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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機制研究計畫

中文摘要
周月清2、張恒豪3、陳俊賢4、陳重安5
目的：本研究計畫目的在發展身心障礙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機制，以回應
CRPD 第 9、21、29 條。
方法：以介入研究典範，本研究含以下階段：需求探討/資料收集及整合，參
與機制初步發展，參與機制的模擬及可行性評估，提出參與機制。於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以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文件研究（documentary research）
、
焦點團體及關鍵人物訪談收集資料，作為機制發展與評估之方法；參與者包括身
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的代表、學者專家及政府代表。
發現：德、英、瑞、日四國針對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提供相關資源。針
對 CRPD 第 33 條，障礙者參與機制各國有差異，障礙者本人、障礙團體（DPOs）
佔多數。提出三種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機制與優缺點分析：遴選、直選、中間
模式。以中間模式針對 3 種障別（肢體/移動障礙類、聽覺障礙類及視覺障礙類）
進行機制模擬：由各障別全國性及地方性障礙者團體（DPOs）或自我推薦候選
人，政見發表後，由前述團體以直接或通訊選舉出一男一女代表，政府從中遴選
出 1 名代表，但不可超越障礙者推薦名單。
建議：為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及實踐充分自由表達權益，政府應提
供相關資源培力 DPOs；依據障礙者的差異性，提供可及性、無障礙資訊、溝通、
交通、輔具、人力支持等。
關鍵字： CRPD、DPOs、公民參與、無障礙/接近性、遴選制、直選制、中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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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Model of Civic Engagemen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bstract
Yueh-Ching Chou6, Heng-Hao Chang7, Chun-Hsien Chen8, Chong-An Chen9
Aims: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9, 21 and 29 of the CRPD,
this study aims to design a model which ensures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y (PWD)
can effectively and fully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research paradigm, this study included
following stages: needs assessment/data collection and synthesis, design/early development,
pilot test and evaluation, and adv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April of 2018 and April 2019.
The literature review, documental research, interviews with key informants and focus

group were used for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evaluat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representatives of disabled people organisations (DPOs),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Findings: In Japan, Germany, Sweden and the UK, the government offers
resources (e.g., cost of traveling,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and technologies) for
PWD to be involved in public life, particularly for those from in rural areas. In
relation to how PWD being engaged in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CRPD regarding
to Article 33, the above four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monitoring mechanisms.
Nevertheless, PWD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sations (DPOs) are majority of who
participate in such process. This study has proposed three different models related to
how PWD and DPOs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public policies; and model 1
is the government’s appointment, model 2 is the PWD’s election, and model 3 is first
the election and then the appointment. The model 3 was pilot tested and evaluated
among persons with physical, hearing and visual impairments and focus group was
used for the evaluation. The participants of focus groups were invited by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sations (DPOs). After the evaluation, the model 3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as following phases: (1) Candidates could be PWD
self-recommendation and/or recommended by their DPOs based on their shared
disabilities (e.g., physical, visual or hearing impairment and etc.); (2) Political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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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s are held by the government, (3) One male and one female PWD are
elected by PWD or their DPOs by their shared disabilities through both fix voting and
communication voting, (4) The elected male and female PWD are listed and given to
the government, and (5) The final representative/s (e.g., only one male, one female or
both) is/are selected by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lists who are elected by above
PWD/DPOs.
Conclusion: In order to support PWD/DPOs involved in public life, the
government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que needs of PWD, provide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personal assistance,
financial support and etc.

Keywords: CRPD, DPOs, civic engagement, accessibility, appointment, election, mix
of 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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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焦點團體發言稿的紀錄。

壹、緒論
一、背景說明
聯合國於 2006 年提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簡稱 CRPD 或身權公約）
，而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自 2014 年 12 月 3 日施行以來，落實公約、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已是我國現行身
心障礙政策與服務之重要任務。在身權公約前言中，也明確提出身心障礙者應有
機會積極參與政策與方案之決策過程，包括與身心障礙者直接相關之政策與方案，
此點亦呼應全球及我國身心障礙者提出「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幫我們做決定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之主張（周月清，2006）。
這樣的訴求來自於過去障礙者被認為是無能力的個人，常被「他者」
（others）
代言，如被父母、照顧者或是相關專業人員代為決定的歷史背景（Shakespeare,
2006）；同時，在一般政治參與的管道中，障礙者的身心差異很容易被忽略，導
致障礙者被排除在公共事務參與之外（Guldvik, Askheim, & Johansen, 2013），國
家通訊委員會邀請聾人代表參與座談，卻沒有準備手語翻譯與聽打，可以說是障
礙者參與公共事務面臨「社會障礙」的寫照（吳宜蓁，2016）。
以性別議題為例，女性障礙者擔任各級政府身障委員會的比例，並未受到任
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保障（詳見本報告表 4 之分析）；同時婦女團體也嫌少
關注身心障礙者性別平等議題（周月清等，2017a、2017b）
；又，中央與 2012 年
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
，截至晚近，於第三屆（2016-2018 年）性平委員第一次
邀請女性障礙者參與其中，然而，該屆代表障礙女性之性平委員，則由政府直接
遴選，並非由障礙者推薦。亦即，相較非障礙女性，包括原住民女性（如性平委
員一直以來有原住民女性代表），女性障礙者也沒有機會參與性別相關政策，也
未曾被諮詢。
就不同障別與族群而言，以 2017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家報告》的國
際審查當中，我們發現智能障礙者及視障者參與極為少數，而此也與我們在該次
審查會議中缺乏相關易讀版及視障者點字版的規劃有關。在周月清等人（2017a）
的研究也發現，聽障新住民的需求更是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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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我國各級政府支持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政策的現況如何？各級政府依
據身權法而成立之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委員會的身心障礙者代表是如何運作？
為回應身權公約第 21、29 條，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的差異性應當如何受到重視？
且建立在民主基礎下的公民參與機制應如何規劃及制度化？甚至探討應該有多
少比例的障礙者代表，包括跨性別、跨障別、跨區域及跨文化等？然而，我國截
至目前，障礙者的公共參與很少被深入探討，包括前述之相關議題。
近年來隨著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與障礙者權利（right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運動的興起，障礙者的自我決定、自我倡議開始成為重要的議題。
然而，
『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的口號響亮，問題是：誰是我們？
哪一些才是『我們』（障礙者）的事？誰能代表異質性很高的障礙者？障礙者的
公民參與需要什麼樣的制度設計與調整？因此，本計畫探討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
與機制現況為何，包括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的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機制，並以身權
公約第 33 條「國家執行與監測」作為操作案例，提出初步身心障礙公民參與機
制，或稱遴選機制，並進行初步評估，評估後進行修正，最後提出此參與/遴選
機制並推廣作為其他相關單位之參考。
針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21、29 及 30 條當中，亦敘明身心障礙者有表達
意見之自由、參與政治、公共生活、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的權利，
且針對第 29 條，明訂締約國應保障身心障礙者享有政治權利，及有機會在與其
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該等權利，並應承諾：
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

(a)

有效與充分地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選舉、被選舉
與參與公共事務之權利及機會，其中包括，採取下列措施：
(i)

確保投票程序、設施與材料適當、無障礙及易懂易用；

(ii) 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投票權利，使其得以於各種選舉或公投中不受威嚇地
採用無記名方式投票及參選，於各級政府有效地擔任公職與執行所有公
共職務，並於適當情況下促進輔助與新技術之使用；
(iii) 保障身心障礙者作為選民，得以自由表達意願，及為此目的，於必要情
形，根據其要求，允許由其選擇之人協助投票；
(b)

積極促進環境，使身心障礙者得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與
充分地參與公共事務之處理，並鼓勵其參與公共事務，包括：
8

(i)

參與關注本國公共與政治生活之非政府組織及協會團體，和政黨之活動
與行政事務；

(ii) 成立及加入身心障礙者組織，在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及地方性各層
級代表身心障礙者。
另外，我國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由 5 位國際人權專家所組成
的委員會，對我國提出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家報告》進行國際審查，亦提
出針對第 21 條之回應，包含我國政府文件與資訊、公/私單位網頁等媒體行為，
缺乏對台灣手語、易讀版、點字等形式；另在第 29 條當中，表示我國缺乏對於
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政治活動之支持。
換言之，CRPD 第 29 條所謂「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分兩大層面，第一款
主要關注的是選舉投票權，包括障礙的投票權與參政權。和一般人的選舉權相較，
障礙者容易碰到的問題是選舉過程中文化、資訊的有障礙（barriers），這包括缺
乏手語、點字、易讀版的選舉資訊，還有投票時面對的障礙，包括投票所的無障
礙（林聰吉，2017）。還有權利能力的認可，也就是和一般人一樣有選舉與被選
舉的權利，不因為障礙而被歧視。所以，同時涉及 CRPD 第 9 條〈無障礙／可
及性（accessibility）〉與第 12 條〈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
除了議會民主的政治參與之外，CRPD 同時強調其他公共事務，包括非政府
組織，尤其是由障礙者成立的團體（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DPOs）的參與，
以及各級公共事務與政府組織的障礙者代表（如我國依據身權法第 10 條於各級
政府成立的身權小組）。
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也明確指出：
『主管機關應遴聘（派）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
專家、民意代表與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辦理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其中遴聘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
體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前項之代表，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權益保障事項包括：
一、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協調推動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事宜。
二、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
三、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保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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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權益保障事項與運作、前項第二款身心障礙權益受損協調之處理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因此，上述所提及身心障礙者之「遴聘（派）」定義，實質的機制與意義為
何？又如何落實 CRPD 關於障礙者公民參與的保障？
CRPD 第 33 條〈國家實施與監測〉
1. 締約國應依其組織體制，就有關實施本公約之事項，於政府內指定一個或多
個協調中心，並應適當考慮於政府內設立或指定一協調機制，以促進不同部
門及不同層級間之有關行動。
2. 締約國應依其法律及行政體制，適當地於國內維持、加強、指定或設立一架
構，包括一個或多個獨立機制，以促進、保障與監測本公約之實施。於指定
或建立此一機制時，締約國應考慮到保障與促進人權之國家機構之地位及功
能的相關原則。
3. 公民社會，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應涉入並充分參與監測程序。
述及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尤其和障礙相關公共政策，為回應 CRPD 第 33
條，在我國的公民社會下，如何確保障礙者及其組織（DPOs）
，如何充分參與此
監測程序？障礙者此一參與的機制當如何規劃？
因此，在前述我國的脈絡下，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歷史與經驗是值
得深入探究的議題，此為本研究之宗旨。

二、研究目的
如同前述，本研究有以下之研究目的：
（一） 蒐集已簽署身權公約之國家及國際組織針對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意
見表達及參與決策之機制或策略；
（二） 檢視我國現有公民參與機制中，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現況；
（三） 蒐集我國不同區域、障礙與性別之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需求與合宜方
式；
（四） 依據前述國內外資料的收集，提出兩種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機制，並
以 CRPD 第 33 條「國家執行與監測」作為操作案例，並針對此機制及
執行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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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據前述之評估進行修正，提出政府支持身心障礙公民平等機會參與公
共政策之機制及相關建議，並回應身權公約第 9、21、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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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身心障礙者：
依據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簡稱身權法）
，
「身心障礙者」之定義為下
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
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
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包含：
(1)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2)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3)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4)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5)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7)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8)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資料，我國截至 2018 年底，持有身心障礙
證明者（或有手冊者）約為 117 萬名，佔全國人口近 5%（4.98%）。相較其他各
國，我國障礙者人數偏低，如依據 2007 年瑞典調查資料，有 16%的障礙人口（其
中也包括氣喘、過敏、糖尿病等相關疾病（The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09），另，聯合國資料指出全球有 15%之人口為障礙者（WHO & World Bank
Group, 2011）。
CRPD 針對「障礙」（disability）的定義如下：
『肯認障礙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而障礙來自於功能損傷者和社會態度及環
境阻礙的互動，使功能損傷者無法和他人於相同基礎上，在社會中獲得充分和有
效的參與10（Recognizing that disability is an evolving concept and that disability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rsons with impairments and attitudinal and
environmental barriers that hinders their full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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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翻譯成：障礙是來自個人的損傷和來自環境與態度阻礙的概念，因此影響個人無法在與其他
人平等基礎下完全及有效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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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CRPD 針對「障礙」的定義強調除個人損傷外，也加上來自社會環境
與態度的互動關係，導致的社會參與不平等。本計畫針對「障礙者」之定義，包
括含有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證明者，以及其他自己認為有障礙者。

二、身心障礙者團體
身心障礙者團體（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或 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簡稱：DPOs）於 CRPD 第 7 號一般性建議（2018：頁 3-4）意
旨由身心障礙者領導（led）、指導（directed）和管理（governed）的團體。其
成員絕大多數（51%及以上）11，即指理監事、會員及幹部應從身心障礙者招募，
且強調：
『身心障礙者組成的團體應與「為（for）」身心障礙者成立的團體有所區隔，
後者雖提供服務和/或代表身心障礙者進行倡議，但實作上，卻可能造成權益的
衝突，因為這類團體為非政府組織，可能優先考量自身的目的而非身心障礙者的
權利。締約國應特別重視身心障礙者的意見，透過其代表的團體，支持這些團體
的能力及培力，並確保在決策過程中優先考量他們的意見（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organization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hich provide services and/or advocate on behalf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hich, in practice, may result in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in which such
organizations prioritize their purpose as private entities over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tates parties should give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the view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support the capacity and
empowerment of such organizations and ensure that priority is given to ascertaining
their views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CRPD/C/GC/7: 4）

三、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為民主化國家發展之必要工具之一。公民參
與指：「針對現有議題，透過國民直接地參與公共事務決策之行動，發展表達自
我訴求，以增進國家公共服務之效益，如參與式預算、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等」

11

DPOs 指的身心障礙者成員絕大多數，意旨 51%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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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2013：頁 215）。Hauptmann（2005）表示，公民參與不僅侷限於政
治行動當中，其意涵應包括參與政府活動、行政部門或政府組織等公共事務。
公民參與的方式，除實質的面對面溝通、直接參與行動等，隨著時代的演變
與發展，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也逐漸成為公民參與之重要媒介，例如使用
臉書（Facebook）發表文章、針對現有議題拍攝影片及照片等方式，以作為傳播
媒介，使其議題增進更多民眾之觸及、發展正向之影響（Warren, Sulaiman, &
Jaafar, 2014）。
而身心障礙者在公民參與議題當中，往往因所在的社會在政治與公共議題上，
缺乏提供平等參與的機會，導致容易被主流社會或同儕忽視（Donoghue, 2003;
Harris, Owen, & Ruiter, 2012）。游清鑫與林聰吉（2013）針對我國「身心障礙者
投票參與的初探研究」中亦發現，「障礙」是影響身心障礙者是否參與投票行為
的主要因素。為了回應 CRPD 第 29 條，臺北市政府於 2017 年針對「第 2 屆身
心障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以網路投票形式舉辦之「i-Voting」活動當中，
全市約 12 萬之身心障礙人口群（臺北市社會局，2017）
，僅有 1260 人參與投票，
投票率約 1.04%（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2017），亦即，代表地
方政府所建置的參與機制仍有待評估與檢視，尤其針對 CRPD 第 9 條〈無障礙〉
與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的配套措施，以符合 CRPD 所提倡
平等權利、參與公共生活之精神。
公民參與的行動是民主社會重要表徵，但在缺乏足夠機會與不平等制度規劃
機制下，我國身心障礙者在相關會議或組織的委員遴選（派）上（如衛生福利部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名單）備受爭議（中央通訊社，2018；苦勞網，
2016），如誰是身心障礙者？人民團體及家長團體等非障礙者本人組成的團體，
可以代表身心障礙者嗎？然而截至目前，該小組之委員可能多數及多年來皆來自
大都會區、來自較大型且廣為人知之組織，此一遴選機制及其代表性，是否能足
以作為身心障礙者發聲言論與公民參與表徵嗎？前述這些存在已久的爭議，多年
來尚未被有系統性的探討。
因此，本計畫在回應 CRPD 第 29 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中明定，須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在與他人平等基礎上，有
效與充分地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同時檢視我國在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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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落實 CRPD 第 9 條〈無障礙〉與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以達成身心障礙者足以有效參與其中。
就此，本計畫所指之「公民參與」乃建立於探究 CRPD 第 29 條第二款之意
涵，針對身心障礙者參與國家政治活動、公共事務等面向，並以 CRPD 第 33 條
〈國家執行與監測〉成立我國 CRPD 監督諮詢小組，障礙者及其代表之組織
（DPOs）得以充分參與為例，提出初步身心障礙公民參與機制並予以修正、評
估。

