至
社區支持服務的比例【依學者專
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
情形(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
等等)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家人和親屬限制與誰居住的身
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家人和親屬限制居住的身心障
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烈
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活有影
響力的百分比。
過去四年曾因為為大眾提供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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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全國各縣市(分區)符合申請各類
型人力支持服務之障礙者總人數
【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全國各縣市(分區)符合申請各類
型人力支持服務之障礙者總人數
【形成共識】

全國各縣市(分區)可提供之各類 全國各縣市(分區)可提供之各類
型人力支持服務工作者總人數 型人力支持服務工作者總人數
【形成共識】
【形成共識】
政府將機構式照顧預算轉移至
社區支持服務的比例【形成共
識】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
情形(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
等等) 【形成共識】

政府將機構式照顧預算轉移至
社區支持服務的比例【形成共
識】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
情形(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
等等) 【形成共識】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家人和親屬限制與誰居住的身
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家人和親屬限制居住的身心障
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
烈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活
有影響力的百分比。
【形成共識】
過去四年曾因為為大眾提供之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家人和親屬限制與誰居住的身
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家人和親屬限制居住的身心障
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
烈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活
有影響力的百分比。
【形成共識】
過去四年曾因為為大眾提供之

/

建

原始指標

間時期基
對
應
部
會

庫料資應對

第一回合結果
區服務及設施未提供可近性設施
而無法使用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依學者專家建議以公約的用字
修改問項】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拒
絕進入或使用為大眾提供之社區
服務及設施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依學者專家建議以公約的用字
修改問項】
個人期望輔具需求尚未被滿足
之比例【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
標問項】
住宅可近性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
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形成共識】
各地方政府社會局【合併 2 位學
者意見新增指標問項】
行政院研考會【依學者專家
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第二回合結果
社區服務及設施未提供無障礙
設施而無法使用的身心障礙者
比率。【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社區服務及設施未提供無障礙
設施而無法使用的身心障礙者
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拒絕進入或使用為大眾提供之
社區服務及設施的身心障礙者
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
拒絕進入或使用為大眾提供之
社區服務及設施的身心障礙者
比率。【形成共識】

個人期望輔具需求尚未被滿足 個人期望輔具需求尚未被滿足
之比例【形成共識】
之比例【形成共識】
住宅無障礙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住宅無障礙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形成共識】
【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衛生福利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營建署【形成共識】
各地方政府社會局【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衛生福利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營建署【形成共識】
各地方政府社會局【形成共識】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
依學者專家建議更正單位名
稱】
障礙者擁有住宅之比例，週期性 障礙者擁有住宅之比例，週期性 障礙者擁有住宅之比例，週期性 障礙者擁有住宅之比例，週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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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標
調查資料之收集
居住在非家宅之障礙者人數調
查。
住宅統計加入身心障礙問項
社會變遷調查增加認為自己
對生活有影響力的問項

第一回合結果
調查資料之收集。【形成共識】
居住在非家宅之障礙者人數調
查。【形成共識】
住宅統計加入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社會變遷調查增加認為自己對
生活有影響力的問項

第二回合結果
調查資料之收集。【形成共識】
居住在非家宅之障礙者人數調
查。【形成共識】
住宅統計加入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社會變遷調查增加認為自己對
生活有影響力的問項【形成共
識】

第三回合結果
調查資料之收集。【形成共識】
居住在非家宅之障礙者人數調
查。【形成共識】
住宅統計加入身心障礙問項【形
成共識】
社會變遷調查增加認為自己對
生活有影響力的問項【形成共
識】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降低學齡
前發展遲緩兒童入私幼被拒絕
的比率【形成共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促進特教
師資的普及率(如偏鄉) 【形成
共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師資培育
(含在職訓練)：增加高中以下的
各級學校老師，針對身心障礙學
生多樣性的可近性需求了解【依
學者專家建議修改問項】
政府推動百分之百融合教育之
政策規劃與期程【依學者專家建
議問項】

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降低學齡
前發展遲緩兒童入私幼被拒絕
的比率【形成共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促進特教
師資的普及率(如偏鄉) 【形成
共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師資培育
(含在職訓練)：增加高中以下的
各級學校老師，針對身心障礙學
生多樣性的可近性需求了解【形
成共識】
政府推動百分之百融合教育之
政策規劃與期程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降低學齡
前發展遲緩兒童入私幼被拒絕
的比率【形成共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促進特教
師資的普及率(如偏鄉) 【形成
共識】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師資培育
(含在職訓練)：增加高中以下的
各級學校老師，針對身心障礙學
生多樣性的可近性需求了解【形
成共識】
政府推動百分之百融合教育之
政策規劃與期程

表 1.3.6 指標：教育
結
構
指
標

原始指標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降低學齡
前發展遲緩兒童入私幼被拒絕
的比率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促進特教
師資的普及率(如偏鄉)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師資培育
(含在職訓練)：增加高中以下的
各級學校老師，針對身心障礙學
生基本特質了解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持續推動
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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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標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各級學校充分的無障礙環境與
設施(教材)

過
程
指
標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的特教師資人力培育，每年預算
增加的比例？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的師資培育課程研發與人才培育
的設計，每年預算增加的比例？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的特教師資人力培育，每年預算
增加的比例？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的 無 障 礙 環 境 (軟 硬體 ) 改 善 經
費，每年預算增加的比例？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各級學校充分的多樣性的可近
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材) 【依
學者專家建議修改問項】
各縣市核定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時數之審查辦法【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問項】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特教師資人力培育，每年預
算增加的比例？【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師資培育課程研發與人才
培育的設計，每年預算增加的比
例？【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監督人力，每年預算增加的
比例？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無障礙環境(軟硬體)改善經
費以及依據公約第 24 條聘用合
格之手語教師及點字教師，每年
預算增加的比例？【依據學者專
家建議，以公約精神修改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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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各級學校充分的多樣性的可近
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材) 【形
成共識】
各縣市核定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時數之審查辦法【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
各級學校充分的多樣性的可近
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材) 【形
成共識】
各縣市核定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時數之審查辦法【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特教師資人力培育，每年預
算增加的比例？【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師資培育課程研發與人才
培育的設計，每年預算增加的比
例？【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監督人力，每年預算增加的
比例？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可近性(軟硬體)改善經費
以及依據公約第 24 條聘用合格
之手語教師及點字教師，每年預
算增加的比例？ 【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特教師資人力培育，每年預
算增加的比例？【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師資培育課程研發與人才
培育的設計，每年預算增加的比
例？【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監督人力，每年預算增加的
比例？【形成共識】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可近性(軟硬體)改善經費
以及依據公約第 24 條聘用合格
之手語教師及點字教師，每年預
算增加的比例？ 【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每年預算
增加的比例？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教師助理
員，每年預算增加的比例？【合
併問項】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的教師助理員，每年預算增加的 的教師助理員，每年預算增加的
比例？
比例？【因合併問項而刪除】
各級教育(包含學前、補習教育
及成人教育)改善可近性之比例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特教學生之 IEP 是否每學期如
期舉行？【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
問項】
學校特教推行委員會是否逐年
提出各項特殊教育待改善計
畫？【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
項】
學校正職(非約僱)之身心障礙
教師之比例。【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師資培育教材中，符合公約精神
強調教育支持身心障礙者的人
格發展、加強對人之多樣性的尊
重的教材比例。【依公約精神新
增此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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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教師助
理員，每年預算增加的比例？
【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
教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教師助
理員，每年預算增加的比例？
【形成共識】

各級教育(包含學前、補習教育
及成人教育)改善可近性之比例
【形成共識】
特教學生之 IEP 是否每學期如
期舉行？【形成共識】

各級教育(包含學前、補習教育
及成人教育)改善可近性之比例
【形成共識】
特教學生之 IEP 是否每學期如
期舉行？【形成共識】

學校特教推行委員會是否逐年 學校特教推行委員會是否逐年
提出各項特殊教育待改善計 提出各項特殊教育待改善計
畫？【形成共識】
畫？【形成共識】
學校正職(非約僱)之身心障礙 學校正職(非約僱)之身心障礙
教師之比例。
【形成共識】
教師之比例。【形成共識】
師資培育教材中，符合公約精神
強調教育支持身心障礙者的人
格發展、加強對人之多樣性的尊
重的教材比例。【形成共識】

師資培育教材中，符合公約精神
強調教育支持身心障礙者的人
格發展、加強對人之多樣性的尊
重的教材比例。【形成共識】

結
果
指
標

原始指標
學齡前發展遲緩兒童被公私立幼
兒園拒絕的比例。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對於為身心
障礙者提供充足的師資與服務團
隊，在數量上與品質上，的滿意
程度。
各級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認
擁有合適的輔具與無障礙環境，
以參與學校生活、學習與活動的
程度。
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認其特
殊才能（如：在音樂、戲劇、美
術、運動等領域的表現）可以有
機會發揮的程度。
學前教育和各級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和非身心障礙學生比例。

第一回合結果
學齡前發展遲緩兒童被公私立
幼兒園拒絕的比例。
【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對於為身
心障礙者提供充足的師資與服
務團隊，在數量上與品質上，的
滿意程度。【形成共識】
各級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
認擁有合適的輔具與環境無障
礙，以參與學校生活、學習與活
動的程度。【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認其
特殊才能（如：在音樂、戲劇、
美術、運動等領域的表現）可以
有機會發揮的程度。
【形成共識】
學前教育和各級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和非身心障礙學生比例。
【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自認在接受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自認在接受
教育時，能有足夠的特殊教育班 教育時，能有充分的多樣性的可
別、課程或設施，而順利就學的 近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材)，而
程度。
順利就學的程度。
【依據學者專家
建議，以公約精神修改問項】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是否可以滿
足學生在學期間所需之人力支
持服務時數？【依學者專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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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學齡前發展遲緩兒童被公私立
幼兒園拒絕的比例。
【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對於為身
心障礙者提供充足的師資與服
務團隊，在數量上與品質上，的
滿意程度。【形成共識】
各級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
認擁有合適的輔具與環境無障
礙，以參與學校生活、學習與活
動的程度。【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認其
特殊才能（如：在音樂、戲劇、
美術、運動等領域的表現）可以
有機會發揮的程度。
【形成共識】
學前教育和各級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和非身心障礙學生比例。
【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自認在接
受教育時，能有充分的多樣性的
可近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材)，
而順利就學的程度。
【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學齡前發展遲緩兒童被公私立
幼兒園拒絕的比例。
【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對於為身
心障礙者提供充足的師資與服
務團隊，在數量上與品質上，的
滿意程度。【形成共識】
各級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
認擁有合適的輔具與環境無障
礙，以參與學校生活、學習與活
動的程度。【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認其
特殊才能（如：在音樂、戲劇、
美術、運動等領域的表現）可以
有機會發揮的程度。
【形成共識】
學前教育和各級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和非身心障礙學生比例。
【形成共識】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自認在接
受教育時，能有充分的多樣性的
可近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材)，
而順利就學的程度。
【形成共識】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是否可以滿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是否可以滿
足學生在學期間所需之人力支 足學生在學期間所需之人力支
持服務時數？【形成共識】
持服務時數？【形成共識】

第一回合結果
新增問項】
是否學校的所有廁所位置，都至
少有一間合格的無障礙廁所？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司令台、禮堂舞台、演講廳舞台，
是否皆是無障礙？【依學者專家
建議新增問項】
自然實驗、生活科技、美術.......
需要操作之課程，是否都考慮到
身心障礙學生的操作？【依學者
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

建

原始指標

間時期基
會部應對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
教育部
衛福部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教育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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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第三回合結果

是否學校的所有廁所位置，
都至少有一間合格的無障礙
廁所？【形成共識且原指標
問項已涵蓋，併入原指標問
項】
司令台、禮堂舞台、演講廳舞
台，是否皆是無障礙？【形成
共識且原指標問項已涵蓋，
併入原指標問項】
身心障礙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學
生充分參與需要操作之課程，例
如自然實驗、生活科技、美
術.......之比例。【依學者專家建
議修改指標問項】
身心障礙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學生
充分參與課後活動，如：下課、
社團、運動會、園遊會、校外教
學、畢業旅行……等之比例。
【依
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指標問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教育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是否學校的所有廁所位置，
都至少有一間合格的無障礙
廁所？【形成共識且原指標
問項已涵蓋，併入原指標問
項】
司令台、禮堂舞台、演講廳
舞台，是否皆是無障礙？【形
成共識且原指標問項已涵
蓋，併入原指標問項】
身心障礙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學
生充分參與需要操作之課程，例
如自然實驗、生活科技、美
術.......之比例。【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學
生充分參與課後活動，如：下課、
社團、運動會、園遊會、校外教
學、畢業旅行……等之比例。
【形
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教育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蒐庫對
集或應
資資
料料

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教育統計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第一回合結果
各縣市政府【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問項】
行政院研考會【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內政部營建署【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形成
共識】
教育統計【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依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
學者專家建議更正單位名稱】
內政部營建署【形成共識】
內政部營建署【形成共識】
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形成
共識】
教育統計【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形成
共識】
教育統計【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金管會保險局是否監督保險業
者對身心障礙者之公平承保？
【形成共識】
衛福部是否監督醫院落實醫療
資源軟硬體無障礙與通用設計
(點字、手語服務、易讀)？【形
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金管會保險局是否監督保險業
者對身心障礙者之公平承保？
【形成共識】
衛福部是否監督醫院落實醫療
資源軟硬體無障礙與通用設計
(點字、手語服務、易讀)？【形
成共識】

表 1.3.7 指標：健康
結
構
指
標

原始指標
第一回合結果
金管會保險局是否監督保險業 金管會保險局是否監督保險業
者對身心障礙者之公平承保？
者對身心障礙者之公平承保？
【形成共識】
衛福部是否監督醫院落實無障 衛福部是否監督醫院落實醫療
礙設施與通用設計(點字、手語 資源軟硬體可近性與通用設計
服務)？
(點字、手語服務、易讀)？【依
學者專家建議新增易讀措施、將
「無障礙」改為「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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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指
標

原始指標
第一回合結果
衛福部逐年規劃增加身心障礙 衛福部逐年規劃增加身心障礙
者在宅醫療的比例。
者可近性的醫療資源，包含：各
級醫院、社區診所藥局、在宅醫
療（醫療資源到宅和醫師到宅看
診）的比例。
【依學者專家建議修
改原問項「在宅醫療」用詞】
將涵蓋所有障礙類型差異性需
求的可近性要求，列為醫院的設
立與評鑑要求【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政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使 政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使
用醫療資源，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用醫療資源，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監督醫療院所及保險業者之人 監督醫療院所及保險業者之人
力
力
政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
醫院落實醫療資源軟硬體可近性
使用醫療資源，每年執行多
與通用設計(點字、手語服務、易
少相關服務補助預算
讀)之預算【依學者專家建議具體
說明問項】
保險定型化契約的擬定過程有
身心障礙者的參與。【依學者專
家建議新增問項】
醫院的手語翻譯服務應該回歸
在各縣市衛生局編列預算，由衛
福部負責督查之【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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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衛福部逐年規劃增加身心障礙
者可近性的醫療資源，包含：各
級醫院、社區診所藥局、在宅醫
療（醫療資源到宅和醫師到宅看
診）的比例。【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衛福部逐年規劃增加身心障礙
者可近性的醫療資源，包含：各
級醫院、社區診所藥局、在宅醫
療（醫療資源到宅和醫師到宅看
診）的比例。【形成共識】

將涵蓋所有障礙類型差異性需 將涵蓋所有障礙類型差異性需
求的可近性要求，列為醫院的設 求的可近性要求，列為醫院的設
立與評鑑要求【形成共識】
立與評鑑要求【形成共識】
政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使
用醫療資源，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監督醫療院所及保險業者之人
力【形成共識】
醫院落實醫療資源軟硬體可近
性與通用設計(點字、手語服務、
易讀)之預算【形成共識】

政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使
用醫療資源，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監督醫療院所及保險業者之人
力【形成共識】
醫院落實醫療資源軟硬體可近
性與通用設計(點字、手語服務、
易讀)之預算【形成共識】

保險定型化契約的擬定過程有 保險定型化契約的擬定過程有
身心障礙者的參與。
【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的參與。
【形成共識】
醫院的手語翻譯服務應該回歸 醫院的手語翻譯服務應該回歸
在各縣市衛生局編列預算，由衛 在各縣市衛生局編列預算，由衛
福部負責督查之【形成共識】
福部負責督查之【形成共識】

結
果
指
標

原始指標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當
中自我評估身心健康狀態良好
的比例。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障礙者受健康檢查的比例
過去一年影響身心障礙者接受
健康檢查的因素。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曾基於資
源不足的原因在使用身心障礙
醫療資源受到限制（例如復健、
早療、健檢、醫院、藥局、身心
障礙鑑定）的平均次數。
過去一年基於障礙的原因曾被
拒絕購買保險或被要求取消私
人健康保險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

間時期基
會部應對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
料收集基準點。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第一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當
中自我評估身心健康狀態良好
的比例。【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障礙者受健康檢查的比例【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影響身心障礙者接受
健康檢查的因素。【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曾基於資
源不足的原因在使用身心障礙
醫療資源受到限制（例如復健、
早療、健檢、醫院、藥局、身心
障礙鑑定）的平均次數。
【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基於障礙的原因曾被
拒絕購買保險或被要求取消私
人健康保險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形成共識】
醫療院所實際達到可近性及合
理調整的比例【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形成共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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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當
中自我評估身心健康狀態良好
的比例。【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障礙者受健康檢查的比例【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影響身心障礙者接受
健康檢查的因素。【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曾基於資
源不足的原因在使用身心障礙
醫療資源受到限制（例如復健、
早療、健檢、醫院、藥局、身心
障礙鑑定）的平均次數。
【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基於障礙的原因曾被
拒絕購買保險或被要求取消私
人健康保險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形成共識】
醫療院所實際達到可近性及合
理調整的比例【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當
中自我評估身心健康狀態良好
的比例。【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障礙者受健康檢查的比例【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影響身心障礙者接受
健康檢查的因素。【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曾基於資
源不足的原因在使用身心障礙
醫療資源受到限制（例如復健、
早療、健檢、醫院、藥局、身心
障礙鑑定）的平均次數。
【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基於障礙的原因曾被
拒絕購買保險或被要求取消私
人健康保險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形成共識】
醫療院所實際達到可近性及合
理調整的比例【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形成共
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形成共
識】

原始指標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庫料資應對

第一回合結果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形成共識】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形成共
識】
行政院研考會【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衛福部健保署【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增加身心障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增加身心障
礙問項
礙問項【形成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形成共識】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形成共
識】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依
學者專家意見更正單位名稱】
衛福部健保署【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形成共識】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形成共
識】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
衛福部健保署【形成共識】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增加身心障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增加身心障
礙問項【形成共識】
礙問項【形成共識】