四、介入研究
介入研究（Intervention Research; IR）
，是一種研究典範（research paradigm），
而非一種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強調建基於服務工作者、政策倡議者或
其他助人單位的行動，與服務使用者或是相關單位共事，目的在增強或維護個人、
家庭、團體、社區或人群的功能與福祉；因此介入研究目的就是在創新、發展、
檢測新的助人服務方法與措施，確保介入的方案與措施的責信（accountability, 有
效性、可行性），以提升個人、家庭、團體、社區或人群之福祉。
介入研究典範可以是針對某一服務單位服務使用者發展方案並進行評估
（詳見周月清等，2001；周月清等，2002），也可以是針對某一個重大國家政策
或發展一個介入方法，譬如大到規劃長照政策。
介入研究又稱為發展性研究（Developmental Research），目的主要是發展
並檢驗新的介入方法或人類服務工作的服務策略或政策，意涵大過於知識上的推
論，它的產物重要的不是一個研究報告，而是一個針對當地、當事人（meet with
local context and needs of the service users）服務模式或政策/措施；即針對特別環
境文化下案主群的需要，發展一套有效的介入服務方案或措施；其是不同於其他
之傳統研究法，是建立在檢測及修正工作上，及以實務評估為基礎（practice-based/
evidence –based and research-based）的服務方法或措施，最終目的在於實務工作
上或政策修擬的運用（Thomas & Rothman, 2009）。
同時，發展性研究（Development Research）亦稱為 D & D（Design &
Development）研究（Reid , 1995），強調設計及發展，強調發展新方案、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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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使用有系統的方法創新（innovation）、檢測（test）、修正（modification）
及擴大（diffusion）使用（utilization）
（Fraser & Galinsky, 2010; Rothman ,1995）。
總結，介入研究和介入服務或政策發展完全結合，含五步驟：(1) 議題的分
析與澄清/需求的評量（needs assessment）－需求探討、資料收集及整合，(2) 方
案或政策的發展（intervention design/development）－方案設計或改變的措施，(3)
方案或政策執行及有效及可行性的評估（program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含方案初次發展與初次檢測（pilot test）；(4) 修正、再一次執行及評估（即為
方案修正; main-field test）；(5) 再修正之後，擴散廣為使用（dissemination）
（Rothman, 2014）（詳見圖 1）。
前述需求評量可以以多元研究方法進行，包括量性與質性研究方法；方案發
展執行之初步評估（pilot test）
，目的在評估所發展之方案或政策可行性為何，以
作為未來的修正，此初步評估的實驗設計可以採前實驗設計進行即可（Thomas &
Rothman, 2009），而採質性研究更為可行及更易達到方案發展的目的（Gilgun &
Sand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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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檢視我國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機制並規劃中央相關委員會身
心障礙者代表機制，並實際測試、評估暨提出此一機制並推廣使用之（詳見表一）
，
其達成目標之方法與技術如下：

一、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與文件研究（documentary research）

針對研究目的一、二，針對身心障礙公民參與之相關國內外文獻予以系統性
探討，資料來源包括期刊文章、網站資料（亦含 CRPD、聯合國針對 CRPD 提出
之一般性建議、各級政府的相關研究報告與文件等）
、或未出版等相關書面資料。
中文關鍵字包括：身心障礙公民參與、公民參與、政治權、公民社會、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英文關鍵字為：disabled people/people with disability, civic
engagement, political rights , civil society, CRPD。另亦收集我國行政院、衛生福利
部及各縣市身心障礙者權益小組代表遴選機制及委員名冊等相關資料。
蒐集已簽署 CRPD 之國家資料，以不同福利體制模型國家為資料收集對象，
如英國（自由主義福利國家）
、瑞典（社會民主福利國家）
、德國（組合主義福利
國家）及日本（東亞體制福利國家）。
依據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整合後，針對本計畫之目的，歸納出相關議
題之層次與面向，提出後續焦點團體、深入訪談關鍵人物時之訪談綱要。

二、

焦點團體（focus group）
本研究焦點團體分為兩個階段執行。第一階段的焦點團體旨於回應研究目

的三，第二階段焦點團體則在回應研究目的四。
（一）針對研究目的三（廣泛蒐集身心障礙者意見）
針對前述研究目的三，以焦點團體方法蒐集我國不同區域、障別與性別之身
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需求與合宜方式。
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進行資料之蒐集，其方法之特色在於能在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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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針對特定議題獲得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話（胡幼慧，1996），且研究者可以從
中獲得資料、廣納不同意見與資訊，以利後續資料分析與遴選機制之建置。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焦點團體參與對象以身心障礙者為主，並與身心障礙者
直接溝通或討論方式收集其公民參與及可行方式之意見，以回應「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同時為了兼顧差異性，針對不同區域、障別與性別之障礙者為邀
請對象。另，焦點團體的參與者亦邀請障礙政策規畫領域，及熟悉 CRPD 之專
家學者與政府參與焦點團體，以促進身心障礙者與專家學者對該議題之對話，並
實地收集專家學者對於身心障礙公民參與之看法與意見，亦作為後續規劃機制時
考量更多元面向及政府執行面的可行性（本焦點團體之訪談大綱詳見附件 2）。
其中，參與者之障別差異性包含八大類別（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
能；2.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3.涉及聲音語言與構造及其功能；
4.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5.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
相關構造及其功能；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為了回應 CRPD 第 9
條及第 21 條，前述心智、感官（聽、視）
、移動障礙者不得低於 1 位之參與者為
基準。
邀請方法為：
1.

檢視各縣市身心障礙者權益小組委員名單，邀請本身為障礙者之委員參加各
場次之焦點團體，並主動致電至其障礙團體或由政府單位協助邀請。

2.

檢視各縣市參與公共事務活躍之障礙團體（如參閱網路資料、由各縣市之障
礙團體引薦等），並致電予相關障礙團體，詢問是否有本身為障礙者之會員
或幹部對本焦點團體或議題有興趣，並邀請其參與。
研究助理於致電過程、寄送 email 或紙本邀請函時，會主動詢 問焦點團體

者之需求，並針對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者需求（回應 CRPD 第 9 條〈無障礙〉、
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於會議中提供手譯、聽打、簡易說
明版會議資料、點字文件與遠程交通補助費等服務，同時也特別選擇輪椅可進出
之無障礙場地，並考量無障礙廁所之使用需求。
針對上述所提及之支持服務，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三所辦理之焦點團體，合
計共申請 6 名手語翻譯員、2 名聽打服務員、3 份點字文件，以及使用遠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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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費共 7 名。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三，共完成四場次（高雄市與臺中市各一場次，臺北市
兩場次）12的焦點團體共計 35 名障礙者，其中含 23 位男性及 12 位女性，區域
橫跨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臺南市、高
雄市與屏東縣。平均年齡為 46.2 歲，最年輕 21 歲，最大 69 歲；障別八大類都
有，含智能障礙（第一類）2 位、精神障礙（第一類）2 位、學習障礙（第一類）
1 位、視覺障礙（第二類）4 位、聽覺障礙（第二類）9 位、語言障礙（第三類）
5 位、器官障礙（第四類、第五類及第六類）2 位、移動障礙（第七類）14 位、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第八類）1 位。學者專家 6 名，男性 3 位，女性 3 位
（詳見表 1-1、1-2）。
表 1-1：焦點團體場次地點、時間及參與障礙者
高雄場
2018.09.10（週一）上午 10:00 至 12:30（地點：美麗島會廊五福廳）

12

障礙情形

編號

性別

年齡

居住地

教育程度

工作情形

KH1-1

男

43

臺南市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七類/重度

KH1-2

男

25

高雄市

大學以上畢業

待業中

第三類、第七類/重度

KH1-3

女

31

高雄市

大學以上未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

KH1-4

男

56

屏東縣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七類/重度

KH1-5

男

39

高雄市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一類/中度

KH1-6

男

52

高雄市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二類、第三類/重度

KH1-7

男

57

高雄市

小學畢業

有

（新制/程度）

未填寫新制，舊制填
寫多重障礙者/極重度

因考量東部及離島參與縣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小組的委員本身為障礙者，極為少數，且臺東
縣與花蓮縣區域狹長，在任一縣市舉辦焦點團體，會來參與之障礙者較少。因此以訪談關鍵人物
方式取代，如針對東部區域及離島區域之身權小組委員本身為障礙者進行深入訪談。同時，考量
北部地區及桃竹苗之身障團體多，加上臺北市新制產生之障礙者委員較多 (8 名)，故臺北市進
行兩場次焦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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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1-8

男

54

臺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七類/中度

KH1-9

女

67

高雄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

KH1-10

女

62

高雄市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七類/重度

KH1-11

女

57

高雄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五類、第七類/輕度

KH1-12

女

33

高雄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七類/極重度

臺北場 A
2018.09.19（週三）上午 10:00 至 12:30（地點：臺北婦女館大教室）
障礙情形

編號

性別

年齡

居住地

教育程度

工作情形

TP1-1

男

63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TP1-2

男

40

桃園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TP1-3

男

45

臺北市

大學以上未畢業

有

第七類/極重度

TP1-4

男

38

臺北市

未曾就學

有

第七類/重度

TP1-5

女

未填

臺北市

未填寫

有

TP1-6

男

21

臺北市

大學就讀中

就學中

TP1-7

女

39

臺北市

未曾就學

有

TP1-8

男

21

新北市

大學就讀中

就學中

第一類/輕度

TP1-9

男

69

臺北市

國(初)中未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

（新制/程度）
第八類/重度
新制未填寫，舊制填寫聽
覺機能障礙者/重度

非障礙者/家庭照顧
者、監護人
第七類/中度
新制未填寫，舊制填
寫腦性麻痺/重度

臺北場 B
2018.09.19（週三）下午 14:00 至 16:00（地點：臺北婦女館大教室）
編號

性別

年齡

居住地

教育程度

工作情形

TP2-1

女

31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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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情形
（新制/程度）
第六類/極重度

TP2-2

女

42

臺北市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一類/未填寫

TP2-3

女

49

新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TP2-4

男

65

新北市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二類、第三類/中度

TP2-5

男

38

新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三類/重度

TP2-6

男

36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

TP2-7

女

55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一類/輕度

TP2-8

男

54

臺北市

高中職及專科未畢業

有

第七類/極重度

新制未填寫，舊制填
寫多重障礙者/未填寫

臺中場
2018.09.20（週四）下午 14:00 至 16:00（地點：臺中愛心家園研習教室 4）
編號

性別

年齡

居住地

教育程度

工作情形

TC1-1

男

59

臺中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障礙情形
（新制/程度）
第七類/重度
新制未填寫，舊制填

TC1-2

女

51

南投縣

高中職及專科未畢業

有

寫聽覺機能障礙者/重
度

TC1-3

男

28

雲林縣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七類/重度

TC1-4

男

50

臺中市

高中職及專科未畢業

有

TC1-5

男

64

彰化縣

大學以上未畢業

有

第七類/重度

TC1-6

男

36

臺中市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二類/極重度

第二類、第三類/極重
度

表 1-2：參與焦點團體專家學者
編號

性別

專業背景

參與場次

TPS1-1

男

法律議題

臺北 A 場

TPS2-1

男

人權議題

臺北 B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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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2-2

女

社會政策、身心障礙福利政策

臺北 B 場

TPS2-3

男

政治行為、民主化研究

臺北 B 場

TCS1-1

女

身心障礙政策、社會政策分析與評估

台中場

TCS1-2

女

非營利組織、身心障礙福利研究

台中場

（二）針對前述研究目的四（遴選機制的模擬操作及評估）
為模擬操作及評估所發展之中央相關委員會遴選身心障礙代表之初步機制，
本研究經與衛福部社家署於期中審查會議中決議以設計三種障礙類別（肢體/移
動障礙、聽覺障礙及視覺障礙）之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或身心障礙者代表
機制，作為實際測試機制之效益。因此，本研究以肢體/移動障礙、聽覺障礙及
視覺障礙作為測試之障別，共辦理三場次焦點團體作為機制模擬及評估會議。針
對遴選機制實際測試效益之評估，包含參與者的邀請對象、詳細運作方式與結果
（請參閱第肆章之五）。
此階段之焦點團體的執行，包含：

1.

彙整機制模擬焦點團體相關資料，包含執行焦點團體前期規劃、執行過程與
執行後等相關意見討論之內容。

2.

討論議題聚焦於此遴選機制緣起、對遴選機制的意見收集、實際操作可執行
程度、接受度、可改善處等面向，並蒐集未來執行操作時之相關建議。

3.

除了討論實際運作之遴選機制外，亦針對其他可行運作之遴選機制進行討
論。

研究助理於致電過程、寄送 email 或紙本邀請函時，會主動詢問參與者之需
求，並針對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者需求（回應 CRPD 第 9 條〈無障礙〉、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於會議中提供手譯、聽打、遠程交通補助
費與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用補助等服務，同時也特別選擇輪椅可進出之無障礙場
地，並考量無障礙廁所之使用需求；也邀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學生擔任志
工，於會場擔任參與者之陪同人員，含括投票的行使、引導簽署相關核銷單據、
指引廁所與茶水間位置、交通服務接送與指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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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所提及之支持服務，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四所辦理之機制模擬會議，
合計共申請 2 名手語翻譯員、2 名聽打服務員、使用遠程交通補助費共 12 名以
及使用個人助理補助共 8 名、邀請 1 位未領薪之志工。
（三）焦點團體資料分析
以錄音機進行訪談內容之錄音、謄寫逐字稿、進行質性資料之分析。資料分
析以主題分析法（Neuman, 1997）進行。在焦點團體進行之前，我們先徵求研究
參與者同意錄音，錄音檔案轉化成逐字稿。逐字稿之後會由研究主持人及研究助
理進行逐字閱讀分析、編碼，之後建構相關的主題（潘淑滿，2003），以利回應
本計畫之目的。

三、

深入訪談關鍵人物（in-depth interview with key informants）

（一）回應研究目的一至三
針對前述研究目的一至三，深度訪談國內相關關鍵人物。
為增加本計畫資料之豐富度，以及彌補未能參與或沒有舉辦焦點團體者（如
東部與離島區域的政府及擔任身權小組之障礙者），故輔以深入訪談方法，邀請
關鍵人物（如政府單位、專家學者、相關障礙團體、障礙者等）進行一對一的訪
問，澄清相關概念及補充相關資料。關鍵人物在本研究定義為與身權小組障礙者
代表如何產出有關之政府、專家及障礙者團體代表。邀請參與的對象包括：
1.

未參與焦點團體之政府代表，尤其是東部及離島之縣市。

2.

未舉辦焦點團體之障礙者團體代表，且以擔任縣市身權小組之障礙者，
如東部與離島地區。

3.

參與台北市身心障礙者代表「i-Voting」直選新制相關決策之政府人員。

最後受訪之關鍵人物含北部、中部、東部及離島各 1 縣市政府代表 4 位、
專家 1 位、障礙者 4 位，共 9 名（南部已經辦理焦點團體，故無邀請進行關鍵人
物訪談）
，訪談名單如表 2。
針對關鍵人物訪談之資料蒐集內容有（訪談大綱詳見附件 3-1 至 3-3）：

23

1.