表 1.3.8 指標：就業
結
構
指
標

原始指標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
加工作輔具、交通輔具及職務再
設計之提供足夠性。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
加職場障礙歧視申訴措施之完
善。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合
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

第一回合結果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
加工作輔具、交通輔具及職務再
設計之提供足夠性。
【形成共識】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
加職場障礙歧視申訴措施之完
善。【形成共識】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合
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形成
共識】
建立庇護就業轉銜至開放性就
業市場的機制。【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問項】

64

第二回合結果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
加工作輔具、交通輔具及職務再
設計之提供足夠性。
【形成共識】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
加職場障礙歧視申訴措施之完
善。【形成共識】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合
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形成
共識】
建立庇護就業有效轉銜至開放
性就業市場的機制。【依學者專
家意見修改】

第三回合結果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
加工作輔具、交通輔具及職務再
設計之提供足夠性。
【形成共識】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
加職場障礙歧視申訴措施之完
善。【形成共識】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合
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形成
共識】
建立庇護就業有效轉銜至開放
性就業市場的機制。
【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過
程
指
標

政府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支
持，每年執行合理調整的預算。
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機制建立比
率。
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

第一回合結果
增加障礙者職場見習和實習、職
前準備制度與預算的建構。【依
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建立合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政府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支
持，每年執行合理調整的預算。
【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機制建立比
率。【形成共識】
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
【形成共識】
雇主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
調整機制之比例【依學者專
家建議新增問項】
民眾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調整
機制之比例【依學者專家建議新
增問項】
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班列逐
年增加之幅度？【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問項】
身心障礙者職場助理之經費編
列與提供狀況【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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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增加障礙者職場見習和實習、職
前準備制度與預算的建構。【形
成共識】
建立合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
【形成共識】
政府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支
持，每年執行合理調整的預算。
【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機制建立比
率。【形成共識】
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
【形成共識】
雇主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
調整機制之比例【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增加障礙者職場見習和實習、職
前準備制度與預算的建構。【形
成共識】
建立合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
【形成共識】
政府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支
持，每年執行合理調整的預算。
【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機制建立比
率。【形成共識】
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
【形成共識】
雇主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
調整機制之比例【形成共識】

民眾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調整 民眾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調整
機制之比例【形成共識】
機制之比例【形成共識】
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班列逐 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班列逐
年增加之幅度？【形成共識】
年增加之幅度？【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職場助理之經費編 身心障礙者職場助理之經費編
列與提供狀況【形成共識】
列與提供狀況【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結
果
指
標

在過去一年當中，身心障礙者和
非身心障礙者從事有薪工作持
續三個月以上的比例。
過去一年公私部門的定額進用
能依法足額雇用身心障礙者的
比率。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
場上，能夠和其他員工同工同酬
及升遷，未受到雇主的歧視待遇
的程度。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
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身心障礙
者求職、考試及面試機會相同的
程度。

第一回合結果
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關
於身障歧視的申訴與成案以及
懲罰情形統計【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在過去一年當中，身心障礙者和
非身心障礙者從事有薪工作持
續三個月以上的比例。【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公私部門的定額進用
能依法足額雇用身心障礙者的
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
場上，能夠和其他員工同工同酬
及升遷，未受到雇主的歧視待遇
的程度。【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
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身心障礙
者求職、考試及面試機會相同的
程度。【形成共識】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薪資差異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職場工作
機會多寡【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
問項】
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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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關
於身障歧視的申訴與成案以及
懲罰情形統計【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關
於身障歧視的申訴與成案以及
懲罰情形統計【形成共識】

在過去一年當中，身心障礙者和
非身心障礙者從事有薪工作持
續三個月以上的比例。【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公私部門的定額進用
能依法足額雇用身心障礙者的
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
場上，能夠和其他員工同工同酬
及升遷，未受到雇主的歧視待遇
的程度。【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
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身心障礙
者求職、考試及面試機會相同的
程度。【形成共識】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薪資差異
【形成共識】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職場工作
機會多寡【形成共識】

在過去一年當中，身心障礙者和
非身心障礙者從事有薪工作持
續三個月以上的比例。【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公私部門的定額進用
能依法足額雇用身心障礙者的
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
場上，能夠和其他員工同工同酬
及升遷，未受到雇主的歧視待遇
的程度。【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
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身心障礙
者求職、考試及面試機會相同的
程度。【形成共識】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薪資差異
【形成共識】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職場工作
機會多寡【形成共識】

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 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

原始指標

/

間時期基
對
應
部
會

第一回合結果
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應考或錄取
之比例【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
項】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依賴中低
收入戶身分得到經濟補助之比
例【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個人所得
需納稅人數之比例【依學者專家
建議新增問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勞動部
勞動部【形成共識】
法務部【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
項】
行政院【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
項】
立法院【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
項】
行政院研考會【依學者專家建議
新增問項】

67

第二回合結果
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應考之
比例【依學者專家建議拆分問
項】
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
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錄取之
比例【依學者專家建議拆分問
項】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依賴中低
收入戶身分得到經濟補助之比
例【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個人所得
需納稅人數之比例【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應考之
比例【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勞動部【形成共識】
法務部【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勞動部【形成共識】
法務部【形成共識】

行政院【形成共識】

行政院【形成共識】

立法院【形成共識】

立法院【形成共識】

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
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錄取之
比例【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依賴中低
收入戶身分得到經濟補助之比
例【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個人所得
需納稅人數之比例【形成共識】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依 國家發展委員會【形成共識】
學者專家建議更正單位名稱】

原始指標

或
資
料
蒐
集

對
應
資
料
庫

第一回合結果
考試院【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
項】
國稅局【依學者專家建議新
增問項】
縣市政府社會局【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問項】
身心障礙者勞動調查
身心障礙者勞動調查【形成共
識】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形成
共識】
所有勞動狀況調查增加身心障 所有勞動狀況調查增加身心障
礙問項
礙問項【形成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考試院【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考試院【形成共識】

國稅局【形成共識】

國稅局【形成共識】

縣市政府社會局【形成共識】

縣市政府社會局【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勞動調查【形成共
識】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形成
共識】
所有勞動狀況調查增加身心障
礙問項【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勞動調查【形成共
識】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形成
共識】
所有勞動狀況調查增加身心障
礙問項【形成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提供或確
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
濟保障。【形成共識】
政府每年定期檢視身心障礙津
貼、生活補助、稅制減免等規範。
【形成共識】
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
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額【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素無法
過他們自認正常生活的身心障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提供或確
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
濟保障。【形成共識】
政府每年定期檢視身心障礙津
貼、生活補助、稅制減免等規範。
【形成共識】
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
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額【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素無法
過他們自認正常生活的身心障

表 1.3.9 指標：社會保障
標結
構
指
過
程
指
標

標指果結

原始指標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提供或確
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
濟保障。
政府每年定期檢視身心障礙津
貼、生活補助、稅制減免等規範。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提供或確
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
濟保障。【形成共識】
政府每年定期檢視身心障礙津
貼、生活補助、稅制減免等規範。
【形成共識】
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 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
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額
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額【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素無法 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素無法
過他們自認正常生活的身心障 過他們自認正常生活的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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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標
礙者及其照顧者對照非身心障
礙者比例。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
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
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當中身心
障礙身分住民的比例。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
障礙者的貧窮率變化情形。

/

間時期基
對
應
部
會

蒐庫對
集或應
資資
料料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
主計處
勞動部
內政部
銓敘部
衛福部

建議主計總處於家庭收支調查
增加身心障礙人口問項
建議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增加身
心障礙人口問項

第一回合結果
礙者及其照顧者對照非身心障
礙者比例。【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
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當中身心
障礙身分住民的比例。【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
障礙者的貧窮率變化情形。【形
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主計處【形成共識】
勞動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形成共識】
銓敘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依學者專家建
議新增問項】
建議主計總處於家庭收支調查
增加身心障礙人口問項【形成共
識】
建議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增加身
心障礙人口問項【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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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礙者及其照顧者對照非身心障
礙者比例。【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
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當中身心
障礙身分住民的比例。【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
障礙者的貧窮率變化情形。【形
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主計處【形成共識】
勞動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形成共識】
銓敘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礙者及其照顧者對照非身心障
礙者比例。【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
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形成
共識】
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當中身心
障礙身分住民的比例。【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
障礙者的貧窮率變化情形。【形
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主計處【形成共識】
勞動部【形成共識】
內政部【形成共識】
銓敘部【形成共識】
衛福部【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建議主計總處於家庭收支調查
增加身心障礙人口問項【形成共
識】
建議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增加身
心障礙人口問項【形成共識】

建議主計總處於家庭收支調查
增加身心障礙人口問項【形成共
識】
建議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增加身
心障礙人口問項【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公共住宅統計

第一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公共住宅統計【形成共識】
各項津貼補助申請者之基本資
料分析【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
項】

第二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公共住宅統計【形成共識】
各項津貼補助申請者之基本資
料分析【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公共住宅統計【形成共識】
各項津貼補助申請者之基本資
料分析【形成共識】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
【形成共識】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相關
服務與政策決策過程。【形成共
識】
投票所硬體環境無障礙(含交通
接送)。【形成共識】
多元性投票機制、政見取得多元
管道(點字版、手語) 【形成共識】

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
【形成共識】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相關
服務與政策決策過程。【形成共
識】
投票所硬體環境無障礙(含交通
接送)。【形成共識】
多元性投票機制、政見取得多元
管道(點字版、手語) 【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
【形成共識】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相關
服務與政策決策過程。【形成共
識】
投票所硬體環境無障礙(含交通
接送)。【形成共識】
多元性投票機制、政見取得多元
管道(點字版、手語) 【形成共識】

表 1.3.10 指標：政治參與
結
構
指
標

原始指標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相關
服務與政策決策過程。
投票所硬體環境無障礙(含交通
接送)。
多元性投票機制、政見取得多元
管道(點字版、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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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標

過
程
指
標

結
果
指
標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規範地方
事務參與，例如社區、管委會、
身心障礙社團、其他公共議題社
團、參與政黨等，以上場域之環
境和資訊、參與管道等可近性。
【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政府建構多元投票機制、政見取 檢視每次選舉政府建構多元投
得管道，與增加無障礙檢視每次 票機制【依據學者專家意見將原
選舉預算執行狀況
問項分列】
檢視每次選舉政見取得管道【依
據學者專家意見將原問項分列】
檢視每次選舉可近性增加情形
【依據學者專家意見將原問項
分列】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身心障礙者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身心障礙者
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
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形
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參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參
與人民團體的比率比較。
與人民團體的比率比較。【形成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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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規範地方
事務參與，例如社區、管委會、
身心障礙社團、其他公共議題社
團、參與政黨等，以上場域之環
境和資訊、參與管道等可近性。
【形成共識】
檢視每次選舉政府建構多元投
票機制【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規範地方
事務參與，例如社區、管委會、
身心障礙社團、其他公共議題社
團、參與政黨等，以上場域之環
境和資訊、參與管道等可近性。
【形成共識】
檢視每次選舉政府建構多元投
票機制【形成共識】

檢視每次選舉政見取得管道【形
成共識】
檢視每次選舉無障礙環境增加
情形【形成共識】

檢視每次選舉政見取得管道【形
成共識】
檢視每次選舉無障礙環境增加
情形【形成共識】

中央及地方身心障礙者權益推
動小組、以及身權法各主管機關
所負責身心障礙政策事務之資
訊公開程度【依學者專家建議新
增指標問項】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身心障礙者
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形
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參
與人民團體的比率比較。【形成
共識】

中央及地方身心障礙者權益推
動小組、以及身權法各主管機關
所負責身心障礙政策事務之資
訊公開程度【形成共識】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身心障礙者
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形
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參
與人民團體的比率比較。【形成
共識】

原始指標

/

間時期基
對
應
部
會

集資料對
料庫應
蒐或資

第一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參與政黨之比例【依
學者專家建議新增問項】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
表之比例【依學者專家建議新增
問項】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政治參與：中央選舉委員會、內 政治參與：中央選舉委員會、內
政部
政部【形成共識】
政策參與：各部會
政策參與：各部會【形成共識】
國會主要政黨【依學者專家
建議新增問項】

第二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參與政黨之比例

第三回合結果
身心障礙者參與政黨之比例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
表之比例【形成共識】
表之比例【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政治參與：中央選舉委員會、內
政部【形成共識】
政策參與：各部會【形成共識】
國會主要政黨【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依學者專家建議新
增指標問項】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共識】
建議對領票人進行身心障礙統 建議對領票人進行身心障礙統 建議對領票人進行身心障礙統
計
計【形成共識】
計【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政治參與：中央選舉委員會、內
政部【形成共識】
政策參與：各部會【形成共識】
國會主要政黨【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建議對領票人進行身心障礙統
計【形成共識】

表 1.3.11 指標：獲得司法保護
標結
構
指
標指程過

原始指標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
編列多少培訓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相關預算

第一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形成共識】
編列多少培訓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相關預算【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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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形成共識】
編列多少培訓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相關預算【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規定【形成共識】
編列多少培訓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相關預算【形成共識】

原始指標
教育訓練促進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
落實適齡對待的措施(例如:提供
程序、建立溝通方式)

結
果
指
標

/

間時期基
會對
應
部

庫料資應對

過去一年中接受偵訊的各障別
身心障礙者人數。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
經導致證詞或審訊陳述不被承
認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
經受到警察或監所人員的不合
理對待而遭受損害的身心障礙
者比率。
過去一年中法扶基金會陪同偵
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心障礙者比率。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
法務部
司法院

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報告

第一回合結果
教育訓練促進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形成共識】
落實適齡對待的措施(例如:提供
程序、建立溝通方式) 【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接受偵訊的各障別
身心障礙者人數。【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
經導致證詞或審訊陳述不被承
認的身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
經受到警察或監所人員的不合
理對待而遭受損害的身心障礙
者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中法扶基金會陪同偵
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法務部【形成共識】
司法院【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依學者專家建議新
增指標問項】
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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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教育訓練促進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形成共識】
落實適齡對待的措施(例如:提供
程序、建立溝通方式) 【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接受偵訊的各障別
身心障礙者人數。【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
經導致證詞或審訊陳述不被承
認的身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
經受到警察或監所人員的不合
理對待而遭受損害的身心障礙
者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中法扶基金會陪同偵
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法務部【形成共識】
司法院【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教育訓練促進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形成共識】
落實適齡對待的措施(例如:提供
程序、建立溝通方式) 【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接受偵訊的各障別
身心障礙者人數。【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
經導致證詞或審訊陳述不被承
認的身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
識】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
經受到警察或監所人員的不合
理對待而遭受損害的身心障礙
者比率。【形成共識】
過去一年中法扶基金會陪同偵
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心障礙者比率。【形成共識】
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基期資料收
集基準點。【形成共識】
法務部【形成共識】
司法院【形成共識】
各縣市政府【形成共識】

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報告 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報告

原始指標
增加問項
法扶年報-扶助案件分析增加身
心障礙問項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第一回合結果
增加問項【形成共識】
法扶年報-扶助案件分析增加身
心障礙問項【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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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合結果
增加問項【形成共識】
法扶年報-扶助案件分析增加身
心障礙問項【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第三回合結果
增加問項【形成共識】
法扶年報-扶助案件分析增加身
心障礙問項【形成共識】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形成
共識】

二、四區座談資料概念化
1.東區座談(五月四日，慈濟大學社工系)
焦點座談與會者發言主要內容:
（1） 花東地區交通不便，影響障礙者外出就醫。尤其是去醫院做預防式健康
檢查。
（2） 醫院健康檢查設備，不方便使用，尤其需要移位時，臨床照顧人員無法
提供適當協助。
（3） 醫院資訊不清楚，容易迷失，且醫療人員態度無法協助障礙者了解程序。
（4） 是否自立生活等同於獨立生活(指自己一個人搬出來住，與家人分開) 。
（5） 自立生活是否可以解釋為障礙者替自己生活中大小事做決定，但是與家
人或朋友可以居住在一個空間內。
（6） 經濟生活與就業方面，東部地區產業較少，當地就業機會大多數是連鎖
商店或商場，障礙者的收入也不多，但是尚可維持。
（7） 輔具部分需要外出協助的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等，前者不容易預定，
後者費用太高。
（8） 教育部分選擇少，需要外出上學，例如到高雄等地。
研究團隊根據上述意見，納入人權指標矩陣內的健康指標、無障礙設施(交
通部分)、教育、就業與工作等項目。
2.中區座談會 (五月二十九日，伊甸台中服務中心)
與會者主要意見與內容
（1） 障礙者之教育補助費用，成人教育與繼續教育補助費用申請方式需要更
為方便。
（2） 障礙者服務主要財源是以彩劵收益為主，但是公益彩券盈餘分配與用途
至今障礙者無法參與決策過程及了解使用狀況。
（3） 在社會救助法中，計算家戶所得時，是將全家收入納入。但是如果障礙
者要單獨申請，需要將其所有其他家戶成員收入與不動產納入，以至於障
礙者無法通過社會救助的申請。但是障礙者成年後，不是都與家人同住，
即使同住也不能定期獲得資助。建議修正社會救助法時，針對障礙者部分，
應納入障礙者支出較一般人多的考慮。
研究團隊將中區座談會的發言，納入基本社會保障指標內考慮。
3.南區座談(五月三十日，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與會者主要談話與發言內容，第一次有聾人朋友參加討論。障礙者由屏
東與台南趕過來參加本次座談。
（1） 高雄捷運進出時，一卡通會發出聲響兩次，凡享有折扣優待的老人、障
礙者等都會發出兩聲。對聾人來說，會不知道這個聲音，有時會被捷運工
作人員攔下，以為他們逃票。因為聾人外觀與一般人一樣。建議廢除這種
檢查程序。
（2） 聾人要學習自然手語，但是現在手語政策都是由特教系教師以專業身分
做主，在學校教的文字手語，聾人不會使用，但也沒有人教自然手語。
（3） 建議廢除刑法第十九條，瘖啞人士可以減刑的規定，許多聾人在不知道
的狀態下，被去頂罪，或被犯罪集團利用。
（4） 街道部分的無障礙設施，做得不徹底，不平整，障礙者不好使用。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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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容易產生危險。障礙者需要使用代步車與汽機車爭車道，實在危險。
（5） 障礙者參加地方政府的身權委員會應該有套辦法，讓不同的障礙者聲音
可以被聽到，障礙者團體也需要公民教育。學習如何替自己發聲。
（6） 醫院、各種公共公告欄、資訊等都需要讓不同知覺障礙者能平等的接受
訊息。
（7） 社區大學、補習班等都欠缺無障礙設施，讓障礙者無法使用。
（8） 障礙者需要的是平等的被對待，而不願意因為政府提供的補助或折扣等，
被行政人員視為特權的人口群。
高雄地區的發言，將納入人權指標的第一項，平等不歧視指標內容。所
建議的街道與騎樓無障礙設施及路平，納入無障礙移動等指標內。
4.北區座談（六月十五日，伊甸 CRPD 實務研究中心）
與會者發言與討論
（1） 障礙者參與各項公共政策與立法的修訂，已經超過三十年。目前各種政
策有不足之處，需要根據公約做更大幅度的修正與調整，以符合公約的精
神。
（2） 公約簽署後，政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編列正式預算推動，應該將各項公
約應該推動的工作，納入政府的公務預算。
（3） 公益彩券的經費不應該如目前的運作方式，應該採取更為公開透明的方
式。
（4） 聾人的認同與語言的使用應該尊重聾人的意見。
（5） 政府應落實公約的障礙者參與精神，訂定出一套有效的方法，以選用障
礙者參與各項公共政策的討論與提供意見。
（6） 教育權部分，目前各階段的受教權應該包括終身教育、社區大學與補習
教育等。
台北地區發言將納入人權指標內的平等不歧視及教育權、政治參與權等指
標內。