收集我國不同區域、障別、性別與文化背景等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現
況、需求及合宜方式。

表 2：關鍵人物接受訪談者基本資料（含政府部門、障礙者、專家學者）
接受訪

服務單位

談者

/障別

職稱

區域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訪談日期

政府部門
G01

社會福利科

科長

東

女

40-50

碩士

2018.05.28

G02

身障福利科

股長

中

女

30-40

學士

2018.06.01

G03

社會福利科

代理科長

離島

女

30-40

碩士

2018.06.14

G04

社會局

局長

北

男

40-50

碩士

2018.08.06

障礙者/團體代表
D01

肢

理事長

東

男

50-60

高中職

2018.05.28

D02

聽

總幹事

中

男

50-60

國中

2018.06.01

D03

器/綜

理事長

離島

男

30-40

博士

2018.06.14

D04

肢

前理事長

離島

男

50-60

學士

2018.06.14

50-60

學士

2018.06.20

關鍵人物/專家學者
K01

北部社會局

已離職

北

女

（二）訪談資料分析
此資料分析方法同前述之焦點團體。

24

步驟一
問題分析＆研究計畫

知識探討

 我國目前缺乏身心障  國內外相關文獻

知識整合

 進行 4 場次之焦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設計

測量

評估

擴展、推廣

 以 CRPD 第 33 條〈國  以肢體/移動障礙、聽覺  彙整相關意見與建議

 針對上述建議與文獻

礙者代表遴選與公民  蒐集中央/縣市身權小組之

點團體（北區*2、

家執行與監測〉成立我

障礙及視覺障礙，三類  詳列實際運作機制之優

資料，歸納適合我國身

參與之機制

中區、南區）

國 CRPD 監督諮詢小組

別之身心障礙者/團體

心障礙者代表遴選與

為例

（DPOs）實際測試本研  提出身心障礙者代表遴

遴選機制

 考量 CRPD 條文精神  蒐集聯合國、國際組織、已  進行深入訪談關
 回應國際審查委員針

簽署 CRPD 之福利國家針

鍵人物（共 9 名） 初步設計身心障礙者

究所研擬之遴選機制

缺點

選機制之修正建議

公民參與之機制
 撰寫實體報告書
 實際落實於國家部

對 CRPD 第 9、12、21

對該議題之相關資料：

代表遴選機制，並與社

（舉辦三場次之機制模

及 29 條的修正建議。

- 英國（自由主義）

家署討論步驟三以何

擬會議）

門、地方政府等日後進

- 瑞典（社會民主）

種機制進行實際運作：

- 採用中間模式

行身心障礙者相關業

- 德國（組合主義）

- 遴選制度

- 日本（東亞體制）

- 直選制度

前、中、後其執行方式、

- 中間模式

過程、結果及相關討論

 歸納上述資料，並進行系統
性分析
 分析取徑包含機制規劃之
可及性、優劣勢、相關建議
 執行焦點團體、規劃深入訪
談關鍵人物

圖 1: 發展性研究 /介入研究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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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與記錄該機制執行

務及各委員會障礙者
代表如何產出

肆、研究發現
一、已簽署公約之國家及國際組織公民參與相關文獻
（一） CRPD 第 29 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針對 CRPD 第 29 條第 b 款提到：
(b)積極促進環境，使身心障礙者得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
效與充分地參與公共事務之處理，並鼓勵其參與公共事務，包括：
(i)參與關於本國公共與政治生活之非政府組織及團體，及參加政黨之活
動與行政事務；
(ii)成立及加入身心障礙者組織，於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及地方性
各層級代表身心障礙者。
在此部分，林聰吉（2017：頁 511）強調該條文的核心是身心障礙者參與公
共事務的權利，包含有以下特性：
1. 鼓勵身心障礙者透過團體來參與公共事務；
2. 身心障礙者參與的團體應是多元的，包括各種非政府組織以及政黨；
3. 除上一點所提及的團體外，身心障礙者也應建立並加入專責推動身心障
礙者權益的組織，而此類組織的活動範圍是多面向的，亦即在國際、全
國、地方等不同層級，為身心障礙者發聲。

以下就英國、德國、瑞典與日本四個國家之國家報告書內容，其中針對 CRPD
第 29 條予以探討，並與我國現有資料對話。

1.

英國
英國政府在國家報告書（2013）中提到，在 2009/10 年當中僅有 55%的身心障

礙者至少參與過一項公民活動，同時也表示身心障礙者的國會議員人數遠低於身
心障礙者占整體人口的比例。因此，英國政府開始提供額外支持給願意成為國會
議員、地方議員或其他民選官員的身心障礙者，包含設立基金、提供相關費用等，
且預計每年有 100 萬英鎊的資金投入。

2.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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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政府在國家報告書（2013）中提到，德國所有公民都有權利建立組
織與網絡，而身心障礙者有相同權利，透過積極地建立組織與網絡，並能自由的
參與其中。因此，獲得適切的支持與機會，是德國公民的權利。

3.

瑞典
瑞典政府在國家報告書（2012）中提到，地方政府（municipalities）和縣議

會必須努力確保當選的身心障礙者代表，能夠像其他當選者一樣參與處理事務，
如身心障礙者有權獲得差旅費的補貼。另外，針對政府遠端決策（remote
decision-making）的工作任務中，也必須思考未來以雙向視聽傳輸方式參與遠端
會議的可能性，例如歐盟具體指出遠端決策可以促進民選代表的徵聘，並強調「特
別是對某些群體成為民選代表的可能性具有極重要影響，例如身心障礙者和生活
在人口稀少地區的人」。

4.

日本
日本政府在國家報告書（2017）中提到身心障礙者履行公共責任的問題，表

示任何日本公民皆不應受到歧視的對待，無論是在工作條件、任命等方面，都不
應受到不對等的歧視。

5.

小結

從上述四個國家針對 CRPD 第 29 條國家報告書的回應，各國政府針對身心
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上提供相關資源挹注，包括財力，且重視身心障礙者應有平
等的權益、落實 CRPD 之精神。如英國也關注身障者成為國會代表比一般人比
例低，因此提撥相關預算支持。德國則特別強調要支持障礙者參與相關組織及網
絡，含括建立自己的組織。瑞典特別提及提供差旅費給障礙者參與各地方及議會
代表，同時含括針對偏遠地區者提供視聽傳輸與科技運用。

6.

台灣
我國 2017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家報告書審查當中，針對第 29 條，國家

報告書指出：
a.

現行選舉法規禁止受監護宣告者行使選舉權，導致身心障礙者的選舉權
遭到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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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家未鼓勵身心障礙者參選，亦無身心障礙候選人或當選人相關資料。

c.

由於未在選舉前按時發送適當資訊、投票所非無障礙環境、缺乏決策支
持等因素，身心障礙者無法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政治及公共生
活。

針對此國家報告書，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17）所提出之民間平行報
告書提到「強調身心障礙者應能有效地（effectively）
、無礙地參與公共事務與政
治決策，包括直接或者透過其自由選擇之代表人行使投票權與被選舉權」。
2017 年 CRPD 國際委員在結論性審查給予相關建議：
a.

確保身心障礙者得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行使選舉權，並修訂現行選
舉相關規則。

b.

鼓勵身心障礙者參選，並搜集身心障礙候選人及當選人相關資料。

c.

修改相關政策，以在選舉前按時發送適當資訊，確保所有投票所均為無
障礙環境，並提供身心障礙選舉人所需決策支持。

截至目前，我國針對由障礙者成立的團體（DPOs）沒有相關數字，也尚未
針對障礙者的需求（如資訊接收與傳達、易讀、手語、點字以及人力等）提供
DPOs 運作時的資源；當障礙者參與各種公共政策會議時，尚缺資訊接近、溝通
無障礙、陪同人力及支出的考量，而提供相關資源或差旅費；同時也尚未有任何
支持機制鼓勵障礙者成為民代的候選人或參與國際組織。針對身心障礙者公民參
與樣貌與現況，我國目前尚未有相關統計資料，包括障礙者成為中央或地方的民
代等相關數字，實有賴相關單位提供。
（二） CRPD 第 33 條〈國家實施與監測〉
針對 CRPD 第 33 條提到：
1.

締約國應依其組織體制，就有關實施本公約之事項，於政府內指定
一個或多個協調中心，並應適當考慮於政府內設立或指定一協調機
制，以促進不同部門及不同層級間之有關行動。

2.

締約國應依其法律及行政體制，適當地於國內維持、加強、指定或
設立一架構，包括一個或多個獨立機制，以促進、保障與監測本公
約之實施。於指定或建立此一機制時，締約國應考慮到保障與促進
人權之國家機構之地位及功能的相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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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民社會，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應涉入並充分參與監
測程序。

對此，廖福特（2017：頁 567）指出 CRPD 第 33 條在國內實踐本公約時，
須完成三項事項，分別為：
1. 各會員國必須在其國內行政部門之相關部會中建立一個或數個「主管
單位」（focal point），作為實踐本公約之國內機制；
2. 締約國亦應該建立「協調機制」（coordination mechanism），以協調
不同部門及層級之決策及措施；
3. 各國應該設立一個或數個「獨立機制」（independent mechanism），
以促進、保護及監督本公約之實踐。同時明確指出，各國在設立此「獨
立機制」時，應考量巴黎原則。

另外，以 CRPD 第 34 條設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聯合國層級）為
例，其中第二款名列「委員會應由 12 名專家組成。於 60 個國家批准或加入
公約後，委員會應增加 6 名成員，以達到 18 名成員之最高限額」（依據聯合
國的資料，截至 2018 年 10 月為止，已有 161 個締約國國家簽署執行 CRPD）。
而委員產出方式，根據第五款說明「委員會成員應於聯合國秘書長召集之締
約國會議上，依締約國提名之各國候選人名單，以無記名投票之方式選出。
該等會議以三分之二之締約國構成法定人數，得票最多並獲得出席參加表決
之締約國代表之絕對多數票者，當選為委員會成員」
。而 McCallum 和 Martin
（2013）也提到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內的委員絕大部分為身心障礙者（18
名委員內有 17 名為跨障別之身心障礙者，僅有 1 名非障礙者），亦即，聯合
國 CRPD 身權委員會之委員，近 95%為障礙者。
以下針對 CRPD 第 33 條（國家實施與監測）機制，探討英國、德國、瑞典及
日本四個國家之國家報告書，並與我國現有資料對話。

1.

英國
英國政府在國家報告書（2013）中，為回應第 33 條之 1 所要求之協調中心，

英國政府成立「障礙事務部」（Office for Disability Issues, ODI）負責整合身權公
約有關工作。考量英國政府有地方分權之特性，各分權政府（指英格蘭、北愛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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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蘇格蘭、威爾斯）有各自的協調中心，障礙事務辦公室必須針對身權公約之
議題與各協調中心共事、協助推行公約權利的政策部門執行相關政策，確保其認
識公約的義務，並在訂定新法律、政策或方案時，能納入 CRPD 相關規定。
同時，障礙事務部及分權政府的協調中心，也以獨立的監督與報告機制來運
作，並與身心障礙者及其組織（DPOs）一同工作，以提升對公約的認識，分享
彼此的理解及找出執行面的議題。
針對第 33 條之 2 所舉「獨立的監督與報告機制」
，英國指定四個平等與人權
委員會擔任其職責，並提供額外經費讓委員會為身心障礙者及其組織提供資源及
舉辦活動。而這四個委員會分別是「平等與人權委員會」
（the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
（the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
「北愛爾蘭平等委員會」
（the Equality Commission Northern Ireland）
與「蘇格蘭人權委員會」
（the Scott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這四個委員會
除整合英國整體的運作，同時也考量英國地方分權之特性，由英格蘭、威爾斯、
北愛爾蘭與蘇格蘭，四個地方分權政府依其職權個別運作。
針對第 33 條之 3 提到身心障礙者及其組織的參與狀況，英國政府肯認身心
障礙者參與公約的執行與監督的重要性，且英國身心障礙者委員會（United
Kingdom Disabled People’s Council, UKDPC）於 2010 年至 2011 年間，由前述障
礙事務部（ODI）與一群獨立的身心障礙團體（DPOs）組成小組13，也針對身權
公約之議題有所討論。另外，障礙事務部（ODI）亦成立「網絡中之網絡」
（Network
of Networks）計畫，其成員為 12 個身心障礙者組織（DPOs）14所建立的虛擬網
絡，用於蒐集身心障礙者對公約議題的看法，並促成障礙者與政府的溝通。
同時，英國政府也持續針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與財務支持，提供大量挹注，
並允諾要消除身心障礙者所面對的阻礙、支持有需要的人。而針對資源的使用方
式，英國政府發現在透過與身心障礙者的討論中，了解身心障礙者額外的花費，
含：UK Disabled People’s Council、Disability Action Northern Ireland、Equalities National Council、
REGARD (Disabled lesbians, gay men, bisexuals and trans-gendered people)、Inclusion Scotland、
ALLFIE (Alliance for Inclusive Education)、Norfolk Coalition of Disabled People、National People
First、Disability Wales、Disability Equality Limited、Scope、RADAR。
14
含：Age UK、Inclusive Living Sheffield、Leicestershir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Living、Mind、
National Centre for Independent Living、People First、Richmond Users Independent Living Scheme、
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Spinal injuries Association、RADAR、Shaping Our Lives、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af Peopl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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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非常特殊且有個別差異的，因此英國政府也積極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提
供個別化的支持，讓身心障礙者能有更多選擇、掌控他們所獲得的服務。

2.

德國
德國聯邦政府在國家報告書（2013）中，提到德國目前的協調中心由聯邦勞

動與社會事務部（The Federal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FMLSA）負責，
同時在「邦」的層級也成立協調中心。另外，「聯邦政府身心障礙者事務專員」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Matters relating to Disabled
Person）負責政府的協調機制，主要任務為確保身心障礙者、相關協會組織及更
廣泛的公民社會，均能參與實施的進程。
而依據 CRPD 第 33 條之 1，德國聯邦政府成立「共融顧問協調會」
（Advisory
Council on Inclusion）作為核心的整合協調單位，並由四個專業委員會提供支持
（由產業、工會、教會、預算單位和機構、慈善團體、研究單位、及其他相關機
構或組織的代表所組成），就各主題領域向其報告。該協調會的多數成員都是身
心障礙者，並與專業委員會間定期交換資訊，積極合作，並負責對外溝通及代表
協調機制。另外，協調會除要確保資訊能傳達給聯邦勞動與社會事務部的國家聯
絡點，也要傳達給公民社會，同時，它還需在各邦盡可能積極參與公共關係工作，
並協調專家委員會間的事務。
德國聯邦政府認為身心障礙者應要被視為各自領域的專家，貢獻他們的期望、
願望和想法，並幫助設計協調機制。一旦這樣的過程開始啟動，協調機制的任務
清單，可透過共同制定的方式來加以確立。
依據 CRPD 第 33 條之 2，德國聯邦政府已委託總部位在柏林的「德國人權
研究所」
（German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擔任監督和實施的角色。德國研究
所乃根據巴黎原則（Paris Principles）執行工作。由於免受政治舞台和公民社會
的指使，以及成員的多元組成，其獨立性可受到保障。

3.

瑞典
瑞典政府在國家報告書（2012）提到，瑞典政府把「健康與社會事務部」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視為政府內部的協調中心，並由健康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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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部部長對身心障礙者政策負責，定期召集代表團會議，進行諮詢及資訊交換，
其組成包括身心障礙者運動的代表（意旨身心障礙倡議者；representatives of the
disabled persons’ movement）和多數部會的國務秘書。
同時，瑞典人權代表團接受委託調查，以了解「瑞典身心障礙政策協調機構」
（The Swedish Agency for Disability Policy Coordination, Handisam）
、
「平等議題申
訴監察員」（Equality Ombudsman）等組織，是否能勝任促進、保護和監督公約
遵守情況的任務。該代表團的初步報告指出，「平等議題申訴監察員」是最貼近
「巴黎原則」的機構，因此代表團建議把任務託付給他們。然而代表團也提出，
資訊和培訓工作，由瑞典身心障礙政策協調機構來負責。

4.