三、專家座談會
（六月二十一日台北，伊甸 CRPD 實務研究中心）
專家學者場，主要是以法律學者為主，以補足本團隊所欠缺的專業知識背景。
主要發言內容
（一） 應參考英國平等法的精神，將【合理調整】納入相關的法律中，提供
障礙者更個人化的服務選擇。
（二） 平等不歧視指標部分，應修改與監護權被剝奪的相關法律，總共七十
六條。
（三） 合理調整的意義範圍與特質應該展現在各項與人權指標修訂的法條
之中。
（四） 目前司法體系內，對障礙者的認識與相關權利保障，應該促進與提升
法官的障礙意識能力。
（五） 障礙者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的人數應逐年下降，作為一個結果指標。
（六） 障礙意識提升，應在各級教育與教材中納入對障礙者的認識。
（七） 可近性、可用性及資訊可近性等，都需要在各級學校、醫院等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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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實踐。
（八） 障礙者的司法平權實踐，需要貫穿在審訊、偵查、起訴、受刑等各階
段，尤其是當障礙者入監獄服刑時，更需要提供合理調整，讓障礙者
能了解外部環境的各種問題。
（九） 司法體系中的合理調整需要與其他體制的合理調整一樣，在修法時給
予明確的定義與規範。
專家場座談會內容，將納入人權指標矩陣的第十一項，司法保護指標內。具
體修訂與增加。

東區座談修訂

中區座談修正

高雄區座談修訂

健康權、無障礙交通、
外出移動

社會生活保障人權指
標

平等不歧視、教育權、
無障礙外出移動

專家場座談修訂

各區及專家座談內容，
納入CRPD人權指標矩
陣內容各項具體指標
修正與調整

北區座談修訂
政治參與、無障礙交
通、教育權等指標

司法保障、合理調整
規範納入人權指標、
平等不歧視

圖 1.3.1：依各焦點座談結果修訂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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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發展之人權指標與聯合國人權指標之比較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於 2012 年制訂了針對普世人權的指標，做為
測量國家人權落實情形的工具。聯合國的指標總共有十四個，包含了：
1.人身自由和安全權
2.獲得充足食物的權利
3.享有可達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標準的權利
4.不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權利
5.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6.受教育的權利
7.適足住房權
8.工作的權利
9.社會保障權
10.表達意見和言論自由權
11.公平審判的權利
12.不歧視和平等的權利
13.生命權
14.針對婦女的暴力
聯合國的指標區分為結構指標、過程指標、結果指標等三個構面；每
項人權指標都區分了各自的人權要素；為了測量不同人權要素當中的結構、
過程、及結果指標，再分別訂定不同的問項。
本研究團隊彙整聯合國人權指標問項，並挑出可對照本案人權指標問
項的內容。研究團隊逐項核對聯合國的人權指標問項，先刪除不適用我國
CRPD 人權指標的問項。適用於我國 CRPD 人權指標的問項中，再核對本
團隊發展的人權指標問項，區分為：
1.可以直接對照
2.修改後可取代本團隊研發人權指標問項
3.適用於 CRPD 人權指標但本團隊指標沒有對應
對照本案既有的 11 項人權指標，整理如下：
表 1.4.1 指標：平等和不歧視
結
構
指
標

本團隊人權指標
1. 訂定符合 CRPD 精神且可供
司法審判運用之「平等法或反
歧視法」

聯合國人權指標
「憲法或其他形式的高位階法律對不受歧視權利規範之生效日期及
涵蓋範圍，包括禁止歧視事由清單」
「有關保障平等近用司法及待遇之國內法涵蓋範圍及其生效日期，
包括已婚、未婚伴侶，單親家庭和其他目標群體」
「目標族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指定的機構之配額或其他特
殊措施之生效日期及涵蓋範圍」
「與評估不受歧視權利落實情況有關之資料，其收集與對外發布之
週期與涵蓋範圍」修改為
「在平等不歧視的結構指標，可明確定義不受歧視的落實情形有關
之資料，其收集與對外發布之週期與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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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指
標
結
果
指
標

本團隊人權指標
1. 申訴處理結果統計。

聯合國人權指標
國家人權機構、人權監察員或其他機制（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
接獲有關直接或間接歧視之申訴，而由前述機構進行調查和裁決
之比例，以及申訴獲政府有效回應之比例

1.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遭 「雇主能以零歧視性方式處理候選人申請的比例(例如 ILO 歧視測
遇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 試調查)」
酬、升遷、欠缺合理調整等） 「受雇者(例如移工)中，因遭受歧視或侵害採取法律或行政行動之
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 比例」
者的百分比
2.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健康醫 醫療專業人員(或房東)以不歧視方式處理潛在病患(或租戶)的請求
療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 之比例
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3. 主觀覺得遭受基於身心障礙 已報告的直接和間接被歧視或仇視犯罪的受害者人數及有關已獲得
的歧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歧 賠償及康復的受害者（或親屬）之比例
視的比例

表 1.4.2 指標：多樣性和意識提升
過
程
指
標

本團隊人權指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1.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 各級教育機構中，教授人權、並促進不同人口群體(例如不同族裔)間
警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 之理解的比例
供者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
相關教育訓練的比例。

表 1.4.3 指標：人身自由和個人身心完整性
本團隊人權指標

結
構
指
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禁止任意剝奪人身自由之政策與行政架構之時間期程與涵蓋範圍，無
論其基於刑事控訴、判刑，或基於或法院或行政事由(例如移民管制、
精神疾病、教育目的、遊蕩)之裁決
對受逮捕或拘禁之人告知其受逮捕或拘禁理由之法定時限;將被逮捕
或拘禁之人或其案件移送司法權責機關審查的法定時限;以及對受拘
禁之人延遲審訊的法定時限
不受執法公務員犯罪與濫權所害之人身安全政策與行政架構之涵蓋
範圍及其時程
「家庭暴力受害者康復中心的數量，包括婦女和兒童。」修改為
「保護性機構中可收容身心障礙者的比率」
「為自己或其子女發起暴力形式（身體，性或心理）法律行動或尋求
警察或諮詢中心的幫助的婦女比例」修改為
「為自己或其子女發起暴力形式（身體，性或心理）法律行動或尋求
警察或諮詢中心的幫助的身心障礙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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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人權指標

過
程
指
標

結
果
指
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由國家人權機構、人權監察使或其他機制接獲之人身自由與安全的
申訴，而由前述機構進行調查和判決的比例，以及政府對之給予有效
回應的比例」建議修改為
「行政院身權小組和監察院對身心障礙人身安全、生命權相關之議案
進行調查和判決的比例」
執法公務員(包括警察、軍人及國安人員)接受有關合比例使用武力、
逮捕、拘禁、訊問、處罰之行為規範訓練的比例
「在人權報告期間，法院核發人身保護令及其他類似申請的數量」修
改為
「申請保護令人口當中具身心障礙身份的比例」
在人權報告期間，保釋申請被法院接受的比例
兩次人權報告期間，受任意拘禁(包含審理後)之通報案件數(例如向聯
合國任意拘留工作小組提出之通報)
被司法機關宣告為違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被釋放並於事後接受賠
償之比例
感覺「不安全」(例如夜間獨自行走或獨自在家)的人口比例
在人權報告期間，每十萬人中，遭受身體上或非身體上虐待與犯罪行
為的發生率和盛行率，包括由執法公務員執行勤務時所致

表 1.4.4 指標：自立生活和融合社區
本團隊人權指標

結
構
指
標
結
果
指
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國家人權機構、人權監察員或其他機制調查和裁定的適足住房權投訴
的比例且這些比例獲政府有效回應
「目標居民如何表達對於享有適足居住權之決策」修改為
「身心障礙者表達自身享有適足的居住條件」
「擁有土地或財產權的婦女的比例」修改為
「擁有土地或房屋所有權身心障礙者的比例」

表 1.4.5 指標：教育
結
構
指
標

本團隊人權指標
1.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
增加各級學校充分的多樣性
的可近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
材)

聯合國人權指標
落實受教育權利之國內法的生效日期和範圍，包括禁止體罰、受教育
機會歧視，無障礙的教育機構和融合教育（例如身心障礙兒童，被拘
留兒童，移民兒童，原住民兒童）
「促進和保護受教育權有關之已登記或活躍的非政府機構及全職工
作人員數目（每 10 萬人）」修改為
「促進身心障礙受教育權有關之已登記或活躍的非政府機構及全職
工作人員數目。」
各級教育機構中教授人權/人權教育課程中教授人權小時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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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指
標

本團隊人權指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設有機制（學生委員會）的教育機構為學生參與影響他們事務的比例

1.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
受教的特教師資人力培育，每
年預算增加的比例？
2.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
受教的師資培育課程研發與
人才培育的設計，每年預算增
加的比例？
3.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
受教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教
師助理員，每年預算增加的比
例？

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接受或提供
的教育接受純官方支持，如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比例
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接受或提供
的教育接受純官方支持，如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比例

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接受或提供
的教育接受純官方支持，如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比例

「國家人權機構、人權監察員或其他機制受理調查和裁決的受教育權
投訴比例以及政府回應的比例」修改為
「國家人權機構、人權監察員、身心障礙權利委員會或其他機制受理
調查和裁決的身心障礙者受教育權投訴比例以及政府回應的比例。」
「目標群體包括身心障礙兒童在內的小學淨入學率」修改為
「身心障礙兒童的小學淨入學率」
「目標群體按年級分列的初等教育輟學率」修改為
「身心障礙兒童的初等教育輟學率。」
「兒童就讀公立小學的比例」修改為
「身心障礙兒童就讀公立小學的比例」
受公共支持計劃或小學教育獎勵的學生比例（按目標群體劃分）
公立學校收取學費以外的服務費用的比例
「目標群體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總入學率」修改為
「身心障礙學生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總入學率」
「目標群體的中等教育輟學率，依年級列表」修改為
「身心障礙學生的中等教育輟學率，依年級列表」
「讀公立中學和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比例」修改為
「讀公立中學和高等教育機構的身心障礙學生比例。」
「參加中等和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課程的學生比例」修改為
「參加中等和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課程的身心障礙學生比例，依職業和
障礙類別列出。」
「符合國家學術和實體設施要求的學校或機構比例」修改為
「符合國家無障礙設施要求的學校或教育機構比例。」
「各級課程修訂週期」修改為
「身心障礙各級課程修訂週期。」
「報告期間，各級監管機構認定或終止的教育機構數量」修改為
「報告期間，各級監管機構認定或終止的身心障礙教育機構數量。(特
教學校、特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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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人權指標

結
果
指
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報告期間，各級教師完成強制性在職培訓的比例。」修改為
「報告期間，各級教師完成強制性特教培圳的比例。」
「基礎教育課程覆蓋成年人口的比例」修改為
「基礎教育課程覆蓋成年人口的一般人和身心障礙者的比例」
「按等級分列的遠距和繼續教育課程的學生比例」修改為
「按等級分列的遠距和繼續教育課程的一般學生和身心障礙學生比
例」
「提供勞工在職進修或技術提升之公家或補貼機構的比例」修改為
「身心障礙學生的勞工在職進修或技術提升之公家或補貼機構的比
例，以及進修種類。」
1. 學前教育和各級學校身心障 「目標族群（例如女生）就讀初級和更高階教育之比例*，依學校類
礙學生和非身心障礙學生比 型*（例如公共，私人，特殊學校）分列」
例。
「目標族群*的教育程度(例如，青年和成人識字率)」
「完全合格並接受過培訓的小學教師比例」修改為
「合格之手語教師及點字教師的人數？」
「接受母語教育的兒童比例」修改為
「聽語障中接受手語教育、視覺障礙中接受點字教育的比例。」
「接受身心障礙權利教育的兒童比例。」
「小學教育中女生與男生的比例*按目標群體的年級出列」修改為
「小學教育中身心障礙女生與男生的比例，並按不同年級列表。」
「不上小學的學齡兒童比例。」修改為
「接受不同特殊教育的身心障礙學生比例，並按不同年級列表。」
「中學或高等教育中女生與男生的比例* 按年級列出」修改為
「高等教育中身心障礙女生與男生的比例* 按年級列出」
「具有專業或大學資格的婦女和目標人群的比例」修改為
「具有專業或大學資格的身心障礙者的比例。」
青年（15-24 歲）*和成人（15 歲以上）識字率（即閱讀，寫作，
算術，解決問題和其他生活技能）
「每 1000 名在學的兒童中在學校和醫療機構中體驗過體罰的比
例」修改為
「在學的身心障礙兒童體驗過體罰的比例」
面臨死刑的人的保障（包括最低年齡，懷孕，幼童母親，身心障礙
者）
受到國家人權機構、人權監察員或其他機制調查和裁定的生命權
投訴的比例以及政府回應的比例

表 1.4.6 指標：健康
本團隊人權指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國家政策對身心障礙者的涵蓋範圍及其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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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指
標

本團隊人權指標
1. 金管會保險局是否監督保險
業者對身心障礙者之公平承
保？
2. 衛福部是否監督醫院落實醫
療資源軟硬體無障礙與通用
設計(點字、手語服務、易讀)？
3. 衛福部逐年規劃增加身心障
礙者可近性的醫療資源，包
含：各級醫院、社區診所藥局、
在宅醫療（醫療資源到宅和醫
師到宅看診）的比例。
4. 將涵蓋所有障礙類型差異性
需求的可近性要求，列為醫院
的設立與評鑑要求

特定人口接受 X 小時以下醫療與醫療人員及相關健康照護設施服務
的比例

國家對身心障礙者的營養規範政策之涵蓋範圍與施行時程
發展障礙或身心障礙兒童的死亡率及罹病率
身心障礙兒童在一般兒科門診的定期受檢率
三級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康復社區照顧網絡之建置
（身心障礙者能享有身心理身體與精神照顧設施）
參考「疾病的預防、治療與控制」權利要素增加問項
「在三級健康照顧制度中，身心障礙人口的無障礙可近性的提升比
率」
醫療設施與必要藥品之可取得性（對罕見疾病者，藥品可取得性是重
要的健康照顧指標）
身心障礙兒童與婦女使用健康檢查比例
醫療照顧系統，針對女性障礙者，調整與修改各種檢驗及檢測儀器之
設計、使用協助、現場手語協助與人員協助之改善程度

過
程
指
標

指果結

聯合國人權指標
強制健康保險相關法規的涵蓋範圍及其生效日期
國家政策對健康與健康照護的涵蓋範圍及其時程，包括生育健康與身
心障礙者之照護

醫療專業人員接受有關障礙者議題或障礙意識提升之訓練的比例
醫院與社區診所無障礙設施改善比例?
入門斜坡、燈光、手語資源、門診及住院程序資訊可近性
每人用於重要健康設施（包含生育健康照護）與基礎藥物的公共支出
額
「在人權報告期間，新註冊加入健康保險制度的特定對象人數」建議
改為
「在人權報告期間，未納入健康保險制度的身心障礙者人數」
家戶醫療服務與物品支出由醫療保險或公共方案支付的比例
「由衛生人員接生的比例」修改為
「由專業人員接生的比例」

1.

「沒接受疫接種疫苗可預防疾病（例如麻疹*）的一歲兒童比例」修
改為
「沒有接受疫苗接種的兒童比例」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曾基 在過去十二個月，因經濟因素放棄醫療照護服務的人口比例(例如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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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人權指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於資源不足的原因在使用 科護理，醫療諮詢，藥物，手術)
身心障礙醫療資源受到限
制（例如復健、早療、健檢、
醫院、藥局、身心障礙鑑定）
的平均次數。
三級醫療體系與醫療健康專業人員，提升對障礙者之權利意識及降低
障礙者使用之各種阻礙因素，能逐年以百分之五比例提升
在當前健保及醫療制度之下，逐年提升障礙者使用在宅醫療照顧與社
區醫療照顧之比例，逐年以百分之三比例提升
社區級心理健康網絡建置之比例與使用者比例，每年以百分之一比例
提升為目標
「五歲以下兒童，體重過輕與發育不良比例」修改為
「五歲以下兒童與身心障礙兒童，體重過輕與發育不良比例」
「成人 BMI 值低於 18.5」修改為
「成人與身心障礙成人 BMI 值低於 18.5 的比例」
死亡率，包含嬰兒與五歲以下死亡率，其與營養失調有關（包含營養
不良、營養過剩與營養攝取不足）
目標族群的出生率，死亡率及預期壽命

表 1.4.7 指標：就業
本團隊人權指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行政區中設有協助個人就業之專責公共機構之比例」修改為
「各縣市設有協助障礙者就業之專責任公共機構之比例？」

1. 政府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
支持，每年執行合理調整的預
算。
2. 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機制建立
比率。

「在特定社會救助計畫中，每個受益人所得的公共支出」
「確保特定人口群能獲取生產資源的方案涵蓋率」

結
構
指
標
過
程
指
標

接獲有關工作權的申訴，包含公正與安全的工作條件，而由國家人權
機構、人權監察使或其他機制（例如 ILO 程序、工會）進行調查和判
決的比例，與政府對之給予有效回應的比例
「目標族群獲得有效協助以進入（重回）勞動市場的比例」修改為
「障礙者透職務再設計而成功進入（重回）勞動市場的比例？」
「依教育程度分列之年就業成長率（工作創造率）」修改為
「障礙者依教育程度及性別之年就業成長率？」
「依女性、男性與兒童分列花費在無償家務勞動或家庭照護，以及家
族企業無償工作之平均時間」修改為
「男性與女性障礙者分別花費在無酬家務勞動或家庭照顧、以及家族
企業之無酬家屬工作之平均時間？」
「依目標族群分列，獲得面試機會前之平均求職申請次數(例如 ILO
歧視測驗調查)」修改為
「障礙者獲得面試機構前之平均求職申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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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人權指標

結
果
指
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在兩次人權報告期間，勞工由不穩定轉為穩定契約的比例」修改為
「障礙者勞工由不穩定轉為穩定契約的比例？」或
「非正式部門障礙勞工轉為正式部門勞工的比例？」
「受僱者中最近接受在職培訓之比例」修改為
「障礙受僱者中最新接受在職培訓之比例？」
「特定失業人口受失業保險 /社會保險給付的比例」修改為
「障礙失業人口受就業保險之失業給付涵蓋的比例？」
1. 在過去一年當中，身心障礙 「特定勞動人口之失業率與平均工資」
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從事有薪 「性別、特定人口群之勞動參與率」
工 作 持 續 三 個 月 以 上 的 比 「目標族群的就業比率」
例。
「不穩定受僱勞工之比例（例如：短期、定期、臨時性、 季節性勞工
等）」修改為
「不穩定受僱勞工中障礙者相對於非障礙者之比值？」
「依部門分列男女薪資比 (或其他目標族群薪資比)」修改為
「各就業部門中，障礙者相對於非障礙者之比值？」
「特定職位（例如資深公務員、公共/私人服務的管理職）由女性與其
他目標族群出任的比例」修改為
「公私部門管理職中障礙者之比例？」
「長期失業率（失業達一 年或一年以上）
，依性別、目標族群或地區
分列」修改為
「長期失業率中障礙者之比例？」
「失業率，依性別、目標族群與教育程度分列（勞動力調查⁄登記）」
修改為
「失業率中障礙者之比例？」
2.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薪資差 「目標族群的工資差距」
異
目標族群在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擔任職位（例如管理職）之比例

表 1.4.8 指標：社會保障
結
構
指
標

本團隊人權指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提供或確 國家政策對身障者失業時，相關救助/資產調查福利服務與補助
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
濟保障。

過 2.
程
指
標

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礙 為了實施社會保障權的政府開發援助(ODA)淨值被接受或提供為社
者社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 會保障的公共開支和國民所得(GNI)的比例
額
「社會救助（例如轉移性支出、住宅補貼、災難救助）的申請被審查
與接受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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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人權指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特定人口被適當告知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下其所能獲得的權利與福
利（現金或實物）的比例」修改為
「透過身障調查瞭解身障者與其家庭對各式福利知悉程度」
在人權報告期間，新註冊加入社會保障制度的勞工人數
在人權報告期間，給付請求（例如失業津貼、退休金）被審查並支付
的比例
接獲有關企業社會保障責任的申訴案件，政府或相關社會福利機構有
效回應的比例
針對家庭、兒童與受撫養成年人的補助或津貼方案，每個受益人所得
到的公共支出
針對兒童與受撫養成年人的家庭開支（食物、健康、日間托育、教育、
住居）由公共支援涵蓋的比例
在人權報告期間，特定人口或特定區域幼兒園⁄兒童照護中心與老人
福利機構的密集度（獲得改善）
「提供特定社會救助之行政機構與人員的密集度（獲得改善）」修改
為
「身心障礙者與服務人員或政府人員比例」
在人權報告期間，特定人口群收入提升高於貧窮線比例
結 1.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 在人權報告期間，在社會保障涵蓋範圍內的勞工提出請求並獲得社會
退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 保險給付的比例
果
指 4.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 「社會移轉前與移轉後在正式或非正式經濟上低於國家貧窮線的人
標
身心障礙者的貧窮率變化 口比例」
情形。
「處於特殊需求情形而接受社會救助之糧食、住居、健康照護、教育、
緊急救護或救濟服務的人口比例」
參與社會保障計畫的勞動力比例
有權接受公共補助的家庭、兒童與受撫養成年人的比例
平最低三個十分位數家戶的平均食物消費支出或特定家庭消費支出

表 1.4.9 指標：政治參與
結
果
指
標

本團隊人權指標
1.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
參與人民團體的比率比較。
3.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
代表之比例

聯合國人權指標
工會與政黨成員中，女性或其他目標族群佔有之比例，以及因而作為
選舉候選人之比例
目標族群在有關次國家層級和地方層級選舉席次、以及在被提名任命
的機構中所佔的比例

表 1.4.10 指標：獲得司法保護
標過
程
指

本團隊人權指標
1. 教育訓練促進司法領域工
作人員意識
2. 落實適齡對待的措施(例如:
提供程序、建立溝通方式)

聯合國人權指標
目標族群（例如，執法人員）培訓配合行為準則去執行消除歧視措施
的比例
成功申請法律援助和免費口譯的個案之比例，依刑事和民事程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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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人權指標

結
果
指
標

3.

聯合國人權指標
「法庭公眾出席者以其母語評比相關服務與法庭具高度可近性之比
例(法庭使用者調查)」修改為
「參與法庭旁聽之障礙者評比法庭及相關服務具高度可近性之比
例？」
過去一年中法扶基金會陪 提供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法律諮詢或法律扶助管道的比例
同偵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
者和非身心障礙者比率。
有較高風險受到歧視待遇的人口群體中，遭恣意殺害
(arbitrarykilling)、拘禁、失蹤與酷刑之陳報案件數

表 1.4.11 聯合國指標：針對婦女的暴力
結
構
指
標

過
程
指
標

結
果
指
標

聯合國人權指標
消除有害傳統慣行的政策，包括女性生殖器殘割、早婚、強迫婚姻（forcedmarriage）
、榮譽殺
人或傷害（honourkillingormaiming）、與胎兒性別鑑定，其時間期程及涵蓋範圍。
保障性別平等及女性離開虐待關係能力（例如公平繼承權、財產擁有權、離婚）之立法生效日
期及範圍。
防制執法人員所為之社群暴力與虐待之政策時間期程與涵蓋範圍。
防止或處理衝突時、衝突後或緊急情況發生性暴力之政策或計劃，其時間期程與涵蓋範圍。
對於婦女參與和平進程之特別措施，其時間期程與涵蓋範圍。
由國家人權機構、人權監察使或其他機制接獲之對女性施暴的投訴比例，及政府有效地對這
些投訴作出回應的比例。
對女性一切形式暴力（包括有害之傳統慣行）全國意識提升活動，以及在學校課程納入全國
性防治計畫，各佔公共社會部門支出之比例。
對女性施暴（包括有害之傳統慣行、家庭暴力、人口販運、性剝削及強迫勞動）之加害人被逮
捕、定罪、認罪以及服刑人數（依刑之類型分） 。
由女性擔任管理與其他領導職位（例如:宗教領袖）之比例。
發出之禁制令總數。
警察、社工、心理、衛生（醫生、護士及其他）
、教育界（教師）等新進人員，完成有關對女
性一切形式暴力核心課程之比例。
已報警的性犯罪（例如:性侵）比例（透過人口調查取得）。
涉及對女性施暴之執法人員，遭紀律處分或起訴者佔正式調查案件之比例。
衛生人員中，接受過為性暴力或其他暴力受害者提供醫療管理與協助之比例。
性暴力或其他暴力受害者中，使用適當醫療、心理與法律服務之比例。
已報案之性暴力或其他暴力案件中，受害人（或相關之第三人）採取法律行動的比例。
救助與緊急援助支出中，用於婦女與兒童福利經費之比例。
對女性施暴（包括有害之傳統慣行、家庭暴力、人口販運、性剝削及強迫勞動）之加害人被逮
捕、定罪、認罪以及服刑人數（依刑之類型分）。
新生兒與 5-9 歲兒童之之性別比。
在過去12個月/或終其一生，女性曾遭受現任或前任伴侶身體與/或性暴力之比例。
曾遭受親密伴侶心理與/或經濟暴力（psychologicaland/oreconomicviolence）之女性比例。
「在職女性中，曾於工作場所遭受性侵犯/性騷擾之比例」
建議改為「機構形式的社會福利機構曾發生性侵犯/性騷擾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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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權指標
女性在過去一年[終其一生]曾遭受身體暴力或強暴/性攻擊之比例。
在衝突中、衝突後或緊急情況下，陳報之死亡、性侵（嘗試或已完成）或其他對婦女施暴事件
之案件數。
殺害婦女率（femiciderates）
（例如:被親密伴侶謀殺、性謀殺、殺害妓女（prostitutes）
、榮譽殺
人、殺害女嬰、因嫁妝不夠而被殺死（dowrydeaths）。
過去一年[終其一生]曾遭受身體、性及心理暴力之女性比例，依暴力行為嚴重程度，以及與加
害者之關係，以及頻率分列。
曾遭受身體、性、或心理暴力（包括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受害的生還者中，接受協助、補償
和復健服務之比例、自殺率，依性別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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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建議：CRPD 人權指標
經前述研究過程，本團隊整理出符合我國國情之 CRPD 人權指標。指標包含平等和不歧視、多元性與意識提升、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人身自由和個人完整性、自立生活和社區融合、教育、健
康、就業、社會保護、政治參與、獲得司法保護等 11 個項目。各指標當中設監測身心障礙人權落實情形的問項，問項當中運用不同的統計方式呈現人權落實情形，表 1.4.1 說明本人權指標中各問項統
計名詞的定義及說明。
表 1.5.1 統計名詞定義及說明：
名詞
定義
舉例
比例（Ratio）
沒有從屬關係的兩數值相除形成的比值。
「主觀覺得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歧視的比例」主觀認為遭受歧視的身心障礙者人數，對比實際被認定為歧
視的案件數。認為遭受歧視者未必有提出歧視的救濟行為，兩者沒有從屬關係。
比率（Rate）
分子佔分母內的比值。
「因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或侵害採取法律或行政行動之比率。」分母為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人數；分子為前者當中採取
法律或行政行動的人數。
百分比（percentage） 分子佔整體當中的比值，以百分比呈現。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遭遇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酬、升遷、欠缺合理調整等）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比較身心障礙總人口當中一年內在工作遭遇歧視經驗的百分比，以及非身心障礙總人口當中一年內在工作遭遇歧視經驗的百分
比。
以下茲就研究團隊發展的各項人權指標、問項進行說明：
一、平等和不歧視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平等和不歧視（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3 條一般原則、第 5 條平等與不歧視；以及 CRPD 第 6 號一般性意見（第 5 條平等與不歧視）制定人權指
標矩陣。
在 CRPD 公約精神，是指實質的平等，身心障礙者能公平的在各個面向參與及獲得公平對待，社會基於障礙的理由，採取不同的方式對待障礙者或讓障礙者無法獲得與他人相同的機會。丹麥政府
的十項黃金指標，採取身心障礙者在媒體出現的頻率，本研究團隊基於台灣的現實狀況，我們將問題細分到每個具體權利項目當中多。建立基期部分，時間點定在 2018，主要考量是去年才完成第一次
的國家報告審查，具體的回應意見與相關機關都需要編定預算等，才能逐漸發揮政策效果。相關機關則是以所有機關為主要的執行對象。最後則是資料來源，因為需要與一般人口相比，因此如何收集
一般人口與身心障礙人口的資料，成為最重要的觀察監測改善或改變的依據。
表 1.5.2 平等和不歧視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於首 1. 於首次國家報告審查後到第二次 1.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遭遇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 自 2018 年開始，建 1. 各部會
1. 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增加固定
次國家報告審查後到第二
國家報告審查前，每年檢視法規
酬、升遷、欠缺合理調整等）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 立 基 期 資 料 收 集 基 2. 各 級 縣 市 政
問項、在人口變項增加身心障礙
次國家報告審查前修改相
檢視清單修正進度達成率至少
者的百分比
準點。
府所有單位
問項
關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包
20％到 30％。
2.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教育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
2.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增加
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2. 身心障礙者知道各項反歧視申
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此問項
法、刑法第 20 條。
訴管道之比例。
3.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外出移動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
3. 國發會進行正式調查蒐集前述
2. 訂定符合 CRPD 精神且可 3. 每年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案件數。
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數據
供司法審判運用之「平等法 4. 政府編列充足預算作為反歧視 4.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社會參與遭遇歧視經驗（例如宗教活
4. 監察院關於身心障礙人權事項
或反歧視法」。
之申訴處理。
動、政治活動、社區活動、集會等）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
調查事項的統計
3. 在法令中規範政府於平等 5. 政府對申訴案進行調查數。
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5. 行政院主計處
不歧視的積極義務(參考英 6. 調查申訴案件之人員數。
5.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健康醫療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
國平等法)
7. 國家人權機構、監察院或其他機
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4. 將「合理調整」概念放入教
制（例如：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推 6.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從事娛樂休閒活動遭遇歧視經驗的
育、就業、醫療、福利服務、
動小組）接獲有關直接或間接歧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交通、傳播等法律規範之
視之申訴，而由前述機構進行調 7. 主觀覺得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歧
中。
查和裁決之比例，以及申訴獲政
視的比例
5. 上述法律中明確定義「合理
府有效回應之比例。
8. 申訴到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案件成立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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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指標
調整」意義與具體內容。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落實時間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9.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案件成立後懲罰的嚴重程度，民事及
行政罰分別統計。
10. 因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或侵害採取法律或行政行動
之比率

二、多樣性和意識提升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多樣性和意識提升（Diversity and Awareness-Raising）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8 條意識提升、以及 CRPD 第 4 號一般性意見（第 24 條：教育）制定人權指標矩陣。
身心障礙是人類多樣狀態的一種。CRPD 的精神強調尊重彼此的差異，這題填寫目的是達到社會大眾能意識到並能夠尊重身心障礙者的基本人權和多樣性。我們的問項是參考丹麥人權指標和台灣
的問卷。測量身心障礙者在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被看見的狀況、在媒體上對身心障礙者使用歧視性用詞的狀況、以及在教育階段對學生進行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的狀況。
表 1.5.3 多樣性和意識提升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 在各級教科書中放入關於
身心障礙多樣性的內容及
權利教材。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修定
法制，賦予公眾媒體或社群
媒體依據 CRPD 精神使大
眾認識身心障礙者之義務。
3. 中央、地方政府、公私立機
構等相關服務提供與政策
規劃人員，均需接受相關障
礙者多元與多樣性之訓練
及教育

1.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1.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心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鍵字 自 2018 年開始，建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的次數。
立基期資料收集基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2. 民眾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 準點。
育訓練的比例。
媒體）上表達意見或以其他方式主動參與的比率。
2.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 3. 障礙者外出、使用措施服務、接受教育、社區活動、政治
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
活動、各種文化活動等，遭受歧視與拒絕使用之比例。
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3.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
性語言關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4. 政府執行 CRPD 多樣性及意識提
升的預算。
5. 各級教育機構中，教授人權、並
促進不同人口群體(例如不同族
裔、身心狀況)間之理解的比例。
6. 政府鼓勵在校園、媒體當中運用
多元措施和素材宣導身心障礙
意識提升之進展，每年進度比
例。
7. 學校教材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介
紹應中性介紹身心障礙者生活
態樣，避免加深身心障礙者的刻
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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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通訊傳
播委員會
2. 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
3. 考試院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
4. 文化部
5. 教育部
6. 衛福部
7. 警政署
8. 法務部
9. 各縣市政府
10.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 內政部營建署

1. 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加
入身心障礙者問項
2.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3. 國發會社群媒體內容關鍵字分析
4. 建議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增加身
心障礙者問項。
5. 行政院主計處

三、可近性和外出移動交通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可近性和移動能力（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9 條無障礙、第 20 條移動能力、以及 CRPD 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第 9 條：無障礙）制定人權指標矩陣。
根據 CRPD 精神，政府有義務確保身心障礙者在平等基礎上使用交通工具及各項設施。本指標目的是為測量我國身心障礙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場所和建築物無障礙的狀況。建立基期方式，
本指標設定自 2018 為第一個週期，做為每四年一個週期。
表 1.5.4 可近性和外出移動交通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 政府根據 CRPD 公約第九條，
逐年改善與增加身心障礙者無
障礙之資源，包括公共運輸交
通系統(鐵路、公路、船舶、站
體設施等)無障礙改善相關預
算、公共服務設施、資訊傳播
可近性與可用性提升。
2. 政府根據 CRPD 第九條與第三
條，逐年改善都市與鄉村地區
無障礙服務設施資源與拉近兩
者距離。
3. 根據公約第九條與第三條，公
私立各種設施包括醫院、學校、
教育設施、娛樂設施、經融機
構服務、提款機、運動場館及
餐廳等等，無論所有權為公立
或私有，都須符合無障礙設施
與提供可近性與可用性。
4. 300 平方公尺以下餐廳、對公
眾開放的私人措施適用無障礙
法規無障礙。
5. 政府制訂法律規範無障礙設施
的資訊被揭露與各級政府改善
道路、人行道、街道、騎樓、
路平等方案規畫與執行都需障
礙者參與，且須採用通用設計
為原則，針對特殊障礙者的合
理調整須以個別服務為主。
6. 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
CRPD 精神將資訊傳播內容，
為身心障礙者需求進行應有的
調整提出之法律修訂。
7. 制訂資訊可近性規範，包含易
讀版本、視覺與聽覺提示及圖
型提示等

1.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
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
算？
2.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
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3. 公共運輸交通系統無障礙改
善的數量。
4. 水路運輸設施符合無障礙的
比率。
5. 地方政府改善區域的街道騎
樓無障礙的比率

1.
2.