日本
日本政府在國家報告書（2017）提到日本政府把協調中心，指定由內閣府「共

生社會政策辦公室」下的「身心障礙政策參事官」以及「外務省綜合外交政策局」
下的「人權人道課」共同擔任。而政府的協調機制，則指定由內閣府「共生社會
政策辦公室」下的「身心障礙政策參事官」負責。
在促進、保障和監督本公約實施的總體架構下，《身心障礙者基本法》授權
成立「政策委員會」
，此為成員在 30 名以內的諮詢機構，由身心障礙者、從事身
心障礙者獨立及社會參與相關事業組成，並由障礙者指派相關人員參與（如學者
專家、相關業務人員），並由此政策委員會作為監督機制。該法案規定，政策委
員會的成員配置必須能夠執行研究和審議，納入身心障礙者的各種意見及其實際
情況。
另外，《身心障礙者基本法》規定，地方政府和市政府必須建立一個具有委
員會制度的單位，以對有關身心障礙者的全面性和計畫性推動措施，進行研究和
審議，同時也監督這些措施的實施情況。因此在執行相關研究及審議時，能否納
入身心障礙者的各種意見和實際情況，便是籌組該單位成員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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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依據前述四個國家在 CRPD 第 33 條國家報告書的回應，摘要如下：
(1) 英國：政府成立「障礙事務部」（ODI）作為中央協調機制，特別強調
ODI 要和 DPOs 共事；以四個分權政府下的人權委員會作為監督機制，針
對障礙者參與監督機制，則特別成立全國性身障委員會（UKDPC），由
OPI 和 DPOs 組成，也邀請 12 個障礙團體（DPOs）成立網絡，提供諮詢、
增進障礙者與政府間的溝通（如圖 2）。
圖 2：英國協調、監督與障礙者參與的機制
(a) 協調
中

央

ODI成立

DPOs

共事

英格蘭ODI

蘇格蘭ODI

北愛爾蘭
ODI

威爾斯ODI

(b) 獨立監督機制
平等人權委員會
蘇格蘭人權委員會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
北愛爾蘭平等委員會

(c) 障礙者參與監測
中央成立身障委員會

Network of Networks

UKDPC

12 DPOs

（ODI+D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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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以聯邦政府的「勞動與社會事務部」擔任中央協調機制，並有專員
協助障礙議題等相關事宜，由多數為障礙者及專責人員所組成的「共融諮
詢委員會」擔任協調機制；德國人權研究所作為監督角色（如圖 3）。

圖 3：德國協調與監督機制
(a) 協調
行

中央聯邦勞動社會事

政

務部（FMLSA）

各邦成立協調中心

專員（與障礙者協調）

成立「共融顧問協調會」

執
行

（Advisory Council on Inclusion）
身障者（多數）+專責人員

(b) 監督
德國人權研究所
（依巴黎原則設立）

(3) 瑞典：以「衛生及社會事務部」作為中央協調中心，並由部長負責相關障
礙政策，且定期召集障礙運動者的代表（representatives of the disabled
persons’ movement）與各部會代表進行諮詢；以瑞典人權平等代表團
（Equality Ombudsman）作為監督機制（如圖 4）。

圖 4：瑞典協調與監督機制
(a) 協調
障礙運動者

健康與社會事務部

各部會國務秘書

(b) 獨立監測
Equality Ombudsman
（符合巴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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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由「共生社會政策辦公室」下的「身心障礙政策參事官」與「外務
省綜合外交政策局」下的「人權人道課」擔任中央協調中心；基於日本障
礙基本法成立「政策委員會」（成員 30 人），除障礙者外，並由障礙者
指派相關人員參與（如學者專家、相關業務人員）組成，並由此政策委員
會作為監督機制，含研究及審議工作（如圖 5）。
圖 5：日本協調與監督機制
(a) 協調
身障政策參事官
內閣府
共生社會政策辦公室
外務省綜合外交政策局

人權人道課

(b) 監測（研究、審議）
成立政策委員會
30 名：障礙者、學者專家及相關人員
（由障礙者指派學者專家及相關業務人員）

簡言之，上述四個國家針對 CRPD 第 33 條「國家實施與監測」：
(1) 四個國家「協調」和「監督」分立。
(2) 「協調」主要為現有中央政府部門負責，如我國衛生福利部，而英國則
新成立 ODI，但都會與障礙者共事。
(3) 「監督」主要為三個國家（英、德、瑞）為該國負責人權之相關單位，
而日本則為其日本障礙基本法成立之「政策委員會」負責，政策委員會
的委員則由障礙者指派學者專家及專責人員。
(4) 針對 CRPD 第 33 條之 3「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應涉入充分參與監測程
序」，四國的障礙者在此則擔任「諮詢」角色，尤其英國特別成立「中
央身障委員會」（UKPPC），德國成立「共融諮詢委員會」，日本成立
「政策委員會」。
(5) 針對障礙者的代表性，英國為邀請 12 個障礙團體（DPOs），德國為多
數障礙者，瑞典為障礙者運動代表，日本由障礙者指派相關學者專家方
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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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
根據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家報告書（2017）針對 CRPD 第 33 條提到，

依據《CRPD 施行法》第 6 條規定，為推動 CRPD 相關工作，成立「行政院身心
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所成立之「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成員設置 19 至 25 人，含括：
各部會代表（司法院、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勞動部、衛
生福利部及文化部，含召集人及執行秘書約 10 人）
、學者或專家代表 4 至 7 人、
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代表 5 至 8 人。
此委員會的功能為：「協調、研究、審議，甚至是各級政府機關落實 CRPD
之督導、國內身心障礙者權益現況之研究與調查、國家報告之提出、接受涉及違
反 CRPD 之申訴及其他與 CRPD 相關之事項。」
另外，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之規定，成立「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此一跨部會之協調組織，為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協
調推動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事宜、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及
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與福利保障相關事宜。同時，各地方政府亦依《身心障
礙者權利保障法》第 10 條設置相關小組，進行身心障礙政策的推動事項。
「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成員設置 25 至 35 人，除主任
委員（衛生福利部部長兼任）、副主任委員（本部、教育部、內政部及勞動部副
首長兼任）外，含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身心
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民意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功能為：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協調推動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事
宜、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及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與福利保障相
關事宜。
因此，當前我國針對 CRPD 第 33 條而成立的「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
小組」及「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一來除了成員有重疊之
外（詳見後續表 3-1、表 3-2 之分析）
；二來，障礙者分別只佔 5 名（行政院第二
屆；1 名為專家學者、1 名與衛福部身權小組委員重疊）與 2 位（衛福部第五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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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為民意代表、1 名與行政院身權小組委員重疊）
，且障礙者委員多來自全國性
聯合團體。晚近（2018）衛福部第六屆身權小組是歷屆以來最多障礙者，共有 6
名障礙者（1 名為學者專家、5 名來自全國性聯合團體，2 名則是重疊）。
針對 CRPD 第 33 條之 1 所指之協調機制，目前是指成立「行政院身心障礙
者權益推動小組」
，針對第 33 之 2 所指之監督機制，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
家報告書（2017）提及：「雖我國目前尚未設立符合巴黎原則揭示要件之國家人
權委員會，惟監察機關（ombudsman）被聯合國認定為「國家人權機構」之一種
樣態，且我國監察院在現有功能及實務運作上已符合巴黎原則要求之大部分條件。
同時，「監察院人權保障委員會」法定職掌涵蓋各類別人權項目，且對於各級政
府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可能違反身心障礙者人權之作為，得推派監察委員調查，或
由監察委員自動調查，履行及監測我國在執行包括 CRPD 在內之各人權事項」。
我國 CRPD 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2017）中，國際委員也提到幾項問題包
括：「我國目前未依 CRPD 第 33 條之 1 正式設置國家協調中心，並配置身心障
礙者人權之專業人員」
、
「現有指定協調機制為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但卻非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所熟悉」
、
「國家仍未依巴黎原則設置類似國家人權機
構的獨立監督機制」、「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參與監督程序受到比例限制」。
可見，我國目前針對 CRPD 第 33 條尚未有明確設立相關組織、協調中心與
獨立監督機制，以達成 CRPD 國家實施與監測之要素。同時，亦未有相關機制
積極引入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團體（DPOs）充分參與監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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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政策之機制或策略
（一）相關調查報告分析
依據衛生福利部 2016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於「政治、社會參與」
題項部分，「曾參加政黨活動」者占 7.8%；「曾參與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者占
4.8%；
「曾參與捐款給社會/政治活動，或參與協助募款活動」者占 3.4%；
「曾參
與閱讀或聽取候選人政見發表活動之情形」者占 13.3%；「曾參與為候選人或政
黨助選活動」者占 3.9%；
「曾參加身障團體成為會員」者占 2.5%（衛生福利部，
2018）。
相較前述英國障礙者有 55%，至少參與一項公民活動（英國國家報告書，
2013）
；我國一般公民則有 30%，至少參與一項政治活動（黃紀，2014）
。我國障
礙者政治社會參與相較於我國一般公民及英國障礙者低很多。
（二）中央「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及「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推動小組」
1.

「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中央依據 CRPD 施行法成立「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針對我國

身心障礙者參與公民政策之現況，根據我國《CRPD 施行法》第 6 條提到：
行政院為推動本公約相關工作，應邀集學者專家、身心障礙團體（機
構）及各政府機關代表，成立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定期召開會議，
協調、研究、審議、諮詢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公約之宣導及教育訓練。
二、各級政府機關落實公約之督導。
三、國內身心障礙者權益現況之研究及調查。
四、國家報告之提出。
五、接受涉及違反公約之申訴。
六、其他與公約相關之事項。
前項學者專家、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之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
一；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對此，行政院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成立第一屆「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
小組」
，首屆委員除院內編制 10 名政府機關代表委員（如行政院政務委員、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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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長等）外，尚有 7 名專家學者與 7 名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之代表（皆非障礙
者），共 24 名委員，其任期為兩年一期。
行政院於 2017 年 1 月 23 日成立第二屆「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委員編制包含 10 名政府機關代表、7 名專家學者（含 1 名障礙者；3 名專家學者
同為第一屆委員）、8 名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之代表（含 3 名肢體障礙者；4 名身
心障礙團體15/機構之代表同為第一屆委員）。
2017 年 CRPD 國際審查時，前述國家報告指出「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
動小組」亦為我國針對 CRPD 第 33 條之組職，負責 CRPD 第 33 條之協調與審
議工作。但矛盾處，本小組依據我國 CRPD 施行法第 6 條成立，但又被詮釋是
回應 CRPD 第 33 條，前者並未述及障礙者參與，與 CRPD 強調「沒有我們參與，
不要幫我們做決定」相左。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17；頁 46）針對 CRPD 國際審查所提出之平行
報告書中也提到「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利推動小組定位不明成效不彰」，強調該
小組之定位是否即針對 CRPD 第 33 條之 1 所設立並未多加陳述。同時，人約盟
（2017）針對過往會議紀錄之檢閱，發現該小組每年僅召開 2 至 3 次會議，認該
小組缺乏明確、有系統之工作方法。另外，從該小組委員名單來看，第一屆行政
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委員當中未有身心障礙者參與，第二屆行政院身心障
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委員含身心障礙者之比例亦極低（本研究備註：障礙者僅佔全
部委員之 16%，其中女性障礙者 3 名（視障、精障、肢障）
、男性障礙者 1 名（肢
障）
，即不符合 CRPD 所強調「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之原則。

2.

「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也提到：
主管機關應遴聘（派）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身心障礙福利
學者或專家、民意代表與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代表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其中遴聘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
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前項之代
表，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權益保障事項包括：

15

不一定為 D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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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協調推動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
關事宜。
二、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
三、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保障相關事宜。
第一項權益保障事項與運作、前項第二款身心障礙權益受損協調之
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3.

「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與「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
動小組」的比較分析
根據兩個推動小組之設置要點，發現兩者唯主管單位層級不同外，推動小組

之任務與名稱幾乎重疊。針對CRPD施行法第6條或回應CRPD第33條之1款協調
機制所成立之「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兩屆委員名單（附件1-1），
及針對身權法第10條所成立之「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近三
屆名單（附件1-2），比較分析如表3-1、表3-2。
表3-1：中央身權小組委員分析－障礙者本人、障別、性別、區域
行政院

衛福部

第一屆

第二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2015.01.01-

2017.01.23-

2014.08.10-

2016.08.10-

2018.08.10-

2016.12.31

2019.01.22

2016.08.09

2018.08.09

2020.08.09

障礙者人數

0

4

2

2

6

總人數/

24

25

33

33

33

含障礙者比例

0%

16%

6%

6%

18.2%

屆數

肢體障礙：3 名

肢體障礙：2名
障別

無

肢體障礙：1名

肢體障礙：1名

（↑為民意代表）

（↑為民意代表）

（↑為民意代表）

精神障礙：1名

視覺障礙：1名

精神障礙：1名

聽覺障礙：1名

（↑其1為專家學者代表）

精神障礙：1名
視覺障礙：1名
性別

無

區域

無

16
17
18
19

視覺障礙：1名

男：1

男：1

男：1

男：4

女：3

女：1

女：1

女：2

1名為專家學者

1名為民意代表

1名為民意代表

1名為專家學者

3名來自全國性團體16

1名來自全國性團體17

1名來自全國性團體18

5名來自全國性團體19

中華視障聯盟、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中華視障聯盟。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中華民國視障聯盟、中華民國聾人協會、中華
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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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中央身權小組委員分析－委員與機構重複次數
(1) 委員重複次數，含行政院近兩屆與衛福部近三屆小組委員
五次小組皆有參加者

1名

滕西華（行政院 1+2；衛福部 4+5+6）

共參與過三小組者

5名

陳進豐（行政院 1+2；衛福部 5）
黃耀榮（行政院 1+2；衛福部 4）
李麗娟*（行政院 2；衛福部 5+6）
王榮璋*（衛福部 4+5+6；民意代表）
陳誠亮（衛福部 4+5+6）
備註：*指本身是身心障礙者

共參與過兩小組者

14名

高玉泉（行政院 1+2）
葉瀛賓（行政院 1+2）
林惠芳（行政院 1+2）
陳莉茵（行政院 1；衛福部 4）
邱滿艷（行政院 2；衛福部 4）
李麗娟*（行政院2；衛福部 5+6）
雲鈞蓮*（行政院 2；衛福部 4）
馬海霞（行政院 2；衛福部 5）
林坤燦（行政院 1；衛福部 6）
王育敏（衛福部 4+5；民意代表）
王育瑜（衛福部 5+6）
王文娟（衛福部 5+6）
吳淑慈*（衛福部 5+6）
蘇芳柳（衛福部 4+6）
備註：*指本身是身心障礙者

(2) 團體/機構重複次數，含行政院近兩屆與衛福部近三屆小組委員
五小組皆有參加

5個

（行政院 1+2；衛福部 4+5+6）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備註：*指該團體代表之委員為身心障礙者

共參與過三小組

3個

中華視障聯盟*（行政院 2；衛福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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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衛福部 4+5+6）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福基金會（衛福部 4+5+6）
備註：*指該團體代表之委員為身心障礙者

共參與過兩小組

5個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行政院 1；衛福部 5）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行政院 1；衛福部 4）
財團法人陽光社福基金會（行政院 2；衛福部 5）
財團法人心路社福基金會（衛福部 4+5）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衛福部 4+5）

依據前述表3-1及表3-2的資料，發現行政院之身權小組不只委員中障礙者的
比例僅為0%至16%，同時除肢體、精神與視覺障礙者外，其他障別（如聽障、
智能障礙、器障等）皆未在內。另外，衛生福利部之身權小組則是截至第六屆
（2018-2020）方納入更多障礙者，比例從過往之6%提升18.6%，並含括肢體、
精神、視覺、及聽覺障礙之障礙者（仍缺乏智能障礙、器官障礙的參與）。而無
論行政院或衛生福利部之身權小組，專家學者背景包含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建
築與室內設計、法律、社會福利等領域；相關團體皆為NGOs（亦即非DPOs），
機構為服務經營者佔比例高於障礙者（服務使用者）
，且亦有民代名額擔任委員。
（三）中央與地方「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分析

1.