3.
4.
5.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在本地巴士、火車、 自 2018 年開始，建
計程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障礙的百分比。 立 基 期 資 料 收 集 基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 準點。
整而無法進入公共場所、以及對公眾開放或提供服務的
場所(風景區、餐廳、百貨公司、旅館……等等)的平均次
數。
建議收集質性資料作為改善之參考
去除道路、騎樓、人行道、路面、店面等人為阻擋(路阻)。
身心障礙者在上週因為缺乏合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手
語等）
，故只能透過有限的資訊來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
電視、新聞、廣播、表演節目等）的平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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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交通部
內政部營建署
文化部
教育部
金管會
衛福部
內政部消防署
外交部
觀光局

1.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2. 建議「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
查」繼續辦理
3. 各項交通運輸統計資料
4. 行政院主計處

四、人身自由與個人身心完整性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自由和個人完整性（Liber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14 條人身自由與安全、第 17 條保障人身完整性、以及 CRPD 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第 9 條：無障礙）制
定人權指標矩陣。
根據 CRPD 精神，政府應確保身心障礙者的人身自由，不因身心障礙的理由做為剝奪自由的理由，也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獲得身心完整性的尊重。丹麥的黃金指標是比較看守所、監獄、或精神
療養院中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比例。本研究團隊參考台灣社會和法律現況，制訂指標問項。並依據指標問項訂定資料來源包含矯正機構統計、居留統計、強制住院等統計資料。CRPD 第 12 條
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的權利和第 13 條獲得司法保護主要是關於身心障礙者在接受司法調查或審判過程經由合理的程序調整或支持措施而能受到平等對待，然而，當前述權利沒有被落實則可能導致
身心障礙者人身自由被剝奪。研究團隊參採焦點座談時蒐集的意見，在本指標以及獲得司法保護指標都有設定部分關於身心障礙者在訴訟或調查過程獲得適當支持的問項，測量政府落實身心障礙者在
法律前獲得平等承認以及個人完整性的情形，本團隊也接受在不同指標當中有重複的相同問項。
表 1.5.5 人身自由與個人身心完整性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 1. 對聽語障礙者及各類障礙者在 1.
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
司法過程，例如：民事訴訟程序、
與內部規定
刑事訴訟程序（警訊、檢察官偵 2.
查、法院審理，刑/保安處分之執 3.
行）、行政程序與行政救濟程序
（看守所、監所管理措施）提供 4.
的支持措施，以獲得權利告知，
例如:選任辯護人、接受訊問、通
譯服務、溝通、不同的資訊格式、 5.
司法資訊可近性。
2.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 6.
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與數量逐 7.
年編列預算改善
8.
9.

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或拘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 自 2018 年開始，建
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立基期資料收集基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院的人數。
準點。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
分比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案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與非以上情形之身
障者的百分比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列為被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
的人數和類別
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的比例。
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人數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司法協助的案件數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時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
單位提供當事人關於個人權利資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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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法務部
1.
內政部警政署
衛福部
2.
司法院
法務部矯正署 3.
國家發展委員
會
4.

5.

建議矯正機構收容人數統計增
加身心障礙問項
警政署刑事統計增加被拘留人
的統計並要有身心障礙問項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與
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審查結果
統計資料增加身心障礙問項
將以往歷史資料與公衛資料中
「被結紮的未成年身心障礙者
人數」與「被結紮的各類身心障
礙者人數」作數據分析
行政院主計處

五、自立生活和融合社區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自由和個人完整性（Independent Living and Community Inclusdsion）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19 條獨立生活與融合社區、以及 CRPD 第 5 號一般性意見（第 19 條：獨立生活與融合
社區）制定人權指標矩陣。
根據 CRPD 精神，身心障礙者應享有在社區中生活的平等權利和選擇權，而政府應確保相關支持措施充足，以促進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以及融合、參與社區。丹麥黃金指標比較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
障礙者主觀認為自己對生活有影響力的比例，本研究團隊參考丹麥的指標並參考伊甸基金會修改韓國國際身心障礙者網絡的 CRPD 問卷問項做為我國的指標。
表 1.5.6 自立生活和融合社區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 政府依據 CRPD 第十九條
與一般性意見第五號內容
與精神及原則，修訂定各類
型服務措施之基本規範與
準則。以符合公約去機構化
精神在一定期間內，達成逐
年縮減大型住宿機構服務
人數、增加社區居住、個人
服務與居家服務之比例。修
改社福機構評鑑項目相關
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
2. 政府依據 CRPD 第十九條
及第五號一般性意見書內
容和精神修改政府相關社
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相
關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包
括社會住宅數量、租賃等各
種規範與規定
3. 個別化社會福利服務內容
與方式，須依據 CRPD 第十
九條與第五號一般性意見
修改調整服務內容、促進障
礙者自主與選擇及服務支
持強度與密度等（例如：個
人助理、居家服務等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
4. 對於公私立社會住宅市場
的可近性規範
5. 都市、鄉村地區各種服務設
施提供障礙者社區居住使
用的提升計畫

1. 編列多少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
支持的相關預算(例如:社區支持
與到宅服務)
2. 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
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例
如:所有障礙者可近使用服務、服
務流程)
3.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同儕支
持和自立生活服務人員的人數
4. 全國各縣市(分區)符合申請各類
型人力支持服務之障礙者總人
數
5. 全國各縣市(分區)可提供之各類
型人力支持服務工作者總人數
6. 政府將機構式照顧預算轉移至
社區支持服務的比例
7.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
情形(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
等等)

1. 都市、鄉村地區各種服務設施提供障礙者社區居住使用的 自 2018 年開始，建
比例。
立基期資料收集基
2. 政府具體提出機構服務分類及服務人數縮減之計畫與期 準點。
程、預算等
3.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家人和親屬限制與誰居住
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4.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家人和親屬限制居住地點
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5.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烈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
生活有影響力的百分比。
6. 過去四年曾因為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未提供無
障礙設施而無法使用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7.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拒絕進入或使用為大眾提
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8. 個人期望輔具需求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9. 住宅無障礙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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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衛生福利部
2. 內政部營建署
3. 各級地方政府
社會局、建設
局、都發局等
相關單位
4.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
2.
3.
4.
5.

障礙者擁有住宅之比例，週期性
調查資料之收集。
居住在非家宅之障礙者人數調
查。
住宅統計加入身心障礙問項
社會變遷調查增加認為自己對
生活有影響力的問項
行政院主計處

六、教育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教育（Education）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24 條教育、以及 CRPD 第 4 號一般性意見（第 24 條：融合教育）制定人權指標矩陣。
根據 CRPD 精神，障礙者可以享有平等受教的權利，不因其障礙身分而被限制教育資源的取得。丹麥黃金指標 25 歲以下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中輟率之比較作為問項，因不符合台灣本土脈絡故不採
用。本人權指標聚焦障礙者在受教過程中的主觀感受作為問項。
表 1.5.7 教育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師資 1.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1. 教育體系包括學前教育；幼兒教育；國民中小學義務 自 2018 年開始，建
培育(含在職訓練)：增加高
的特教師資人力培育，每年預算增
教育、高中職教育、高等教育、技職教育、成人教育及 立 基 期 資 料 收 集 基
中以下的各級學校老師，針
加的比例？
補習教育；在家教育等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教育方式與 準點。
對身心障礙學生多樣性的 2.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體制之融合程度包含依據個別障礙者教育特質提供合
可近性需求了解
的師資培育課程研發與人才培育
理調整的比例。
2. 各縣市核定特教學生助理
的設計，每年預算增加的比例？
2. 學齡前發展遲緩兒童被公私立幼兒園拒絕的比例。
人員時數之審查辦法
3.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3. 最近一次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中，教育階段身心
的監督人力，每年預算增加的比
障礙者對於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充足的師資與服務團隊，
例？
在數量上與品質上，的滿意程度。
4.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4. 各級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認擁有合適的輔具與環
的可近性(軟硬體)改善經費以及依
境無障礙，以參與學校生活、學習與活動的程度。
據公約第 24 條聘用合格之手語教 5. 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自認其特殊才能（如：在音樂、
師及點字教師，每年預算增加的比
戲劇、美術、運動等領域的表現）可以有機會發揮的程
例？
度。
5. 政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平等受教 6. 學前教育和各級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和非身心障礙學生
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教師助理
比例。
員，每年預算增加的比例？
7.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者自認在接受教育時，能有充分的多
6. 各級教育(包含學前、補習教育及成
樣性的可近性需求環境與設施(教材)，而順利就學的程
人教育)改善可近性之比例
度。
7. 特教學生之 IEP 是否每學期如期 8.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是否可以滿足學生在學期間所需之
舉行？
人力支持服務時數？
8. 學校特教推行委員會是否逐年提 9. 身心障礙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需要操作之
出各項特殊教育待改善計畫？
課程，例如自然實驗、生活科技、美術.......之比例。
9. 學校正職(非約僱)之身心障礙教師 10. 身心障礙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課後活動，
之比例
如：下課、社團、運動會、園遊會、校外教學、畢業旅
10. 師資培育教材中，符合公約精神強
行……等之比例。
調教育支持身心障礙者的人格發 11. 政府根據 CRPD 第二十四條與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書，
展、加強對人之多樣性的尊重的教
降低學齡前發展遲緩兒童入私幼被拒絕的比率
材比例。
11. 政府根據 CRPD 精神，逐年增加各
級學校充分的多樣性的可近性需
求環境與設施(教材)
12. 政府根據 CRPD 第二十四條與第四
號一般性意見書精神，促進特教師
資的普及率(如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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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衛福部
各縣市政府
國家發展委員
會
5. 內政部營建署
1.
2.
3.
4.

1.
2.
3.
4.

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教育統計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行政院主計處

七、健康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健康（Health）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25 條制定人權指標矩陣。根據 CRPD 精神，障礙者可以取得或享有平等的健康權，且不因其障礙身分使用健康資源受到阻礙。丹麥黃金指
標透過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主觀比較的自我健康狀態評估作為問項。本人權指標也沿用此問項，但考慮台灣本土脈絡，增加資源可近性之問項。另身心障礙者於台灣商業保險市場往往因其障礙而被拒絕，
故特將此項列入。
表 1.5.8 健康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 政府根據 CRPD 第二十五 1. 政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使 1.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當中自我評估身心健康狀態 自 2018 年開始，建 1. 衛生福利部國 健康促進統計年報增加身心障礙問
條健康權利內涵，修改與
用醫療資源，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良好的比例。
立基期資料收集基
民健康署
項
推動各級醫療照顧與服務
監督醫療院所及保險業者之人 2.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受健康檢查的比例 準點。
2. 衛生福利部醫 行政院主計處
2. 障礙者除參加全民健康保
力
3. 過去一年影響身心障礙者接受健康檢查的因素。
事司、照護司
險外，金管會保險局落實監 2. 醫院落實醫療資源軟硬體可近 4.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曾基於資源不足的原因在使用身心
3. 金融監督管理
督保險業者對身心障礙者
性與通用設計(點字、手語服務、
障礙醫療資源受到限制（例如復健、早療、健檢、醫院、
委員會
之公平承保之權利之具體
易讀)之預算
藥局、身心障礙鑑定）的平均次數。
4. 國家發展委員
規範。
3. 保險定型化契約的擬定過程有 5. 過去一年基於障礙的原因曾被拒絕購買商業醫療保險或
會
3. 衛福部訂定監督醫院落實
身心障礙者的參與。
被要求取消私人健康保險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5. 衛福部健保署
醫療資源軟硬體無障礙與 4. 醫院的手語翻譯服務及其他協 6. 醫療院所實際達到可近性及合理調整的比例
通用設計(點字、手語服務、
助障礙者就醫之措施，應該回歸
易讀) 的機制。
各縣市衛生局編列預算，由衛福
4. 衛福部逐年規劃增加身心
部衛生署負責督查
障礙者可近性的醫療資源， 5. 各級醫療院所改善無障礙設施、
包含：各級醫院、社區診所
服務、支持與各項協助之進展，
藥局、在宅醫療（醫療資源
列為醫院定期評鑑項目，並列入
到宅和醫師到宅看診。
中長期改善目標。
5. 將涵蓋所有障礙類型差異
性需求的可近性與合理調
整要求，列為醫院的設立與
評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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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就業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健康（Employment）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5 條、第 27 條制定人權指標矩陣。根據 CRPD 精神，障礙者公平參與勞動市場，不因其身心障礙身分而被剝奪工作參與的權利。丹
麥黃金指標透過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從事有薪工作的比較作為問項。本人權指標也沿用此問項，但考慮本土脈絡，增加身心障礙者定額雇用及在職場上遭受歧視的主觀感受之調查。
表 1.5.9 就業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二十 1. 政府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支 1. 在過去一年當中，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從事有薪 自 2018 年開始，建 1. 勞動部
1. 身心障礙者勞動調查
七條工作權利之精神，逐年
持，每年執行合理調整的預算。
工作持續三個月以上的比例。
立 基 期 資 料 收 集 基 2. 法務部
2.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
增加工作輔具、交通輔具及 2. 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機制建立比 2. 過去一年公私部門的定額進用能依法足額雇用身心障礙 準點。
3. 行政院
3. 所有勞動狀況調查增加身心障
職務再設計之提供足夠性。
率。
者的比率。
4. 立法院
礙問項
2.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二十 3. 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 3.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場上，能夠和其他員工同工
5. 國 家 發 展 委 4. 行政院主計處
七條及第三條精神，逐年增 4. 雇主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調整
同酬及升遷，未受到雇主的歧視待遇的程度。
員會
加職場障礙歧視申訴措施
機制之比例
4.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自認在職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身心
6. 考試院
之完善度及改善狀態。
5. 民眾知道職務再設計/合理調整
障礙者求職、考試及面試機會相同的程度。
7. 國稅局
3.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
機制之比例
5.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薪資差異
8. 縣 市 政 府 社
立工作場所合理調整基準 6. 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班列逐 6. 身障男與身障女性的職場工作機會多寡
會局
內涵與規範。
年增加之幅度？
7. 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應
4. 建立庇護就業有效轉銜至 7. 身心障礙者職場助理之經費編
考之比例
開放性就業市場的機制。
列與提供狀況
8. 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錄
5. 增加障礙者職場見習和實 8. 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關
取之比例
習、職前準備制度與預算的
於身障歧視的申訴與成案以及 9.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依賴中低收入戶身分得到經濟補助
建構。
懲罰情形統計
之比例
6. 建立合理調整基準內涵與
10.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個人所得需納稅人數之比例
規範
7. 法定就業支持應包含過渡
性就業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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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會保障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28 條制定人權指標矩陣。依據 CRPD 精神，政府有義務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在平等基礎上得到適足的生活水平。本指標參考丹
麥黃金指標並考量我國政策狀況，測量身心障礙者取得適足的社會保障、住所、脫離貧窮的情形。建立基期方式，本指標設定自 2018 為第一個週期，做為每四年一個週期。
表 1.5.10 社會保障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第二十 1. 政府每年定期檢視身心障礙津 1. 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素無法過他們自認正常生活的 自 2018 年開始，建 1. 主計處
1. 建議主計總處於家庭收支調查
八條，適足生活水準與保障，
貼、生活補助、稅制減免等規
身心障礙者及其照顧者對照非身心障礙者比例。
立 基 期 資 料 收 集 基 2. 勞動部
增加身心障礙人口問項
提供或確保障礙者能夠得到
範。
2. 過去一年障礙人口落入政府貧窮線之比例，改善程度與具 準點。
3. 內政部
2. 建議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增加身
基本生活經濟保障。
2. 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礙者
體服務措施
4. 銓敘部
心障礙人口問項
社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額
3.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
5. 衛福部
3.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3. 障礙者各種就業機會與工作 4. 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中身心障礙身分住民的比例。
6. 各縣市政府 4. 公共住宅統計
的基本生活水準及所得改善 5.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貧窮率變化情形。
5. 各項津貼補助申請者之基本資
情形
6. 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政府補助津貼生活，無其他所得來源
料分析
者的比例
6. 行政院主計處
7. 脫貧計畫中納入障礙者的比例
8. 地方政府積極促進障礙者能在社區中獲得足夠經濟與相
關服務的比例，以協助障礙者能脫離經濟依賴

十、政治參與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nt）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29 條制定人權指標矩陣。根據 CRPD 精神，障礙者可以享有平等政治參與權利，不因其障礙身分而被限制參與投票、決策
之機會。丹麥黃金指標透過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最近一次投票率之比較作為問項。本人權指標也沿用此問項，並使用丹麥黃金指標中增加參與人民團體之比較的子問項。
表 1.5.11 政治參與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 政府施依據 CRPD 第二十
九條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
內部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
政治參與。
2.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
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
規章與內部規定確保身心
障礙者參與相關服務與政
策決策過程。
3. 投票所軟、硬體環境無障礙
設施之改善(含交通接送)。
4. 多元性投票機制、與各項選
舉各候選人之政見取得多
元管道(點字版、手語、易讀
版)

1. 檢視每次選舉政府建構多元投
票機制
2. 檢視每次選舉政見取得管道
3. 檢視每次選舉無障礙環境增加
情形
4. 中央及地方身心障礙者權益推
動小組、以及身權法各主管機關
所負責身心障礙政策事務之資
訊公開程度
5. 障礙者為主體之民間組織與團
體數量增長與分布情形
6. 政府積極促進偏遠及鄉村地區
障礙者的自主團體設立與參與
地方公共事務

1.
2.
3.
4.

5.
6.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 自 2018 年開始，建
率。
立基期資料收集基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參與人民團體的比率比較。
準點。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比例
各級政府有關障礙者相關事務與決策過程中，不同障礙者
與障礙團體代表的參加比例，逐年改善並有效選任障礙者
代表參加
與障礙者權利、生活與各項事務有關事項，障礙者參與程
度逐年改善之比例
障礙者團體充權自治之比例

97

1.

2.
3.
4.

政治參與：中 1.
央 選 舉 委 員 2.
會、內政部
政策參與：各 3.
部會
國會主要政
黨
各縣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建議對領票人進行身心障礙統
計
行政院主計處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落實時間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5.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規範
地方事務參與，例如社區、
管委會、身心障礙社團、其
他公共議題社團、參與政黨
等，以上場域之環境和資
訊、參與管道等可近性。

十一、獲得司法保護
依據 CRPD 第 12 條、第 14 條制定人權指標矩陣。依據 CRPD 精神，身心障礙者應在司法過程中透過程序和適齡對待以確保在平等基礎上獲得司法保護而能充分參與在司法的各項程序中。本研究
團隊考量我國法律和社會現況，關注基於身心障礙理由而在法律上遭受不平等對待的狀況以及身心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中得到支持的情況，於原本丹麥的十項人權指標之外，另外訂定此項人權指標。
表 1.5.12 獲得司法保護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政府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集
落實時間
1.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
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
規章與內部規定
2.針對身心障礙者在司法過
程(偵訊、審判……等等)提
供必要的支持
3.因受監護宣告而受到限制
的法定權利減少改善情形
與進度(目前估計總共多達
76 條相關條文需要修改)
4.(參照北愛爾蘭心智能力法、
支持性決策法)制定支持心
智障礙者決策的法令。

1.
2.
3.
4.

編列多少培訓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相關預算
教育訓練促進司法領域工作人
員意識
落實適齡對待的措施(例如:提
供程序、建立溝通方式)
政府每五年主動重新檢視受監
護宣告人的受監護宣告資格

1.
2.
3.
4.
5.