委員為障礙者本人的分析：障別、性別、區域
本研究整理全台含括中央（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政府依據《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所組成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之資料（截
至 2018 年 7 月底），可發現全台各身權小組之障礙者本人比例，不只皆未達小
組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同時僅佔全體委員的 0%至 40%
（臺北市改革後第二屆）
，
障礙者多數為僅有 1 名（5.9%）及 2 名（6.1%~15.4%），亦即有部分縣市沒有
身心障礙者本人參與小組（如連江縣），同時，如基隆市、嘉義市、澎湖縣及連
江縣未公開此資料，同時也拒絕提供此資料。詳見表 4 及表 5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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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全國身權小組委員分析（資料截至 2018 年 7 月底）
委員為障礙者本人
中央/縣市

小組人數

召集人

副召集人/

人數
（總人數比）

行政院

25

行政院
政務委員

衛福部次長

4
（16%）

2
（6.1%）

衛福部21

33

部長

本部、教育
部、內政部、
勞動部副首
長兼任

新北市

17

市長

副市長

基隆市

1
（5.9%）
無資料

臺北市23

25

社會局長

本府以外委
員互推 1 人

桃園市

21

市長

秘書長

新竹縣

15

縣長

秘書長

新竹市

17

市長

秘書長

苗栗縣

17

縣長

秘書長

臺中市

17

副市長

社會局長

南投縣

13

縣長

秘書長

彰化縣

16

縣長

副縣長

雲林縣

15

縣長

社會處長

嘉義縣

15

縣長

秘書長

嘉義市

無資料

市長

秘書長

臺南市

18

副市長

社會局長

市長

教育局、社會
局、勞工局、
衛生局局長
兼任

高雄市

23

20

10
（40%）

2
（9.5%）
1
（6.6%）
2
（11.8%）
2
（11.8%）
2
（11.8%）
2
（15.4%）
1
（6.3%）
3
（20%）
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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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肢：220
精：1
視：1

男：1
女：3

精：1
肢：122

男：1
女：1

多重：1

男：1

自閉：1
肢：3
智：1
視：2
精：1
綜：1
聽：1
聽：1
視：1

男：7
女：3

男：2

肢：1

男：1

肢：2

男：2

肢：1
視：1

男：2

肢：2

男：2

肢：2

男：2

肢：1

男：1

肢：3

男：1
女：2

肢：2

男：2

4
（22.2%）

無資料24
肢：3
聽：1

男：3
女：1

3
（13%）

肢：2
視：1

男：2
女：1

其中 1 名為專家學者代表
以第五屆為分析
22
為民意代表
23
縣市政府網站未公告身權小組委員名單，且聯繫未果
24
縣市政府網站未公告身權小組委員名單，且聯繫未果。
21

障礙類別

屏東縣

17

縣長

縣長派兼之

宜蘭縣

15

縣長

秘書長

花蓮縣

17

縣長

秘書長

臺東縣

11

縣長

X

澎湖縣

無資料

縣長

縣長由小組
委員中選派

金門縣

15

縣長

主任秘書

連江縣

11

縣長

秘書長

2
（11.8%）
2
（13.3%）
3
（17.6%）
1
（9.1%）

肢：2

男：2

肢：1
多重：1

男：2

肢：3

男：2
女：1

肢：1

男：1

無資料25
1
（6.7%）

肢：1

男：1

無資料26

表 5: 委員障別分析（依據表 4 之委員）27
行政院、新北市、臺北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肢體障礙（第七類）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臺東縣、金門縣、花蓮縣、
基隆市，共 19 個

視覺障礙（第二類）

行政院、臺北市、桃園市、苗栗縣、高雄市，
共5個

聽覺障礙（第二、三類）

臺北市、桃園市、臺南市，共 3 個

精神障礙（第一類）

行政院、衛福部、臺北市，共 3 個

智能障礙（第一類）

臺北市，共 1 個

自閉症（第一類）

臺北市，共 1 個

綜合類(第四、五、六類)

臺北市，共 1 個

顏面損傷者（第八類）

0個

從上表可得知，目前全台灣各縣市與中央之身權小組（依據身權法第 10 條
成立）中，為臺北市於 2016 年依據其修改的「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
小組作業要點」，由障礙者直接選出來的委員，含括最多身心障礙者，且橫跨不
同障別，除定點實體投票外（至臺北市 13 處社會福利中心投票），並以創新的
i-Voting 網路投票來進行直選，取代過往以長官遴聘/派或是由團體間互相推舉來
25

26
27

縣市政府網站未公告身權小組委員名單，且聯繫未果。
縣市政府網站未公告身權小組委員名單，且聯繫未果。
障別依據 ICF 八大類及參考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二屆委員障礙類別。
44

運作。
1.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直選機制、人數及背景分析
檢視 2016 年新修改之「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作業要點」
，發
現臺北市自第二屆小組開始（2016 年）
，其作業要點跳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 10 條對於委員編制之限制，除主管單位與政府單位含括在委員名單外，
尚有以下編制：
(1) 身心障礙福利專家學者三人。
(2) 身心障礙者代表二人至七人。
(3) 身心障礙者之監護人或家庭照顧者代表一人至二人。
(4) 民間相關機構代表一人，由位於本市且經立案許可之私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互推之。
(5) 民間相關團體代表三人，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許可設立且
從事身心障礙福利或權益保障之社會福利團體或公益法人互推之。
其中，委員名單並非為「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而是區分「身心障
礙者代表」與「身心障礙者之監護人或家庭照顧者代表」，強調身心障礙者本人
的參與，而非由家長或其監護人代言。另外，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在運作 i-Voting
直選時，除了由身心障礙者主動登記成為候選人（須年滿 20 歲）外，尚安排登
記之所有委員候選人有政見發表的機會，並提供線上直播、手語翻譯與線上文播，
提供有需求者使用。並於直選過程中，開放為期八天的投票時間。除了網路投票
的方式，也提供身心障礙者可在臺北市各區社會福利中心實體投票，以滿足不同
投票需求之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G04 訪談逐字稿，2018 年 8 月 6 日）。
臺北市受訪的決策者 G04 指出，此由障礙者直選，其實沒有很貴，臺北市
於第二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運作之預算，僅於一百萬元以內，且未來
網路系統無須再次花費建置，且可與其他縣市共享資源。然而，透過直選的好處
除了可以讓每一位身心障礙者都能夠有平等參與身權小組的機會，也能夠透過小
組的運作讓身心障礙者願意去監督目前的委員是否積極做事，甚至未來決定自己
投身為候選人。如受訪者提到：
「為什麼要全民直選？是我們相信這樣的體制會讓社會穩定、會讓社會
緩慢、持續的進步、會讓社會不會邁向毀滅。…當每個障別的人覺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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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沒有出來投，他後悔了，他覺得我這個障別來代表我，這個表現太
弱了、沒有代表性，不認真不用功....下一次他就會說，我要出來投、我
要出來當候選人，要嘛我會找更多的人出來，來支持一個我覺得對的候
選人，所以這個叫做短空長多，是一個會進步的有機體。」（G04）
另外，受訪者 G04 也指出，臺北市於第二屆身權小組增加多位的障礙者後，
會議運作以及會議時間長短，並不覺得和過去有何差異，認為會議如同過去一樣
順利進行。如受訪者提到：
「會議時間平均都 3 個小時到 3 個半，從下午的 2 點到 5 點，有時候到 5
點半，最多到 6 點，沒有到那種 7 點要叫便當來吃得，我覺得效率上時
間都差不多…。我們委員的員額是從原來的 19 人擴增到 25 人，盡量在
有效率的最大員額下支撐，讓更多的代表進來。」（G04）。
受訪者 K01 也提到，臺北市身權小組於第一屆運作時，即由當屆委員提案
未來改採直選方式進行。後來第二屆身權委員運作前，原定照舊過往方式進行，
但恰逢臺北市市長強調「全民參與、公開透明」的精神，且當時長官也同意改採
直選方式進行，並積極處理與規畫後續運作方式，方促使身權小組委員直接由障
礙者直選。如受訪者提到：
「我覺得長官的意志是很重要，長官指示直選後，我們就要想後續的運作方
式。」（K01）
「剛開始想用 i-Voting 的方式，我們就去請教唐鳳那一群人，要怎麼樣
i-Voting，請教技術上怎麼克服，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後來再去想障別、
如何投票、網路投票與實體投票，我們考量的是這四個因素。」（K01）
2. 高雄市政府身權小組的機制
另外，除了臺北市以全體年滿 20 歲之身心障礙者皆有權利擔任候選人及參
與投票外，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針對其「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內「身心
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機構團體代表」兩類委員，身心障礙團體或機
構，以會議形式進行投票選舉，並於兩類中各依照：(1)心智障礙類、(2)肢體障
礙類、(3)視聽語障類、(4)其他障礙類，再於「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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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4 名委員作為代表，以及於「民間機構團體代表」產生 4 名委員作為代表。
不同於臺北市，高雄市並未修改其身權小組的組織章程，並非由障礙者本人
直選，其障礙者及監護人也是經由身障團體與機構產生，亦即若未參與團體者沒
有機會成為候選人；另其可說是推選制，而這些團體與機構，前者非 DPOs，後
者則是經營者；亦即障礙者（服務使用者）參與原則被忽略。因此，上述 8 名高
雄市身權小組委員，僅包含 3 名委員本身為身心障礙者。
儘管目前臺北市已改採用全民直選，有別於高雄市由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互
相推選，許多縣市仍以「遴選/聘」之方式產出身權小組委員，也導致許多身心
障礙者團體（DPOs）與身心障礙者個人認為這樣並非符合 CRPD 所強調「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精神，更認為許多縣市政府為求行政程序的效益，而損害
到身心障礙者自身參與、發聲的機會（中央通訊社，2018）。

3.

立法委員針對身權小組代表性議題提出之修法

(1) 陳曼麗立法委員，針對身權小組「障礙者代表性」公聽會後的草案版本與一
讀通過之修法版本
如同前述障礙者關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及現階段身權
委員產出，障礙者本人參與極為有限。因此，在許多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
與身心障礙者個人對於身權小組委員是否有代表障礙者發聲的訴求，立法委
員陳曼麗於 2018 年 7 月 12 日於立法院曾針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提高身障者代表比例28」舉辦修法公聽會，當天亦聚集近 50 餘位參
與者（含括跨障別之身心障礙者）參與及發言。後陳曼麗立委辦公室亦提出
公聽會後修正條文草案：
A. 從原「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獨立為「身心障礙者代表」。
B. 增加「兒少身心障礙者代表」、「監護人代表或主要照顧者代表」。
C. 考量主管機關分為地方及中央，因此在第三項部分增加主管機關得以
「遴選方式」選聘代表。

上述草案版本於陳曼麗立委辦公室的整理後，並於 2018 年 11 月 09 日通
28

中央通訊社報導（2018.07.12）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80712029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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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讀版本，實質進入立法院後續討論（與原條文差異處以粗體底線標註）：
A. 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各類別之身心障礙者代表、兒少身心障礙者代
表、其監護人代表或主要照顧者代表、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民
意代表與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成立身
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其中遴聘身
心障礙者及兒少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其監護人
代表或主要照顧者代表、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民意代表、民間
相關機構及團體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B. 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各代表主關機關得視需要採遴選後聘之，並
公告名單。
(2) 劉建國立法委員針對身權小組「障礙者代表性」一讀通過之修法版本
除陳曼麗委員提出修法版本外，劉建國委員亦提出障礙者代表性之修法，
同於 2018 年 11 月 09 日一讀通過，實質進入立法院後續討論（與原條文差異
處以粗體底線標註）：

A.

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各類別之身心障礙者代表、兒少身心障礙者
代表、其監護人代表或主要照顧者代表、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
民意代表與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成
立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其中
遴聘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其監護人代表或主
要照顧者代表、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民意代表、民間相關機
構及團體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B.

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各代表主關機關得視需要採遴選後聘之，
並公告名單。

兩位委員所提出來之修法版本，皆與原條文「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
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獨立為「身心障
礙者代表」需必要被含括至身權小組中，且身心障礙者之比例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以確保身心障礙者本人參與之重要性。惟兩位委員之版本差異為陳曼
麗委員之版本於二分之一之比例提及身心障礙者及兒少身心障礙者代表；劉
建國委員之版本於二分之一之比例僅提及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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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自立生活聯盟針對身權小組「障礙者代表性」的版本
前述陳曼麗立委於 2018 年 7 月 12 日於立法院曾針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 10 條「提高身障者代表比例29」舉辦修法公聽會，在公聽會上，自立生
活聯盟等障礙者團體（DPOs）亦提出修正條文建議：
(1) 修改為「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遴
聘」修正為「選舉」制。
(2) 身心障礙者團體之定義30：須半數以上為身心障礙者所組成、領導之團
體。
(3) 相關的專家、學者等代表，須是熟悉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專業人員。

台灣自立生活聯盟與前述陳曼麗立委之版本，不同處為：(1) 強調把「遴聘
/遴選」機制修改為「選舉制」
；(2) 強調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之定義與過往
身心障礙團體（NGOs，組成不一定是障礙者本人）須予以區隔；(3) 關心專家、
學者代表應為熟悉身心障礙人權者。
上述兩位立委及台灣自立生活聯盟所提出之版本內文雖略有差異，但皆強調
應把過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之「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
獨立為「身心障礙者代表」，以確保及保障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實際參與公共
事務。
5.

關鍵人物訪談的發現
本研究針對四個地方政府進行關鍵人物深度訪談，許多受訪者也提到，目前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條文明示由主管機關遴聘或遴派，致各縣市
目前運作方式多由長官（如縣市長或社會局/處長）勾選身心障礙者團體所推薦
之代表（但其代表不一定為身心障礙者）。對此的現況，受訪者點出幾個限制：
(1) 運作模式難以打破：政府決策階層遴聘/派、家長/專家為中心
某縣市代表地方政府之受訪者表示，縣市中的組織章程難以變動，曾經考慮
參考臺北市第二屆身權委員選舉方式，以 i-Voting 方式運作，但考量運作方
29
30

中央通訊社報導（2018.07.12）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807120290.aspx
意旨：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s (DPOs)/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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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難以達到公平、公開的方式，且仍需回歸到上級的決策：
「今年我們原本有預計參採臺北的 i-Voting 的部分，可是實際去了解，
我們也會發現看起來是公開，可是事實上團體私下運作居多…我們原本
有研議想要參採，後來長官的裁示結果還是比照往年，就是團體跟機構
來推薦我們這三類的人（監護人代表，機構代表跟團體代表），然後我
們再給長官圈選。」（G02）
從此訪談稿可發現，此縣市承辦工作者及決策者對障礙者本人參與，亦即
CRPD「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幫我們做決定」的精神尚未認知，其新任委員還
是由「他人」代表障礙者推舉。
(2) 小組名額有限制，難以引入不同障別
各縣市目前委員人數大多落在 11 名至 25 名，且委員編列須包含主管機關、
政府單位、專家學者、身心障礙團體/機構、身心障礙者與其監護人，導致實際
上身心障礙者之人數難以廣泛納入，也造成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難以同時納入
同一屆委員。
「（目前我們縣市身權委員有 1 名委員是障礙者）…當然 1 位的確是不
太夠，如果未來我們增加人數，也能夠納入更多身心障礙者的聲音。」
（G01）
(3) 身權小組委員開會時容易迷失代表身分
部分受訪者提到，身心障礙者委員在身權小組會議時，經常會站在自己的團
體立場或是需求而發言，容易失去身權小組委員為全體障礙者的代表性。
「委員身上都會帶有他們原本單位的角色，難免他們在會議上，會為自
己的族群，甚至為了他們自己的協會做一些爭取…」（G03）
「（指委員）都是以他自己個人的福利服務跟權益為徵詢目標，他比較
沒有聚焦在公眾事務上，或者是回應身障者的權益上…。」（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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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權小組委員本身為身心障礙者時，只為自己障別發聲或爭取權益，也不為
過，因為每個障別差異性大，因此，不同障別同時參與是重要的，如目前臺北市
身權小組，有各障別代表參與。
(4) 過往鮮少考量不同障別、性別及障礙者本人的聲音
有受訪者表示，雖然《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提到小組委員編制名單內，
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其實是含括所有的委員（包括政府、學者專家及團
體與機構）為計算，而非僅針對委員是身心障礙者的性別比例，也容易造成各縣
市的身權小組身心障礙者委員大多數（74 %）為男性，僅有 11 位女性（26%；
行政院 3 位、衛福部 1 位、臺北市 3 位、雲林縣 2 位、臺南市 1 位及花蓮縣 1
位）。
本研究需要強調身心障礙者除了須考量障別的差異性外，性別的障礙經驗與
需求也有所不同。
(5) 身心障礙者團體的定義
針對身心障礙者團體的定義，許多縣市受訪者表示過往沒有聽過 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s（DPOs）（或 Organisations of disabled people，簡稱為
DPOs），與國內所謂民間團體（即多數非由障礙者本人成立的團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NGOs）或
organisations for disabled people）的差異，因此在寄送身權小組委員遴選公文時，
各縣市政府也不知悉，應區分 DPOs 和 NGOs 之差異，也造成儘管選了身心障礙
團體的委員進來，但委員卻是團體內的家長或是專業工作者做代言。
(6) 身權小組開會次數太少
本身也是障礙者且目前也是身權小組委員之受訪者 D01 指出，身權小組一
年只開兩次會，一任下來只有四次會議，而前兩次可以說是摸索階段，等到熟悉
時，已經任期屆滿。
「委員是兩年一任，一年只開兩次會，上半年、下半年，能幹什麼？至
少要一季一次會議」（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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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遴選制的限制
許多受訪者皆提到遴選制的限制，包含：遴選出來的委員（包含身心障礙團
體代表）並非能代表所有的身心障礙者、若擔任委員時給予太多建議時也有可能
未來就沒機會被遴聘、遴聘的委員多是機構的經營者等。
「我並不認為專業性的團體 NGOs 可以完全代表所有的障礙者，他所代
表的只是會做關係的障礙者、他所代表是有空來參與的障礙者，更多那
種障礙者是他沒有空、或是他不會做公關…。」（G04）
「有一次我參加（身權小組），現場所有的委員都是一級主管，民間代
表不多，我只發言說：『在座的所有委員要站在身權法的立場發言，千
萬不要站在你個人目的事業主管的維護上講話』，然後我就被 cancel 掉
了。」（D03）
「（身權小組）裡面所聘的都是機構的委員，機構經營者你拿人（指政
府）手短，他們每年就是政府補助給他們的。」（D03）

6.