過去一年中接受偵訊的各障別身心障礙者人數。
自 2018 年開始，建 1.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經導致證詞或審訊陳述不 立 基 期 資 料 收 集 基 2.
被承認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準點。
3.
過去一年中基於障礙的原因曾經受到警察或監所人員的
不合理對待而遭受損害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過去一年中法扶基金會陪同偵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者和
非身心障礙者比率。
受監護宣告人數逐年減少（支持性決定系統設立之後，調
整本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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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司法院
各縣市政府

1. 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報告增
加問項
2. 法扶年報-扶助案件分析增加身
心障礙問項
3.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4. 行政院主計處

十二、建議
（一）未來可再深化之議題
研究團隊提出之指標對應的是當代身心障礙者與學者專家關注的身心障礙
相關議題，並沒有涵蓋所有 CRPD 權利項目的條文（見下表 1.4.13）；也沒有涉
及到 CRPD 第 31 條以後關於國家義務的條次。未來如要發展更全面的 CRPD 政
策監督工具，可思考其他條次的指標如編定、操作。
表 1.5.13 提出之 CRPD 人權指標與 CRPD 條文對照
CRPD 人權指標
CRPD 條次
平等和不歧視
第 3 條一般原則
第 5 條平等與不歧視
多元性與意識提升
第 8 條意識提升
第 24 條教育
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 第 9 條無障礙
第 20 條個人行動能力
人身自由和個人完整性 第 12 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第 14 條人身自由與安全
第 17 條保障人身完整性
自立生活和社區融合
第 19 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教育
第 24 條教育
健康
第 25 條健康
就業
第 5 條平等與不歧視
第 27 條工作與就業
社會保護
第 28 條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政治參與
第 29 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獲得司法保護
第 12 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第 14 條人身自由與安全
（二）公部門之參與
本研究蒐集意見對象以身心障礙者本人、身心障礙者家屬、學者、專家為主，
然而未來人權指標實際執行者為各機關公務人員。指標若要落實，需要各機關人
員清楚理解 CRPD 的精神、人權指標的意涵。後續應持續辦理相關說明會、教育
訓練，確保各機關執行 CRPD 人權指標的人員和主管都能確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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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政策法案影響評估
壹、前言
CRPD 精神與原則若欲於台灣落實，應有適當之預估（assessment）機制，以
使政策法規擬定前能收集相關資訊，預視政策法規對身障者可能造成之限制影響
與實質增進，從而修正原先政策法規計畫，確保身障者與其家庭之相關權益。台
灣現行可供未來身心障礙權益影響評估參考之機制與作法主要有二，一為法規政
策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Analysis， RIA），另一為性別影響評
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GIA）。兩影響評估機制旨在於政策法規施行前，
對於政策法規相關影響層面、結果與成本進行預評，並與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諮
詢，以完整評估視政策法規可能對整體社會經濟與性別所造成之可能影響，進而
做出決策選擇。
底下茲就兩影響評估機制之內容與流程進行說明探討，以作為後續 CRPD 身
障權益落實之參考。
貳、材料與方法
（一）性別影響評估（GIA）
台灣性別影響評估一詞，可溯源自至 APEC 之性別評估指標。APEC 發展此
性別評估指標，旨在使計畫申請案能有具體性別指標參照，並依據此指標作為計
畫審核是否具有性別觀點之依據。台灣於 2004 年，內政部補助婦權基金會引入
APEC 發展之「性別評估指標」、「ㄧ分鐘簡介性別相關參考依據」及「APEC 方
案提議表格之性別相關參考依據檢視清單」進行增修，並研擬性別指標草案；
「該
草案經提行政院婦權會第 20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會議研商，決定將『性別評估指
標』修正為『性別影響評估』」（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5：2）。
當時引入 APEC 之性別影響評估參考依據主要有 7 大類目，用於檢視計畫之
目標、結合方式、方法、散播宣傳效果、預算、評估與受益人；而 7 大類目並由
8 項增列至 10 項之對應原則（見 表 2.2.1）。透過此性別參考依據，以使規劃之
方案計畫，能確實將「性別」影響納入考量，以落實性別主流化。同時，婦權會
亦引入 APEC 由性別評估指標發展之檢視清單與一分鐘檢核清單，稱之為「性別
影響評估檢視清單」
（見 表 2.2.2）與「簡易性別相關參考依據」
（見 表 2.2.3）。
表 2.2.1、
類目

台灣性別影響評估參考依據：7 大類目與 10 項原則
原則

（ 一 ） 目 標 (1) 闡述專題的研究目的如何造福女性，根據 Framework for the
Objectives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 所提供之參考。方案活動或研究
計畫應反應女性在其中的參與率提升，或著重女性與男性生
活中的差異性，並注意蒐集使用性別分類統計資料等結果。

（二）結合方 (2) 瞭解女性參與的方式及程度。描述女性在活動/方案/研究計畫
式 Linkages
中，如何參與決策、管理、分配資源、及執行該活動/方案/研
究計畫。
（ 三 ） 方 法 (3) 簡述女性如何以平等的方法參與活動/方案/研究計畫的發展
Methodology
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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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述該研究如何蒐集、使用性別分類統計資料，以評估專題對
女性的影響。
（四）散播宣 (5) 出版或宣傳研究成果是否使用適合女性的傳播方式？如：女
傳
成
果
性是否為目標對象、是否留意識字率較低的女性與不便使用
Dissemination
電子媒體的女性、研究成果是否主動傳給相關婦女單位等。
of
project
output
（ 五 ） 預 算 (6) 女性是否參與資源分配的決策過程？
Budget
(7) 若有需要，請詳述哪些項目將分配給有特殊需求的女性。
（ 六 ） 評 估 (8) 詳述專案研究者如何評估該案是否符合性別影響指標的各個
Assessment of
project

項目，並提供如何測出研究成果對於女性的影響程度。

（七）受益人 (9) 方案實施的結果是否可以加惠女性。
Beneficiary
(10) 方案受益對象是否有注意性別平衡要素。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5）。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手冊。
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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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清單
性 別 檢視清單
參 考
依據
基本條件
2，3

8
2，3

1，8

8

1，8

1， 4

2

7

7

說明（以APEC架構為例）

1.方案規劃發展時， - 例 如 APEC 工 作 小 組 或 論 壇 意 見 是 否 徵 詢
是 否 徵 詢 女 性 的 意 APEC婦女領袖網路會議（WLN）、「性別聯絡
見？
人網絡」(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
與論壇（Fora）的性別聯絡人（GFPs）。
2.方案中是否有納入 - 延續上例，除了徵詢外，是否有將女性觀點
女性的觀點？
納入方案中。
3.方案執行過程中， -例如徵詢女APEC婦女領袖網路會議（WLN）
、
是 否 有 徵 詢 女 性 的 「 性 別 聯 絡 人 網 絡 」 (Gender Focal Point
意見？
Network， GFPN)與論壇（Fora）的性別聯絡人
（GFPs）意見。
4.方案是否涉及對女 - 例如：方案是否涉及有眾多女性員工的企業
性 有 助 益 的 行 業 或 或職業，如服務業、餐飲業、文書與護理業。
領域？
- 女性有可能獲益的領域-如兒童照顧、教育、
健康、保育。
-或者是需要採取行動促進女性權益的領域，包
含電子商務、網際網路
5.方案中是否有任何 -例如在某些產業中，女性比男性更難獲得職業
可 能 對 女 性 不 利 的 訓練的機會。與專家商討修改之後，職業訓練
潛藏因素或影響？
的時間和地點都儘量以女性方便為原則，並提
6.若有，如何修改方 供相關的托兒設施。
案以降低這些負面
影響?
7.方案是否包含女性 -一些例子包含：環境保護、健康的議題、中小
相 關 的 議 題 與 權 型企業(SMEs)與旅遊業。
益？
8.方案是否蒐集與使 指方案是否有依性別分類統計資料，或者有以
用 性 別 分 類 統 計 資 下列的標準來蒐集：
料或資訊？
方案監督者是否為女性？
參與方案者的性別比例是否均等。
方案中是否有分配金額給女性相關議題。
9.方案是否與女性相 -以APEC為例，例如「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
關網站有連結？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 APEC婦
女領袖網路會議（WLN）; 企業女性的組織。
10.方案的預算項目 -例如：預算包含在工作場所提供托兒設施，或
是 否 有 分 配 給 女 性 使產業中的女性員工有職業訓練的機會。
相關領域？
11.預算規劃是否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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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含納女性需求的項
目？
12.審核方案的預算 -以APEC為例，例如徵詢APEC婦女領袖網路會
時，是否徵詢女性的 議（WLN），「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Gender
Focal Point
意見？
Network， GFPN)。

1

13.方案是否考慮到 -請見上面檢視清單中4， 5， 7， 8的例子。
對兩性的影響?
5
14.如何針對女性(婦 -廣大類別的宣傳策略，包含女性網絡（例如：
女團體)宣傳方案的 女性商業網站、女性非政府組織網站、女性小
成果？
型企業網絡）與女性雜誌等。
9
15.是否會將女性納 會議或決議小組是否有納入女性參與撰擬。
入結論小組？
工 作 坊 Workshops/ 研 討 會 seminars/ 協 商 會 conferences/ 訓 練 計 畫 training
programs
3
16.報告是否有女性 所有報告者的男女性別比例是否均衡。
發表？
1
17.家庭主婦/夫是否 -為了方便家庭照顧者參與研習，是否有托兒設
能 夠 參 與 這 些 工 作 施？ 減少其出席障礙
坊與研討會？
-是否提供遠距學習？
1， 2 18.研討會與工作坊 -內容如是否可以增加增加女性在女性較少的
是 否 含 納 性 別 議 題 科學/運輸業領域的參與。
為主的議程？
1， 2 19.研討會與工作坊 -內容與資料可含女性相關的經驗與範例（如：
是 否 考 慮 兩 性 雙 方 遠距學習）
的需求？
- 內容可含性別觀點（如：增加論壇工作坊中
的女性參與）
- 陳述的方式與風格是否讓女性願意回應，並
符合女性的個別需求（如：視覺呈現）
1， 7 20.方案規劃能否滿 -課程規劃是否符合女性學習的需求
足目標人口群的需
要？
9， 10 21.方案規劃的師資 -授課講師是不是有含一定比例的女性。
及學員是否有考慮
性別平衡？
網站Web sites
1
22.網站是否提供女 -網站內容是否有包含女性相關議題的內容或
性議題的訊息？
網頁
1
23.網站是否提供性 性別相關網站包括例如： -APEC性別網站、台
別 相 關 網 站 的 連 灣婦女聯合網、台灣婦女網…等。 -或其他經
結？
濟組織相關的性別網站（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 ，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IMF> ， 世 貿 組 織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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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Studies
1
24.該研究是否考量 -在研究中，指出對女性可能造成的負面與正面
到性別？
影響。
-在研究中，指出如何提升婦女的參與率。
25.該研究中的女性 - 女性相關議題包括：環境保護、中小型企業、
相 關 議 題 是 否 受 到 微型企業; 社會服務、照顧服務…等。
檢視/重視？
1
26.此研究是否探討 -例如研究結果有利於募集女性往人力短缺之
如 何 提 升 女 性 的 技 技術性工作發展。
能？
1， 2 27.該研究是否有助 - 如：科學；漁業；海洋保護；醫生；農業。
於打破女性職業性
別隔離障礙？
出版品Manuals
1
28.出版品是否報導 - 如：吸引更多女性加入職場
女性相關議題？
資料庫Databases
2
29.方案是否考慮到 鼓勵經濟體建立性別分析統計資料。
資料庫中的性別分
析統計資料和資
訊 ？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5）。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手冊。
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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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簡易性別相關參考依據
檢視清單
性別參考
依據
在方案設計及執行 結 合 方 式
過程中，有徵詢女 （2）
性的意見
方法（3和
4）
此方案有蒐集並使 目標（1）
用性別分類統計資 方法（4）
料
協助女性循序漸近 評估（8）
地參與方案及規劃
執行
此方案有助於女性 目標（1）
發展
評估（8）
努力找出對女性不 評估（8）
利的潛在因素
此方案重視女性
目標（1）

說明
在計畫與執行方案時，有諮詢女性的意見 如:企業中的女性、APEC「婦女整合諮詢小
組 」 (AGGI) 、 APEC 婦 女 領 袖 網 路 會 議
（WLN）、婦女部門/單位。
蒐集與分析性別分類統計資料，如勞動參與
率（含職業類別）。
資料蒐集對象為共同參與決策、監督、提議
等的女性與男性。
努力提升女性參與政策方案。
這些資訊將傳給女性企業網絡與婦女部門/
單位等。鼓勵女性架設網站、舉辦研討會與
工作坊。
此方案提供職業訓練，尤其給女性員工居多
的行業(如：旅遊業、餐飲業、小型企業等)
指出女性造成威脅或不利的潛在因素。
研究含任何影響女性的議題。
網站/手冊含女性相關的參考資料，如APEC
性別網站、世界銀行（World Bank）網站等。
或在研討會議程安排以女性為主題的的議
程。
方案中女性有參與決策、監督、提出建議等。

女性的參與應納入 評估（8）
方案評估項目中
女性能充分獲得方 散播、宣傳 APEC婦女領袖網路會議(WLN)、女性企業
案中的相關資訊
網絡、婦女部門/單位與婦女團體能得知研究
(5)
成果的相關訊息。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5）。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手冊。
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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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入 APEC 原用於方案計畫申請之性別指標，並依此發展性別影響評估後；
台灣亦開始研擬重大計畫政策與法律需納入性別觀點，於政策計畫階段與法律訂
定時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以期透過事先統計資料收集與分析，並納入利害關係人
之觀點，預評計畫法案可能對男女兩性之影響，進而對原訂施政法案加以調整，
以提升性別平等與維護應有權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財團法人婦女權
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9）。
為使性別影響評估能具體落實，以達性別主流化之目標下。台灣開始透過「性
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編製、性別影響評估法制化、性別影響教育訓練、重點部
會試辦等策略，推展性別影響評估（廖麗娟、吳秀貞，2008）
。並於 2009 年開始，
行政院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案，均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行政院性別平
等會，無日期）。
對應中長程個案計畫與法案均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時，國家發展委員會亦建
構修訂相關操作程序與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以精進性別影響評估作業。在操作
架構程序上，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與法案，共有六步驟進行，依序為「運用性別
分析的需求評估」
、
「確認議題與訂定目標」
、
「決策溝通」
、
「具體行動」
、
「落實執
行」、「評估及檢討」（見 圖 2.1.1、圖 2.2.2）。透過此六步驟中，由針對計畫進
行具性別觀點之問題需求評估開始，透過相關統計與過去服務數據，瞭解現行計
畫與法案可能涉及之性別議題與影響；同時，計畫與法案應同時收集專家、女性
團體、相關團體意見，以使計畫法案能充分被討論與瞭解。最後，再由相關可能
之行動計畫中排序選擇，以產生能多元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行動方案；不斷於執
行與結果評估中，反覆檢證是否達成具體性別成果與預估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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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架構圖（中長程個案計畫）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
09）
。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2018 年 2 月 3 日，取自 http://www.csptc.gov.
tw/FileUpload/911-7337/Documents/%E6%80%A7%E5%88%A5%E5%BD%B
1%E9%9F%BF%E8%A9%95%E4%BC%B0%E6%93%8D%E4%BD%9C%E6
%8C%87%E5%8D%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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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架構圖（法律案）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
09）
。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2018 年 2 月 3 日，取自 http://www.csptc.gov.
tw/FileUpload/911-7337/Documents/%E6%80%A7%E5%88%A5%E5%BD%B
1%E9%9F%BF%E8%A9%95%E4%BC%B0%E6%93%8D%E4%BD%9C%E6
%8C%87%E5%8D%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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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此六步驟操作架構能具體落實，國發會與行政院法規會亦發展出中長程
個案計畫與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以及評估作業流程（見 附錄一、附錄
二、附錄三、附錄四）
。若將兩評估表主要面向加以比較（見 表 2.2.4）
，可發現
兩評估檢視雖因層級不同，對於影響程度關注與焦點有所差異，但主要評估面向
均在於問題需求評估（性別統計分析）
、目標、參與諮詢協商；且若受益/規範對
象確立對性別產生影響時，均需進行成效評估、外部檢視（專家檢視）回應等多
元面向評估。
表 2.2.4、 中長程個案計畫與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評估面向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 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檢視表
問 題 與 需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肆、問題界定與訂修需求
求 評 估 / 性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概 4-1 問題界定
別統計分 述
4-1-1 問題描述
析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
4-1-2 執行現況及問題之分
與性別分析
析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本計
4-1-3 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
畫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別分析
及其方法
4-1-4 須強化的性別統計及
其方法
4-2 訂修需求
4-2-1 解決問題可能方案
4-2-2 訂修必要性
4-3 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協力事
項
目標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同敘明性 伍、政策目標
別目標）
參與、徵詢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陸、徵詢及協商程序
與協商
（計畫於研擬、決策、發展、執 6-1 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行之過程中，不同性別者之參 6-2 對外意見徵詢
與機制，如計畫相關組織或機 6-3 與相關機關（構）及地方自治
制，性別比例是否達 1/3）
團體協商
成本效益 無
柒、成本效益分析及對人權之影
分析及對
響：
人權之影
7-1 成本
響
7-2 效益(1.關於成本及效益，指
政府及社會為推動及落實法案
必須付出之代價及可能得到之
效益。2.得量化者應有明確數字，
難以量化者亦應有詳細說明。)
7-3 對人權之影響
7-3-1 憲法有關人民權利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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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

受 益 對 象 / 柒、受益對象
規範對象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為受益對象
7-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計畫內
容涉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性
別偏見，或統計資料顯示性別
比例差距過大者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涉及對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