四場焦點團體的發現
針對身權法第 10 條身權小組的委員產出，以及未來 CRPD 第 33 條障礙者參

與監督我國 CRPD 的執行。以下依據四場焦點團體提供意見的障礙者及專家學
者，分析如下：
(1)南部場（台南、高雄、屏東、身權小組前/現任委員）障礙者的意見：
a.

障礙者代表性：
被質疑障礙者沒有能力，以及即使參與了，也會被型式化，未有實質改變。
「身權小組有機構代表，我覺得很奇怪…。」（機構和團體混在一起）（團

體代表一、南部）
「官方常常質疑我們，身障者如何把一件事情說的清楚完整…。」
（團體代
表二、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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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找不到精障者出席相關委員會或會議。」（團體代表一、南部）
「意思是身心障礙者雖然參與了，但最後執行沒有按照我們的意思，如輪
椅的坡道。」（團體代表四、南部）
「喜歡新活力版本（指自立生活聯盟提出之版本），透過選舉會比較公平，
比較知道自己的需要，智障者應該要有自己的代表出來，我會考慮出來選。」
（團體代表八、南部）
「透過選舉會比較公平。」（團體代表七、南部）

b.

各障別代表性：
主要是障別不同、差異大，其他障別無法代言。
「障礙者只能有 3 位，按照比例一定都是肢障者多數，應該要修改章程，

讓各障別都有聲音」（團體代表一、南部）
「每個障礙別都要有，自己的障別不一定了解其他障別的需求。」（團體
代表三、南部）

c.

專家學者委員產出：
「專家學者沒辦法了解我們的需求，…政府還是一直找專家學者，都不聽我

們的意見。」（團體代表三、南部）
「我覺得由身心障礙者指派學者會更貼近障礙者的需求。」（團體代表十、
南部）
「我覺得學者重要，但不能代表身障者說話，父母也是。」（團體代表八、
南部）
「很多專家學者在身權會常常請假沒有到如果推選出來每一次都要到，不然
很浪費名額。」（團體代表十、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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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人應有代表，來參與的學者專家應該是對聾人文化有研究者。」（團體
代表五、南部）
「建議專家學者由各障別推薦各障別熟悉的專家，這些學者專家同時也要關
注障礙人權。」（團體代表三、南部）
「要有主客之分：主人是我們，專家學者放在最後面，專家比例不能超過障
礙者。」（團體代表十一、南部）

(2) 北部場一（臺北、新北、桃園、身權小組前/現任委員）障礙者的意見：
台北場一，與會者多數為現任臺北市新制的委員，因此針對臺北市的現行版
本提出優缺點的意見。其次是針對身權法第 10 條的修改意見。

a.

臺北市新制優缺點
「台灣 93.99%不知道身障公約和遴選機制，知道的只有機關機構（學者二：

意思是機構團體代表比較容易選得上？）， … 為自己的障別和自己的需求作陳
述，並非考慮到大家的協調和合作性…優點是整體上各個代表都有了，...如果有
更多的協調性和溝通性會是更圓滿了。」（現任身權委員一、北部）
「對身障的公共政策或議題你了解多少啊？來簽名就走了，坐著也不講話，
被選出的委員一樣，…不論中央或地方的委員，要對自己障礙議題熟悉，…當選
的委員，進來前要有職前訓練，要跨障別學習。」（現任身權委員ㄧ、北部）
「缺點是口袋名單比較會拉票就會有，有實力的不一定選得上。優點是臺北
市算比較好，開會滿開放的，主席（局長）蠻站在我們這邊、聽我們大家的意見。
缺點是他下令誰要聽（頭銜要夠大）
。…遴選制，不了解身障，只是為了當委員。
用選的會好一點，可是選舉不是很公平。人家拜託他，就選他，不想做又不行。」
（現任身權委員二、北部）
「臺北市不是第一次推出選舉，之前那一次參選，障礙者代表只有三位，一
位 20 幾票當選，一位 8 票當選，很少人去投票。這次破天荒這麼多人參選，我
覺得是好的現象，會進步的。肢體障礙很激烈，很多積極的人都有出來參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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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政見發表會，…肢體障礙投票的人很多，很分散，我會覺得這個機制會越來越
好，如果這屆沒做好，下一屆不一定會選得上。不同障別有不同障別的情形…。…
四個月一次（開會）太久，…要有議題會外的討論、延伸小組來開。」（現任身
權委員三、北部）
「…應該回復到 16 類，有些聽障程度比較輕的，他們無法領到身障手冊，
可是生活上還是有障礙。只有八類，專家去研究評估這樣子對嗎？…聽障者希望
要親自到場投票，不要網路投票。」（現任身權委員四、北部）
「智障者要自己來代表，…講話有點快，自己代表不是家長來代表。」（現
任身權委員五、北部）
「原來我的用意是 ICF 的八大類，由自己的障別自己發聲，自己最清楚。機
構代表，有安養機構的經營者。團體代表補足專業議題和長期投入的，部分障礙
者對公民參與是不懂的。…線上投票出現一個問題，…最後三天灌票 …如果電
腦投票，你要設定 IP，不然就可以做票。」（前任身權委員一、北部）
「目前城鄉距離環境的差異，透過電腦是最快的，預防機制回到鄉公所社會
課去設計，…機制是可以設計的，候選人的資格的限定，…他甚麼都不知道要來
幫你說話？這會造成很多的問題」（前任身權委員一、北部）

b.

針對身權小組制度看法：
「我希望擴大，第一個：身障者過半以上。第二：希望有 16 類。第三：要

把第 10 條民意代表拿掉，民意代表去立法院即可。第四：把「或」都砍掉。第
五：專家學者的部分，我認同是指身障團體認知的專家或學者，政府喜歡用欽點
方式去找她喜歡的人，由身障朋友來認可，不是欽點。第六：一任兩年不夠，要
三年。第七：知能部分，有某種程度的工作經驗，不然選出來八個、十個都不行。」
（前任身權委員一、北部）
「機構和團體要區隔，身障團體和家長團體也要區隔，因為利益會衝突，我
們很難違抗我們父母的想法，…我覺得指派是好的，臺北市會有比較強勢的障礙
比較容易選上，相對比較弱勢的（例如罕見疾病）要進入委員會會比較困難。16
類的話或許會好一點，但問題是人數會變多，會不會在運作上會有困難。委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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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要有社會模式和人權模式，委員本身不管遴選和直選應該都要受到社會的監
督。」（團體代表一、北部）
「XX 部長把名單列出來欽點，關注 XX 議題的（障礙者）
，不一定會選上。…
我贊成改成選舉制，...還是會以自己的障礙類別為主，..障礙團體受限於自己障
礙的生活圈，公正性還是有點問題，…我覺得可以選舉，可是要找更公開的方式
去選舉。…由障礙學生直接選出六名學生代表，再由校長圈選（成為學校障礙委
員會），之前特教中心和督導會先審核，長官覺得你不妥，就被拿掉了，長官審
核是不合理的，要不然是公平的。」（學生、北部）
「我們台灣的協會，往往沒有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喜歡補助的，都是聽話
的團體，跟政府做倡議的團體經常難得到補助，…各個障別跟當事者要組成當事
者的協會（即 DPOs）變成委員和參與政策，也會比較容易，講自己的困難很懂，
但要講別人就很不熟。」（團體代表一、北部）
(3) 北部場二（臺北、新北、桃園、身權小組前/現任委員）障礙者的意見：
a.

專家了解障礙者嗎？
「在參與委員會的時候，障別多，才有辦法保障他們的需求。專家學者，問

題是他們本身能代表身障者本人的需求嗎？…新北市現在還是遴派（代表性應該
經過面試，確保有能力）（團體代表一、北部場二）

b.

家長能代表障礙者嗎？
「家長團體可以幫我們身障團體決定嗎？…有意見相反，誰來監督呢？專家

有找過身障團體討論嗎? …非常多的聽障者都不知道政府的事情，因為聽不到，
我覺得政府對聽障者的宣導是很不夠的。」（團體代表三、北部場二）
「…其他障別都是家長團體，有的時候都不講話，他們畢竟不了解障礙者。」
（現任委員一、北部場二）

c.

贊成直選
「障礙者直選非常重要，每個障礙者內在差異非常大，…由障礙類別選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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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代表，可以彰顯代表性，...這個過程可以讓障礙者收到信件，…讓障礙者自
己去直選，前提是我們要讓每個障礙者要投票。」（團體代表四、北部場二）
「臺北市聽障大概有一千人，但參選的人只有 63 票，我對這個很有疑問。
第二個宣布要透過 i-Voting，並沒有手語的表示，大部分聽障朋友根本不知道有
這樣的投票，政府沒有解釋清楚，…選中的人，要有事前的訓練。…遴選也有問
題，有團體說政府喜歡找自己喜歡的團體，很多縣市政府會找家長團體，家長團
體並不能代表聽障團體，聽障的家長團體很重視口語，對手語是不在意的。…教
育部喜歡找聽障家長團體和專家團體，不找聽障團體，不找身障者的意見，這違
法 CRPD，教育部內規說，委員要給聽障家長團體保障名額，並沒有給身障者保
障名額。我還是傾向直選，重點是要讓大家了解到選舉，選票沒有超過一定的比
例，要多鼓勵身心障礙者投票。…候選人自己當選之後… 要給他們教育訓練，
請政府負責。」（團體代表二、北部場二）

d.

遴聘制度的問題：
「障礙者很辛苦，更何況還要成為代表，...如何把更嚴重的障礙者帶入委員

會，挑戰的是政府，他（政府）擺明，越省事越方便，都是選擇最方便。第一個
是挑戰政府，要如何讓最微弱的聲音變成最大的聲音。第二個要挑戰的是，反對
政府的人（指做倡議工作者）
。至於如何產生代表，代表不見得可以把聲音表達，…
政府要有決心拿出資源，讓這樣的聲音產生。遴聘是最大的問題，選舉就是競爭，
民主不見得可以把最微弱的聲音表達。…團體或機構代表有些時候是利益團體
（服務提供者、經營者）
，…球員兼裁判…代表應該有障礙者。」
（現任委員二、
北部場二）

e.

對制度的建議
「我們（洗腎）被丟在綜合類，…像罕病人少但不能忽略，都丟在綜合類，

很容易影響到少數的權利。…16 類比較好，把罕病分出來，比較不會影響他們
的權利。…組織代表性，是身心障礙者推代表，然後政府去選，…政府很難確實
找到有代表性的團體」（個人代表二、北部場二）
「身權委員可以兩任，做完兩任得換人…以心智障礙來說，很少有手機 …
臺北市的選舉，不管紙本或是 IP，對我們心智障礙都是有困難。直選的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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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因為會衝票。…都是家屬在當理監事，必須要有一兩席是障礙者…怎
樣會有代表性，直選和遴選都可以，卻是為障礙者去發聲，代表性也會有問題。」
（現任委員一、北部場二）
「我覺得監督跟協調是無法分開。代表性的看法，委員應該要保障個人身分，
沒有承接政府的團體，也要有保障名額，留給大家個別報名。….不管怎麼選都
有問題，第一個是我們把各個會議的逐字稿，公開出來。資訊要放在網路上讓大
家知道，想參加的人可以透過網絡了解這個。第二個我們要有罷免制度。我有兩
個結論，一：至少要有一個名額是留給沒有承接政府方案的團體或是個人，二：
會議開放參與、公開以凸顯哪些是好的代表。」（個人代表一、北部場二）
(4)
a.

中部場（台中、彰化、南投、雲林、身權小組前/現任委員）障礙者的意見：

代表性問題
「我們（脊髓損傷者）被歸類在第七類，對我們很傷，會被稀釋掉，我們可

能會選不上，…即便代表都足夠了，監督小組並不能達到實質的效果。」（脊髓
損傷二、中部）
「我們台灣現在的聾人有組織一個聯盟，都會去開會，其實如果說身心障礙
的代表，現在有一個聾人聯盟會議，可以從那邊去派選一位去參加委員，他是集
合全台灣協會跟聾人、聽障有關的單位，如果是以聾人來說團體推薦，他是代表
所有的聾人。」（聾一、中部）
「建議殘障者人數佔總人數的二分之一 …聾人，台灣應該分為北中南三區，
各代表一位參加，因為區域性不一樣，手語不一樣。」（聾二、中部）

b.

障別代表性
「明年要產生新的委員，會先發公文給各個身障團體 …只有兩個身障代表

是不夠的，像我要代表聾人的話會是不足的，…由團體推薦就可以。」（脊髓損
傷一、中部）

c.

制度
針對身權小組委員產生的制度，有參與者指出遴選與直選並行，前者針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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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者，後者開放給個人參選。因為有全國性組織，認為用此全國性組織來推薦
給政府是有代表性的。亦即，此與前述其他國家雷同，由全國性 DPOs（umbrella）
推薦或 DPOs 自己選代表參與。
「身心障礙者代表只有兩個，代表比例如果沒有改善，這些都是空談，只有
臺北市有達到這個比例，…我認為一定要達到二分之一以上，就是專家學者跟公
部門代表以外的要佔二分之一，當然身障者比例是越高越好。遴選制度我認為應
該開放部分直選和部分推薦，有些人其實是很有能力，但沒有參加團體，我們不
能剝奪他們參加的權利，…能被推薦應該是不差，由團體推薦的，就不要參加競
選投票了，如果本身沒有被團體推薦，他覺得有能力，就可以參加競選，其中的
比例可以再討論。」（脊髓損傷二、中部）
「我們 XX 縣現況是透過團體推薦，再由政府去做遴選，有個問題，XX 的
團體都在山線，海線的障礙者會缺乏個人參與。…第一個是出席率，不要選不出
席的人，團體代表是很不錯的方式，但缺陷是，裡面選出來的人不是有能力的人，
而是人際關係最好的人，這會導致他會聽從縣府的意見去做被動的決定，不是幫
我們做決定。」（輪椅使用者、中部）

d.

CRPD 第 33 條之監督功能
針對 CRPD 第 33 條監督，有參與者認為監察院發揮不了功能，即使在監察

院下成立小組亦同。也有參與者認為由身權小組監督即可。
「監察院都沒在發揮，何況再成立一個監督小組，沒有公權力，政府委員根
本不會鳥你。」（脊髓損傷一、中部）
「基本上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由身障者（自己發聲），比較好，專家和公部門
是希望站在輔導的角度…就直接由身權委員會來當監督小組。」（視、中部）

(5) 學者專家意見
南部場，沒有學者專家參與焦點團體，中部有兩位，北部第一場有兩位，第
二場有四位，臺北場兩場也有立委助理全程參與。

59

依據參與者之資料分析及概念化，摘述如下：

a.

代表性是重要的，直選是民主社會潮流
「身權法第 10 條包含協調和監督，..我以身障者來說的話，最重要是代表性

問題，為什麼沒有我們的參與，或許我們從這裡開始，監督機關如何產生都應該
著重代表性的問題，…希望有個標準程序。…我回應一下代表性和課責，民主政
治裡是一體兩面，應該要有罷免。政治學來說，選舉罷免法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資訊公開，我完全同意，制度上的設計，代表性和民主是不可避免的潮流。學者
專家還不可免，可以由身障團體來推薦，至於怎麼推薦，丟給身障團體去協調，
包含家長團體是否有聲音，不能由政府來遴選，這跟大學校長直選一樣。身心障
礙者比例要有多少，學者專家比例要有多少，可以細部再談。直選有意點類似立
法委員區域立委跟不分區立委。…怎麼選舉？民主政治，你不來投是你家的事情，
到定點投票或是 i-Voting，像是延長投票，還有候選人找不到選民的問題，可以
由政府來做負責，政府擁有所有身障者的通訊地址，透過政府把訊息傳給身心障
礙者，包括證件，在個資法裡面，不能把資料給候選人，政府可以做宣傳，技術
層面的問題，不難克服。民主絕對是個潮流，所以要直選；決策過程完全公開直
播，還要有會議記錄，事後可以罷免。」（學者二、北部場二）

b.

直選須考量的問題

「選舉一定不是這麼單純的事情，最難確認的是投票權，如要選一位視障，
要先確認所有視障人知道有這場選舉，有三位候選人來參與，視障投票本身就有
障礙，完全自主公平的來投票，選出完全沒爭議的代表，假設要有 16 個團體，
臺北市政府辦完 16 場選舉要多少時間？比其他選舉都來得複雜」
（學者一、北部
場一）
「我自己報名也是一種方式，有些身障者沒有去參與團體，或跟團體有勾結
衝突的時候，難以進去那個名單，如何去補救？直選，是一個方式，…從 IP 我
就可以看到它是用別人的帳號去登入，個人 IP 出現兩次，就是有作票。投票或
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只會有百分之五」（學者一、北部）
「選舉就不可能設有經驗者才能當候選人，這樣就限制素人參政，…你要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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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身心障礙者參與團體要撥經費讓障礙者更能參與團體，…數位落差會有很大的
問題，有些人沒有電腦…住在機構裡的身障者她們身分證不在手裡」（學者二、
北部場一）

c.

反對遴選制
「…由政府派基本上都不是最好的，基本上還是要有障礙者團體的共識，不

是被指定的」（學者二、中部）

「所謂的代表沒辦法代表我們的意見，政府設立電子信箱或臉書群組 5000
個聯署提案，決策機制要更靈活，…學者專家可以比較宏觀，要障礙團體推派，
不要遴選。…技術性的問題，或許可以找國內行政和政治學者再開一個會，他們
對技術性比較專業…把網路這個東西納進來，是未來趨勢。」（學者二、北部場
二）
「…民主的制度，從社會大眾參與做起，個人非常反對目前的遴選機制。…
經過內部自己的選舉..內部本身是障礙者…對事物和政策有透徹的認識，政府完
全沒有干涉的空間，這就是社會民主。…團體自行選舉選出各個不同層級的代表。」
（學者三、北部場二）
「怎樣讓制度可以公平和讓每個人有機會參加制定，如果鎖定在代表選出來
如何有代表性，滿困難的，參與機制比較重要。」（立委助理、北部場二）

d.

遴選與直選的問題，採中間方案
「選舉制有風險，如原住民朋友有 16 族，都有代表參加，如何選舉，選舉

是繁複的過程。…選舉恐怕有很多眉角。建議採中間的方案，推薦名單由團體本
身來推薦，每個障別推薦兩、三位，政府不能超越這個名單。…專家學者代表，
應該具有專業和專長，（障礙者、團體）把條件寫上去。…學者專家，由團體提
出名單，同樣政府只能從這個名單去選，…人數可以調整的，身心障礙者不能低
於 1/2，可是達到 2/3 也沒關係。」（學者一、北部場一）
「…如果遴選的名單是身心障礙者推薦是可行，我會給委員看…。」（立委
助理、北部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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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非直選、遴選的「代表性」
「…代表性的部分，有定期的再彙整意見，這就叫做代表性，不是我是身障

者就是有代表性，…直選還是推薦?用身障者的單位來推代表，再選代表，像美
國選舉，..以現在的運作方式，就算人出來了，很難有深入討論，限於會議時間，
有的主持人還會巴拉巴拉講了半個多小時」（學者一、中部）
「形成自己的聯盟，平常可以透過自己的會員大會，把意見蒐集整理出來，…
我自己也會支持障礙者要超過二分之一以上，…障礙者自己辦自己團體的聲音，
聲音透過他們自己內部慢慢形成，在反映到更大的決策機制。」
（學者二、中部）
「任何的委員會要提代表性有點難，委員名額永遠有限，…委員會組成之後
要如何運作，才能有多方意見，…權限，去決定議程，哪些事情要討論，那些不
要討論，在決定議程的時候，可以有公開徵求的程序，進入委員會被討論，i-Voting
是選哪些議題被討論，議題設定之後，顧及各障別的諮詢，不只限於被選進去代
表的人。…所有會議資料都應該是公開的，對身障社群負責，我想迴避代表性的
問題，在程序上尋求某種課責性。」（學者一、北部場二）

f.

目前身權委員會效果不彰，成立障礙者的專門委員會

「各縣市有身權公約委員會，但性質跟身權小組一樣，只是一個諮詢委員會，
並沒有調查權，..只是諮詢，在美國就成立一個障礙者專門的委員會，只有諮詢，
有重要的位置，可以影響政策，給予重要的角色的認定，跟提出來的意見可以跟
政府部門作對話，做追蹤和列管，可以有壓力，即使只是一個諮詢委員會。…以
目前身權委員會來講，最多開三個小時，臺北委員有 27 個人，三個小時除一除
一個委員可以講多少時間的話，行政會務報告很冗長。重點還是在會議本身的型
態是否真的讓委員充分的表達和溝通和參與。…我贊成所有障礙類別都有他的代
表，因為不同障礙差異太大，了解也很有限，...現在身權架構來講，他能發揮的
實質公用非常有限，…能不能跳脫身權會的思維，成立障礙者的專門委員會，組
成都是障礙者，好處他可以囊括所有障礙類別，…名額就是多。第二個好處，可
以針對特定議題，自己重要的議題，是草根長出來的，深入的討論，可促進彼此
更多對話，更多認識和共識的形成。」（學者一、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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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小組要思考的是，監督要有資訊和資料，沒有的話要如何監督？資訊
哪裡來？現在很多委員會，…監督只是空話，沒有蒐集意見的管道」（學者二、
中部）

g.

談身權法第 10 條和 CRPD 第 33 條是否分開談障礙者代表性？

針對 CRPD 第 33 條，參與學者的看法，認為障礙者參與公約執行之監督機
制，與身權法第 10 條談的障礙者代表性，兩者應該分開看。
「公約 33 條講的是監督機制，身權法第 10 條講的比較像是 CRPD 第 33 之
1 講的協調機制，不是用來監督的，…談各個縣市如何去組成，是 29 條（公共
政策參與）。不管是哪個決策都要有障礙者充分參與，把監督的參與和決策的參
與，分開來討論，公約裡是分開的。…公約 33 條有三段：協調、監督、身心障
礙者參與，身權法第 10 條的部分是對應公約的第一段 33 條之 2 的監督機制，是
要符合巴黎原則，國家是國家人權委員會或機關，在台灣講 33 條之 2，期待台
灣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再來討論身心障礙者如何參與監督，不可能由代表性去
產生。一般的委員會通常都是 8-11 人，要處理的事情包山包海，從身心障礙到
原住民，到性別，都要由這 11 個人去執行，其中如何有代表性，一般國家是說
11 位，如有一位身心障礙者成員，就了不起了，不可能用代表性。…有別於代
表性或獨立於代表性的課責機制，如何運作，可以讓它運作得更有課責性，讓他
更能被監督，有別於代表性的問題。…一方面是一定要有身障者，底下聘職員，
一定要有懂得身障的人或是身障本身，…處理議題的方式，一定要能廣泛身心障
礙者的參與。」（學者一、北部場二）

h.

成立身心障礙者人權委員會或在人權委員會下設身心障礙人權小組

「第 33 條要做三件事情，現在談的是後面的監督機制。我們要解決甚麼監
督機制？…設在監察院或設立獨立機制？…國家怎麼遴選委員？…日本的模式
不是國際標準的，…不管採甚麼樣監督機制、要用甚麼樣的模式，都要有身障者
的代表，這個代表的產生如何產生？是用選舉或遴選？或剛剛講的中間模式？…
優缺點是什麼？我們認為哪一種方式最能表達我們障礙者？」（學者一、北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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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還是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參與組織，先建立起來，每個單位有
不同的功能，不可能在人數上就具備完全代表性。代表性背後的產生機制，有沒
有一個討論的機制，比如說國家人權委員會要設立，可不可以設立身心障礙人權
小組，做某些特殊的處置代表性，可以再討論。」（學者四、北部場二）
「建議成立身心障礙者人權委員會作為獨立監督機制，…委員要如何產生，
是由政黨提名？還是行政院長提名？立法院通過任命嗎?」（學者二、北部場二）

i.

本研究要處理身權法第 10 條代表性或公約第 33 條監督機制參與的代表性？

「研究目的寫的是兩件事情，要探討各級政府裡面身權小組如何產生，第二
個看起來是監督機制，公民參與和監督機制看起來不太適合在一起，要先討論身
權小組的代表如何產生。」（學者三、北部場二）
「標案寫 33 條就先討論這個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意義是不一樣，協調機
制就必須有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跟監督機制不太一樣。」
（學者四、北部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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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節
茲針對四場焦點團體障礙者與專家學者之意見，整合之摘要如表 6：
表 6：焦點團體與會者之意見統整
場次與時間

參與者之意見統整



障礙者代表性議題。



現況：缺乏障礙者本人發聲、機構服務經營者代表缺乏正當性。



未來期待：不同障別代表參與、增加障別多樣性。



針對機制之期待：採直選制，並納入不同障別。



南部場次

南部場參與者皆為障礙者、且多為現任之身權小組委員，其意
見主要分為三部分：代表性、障別代表性及學者專家委員產
出，多數參與者喜歡直選制。

2018 年 9 月 10 日


關心專家學者若非來自熟悉自已障別者，或由障礙者選出，很
難理解障礙者的需求；同時也認為專家學者只佔一個缺不出
席，或覺得專家學者凌駕於障礙者之上。



就三個版本：臺北市目前的運作、陳曼麗立委於公聽會後提出
之草案版本、自立生活聯盟所提出之版本，南部的參與者比較
喜歡台灣自立生活聯盟之版本，因為強調是由障礙者直選，且
切割監護人，以及專家學者是由障礙者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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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臺北市第二屆身權小組採 i-Voting 之方式。



缺點：障別應採舊制 16 類、選舉制度不公平(如電腦 IP 灌
票)、事前與選舉期間未提供手語、點字、易讀等版本資料供
障礙者閱讀。



優點：直選勝過於遴選制，且多數與會者認為直選為以民為
本、民主社會進步的開始、納入不同障別(如智能障礙者、聽
障者、精障者) 。



針對未來身權小組/相關機制之建議：多數與會者贊同障礙者
比例應高於 51%、障別改成 16 類、障礙者與家長/監護人之

名額應明確切割、DPOs 與 NGOs 需區隔、專家學者應由障
礙者推薦。


其他建議：政府目前缺乏培力障礙團體(DPOs)，且障礙者要
組成 DPOs 亦較困難。



與會者認為臺北市新制委員產出之缺點：包括障別不應該
是八類，而是要 16 類；選舉過程不盡然公平，投票時的拉
票、電腦灌票；選上了不一定知道如何當委員，不一定知

北部一場次

道懂得溝通協調；選舉及投票過程中未提供手語版或點字

2018 年 9 月 19 日

版資料。優點為：直選還是比遴選好、希望未來慢慢進步；

同時智障者也可以進來為自己發聲，而非過去一直以來都
是家長為委員，由家長代為發言。因此針對臺北市的新制，
建議：選出之委員事先提供職前訓練；開會次數要增加，
甚或要有議題的小組會議；針對聽障者，定點實體投票比
i-Voting 適用。相較於遴選制，多數支持臺北市改為直選
制。


針對第 10 條條文修改，都認為有必要，多數贊成：身障者
過半以上、障別改為 16 類；身心障礙者和監護人應該切
割；DPOs 和 NGOs 應該切割、機構和團體要區隔、民代
不應該進來；專家學者當由障礙者推薦，甚或需有人權及

社會模式觀點之專家學者；以及改為三年一任等。至於是
直選或遴選，贊成先由障礙者自己選出或推薦出，再給主
管單位從障礙者推出的名單中圈選。基本上沒有參與者贊
成由主管單位的政府遴選，認為政府只會遴選他認為聽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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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議題：可採定點投票方式選取障礙者、贊成直選制度以
彰顯代表性意涵、須納入不同障礙者，確保考量不同障別之差
異性。



針對政府規劃：政府部門應規劃與資源提供(如手語版、點字
版、易讀版等資料)、會議應公開透明與直播，提供會議紀錄
公開於網站，以確保有足夠被監督，規劃罷免制度。



遴選制度之建議：應修改為直選，且障礙者應含括 16 類別、
家長無法替障礙者代言。



北部二場次



對現階段身權法第 10 條的意見，與會之障礙者質疑家長和學
者專家不見得瞭解障礙者，如何代表障礙者發聲。

2018 年 9 月 19 日



贊成直選者的意見，理由主要是：彰顯代表性的意涵，但如
何符合不同障別需求的宣導以提高投票率，有待加強。



參與者反對遴選制的理由：認為障礙者真正的聲音不會被聽
到，尤其最微弱以及「反對者」的聲音。



參與者針對身權小組的運作可歸納為三個：改成 16 類；會議
的過程及紀錄要公開透明，包括會議直播、會議記錄逐字稿
放在網站上，公開被檢視、監督；增加罷免制度；以及顧慮
心智障礙者及聽障者的獨特需求，如不用手機，不用
i-Voting，提供易讀版；委員的職前訓練等。



代表性問題：各障別應被納入，確保彼此差異性皆被看見。



針對遴選機制之修正與建議：增加障礙者名額、同時開放直選
與遴選、全國性團體可提供名單供政府單位遴選。



針對第 33 條監督小組之疑惑：監督小組是否有公權力、是否由
地方身權小組勝任為監督小組。

中部場次
2018 年 9 月 20 日



中部場參與者的意見歸納：代表性問題、障別代表性、小組產
生的制度及針對 CRPD 第 33 條的監督功能。



目前被歸在第七類者含括很多不同移動損傷者（含腦性麻痺、
成骨不全、肌肉萎縮、脊髓損傷等），擔心彼此差異性會被忽
略。另，聾人指出不同區域手語不同（如北部和南部手語不
同）、需求也不同。



多數參與者指出，現階段的身權小組障礙者較少，如只有 2
名，基本上不能代表其他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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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之意涵：直選之重要性、為民主社會之潮流。



建議：若無法直選，亦應由障礙者推派，專家學者或政府不能
干預、規劃罷免制度、會議公開直播且提供紀錄。



針對代表性議題，學者普遍贊成不應該由政府直接遴選，
在民主社會下，認為障礙者論及代表性，應該由障礙者內
部處理，政府不當干預。而直選也有選舉的問題，包括技

術性的問題，以及實質效能問題。除直選與遴選外，有學
者提出中間模式，亦即，由障礙者提出推薦名單，政府從
此推薦名單遴選，但不能超越障礙者的推薦名單。另有學
者指出，所謂代表性，並非指誰是被推「代表」的代表性，

專家學者

更重要的是議題如何產生，以及議題如何在會議中被處
理。也有與會學者指出，目前我國無論是身權法或公約的
身權小組，限於體制及操作問題，其實功能難以彰顯，建
議另設身權專門委員會。


針對本研究目的即在回應身權法第 10 條或是公約第 33
條，與會學者認為兩者應該分開處理。



公共行政學的學者指出，民主潮流，直選是必然趨勢，如
果是遴選，也當由障礙者推派，包括專家學者，政府完全
不能干預；民主社會還需包括有罷免制度；整個會議過程
要公開直播，會議記錄也須公開。