評估條件

評估

7-1 至 7-3 任一指標評定「是」
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
容」8-1 至 8-9 及「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如 7-1 至 7-3 皆評
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
估內容」8-1 至 8-9，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或
調整預算配置，以回應性別需
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8-2 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差異之迫切性與需求性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如
何顧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能力
或使用習慣之差異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對
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之友善措施或方案
（二）效益評估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符合相
關法規政策之情形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計畫
如何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如
何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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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
捌、性別議題相關性
8-1 規範對象：
8-1-1 訂修內容以特定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規範對
象
8-1-2 訂修內容未區別對象，
但執行方式將因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不同而有差異
8-1-3 訂修內容所規範對象及
執行方式無差異，但對於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將產生
不同結果
8-1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
續填列項目「捌、8-2 及 8-3」及
「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
序參與」；如 8-1 皆評定為「否」
者，則免填「捌、8-2 及 8-3」
捌、性別議題相關性
8-2 性別目標
8-2-1 採取積極作為，去除不
必要差別待遇，或促進實質平等
8-2-2 營造平等環境，預防及
消除性別歧視
8-3 性別效益
8-3-1 對於消弭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平等有積極、正面綜效
8-3-2 符合憲法、國際規範
(包括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 CEDAW)、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等要求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體的
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
計，在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友
善性上之具體效益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畫
如何設立性別敏感指標，並且
透過制度化的機制，以便監督
計畫的影響程度
評估結果
玖、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 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請填表
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 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
見提出綜合說明
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無日期）。性別影響評估。2018 年 2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gec.ey.gov.tw/cp.aspx?n=fc0cd59a5bf00232.
若將此六面向，與原先 APEC 之性別指標加以對照，可見性別統計分析、參
與諮詢、受益對象、成效評估均是被再次認定之重要評估指標，且在方案計畫執
行上亦同等強調散播宣傳、弱勢照顧等重要執行元素。透過此共有之重要影響評
估元素比較與確認，未來 CRPD 政策影響評估建構時，將可借鏡性別影響評估之
相關重要面向與作法，以積極確保身心障礙者相關權益。
（二）法規政策影響評估（RIA）
法規政策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Analysis; RIA）
，抑或稱管
制影響評估，主要是因應對於政府管制之正當性與合理性之探討。在今日社會生
活之各項經濟社會領域，均可見政府公共行政與法律規範等作為。但這樣的管制
行為雖是對市場失靈介入之預設，卻也常見因之而起的利益團體競租，而形成政
府管制失靈的雙重失靈困境。再者，政府在經濟管制外，雖無利益團體操控的問
題，但對社會管制卻常衍生大量的文書配合、稽查評鑑、行政程序等管制成本，
反而加重社會成本與負擔（張其祿，2008）。因此，政府管制是否有其必要性，
現行管制是否適當，可否於制訂與執行管制措施前，審慎評估與廣納建言，以瞭
解政府法案影響之衝擊與成本效益，即是法規政策影響評估之核心議題與宗旨
（丘昌泰、廖元豪，2003）。因此，國家發展委員會（無日期）將法規政策影響
評估定義為：「RIA 是政府機關為達成特定政策或計畫的預計目標，選擇有效因

應對策作法（政策工具）的事前預評估方法；其係針對各種對策方案，不論是管
制性、非管制性、維持現行作法抑或不作為等，均經由系統性的證據發現和分析
過程，提供可能產生的效益（能）、具體效果和成本之影響證據資訊，並與受影
響主要利害關係者就預評估資訊進行有意義的諮商程序後，做成選定最後方案之
決定。」
目前各國之法規政策影響評估，在作法、行政層級、評估深廣度與成果運用
有所差異，但對於施政前進行法規政策影響評估已有一定共識。台灣針對法律案，
已於 2013 年結合性別影響評估，訂定上節所述之「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評估檢視表中包含問題界定、政策目標、徵詢協商、成本效益與評估結果等面向，
此即為法規政策影響評估所欲回答之問題，以及必須評估之重要面向（國家發展
委員會，無日期）。
同時，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6 年編訂《法規政策影響評估作業手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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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與歐盟操作手冊，具體將法規政策影響評估劃分為 8
步驟（見 表 2.2.5）
，由政策問題背景釐清思考開始，以訂定適當之目標與對策，
並進行預估與利害關係人諮詢，以選定最終執行方式與設立成果評估指標：最後，
對公眾預告法規政策影響評估結果與回應相關意見。
表 2.2.5 法規政策影響評估之作業步驟表
二階段
目標
操作步驟
第一階段
一、政策分析作業 (一)描述政策背景
(形成政策 )
(二)釐清政策問題

功能
說明政府所欲處理的議題，並確
實 盤點現行法制規範
釐清現況與目標之落差，探究根
本 原因以對症下藥
(三)設定政策目標 作為對策方案之指引及執行成
效之評估標準
(四)研擬對策方案 包括管制、維持現維持現況、強
化行政措施等選項
二、影響評估作業 (五)預評估對策方 說明各方案之影響、主要利害關
案
係 人，進行質化或量 化之成本
效益分析
(六)諮商利害關係 作成諮詢文件蒐集公眾意見
者
(七)選定最終執行 公布評估結果報告書，並統整回
方案
應 公眾意見
(八)執行成果評估 設定績效指標評量
規劃

三、草案揭露作業 (九)預告法規草案 公布 RIA 報告書 及法規草案
與 RIA 報告
(十)踐行法規草案 機關就管理方式有最終政策決
公眾諮詢程序
定權，但應統整回公眾意見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法規政策影響評估作業手冊。2018 年 2 月
4 日，取自 https://join.gov.tw/attachments/c46a9493-edc9-4db4-9d70-40a1fec4b4d7/
download/法規政策影響評估作業手冊.pdf
第二階段
(形成法規草案)

對應後續 CRPD 政策影響評估，現行之法規政策影響評估隨不若性別影響
評估有具體之評估面向，但其對於法律政策訂定與不訂定面提供具體之參考步驟；
同時，對於管制、非管制、維持與不作為對策的完整思考預評，以及廣納利害關
係人之建議，是 CRPD 政策影響評估規劃時可進一步參照之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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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姓名：

職稱：
e-mail：

電話：
________________

身份：□業務單位人員
□非業務單位人員，
（
請
說
）

明

：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變更外，皆
應填具本表。
二、「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欄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意見；計畫
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參酌其意見修正計畫內容，
並填寫「拾、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計畫名稱
貳、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單位）
勾選（可複選）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與
性別分析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途
徑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
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顧及
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者
之年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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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計類別及方
法，包括由業務單位釐清性別統計
的定義及範圍，向主計單位建議分
析項目或編列經費委託調查，並提
出確保執行的方法。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本計畫
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
析及其方法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同敘明性
別目標）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計畫於研擬、決策、發
展、執行之過程中，不同性
別者之參與機制，如計畫
相關組織或機制，性別比
例是否達 1/3）

柒、受益對象
1.若 7-1 至 7-3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及「第二部分－程序
參與」；如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逕填寫「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
，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
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
，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不得僅列示「無涉
性別」、「與性別無關」或「性別一律平等」。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是

評定原因

備

註

否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為
受益對象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
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或
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
定為「是」。

7-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
計畫內容涉及一般
社會認知既存的性
別偏見，或統計資
料顯示性別比例差
距過大者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
群，但計畫內容涉及性別偏見、性別
比例差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者，請
評定為「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涉及
對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權
益相關者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使用便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性，
或消除空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
需求者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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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或調整
預算配置，以回應性別需求與
達成性別目標
8-2 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差異
之迫切性與需求性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如何顧
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能力或使
用習慣之差異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對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
友善措施或方案

明

備

註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
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以回應性
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採用的
方式，是否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
象採取不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方案。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政策及
CEDAW 之基本精神，可參考行政院
性 別 平 等 會 網 站
(http://www.gec.ey.gov.tw/)。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
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之限制或僵化期待。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
資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
之機會。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生
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全
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符合相關
法規政策之情形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計畫如
何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如何
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源機會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體的公
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
計，在空間使用性、安全性、
友善性上之具體效益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畫如
何訂定相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
基準（績效指標，後續請依「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
作業要點」納入年度管制作業計
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
族群、地區等面向。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畫如
何設立性別敏感指標，並且透
過制度化的機制，以便監督計
畫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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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
代規劃等。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9-2-1 說明採納意見後
之計畫調整

9-2 參採情形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
由或替代規劃

9-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
已於

年

月

日將「評估結果」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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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拾、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民間專
家學者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年

10-1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0-2 參與者姓名、職稱、
服務單位及其專長領
域
10-3 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計畫書涵納其他初評
結果
□有 □很完整
□有，
□有，
10-4 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
□可更完整
且具性別目標
已很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有，
□有，
料
補足
但無性別目標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無
□無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關
□無關
10-5 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 任
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
；若 7-1 至 7-3 均評定「否」
度
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益
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書

10-6 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10-7 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10-8 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之合宜性
10-9 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10-10 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10-11 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10-12 綜合性檢視意見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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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03.08.15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生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身分：□ 業務單位人員

□ 法制單位人員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填 表 説 明
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律案報院審查，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
注意事項」及「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 除廢止案（及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整批處理、單純訂修之法律案）外，皆應依據本表進
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
三、 建議各單位於法案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的意
見；法案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至少預留
1 週的填寫時間）
，參酌其意見修正法案內容，並填寫「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後通知
程序參與者。
壹、法案名稱
貳、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
勾選（可複選）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肆、問題界定與訂修需求
項 目
說

明

備

4-1 問 4-1-1 問題描述
題 4-1-2 執行現況及
界
問題之分
定
析

註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之梗概。
1.業務推動執行時，遭遇問題之
原因分析。
2.說明現行法規是否不足、須否
配合現況或政策調整。

4-1-3 相關之性別
統計及性別
分析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
途徑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並
作出性別分析，以說明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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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對不同性別人口造成不
同影響。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
顧及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
認同者之年齡、族群、地區等
面向。
4-1-4 須強化的性
別統計及其
方法

如既有性別統計不足，請提出須
強化之處及其建置方法。

4-2 訂 4-2-1 解決問題可

請詳列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案及

修
能方案
需
求 4-2-2 訂修必要性

其評估（涉及性別平等議題者，
併列之）。
請說明最終必須訂修法案以解
決問題之理由；如有立委提案，
並請納入研析。

4-3 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
協力事項

配套措施諸如人力、經費需求或
法制整備等；相關機關協力事項
請予詳列。
簡要說明政策取向。

伍、政策目標
陸、徵詢及協商程序
項

目

說

明

備

請說明法案內容主要影響之機
關（構）、團體或人員。
1. 請說明對社會各界徵詢意
見及與相關機關（構）、地
方自治團體協商之人事時
地。
2. 徵詢或協商時，應敘明其重
要事項、有無爭議、相關條
文、主要意見、參採與否及
其理由（含國際參考案例）
，
並請填列於附表；如有其他
相關資料，亦請一併檢附。
3. 對社會各界徵詢意見，應落
實性別參與。

6-1 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6-2 對外意見徵詢

6-3 與相關機關（構）及地
方自治團體協商

柒、成本效益分析及對人權之影響：
項

目

註

說

明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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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關於成本及效益，指政府及社會

7-1 成本

為推動及落實法案必須付出之代
價及可能得到之效益。

7-2 效益

2.得量化者應有明確數字，難以量
化者亦應有詳細說明。
7-3-1 憲法有關
人民權利
之規定

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憲法有關人民
權利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請
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及聯
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一般性意
見，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7-3-2 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
7-3 對人
際公約
權之
影響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請
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及聯
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之

7-3-3 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

一般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
之實現。

捌、性別議題相關性
8-1 規範對象：
（1）若 8-1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項目「捌、8-2 及 8-3」及「第二部分－性別影
響評估程序參與」
；如 8-1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8-2 及 8-3」
，逕填寫「第二部分
－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
，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1-5「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聯之程度」評定
為「有關」者，則需修正「捌、8-1 至 8-3」，並補填列「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8-1-1 訂 修 內 容 以
特定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為規
範對象

如規範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
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
或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
評定為「是」。

8-1-2 訂修內容未區
別對象，但執

規範對象雖無區別，但因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之本質差異，而有

120

行方式將因性

不同執行方式者，請評定為「是」
。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不同
而有差異
8-1-3 訂修內容所規
範對象及執行
方式無差異，
但對於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將
產生不同結果
8-2 性別目標
項 目

規範對象及執行方式雖無差異，惟
其結果乃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而有不同者，請評定為「是」。

說

明

備 註
基於憲法平等權之規定，採行一定
方式去除現行法規及其執行所造成
之差別待遇，或提供較為弱勢之一
方必要之協助，以促進其實質地位
之平等。（本項及 8-2-2 不得全部填
列無關）
消除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隔
離，以消弭因社會文化面向所形成
之差異，或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平等 機會 獲取社會資
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
機會。（本項及 8-2-1 不得全部填列
無關）

說

明

備

8-2-1 採取積極作為，去除
不必要差別待遇，或
促進實質平等

8-2-2 營造平等環境，預防
及消除性別歧視

8-3 性別效益
項

目

註

8-3-1 對於消弭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平等有積
極、正面綜效

請詳加說明性別效益何在，本項不得
填列無關。

8-3-2 符合憲法、國際規

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
行法，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
(CEDAW)規定及其一般性建議，並
請再查核法案內容之合宜性，本項不
得填列無關。

範(包括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等要求

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
對「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法案
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經「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
程序參與」後，11-5「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聯之程度」評定為「無關」者，9-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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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免填。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9-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
法案調整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
或替代規劃

9-2 參採情形

9-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法案的評估結果（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請勿空白）：
已於
□傳真

年

月

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e-mail

□郵寄

□其他

拾、法制單位復核（此欄空白未填寫者，將以不符形式審查逕予退件。）
10-1 法案內容：

□提經法規會討論通過

□已會法制單位表示意見

10-2 徵詢及協商程序：

□已徵詢及協商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已適當說明與回應徵詢及協商對象所提之主要意見

10-3 對人權之影響：

□已由法規會具人權專長委員、曾受人權教育訓練之參事、其他高階
人員或委請之人權學者專家檢視

10-4 訂修程序：

□本檢視表已完整填列

復核人姓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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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拾壹、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性別平等專
家學者意見，並填寫參與者的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專家學者資料可
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11-1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
年
月
間
11-2 參與者姓名、職稱、
服務單位及其專長
領域
□法案研商會議
11-3 參與方式

日至

年

月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日

□書面意見

相關性別統計資料
法案內容
□有 □很完整
□有，
11-4 業務單位所提供之
□可更完整
且具性別觀點
資料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足 □有，
□無 □應可設法找尋
但不具性別觀點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無
□有關
□無關
11-5 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捌、8-1 規範對象」8-1-1
聯之程度
至 8-1-3 任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
；若 8-1-1
至 8-1-3 均可評定「否」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11-6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合宜性
11-7 正當程序中性別參與之合宜性
11-8 性別目標之合宜性
11-9 性別效益說明之合宜性
11-10 綜合性檢視意見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法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 第一部分「捌、8-1 規範對象」8-1-1 至 8-1-3 皆評定為「否」者，若經程序參
與後，11-5「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列第
一部分「捌、8-1 規範對象」
，並補填列「捌、8-2 性別目標、8-3 性別效益」及
「玖、評估結果」。
本表所提專有名詞之定義及參考資料，請詳見「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
（網址：
http://www.gec.ey.gov.tw/cp.aspx?n=FC0CD59A5BF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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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無日期）
。性別影響評估。2018 年 2 月 3 日，取
自 https://www.gec.ey.gov.tw/cp.aspx?n=fc0cd59a5bf00232.

附件四、法律案性別影響評估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無日期）
。性別影響評估。2018 年 2 月 3 日，取
自 https://www.gec.ey.gov.tw/cp.aspx?n=fc0cd59a5bf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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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無日期）
。性別影響評估。2018 年 2 月 3 日，取
自 https://www.gec.ey.gov.tw/cp.aspx?n=fc0cd59a5bf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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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流程
透過前節整理目前之性別影響評估及法規政策影響評估，可發現統計分析、
政策目標對象/利害關係人諮詢、具體指標訂定運用、影響預估是此兩評估共有
之構成元素。依循此要素歸納，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將以此基礎，試擬
操作方式與流程，具體說明如下：
1.步驟一/身障統計分析：
政策法案自是對政府對社會與民眾之影響干預。由於身障者常處於弱勢，
甚至在一般人的思考中，總認為政策是針對一般人，而以一般「健常人」角度
思考，而未能注意身障者之權益保障；同時，這種健常人的思考，亦將身障者
限縮於依賴與封閉的另一端，而未考量其身為社會一份子之同等權益，反使政
策造成其阻礙與歧視。
以 2017 年 5 月起汽車駕照取得需經強制路考為例，該修正自是針對所謂
全體民眾，但若未有針對不同損傷的障礙者之考量與協助，將影響身障者之駕
照取得與交通權益，甚至是後續社會參與。因此，在制訂政策時，應先瞭解政
策之預計影響之目標與生活範圍，舉凡教育、醫療、就業、交通…等生活面向，
身障者預期家庭亦應享有同等權益與尊重，自是應先透過統計資料與過去相關
服務數據，瞭解可能之影響。
此外，身心障礙是人類普同經驗，政策擬定思考非僅是特定於身心障礙者，
隨人口之性別、年齡、生命週期發展，在軟硬體環境中，人類將有其障礙問題
出現；以台灣老年人口比例日趨攀高的發展趨勢中，長者社會參與融入，可預
期將有許多障礙需排除與克服。據此，在此身障統計與過去服務數據整理分析
中，亦可將性別、年齡統計納入，以預估政策對人類生活環境的交互影響。
2.步驟二/意見徵詢與身障團體參與：
性別影響評估與法規政策影響評估中，均將利害關係人觀點納入評估中；
同樣地，CRPD 亦是如此。CRPD 第 3 條參與及自主自決原則及第 4 條第 3 項
一般義務：「…關於身心障礙者議題之決策過程中，締約國應與代表身心障礙
者之組織、身心障礙者，包括身心障礙兒童，密切協商以使其積極涉入…」。
故在此步驟中，應收集不同身心障礙特質者本人、團體代表、專家意見，
以使計畫法案能充分被討論，並從中歸納政策可能所衍生之議題。
3.步驟三/議題分析與對策：
透過數據與意見徵詢後，應歸納對身障者與其他家庭產生不利影響之相關
議題，並研擬解決對策；尤其相關不利之限制機制與負面影響，應能預估，並
透過具體措施加以修正預防，以維護身障者權益，並去除障礙限制。
4.步驟四/指標評估：
透過統計數據分析與意見徵詢之議題與修正對策產出，所欲推動政策應可
確保身障者權益，並符合 CRPD 精神。故於此最後步驟，以 CRPD 第 3 條的
原則作為檢核依據，確認政策法案是否符合 CRPD 的核心精神：自主尊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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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參與融合、尊重差異、機會均等、無障礙、性別、身障兒童；經由上述
判斷影響評估的過程，產出新的政策法案與修正。
綜合上述步驟，將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流程，以圖 4.1 表示。
身障統計與分析

意見徵詢與身障團體參與

影響人數、障別、性別、年齡
、領域與利益（收入、工作、
教育、住宅、交通）

不同身心障礙特質者本人、團
體代表、專家參與

議題分析與修正對策
議題 1 與對策 1
議題 2 與對策 2
…

指標評估
是否符合 CRPD 第 3 條之一般原
則：自主尊嚴、不歧視、參與
融合、尊重差異、機會均等、
無障礙、性別、身障兒童

政策產出

圖 2.3.1

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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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法案影響評估-表單
依循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流程，以及參照性別影響評估與法規政策影
響評估表格，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表格，試擬為表 2.3.1
表 2.3.1、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表
壹、法案名稱
貳、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
勾選（可複選）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3-1 權利、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肆、法案說明
項目

說明

V

備註

4-1 法案目標與對應問題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
之梗概

4-2 法案內容與執行方式

簡要說明法案內容與
執行方式

伍、身障統計分析
項目

說明

備註

5-1 蒐集相關身障統計及
分析

說明蒐集哪些統計與
研究

5-2 身障（年齡、性別）議
題

說明發現政策法案依
資料分析，可能產生
之哪些身障、性別、年
齡

陸、意見徵詢與身障團體參與
項目

說明

備註

6-1 意見徵詢過程

辦理意見徵詢之人事
地

6-2 意見徵詢議題

歸納各場次之身障權
益相關議題

柒、議題分析與修正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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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備註

7-1 議題與對策

將 5-2 與 6-2 逐一列
點說明對象之政策

捌、指標評估
項目
8-1 符合自主尊嚴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者表達、自我決定？
8-2 符合不歧視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有 助於 消
滅基於身心障礙 者的 歧
視？
是否避免使用歧 視性 的
語言？
是否避免內容中 基於 身
心障礙的歧視？
8-3 符合參與及融合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者在與其他 人平 等
的基礎上參與、 表達 意
見？
是否避免身心障 礙者 被
隔離或排除？
8-4 符合尊重差異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是人類多元 性的 一
部份？
是否避免將身心 障礙 視
為需被解決的「問題」？
8-5 符合機會均等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身 心
障礙者平等參與的機會，
並針對身心障礙 者的 差
異性提供不同的 調整 和
支持？
8-6 符合無障礙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在 相
關建築設施、道路交通、
資訊、服務等都能讓所有
人使用？

符合指標
□是

說明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是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是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是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是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是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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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符合性別平等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採 取措 施
以確保不同性別 能平 等
享有權利？
是否確保新障礙 者免 於
遭受基於性別的 歧視 和
不平等對待？
8-8 符合尊重身障兒童發
展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身 心
障礙兒童在與他 人平 等
的基礎上享有權利？
是否確保身心障 礙兒 童
最佳利益？
是否尊重身心障 礙兒 童
表達意見的權利？

□是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是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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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研究團隊選用 107 年 6 月 6 日公布實施的「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條例」以及 106 年 8 月 9 日公布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作為政策法案影
響評估工具適用性分析的對象。從試評的成果可以看出（見表 2.4.1、表 2.4.2）
，
評估工具能協助立法機關確認法案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影響性，從相關的身心障礙
的統計分析，以及身心障礙者的意見表達，可以發現試評之條例與法案，雖為兒
少教育發展與公務人員退撫，但與身障者權益高度相關，涉及身障者與其家庭之
經濟、教育等權利；若能進一步有相關統計分析，以及身障團體參與時，將可更
進一步瞭解條例法案之衝擊影響。
同時，運用表格所列舉 CRPD 第 3-1 條一般性原則，可充分檢視機關之法規
擬定與修正，是否符合自主尊嚴、不歧視、參與融合、尊重差異、機會均等、無
障礙、性別、身障兒童等八原則。試評之兒少發展帳戶與條例、公務人員退撫修
法，均可看見不符一般原則之處。顯見試擬之政策影響評估表單，確實能協助進
行身障權益影響之預評，提早發現不利之影響與限制，進而思考擬定對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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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舉例) 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表格運用：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
發展帳戶條例
壹、法案名稱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
貳、主管機關 衛生福利部

主辦機關

中央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地方為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勾選（可複選）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3-1 權利、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肆、法案說明

V

項目

說明

備註

4-1 法案目標與對應問題

1. 低收與中低收入家庭之兒童青少年受限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
於家庭經濟，往往難以透過父母給予的 之梗概
經濟援助而獲得良好的教育成就，進而
取得較佳的生涯發展。
2. 本法案的目的即透過政府的補助，協助
低收與中低收兒童青少年在十八歲之前
累積一筆足以支持其教育及生涯發展的
存款。

4-2 法案內容與執行方式

1. 具社會救助法所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簡要說明法案內容與
入戶身份之兒童青少年，均有資格申請。 執行方式
2. 申請者需以兒少名義開戶，開戶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每月需依擇定
之自存款金額存入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至開戶人年滿十八歲為止。
3. 不過若開戶人若因死亡、罹患嚴重疾病
或嚴重身心障礙，其法定代理人或最新
親屬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提領帳戶之儲金
並結清帳戶。
4.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開戶入自存金額，每
年定期核撥同額之政府相對提撥款。此
外中央政府對存滿一定期間之開戶人，
也應提供奬勵措施鼓勵其持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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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金融機構承辦開立
一總帳戶，承辦之金融機構應按開戶人
名冊分戶列帳管理。
伍、身障統計分析
項目

說明

備註

5-1 蒐集相關身障統計及 1. 身心障礙兒少之貧窮率
分析
2. 嚴重身心障礙兒少之貧窮率

說明蒐集哪些統計與
研究

3. 低收與中低收家庭育有身心障礙未成年
子女之比例
4. 低收與中低收家庭育有嚴重身心障礙未
成年子女之比例
5-2 身障（年齡、性別）議 1.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係由低收、或中低收
題
家長動申請，並每月依擇定額度存入自
存款。家長對不同子女若有差別待遇，
則可以影響貧窮兒童成年後是否能順利
取得教育發展帳戶的權利。貧窮家庭由
於經濟匱乏，家長很可能在主流社會重
男輕女、或者對障礙者成見的影響下，
而將較多家庭資源挹主在男孩、或非障
礙的孩子身上。對男性與非障礙孩子的
偏私可能導致家長放棄為女孩或障礙孩
子申請開立教育發展帳戶。

說明發現政策法案依
資料分析，可能產生
之哪些身障、性別、年
齡

2. 法案第 17 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之開戶人
因為「死亡、罹患嚴重疾病或者嚴重身
心障礙」，家長可申請提領帳戶中之儲
金，並結清帳戶。此措施雖可減輕育有
重病及嚴重身心障礙子女之家庭為籌措
教育發展帳戶之自存款的經濟負擔，但
它也導致多數重病或嚴重障礙者在成年
後幾乎無法在成年後取得供其進入高等
教育或創業所需的教育發展帳戶。
陸、意見徵詢與身障團體參與
項目

說明

備註

6-1 意見徵詢過程

分區辦理身心障礙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執行 辦理意見徵詢之人事
前意見徵詢會議。會議邀請對象：
地
1. 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身心障礙者之
青少年（含嚴重身心障礙者、並涵蓋不
同障礙與生理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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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育有身心障礙未成年子女之低收入戶與
中低收入戶家長
6-2 意見徵詢議題

徵詢議題主要有二：

歸納各場次之身障權
1. 從身心障礙兒少之立場，瞭解他們如何 益相關議題
看待父母代為申請與提撥兒少發展帳戶
自存款之政策基本預設。
2. 對於「罹患嚴重疾病或者嚴重身心障礙」
作為家長提前提領帳戶儲金、以及結清
帳戶之事由，是否有疑慮及其他補充意
見。

柒、議題分析與修正對策
項目

說明

備註

7-1 議題與對策

1. 議題一：非障礙之父母在主流障礙歧視 將 5-2 與 6-2 逐一列
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完全站在障礙兒 點說明對象之政策
少之最佳利益，代為決策兒少教育發展
帳戶之事宜？
對策：
(1).承辦之金融機構應定期提供個別帳
戶之統計資料，以監控障礙兒少開戶之
比例是否顯著低於非障礙兒少。
(1).應設置申訴救濟管道，讓不同意父母
決定之子女提出疑義。
(2).政府對障礙子女之相對提撥款可考
慮增加額度。
2. 議題二：以兒少「罹患嚴重疾病或嚴重
身心障礙」作為帳戶儲金提前提領與結
清之事由，是否系統性地排除嚴重障礙
者取得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權利？
對策：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的政策用意
在確保貧窮兒少成年後可以擁有自行動
用的現金，取得更好的教育成就和生涯
發展。這筆帳戶不應成為不應淪為家長
用以解決緊急性的家庭經濟危機。國家
應設法透過社會救助法整體性的修法健
全台灣的所得維持體系，讓家長可以透
過其他的現金補助去解決孩子罹患重病
或嚴重身心障礙因而增加的龐大支出。
建議第 17 條刪除兒少「罹患嚴重疾病或
嚴重身心障礙」之事由，僅保留「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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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指標評估
項目
符合指標
8-1 符合自主尊嚴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者表達、自我決定？ ■否

8-2 符合不歧視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有 助於 消
滅基於身心障礙 者的 歧
視？
是否避免使用歧 視性 的
■否
語言？
是否避免內容中 基於 身
心障礙的歧視？

8-3 符合參與及融合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者在與其他 人平 等
的基礎上參與、 表達 意
見？
■否
是否避免身心障 礙者 被
隔離或排除？

8-4 符合尊重差異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是人類多元 性的 一
部份？
是否避免將身心 障礙 視 ■否
為需被解決的「問題」？

說明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法案第 8 條要求中央主管機關需定期邀集學者、
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甚至兒少開戶
人組成會議，協調、諮詢及推動兒少教育發展帳
戶相關事項。該法條對會議組成成員有規定「任
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卻未規定「障礙者
的最低比例」
，顯然忽略障礙與非障礙者之間權
力不平等，讓障礙者無法透過與會表達他們不
同於非障礙者的利益觀點。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法案第 17 條將兒少「罹患嚴重疾病或嚴重身心
障礙」與兒少「死亡」並列為家長得申請提前動
用儲金與結清帳戶之事由，顯然將重病與嚴重
障礙之兒少視同死亡之兒少，否定其成年後具
教育與發展之可能性。此舉似乎複製了主動社
會對障礙者不具未來發展性的偏見。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法案第 17 條，以兒少「罹患嚴重疾病或嚴重身
心障礙」作為帳戶儲金提前提領與結清之事由，
將系統性地排除嚴重障礙兒少成年後取得兒少
教育發展帳戶之權利。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1. 法案第 8 條要求中央主管機關需定期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甚至
兒少開戶人組成會議，協調、諮詢及推動兒
少教育發展帳戶相關事項。該法條對會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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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符合機會均等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身 心
障礙者平等參與的機會，
並針對身心障礙 者的 差 ■否
異性提供不同的 調整 和
支持？

8-6 符合無障礙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在 相
關建築設施、道路交通、
資訊、服務等都能讓所有 ■否
人使用？

8-7 符合性別平等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採 取措 施
以確保不同性別 能平 等
享有權利？
是否確保身心障 礙者 免 ■否
於遭受基於性別 的歧 視
和不平等對待？
8-8 符合尊重身障兒童發 □是
展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身 心
障礙兒童在與他 人平 等
的基礎上享有權利？
是否確保身心障 礙兒 童 ■否
最佳利益？
是否尊重身心障 礙兒 童
表達意見的權利？

成成員未規定「障礙者的最低比例」
，忽略障
礙作為社會組成多元的重要面向。
2. 法案第 17 條將兒少「罹患嚴重疾病或嚴重
身心障礙」與兒少「死亡」並列為家長得申
請提前動用儲金與結清帳戶之事由，延續主
流社會將疾病與障礙「問題化」的成見。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育有障礙子女之貧窮家庭可能需要花費更多費
用，因而排擠家長為子女提撥兒少教育發展帳
戶自存款之資源。然而法案對於「政府相應之提
撥款金額」之規定僅扣緊家長提撥自存款額度，
而未考慮育有障礙兒少之家長在經濟負擔上的
差異。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法案第 17 條，以兒少「罹患嚴重疾病或嚴重身
心障礙」作為帳戶儲金提前提領與結清之事由，
將系統性地排除嚴重障礙兒少成年後取得兒少
教育發展帳戶之權利。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案的基本預設仍以父母作為兒童最佳利益
之代言人。對父母因重男輕女、或障礙歧視或而
做的不公平決策，並未有系統性地預防措施。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1. 法案第 8 條要求中央主管機關需定期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甚至
兒少開戶人組成會議，協調、諮詢及推動兒
少教育發展帳戶相關事項。該法條對會議組
成成員未規定「障礙者的最低比例」
，並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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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障礙者與障礙兒童對此議題的意見表達
權利。
2. 法案第 17 條將兒少「罹患嚴重疾病或嚴重
身心障礙」與兒少「死亡」並列為家長得申
請提前動用儲金與結清帳戶之事由，將系統
性地排除嚴重障礙兒少成年後取得兒少教
育發展帳戶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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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身心障礙政策法案影響評估表格運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壹、法案名稱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貳、主管機關 銓敘部

主辦機關
勾選（可複選）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3-1 權利、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肆、法案說明
項目
4-1 法案目標與對應問題

4-2 法案內容與執行方式

說明
規範我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的條件；以及
退休給付、資遣費的請領條件；還有公務員
死亡後，對遺族的撫卹條件及內容。確保公
務員不再領薪水之後，公務員與其家人的基
本生活保障。
一、逐步延後退休金請領年齡至 65 歲。
二、計算基準逐步調整為最後在職 15 年薪
資平均。
三、月退休金所得替代率逐步調降至 60％，
但不低於 32，160。
四、身心障礙相關：
（一）公務員任職滿 25 年可自願退休；
「重
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具身心障礙資格且
勞保評估無工作能力者」任職滿 15 年可自
願退休。
（二）任職滿 5 年且鑑定為身心障礙重度
者，機關可辦理命令退休。如果身心障礙是
因公導致，命令退休不受任職滿五年限制。
（三）公務員的身心障礙遺族可以領半俸。

V

備註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
之梗概

簡要說明法案內容與
執行方式

伍、身障統計分析
項目

說明
備註
5-1 蒐集相關身障統計及 一、身心障礙者工作收入。
說明蒐集哪些統計與
二
、
公務員子女或父母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分析
研究
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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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發生年齡、退化狀
5-2 身障（年齡、性別）議
況。
題
二、身心障礙者退休後生活成本與非身心障
礙者比較。
三、身心障礙者老年貧窮狀況。

說明發現政策法案依
資料分析，可能產生
之哪些身障、性別、年
齡

陸、意見徵詢與身障團體參與
項目

說明

備註

6-1 意見徵詢過程

106 年 4 月 26 日、27 日，召開兩場公聽會，
但沒有身心障礙者參與。
一、公聽會討論題綱包含以下四點：
（一）本次年金改革的重要性、正當性與必
要性為何？
（二）關於 18%優惠存款利息調降的處理，
及訂有最低保障金額，對於領取一次
養老給付與支（兼）領月退休金者的
影響如何？
（三）各種版本對於所得替代率的調降有不
同規定與期程，有從 80%分 10 年逐
年降至 70%；有從 75%分 15 年逐年
降至 60%；有依官階分高官 10 年從
60%降至 50%，基層人員分 10 年從
70%降至 60%；也有從 75%分 5 年調
降至 60%，其利弊得失各為何？
（四）有關基金財務精算報告，退撫基金財
務分析累積餘額虧損（用罄）年度顯
示，有可延長至 139 年，也有可延長
至 133 年，其各對基金財務永續的影
響為何？18%優惠存款利息、所得替
代率、薪資採計期間及費率等要件的
調整，對於基金永續的影響為何？
二、公聽會中討論到關於身心障礙相關議題
包含：
（一）因身心障礙退休者仰賴 18％生活，若
刪除將剝奪其生存權。
（二）身心障礙者的公務員家長退休，不應
減少其退休金。

辦理意見徵詢之人事
地

6-2 意見徵詢議題

歸納各場次之身障權
益相關議題

柒、議題分析與修正對策
項目
7-1 議題與對策

說明
備註
一、「具身心障礙資格且勞保評估無工作能 將 5-2 與 6-2 逐一列
力者」任職滿 15 年可自願退休。
點說明對象之政策
二、任職滿 5 年且鑑定為身心障礙重度者，
機關可辦理命令退休。如果身心障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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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導致，命令退休不受任職滿五年限
制。
三、設定最低退休金為每月 32，160，確保
公務人員退休後能有基本收入以支應
及生存所需。
四、以遺族半俸的方式，確保退休公務員的
遺族在當事人過世後仍有部分退休俸
可以領取。
捌、指標評估
項目
符合指標
8-1 符合自主尊嚴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者表達、自我決定？
■否

8-2 符合不歧視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有 助於 消
滅基於身心障礙 者的 歧
視？
是否避免使用歧 視性 的
■否
語言？
是否避免內容中 基於 身
心障礙的歧視？
8-3 符合參與及融合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者在與其他 人平 等
的基礎上參與、 表達 意
見？
是否避免身心障 礙者 被
隔離或排除？
8-4 符合尊重差異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尊 重身 心
障礙是人類多元 性的 一
部份？
是否避免將身心 障礙 視
為需被解決的「問題」？

□是

說明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17 條，提前退休是由身心障礙者自願提
出。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20 條，機關可以基於身心障礙理由命令
身心障礙者退休。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45 條，公務員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的
子女或父母可領取半俸。此規定強化了身心障
礙者無法自立、不具未來發展性的刻板印象。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20 條，機關可以基於身心障礙理由命令
身心障礙者退休。排除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就
業及退休計畫的機會。

□是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20 條，命令退休的條件包含基於身心障
礙的身份、並且無法從事本職工作；同條文內容
也包含具有三期以上癌症身份者。延續社會將
身心障礙和疾病視為問題、無法勝任工作的刻
板印象，不利於尊重多元性。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20 條，規範機關在命令身心障礙者退休
之前，應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提供職業
重建服務。
項目說明（條列式）：

8-5 符合機會均等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身 心
障礙者平等參與的機會，
並針對身心障礙 者的 差
異性提供不同的 調整 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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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8-6 符合無障礙原則
□是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在 相 ■否
關建築設施、道路交通、
資訊、服務等都能讓所有
人使用？

8-7 符合性別平等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採 取措 施
以確保不同性別 能平 等
享有權利？
是否確保身心障 礙者 免
於遭受基於性別 的歧 視
和不平等對待？
8-8 符合尊重身障兒童發
展原則
政策法案是否確 保身 心
障礙兒童在與他 人平 等
的基礎上享有權利？
是否確保身心障 礙兒 童
最佳利益？
是否尊重身心障 礙兒 童
表達意見的權利？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25 條，不予受理退休的原因消滅後，當
事人僅能以「書面」申請屆齡退休，不符合資訊
的無障礙。
本法第 85 條，辦理審定年資及退休金僅能以「書
面」申請，不符合資訊無障礙。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43 條，規定子女的遺族半俸是平均領受，
避免傳統因為身心障礙或是女性而不予繼承觀
念。
項目說明（條列式）：

□是

項目說明（條列式）：

■否

項目說明（條列式）：
本法第 45 條，公務員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的
子女或父母可領取半俸。此規定強化了身心障
礙者無法自立、不具未來發展性的刻板印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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