針對 CRPD 第 33 條，參與學者的看法，認為障礙者參與
公約執行之監督機制，與身權法第 10 條談的障礙者代表
性，兩者應該分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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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需求與合宜方式
依據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2018）
，針對 2016 年總統大選投
票之情形，
「有參與投票」者占 69.4%；未投票者之原因包含：
「無法外出」
（16%）、
「住在機構無法自由行動」
（7.3%）
、
「人在外地」
（2.0%）
、
「缺乏陪同人員」
（5.3%）
、
「身心狀況不佳」
（48%）
、
「沒有時間」
（4.2%）
、
「不知道投票所在哪」
（0.5%）、
「投票所沒有無障礙空間」
（1.2%）
、
「對政治沒有興趣」
（19.6%）
、
「沒有交通工
具前往投票」
（1.2%）
、
「無法抉擇投票對象」
（15.5%）
。因此，因為有障礙（CRPD
第 9 條）及無法獲得自由表達（CRPD 第 21 條），共計 95%。
回應 CRPD 第 9 條〈無障礙〉及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身心障礙者與一般公民有同等權利參與公共政策，如擔任身權小組委員，或是未
來參與 CRPD 第 33 條的執行與監測。針對障礙者在參與個別訪談與四場焦點團
體所提供的意見，分析如下：
（一）障礙者的意見
針對障礙者參與公共政策上，需要提供適宜的支持，以支持「無障礙」
（accessibility）參與，包括充分與自由表達及接近資訊，不同障別支持需求被重
視。茲依據與會者提供意見，分析如下：
1. 聽障者
「手語翻譯應該派兩位，一位專責翻譯，一位負責口譯。」（團體代表五、
南部）
「（目前身權小組委員的推薦制度）缺少翻譯的制度來告訴聽障者。」
（團體
代表二、北部場二）
「聽障朋友資訊蒐集都很有限，我看到肢障者居多（身權小組之委員），沒
有聽障，...我們沒有收到政府的消息，有委員會可以去參加都不曉得，有三分之
一以上的肢障、聽障、視障等，這樣分配是不公平的（容易造成都是肢障），…
希望政府可以聽到聽障者的需要，現在很多文件都沒有手語的版本，現場沒有提
供聽打服務，文播，有時候來開會，資訊的傳達不完整，好像跟沒開會一樣。」
（現任身權委員四、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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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舉辦會議的時候，如果找的翻譯不認識的話，會不太懂翻譯，希望找
自己熟悉的陪同者會比較好。…翻譯（坐）比較遠，聾人有沒有看懂，他們（手
譯員）也沒有理會，希望翻譯者可以是自己熟悉的人。」（聾一、中部）
「大型的活動發公文是不夠，希望有視頻（影片：因為手語是最主要的語
言）…有一些聾人不會用手機，如果提供給各協會，由他們去負責提供給個人，
是可以的。」（聾一、中部）
「覺得參加政府活動的時候，希望手語翻譯員同步秀在大螢幕上面，看得比
較清楚。」（聾二、中部）
「身權法裡面有規定說，手語翻譯員是交給政府指派，不能指定翻譯員。想
要讓聽障者可以自由表達，就要讓聽障者跟翻譯員有彼此的默契，有時候翻譯員
傳達的會縮水，沒辦法自由表達。這個規定應該要放寬。…有個聽障朋友去參選，
吃虧的是，為何一般候選人可以去了解民眾的意見，講理念，聽障候選人去申請
聽打員被拒絕。地方政府還有中選會，沒有好好對聽障者候選人的參政權益。」
（團體代表二、北部場二）
「80 幾%的身障者是跟團體沒有往來的，20%不到的團體，卻要決定身心障
礙者的事情，這是危險的，…有一個聽障在打官司，他說翻譯出了問題，讓他在
司法上的權益受損害。我肯定翻譯員就算是罵髒話也要翻出來，完整的翻出來，
在司法上只要有一字之差，就會差很大。」（現任委員二、北部場二）
2. 智障者
「如果可以發講義，易讀本。用圖片讓大家看一下。事先發放讓我們討論。」
（團體代表八、南部）
3. 視障者
「視障者在尋找資訊方面會比較辛苦，資訊太多，爆炸，…在開會前把它弄
成文字檔，直接弄個連結過來，我們去讀整內容，會更妥當。…基本上用文字最
妥當，語音每個人適應不一樣。…有文字檔就一覽無疑，直接寫在網頁上，傳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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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給我們，或傳檔案給我們。在網路上找，會有很多資訊，找不到重點在那裏，
因為我們在聽，很慢。」（視、中部）
4. 腦性麻痺者
「腦性麻痺的障礙者，有口語上的需求，會議上，需要口語協助，幫忙翻譯，
講話不太清楚，事實上有想法，但口語上很緩慢，會議會延誤到，大家對他的意
見不太清楚，事前會做功課，可以先寫重點表達。」（輪椅使用者、中部）
5. 針對移動或肢體障礙者或脊髓損傷者
「輪椅多的話，桌子要注意…，像今天的桌子，不能容膝」（團體代表十、
南部）
「脊髓損傷者，知識能力都比我們強很多，參加公共議題的時候，需要個人
助理，材料的協助、交通的協助、復康巴士要提前一個禮拜才能預訂，不一定訂
得到。公部門辦活動如果可以指派復康巴士接送才公平，如果會議時間很長可以
準備減壓床休息。」（肢一、中部）

6. 開會通知提早發文
「政府的開會通知都發得很臨時，明天要開會，前一天才會給通知。」（個
人代表一、北部場二）
「會開完才拿到公文，很生氣…官方的溝通方式彈性不夠。」
（個人代表二、
北部場二）
（二）專家學者意見

1.利用電視廣告作為障礙相關政策與活動宣導
「台灣民眾多數還是靠電視，關於身障重大政策請政府用廣告宣導，電視是
障礙者最可能接觸到的媒體，你為何不能做個電視廣告，讓身障者知道，密集播
出，這對維護身心障礙者的投票權利非常重要。」（學者二、北部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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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先提供會議或活動資料
「（事先提供相關資料）抗議簡報為什麼沒事先給我，…只能靠我們不斷的
抗議，..我從來不覺得台灣公民意識已經覺醒，…一遇到問題，身障者一定要講
出來。」（學者二、北部場二）
3. 建立 SOP：會議通知/會議資料/會議記錄提供（提前、形式）、現場協助、
會議進行形式
「在會議的通知、資料（提供形式）和紀錄、和現場協助，都要先了解個別
身障委員需要的型態，成為必要的 SOP，..會議的進行速度，不能那麼快，資料
需要不同的版本。」（學者一、中部）

4.考量不同障別需求
「溝通協助的部分，智能障礙者需要個別溝通的支持；聽障者需要聽打；有
的需要手語翻譯，但也需要個別協助溝通的部分，而且翻譯不一定要外派的。有
經費上的支持開會場所，考慮到各障別的多元需要，有的需要交通支持；視障的
部分，事前的會議資料和通知要有。」（學者一、中部）
「像會議的現場，講話溝通的方式，智能障礙者很難抓到我們的重點。有些
議題關乎某些障礙者的時候，時間調整要有共識，不然很多時候智能障礙者都需
要依賴家屬和專業人員，專業人員或家屬也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學者二、中
部）
（三）小結
茲針對前述參與本研究者（含障礙者本人及專家學者）提供之資料，摘要
如下：
1. 針對資訊接近：會前/活動前相關資料或公文，須提前提供。參與活動及
會議，包括身權小組委員的推薦或選舉投票，除其他宣導方式外，以電視
廣告方式宣導為主。
2. 針對充分自由表達：建立 SOP，包括會前資料提供時間點（提早）與形式
（多元滿足不同差異性之需求）、交通協助、支持人力（如智障者會前就
須支持者協助了解會議目的與進行）、場地、會場支持（輔具、人力支持）
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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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慮不同障別的支持需求差異性：
(1) 聽障者：需要聽打與手語翻譯協助。翻譯手語者，不能只有一位（一
位專責翻譯、一位負責口譯），且找誰擔任其翻譯者，應該彈性，包
括也開放可以找自己熟悉者。政府相關資訊應該要有手語版，包括身
權法與身權公約。另，各種與障礙者相關的活動資訊，都應該提供手
語版，而聽障者在參與活動過程中，也應該提供翻譯員，包括參與政
見發表或是自己是候選人。希望手語翻譯員同步秀在大螢幕上面。
(2) 智能障礙者：事先提供易讀版（如圖片）的資料，活動前、活動進行
時支持者的協助，會議進行可以放慢。
(3) 視障者：會議前提供文字檔的資料、交通協助、個人助理/支持員支持。
(4) 移動障礙者（肢體、使用輪椅者）：
(a) 活動會議前：交通協助，如復康巴士協助接送；
(b) 場地：考量輪椅需求及容膝與否；
(c) 會議進行：提供減壓床休息。
(5) 腦性麻痺者：提供翻譯者，包括提供個人助理的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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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機制之建議
（一）「代表性」議題
前述，探討四國針對 CRPD 第 33 條「國家實施與監測」，我國目前擔任協
調單位為衛生福利部，而監督單位目前尚未成立，若學習英、德、瑞的相關人權
單位，我國雖然有「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但此人權委員會的功能只擔任諮
詢角色，沒有調查權。而我國的監察院雖有調查權，但沒有處分權。因此，針對
我國是否成立獨立單位進行「監測」角色，在本研究暫不予以探討。
本研究僅針對 CRPD 第 33 條之 3，或身權法第 10 條的身權小組委員，如何
建立機制，以確保障礙者有充分「代表性」參與其中，以回應障礙者在公民社會
的充分參與「公共政策」（CRPD 第 29 條），並符合 CRPD 的基本原則「沒有我
們的參與，不要幫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前述探討簽署 CRPD 的四個國家，針對第 33 條的國家報告書，所謂障礙者的
「代表性」，整理如下：

1.

四國的「障礙者團體」是指由障礙者組成的團體，是 DPOs，而非 NGOs，
且不含我國所謂的機構，其是服務經營者。

2.

英國是由 DPOs 和其成立之 ODI 共事，其參與之 DPOs 多達 12 個。

3.

德國的共融諮詢委員會，障礙者為「多數」的考量，不同於目前我國的身權
小組，障礙者是少數。

4.

瑞典則為障礙運動者代表與政府代表進行溝通。

5.

日本的專家學者是由障礙者指派，進入政策委員會，作為代表性。
因此，基於上述四國經驗，以及前述國內目前版本（台北市直選新制、陳曼

麗立委修法版本31、劉建國立委修法版本32與台灣自立生活聯盟版本等）
、關鍵人
物的訪談與四場焦點團體的資料分析發現，我國針對障礙者的代表性，有必要釐
清的是，直選制度、遴選制，抑或採取第三種所謂由障礙者推薦之遴選制（中間
模式）
。茲分析三者優缺點如表 7。另外針對專家學者部分，提出遴選制與由障
礙者推薦之遴選制（中間模式），兩者優缺點如表 8。

31
32

本版本已於 2018.11.09 一讀通過
本版本已於 2018.11.09 一讀通過
74

表 7：身心障礙者「代表」產出三種選擇模式之優缺點分析
選擇模式

優點

缺點

備註

遴選制度

(1) 行政效率快速
(2) 運作成本低廉

(1) 違反 CRPD 對於障礙者積極
參 與 （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之精神
(2) 缺乏公民社會之理念（政府
干預，亦即政府決定誰能擔
任委員、被質疑政府只找自
己喜歡的人選）

意旨如目前眾多縣
市，由政府單位直接
遴選身權小組委員名
單

直選制度

(1) 回應公民社會（civil

(1) 須考量不同障別、需求的投 (1) 意 旨 由 身 心 障 礙

society）、民主社會及 CRPD

票方式（如 i-Voting、定點投
者自行投票選出
票等），也需考量數位落差、
該縣市/中央身權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之精神
資訊接近及城鄉差異等相關
小組委員之名單
(2) 可減少「代表性」之爭議
因素
(2) 臺 北 市 目 前 已 有
(3) 身心障礙者須對自己選出來 (2) 政府須做好宣導事宜，以增
直選電腦 i-Voting
的代表（委員）負責，並履
加直選投票、參選率
系統，且該系統可
行監督義務
(3) 直選制度過程較繁瑣，包括
共享
(4) 政府民主治國不被質疑，因
提名制度、政見發表及投票
此節省時間人力的耗損
等
(4) 耗時、耗人力、耗財力
中間模式
(1) 綜合上述優點－即回應公民 (1) 解決上述缺點
(1) 亦 指 由 障 礙 者 團
（由障礙者
社會、減少爭議、有效率
(2) 需考量未參與身心障礙者團 體（DPOs）推薦，各
選出代表提
體者無被推薦之管道
級政府遴選，但不可
供政府遴
(3) 開放個人直選制度過程較繁 超 越 障 礙 者 推 薦 名
選）
瑣（如上述直選制度缺點第 3 單。
點）
(2)開放個人（未參與
團體者）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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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專家學者代表障礙者發聲產出兩種選擇模式之優缺點分析
選擇模式

優點

缺點

備註

遴選制度

(1) 行政效率快速
(2) 運作成本低廉

(1) 可能為政府經常合作與接
觸政府方案之專家學者，
不一定是熟悉障礙者
(2) 會被質疑為「御用」專家
學者

意旨如目前眾多縣
市，由政府單位直接遴
選專家學者擔任身權
小組委員

中間模式

(1) 由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 (1) 專家學者可能並非每一障
者團體（DPOs）推薦熟悉
別都有涉略
該障別議題之專家學者， (2) 專家學者人數之安排恐有
能替該障別提供適切之建
議

爭議

（二）針對我國身權法第 10 條修改之共識意見
1. 針對焦點團體與關鍵人物訪談有共識之部分：
(1) 為執行本研究目的及落實 CRPD，建議身權法第 10 條及身權公約施行法
第 6 條，有修正之必要，因為違背身權公約的「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幫
我們做決定」的原則。
(2) 針對第 10 條所列「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代表」，應將其中的「或」拿掉，
獨立為「身心障礙者」。
(3) 身心障礙者人數應不得低於總委員人數（含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二分
之一或是三分之二。亦即多數為障礙者本人。
(4) 針對第 10 條所列「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應將「機構」與「團體」
兩者明確區分，且「團體」應強調為「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而非
指 NGOs。「機構」為提供服務之經營者，有「球員兼裁判」之爭議，是
否適宜擔任委員，須加以討論，如是否僅列席，而非擔任有投票權之委員
（如 ENIL 會員，如果不是障礙者，沒有投票權）。
(5) 無論中央或各縣市政府身權小組，其身心障礙者委員應考量各障別，且每
障別皆須有 1 席擔任委員。
(6) 針對第 10 條之性別比例，應將性別比例制定為「身心障礙者」之任一性
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而非當前是以全體委員（含政府與專家學者代
表）計之。

76

(7) 政府應針對身權小組之業務、執掌及相關訊息，包括委員推薦選舉，以不
同型式宣導（如手語版、易讀版、點字版），避免許多身心障礙者不了解
該小組之運作。
(8) 無論中央或各縣市政府身權小組，會議進行當時應公開透明，包括提供直
播、文播，讓非出席之身心障礙者及公民可參與，且會議後應將會議記錄
公開於政府網站，提供人民予以監督。
(9) 身權小組之組織章程應有罷免制度，針對不適任之委員亦行使監督之權。
(10) 無論中央或各縣市政府身權小組，皆應於網站上提供明確、可及之申訴管
道，以落實身權小組之任務。
(11) 身權委員的產生，亦當考量未參與團體之 80%的障礙者，無論是前述直選
或中間模式，都當提供個人參與機會，如保障名額；直選亦應開放個人參
選；若是中間模式，團體以推薦產出、提供政府遴選，而個人則以開放直
選產出。
(12) 選出之委員，應進行職前訓練、跨障別學習。
(13) 針對學者專家由障礙者推薦，再由主關機關遴選。

2. 針對焦點團體與關鍵人物訪談比較有爭議之部分，敘述如下：
(1) 針對委員參與者之障別考量，是指針對 ICF 新制八大類（如臺北市現制），
或針對舊制 16 類。如焦點團體參與者提到，若以臺北市第二屆身權小組
運作方式，其中綜合組亦將罕見疾病與不同器障者混合一起，造成器障或
罕病容易被稀釋掉。同時，聽障、視障與語障三者應明確區分。
(2) 障礙者比較傾向直選制，學者比較傾向中間制。

（三）本研究於試辦遴選機制前提出之初步建議：
1.

本研究收集目前中央及多數縣市政府皆採取「遴選制度」委員產出，組成中
央/縣市政府之相關身權小組，以及臺北市新制以 i-Voting 及定點投票之「直
選模式」
；本研究團隊建議採中間模式：亦即由各障別障礙者或團體（DPOs）
選舉出障礙者男女各 1 名，提供給各級政府，由主管政府單位遴選，而政府
之遴選不可超出此推薦名單。障別可開放到 8-12 障別（如英、德）。
本研究推薦「中間模式」理由如下：
(1) 如表 7 之分析，整合直選制與遴選制之優點，及解決兩者之缺點。
(2) 參考前述四個國家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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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障礙者多數偏好直選制，就可行性而言，直選制受到阻擾多，而本研究
案就研究經費及時程，也無法予以模擬。

2. 針對未參與團體者之個人參選機制，因本案經費與時程限制，本研究不予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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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辦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機制之紀錄與評估
（一）、試辦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機制之流程
依據目的四，本研究依據期中報告會議決議，採上述三種模式之中間模式試
辦（模擬）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機制，意旨「由身心障礙者組成之團體（DPOs）
推薦，再由中央/政府單位進行遴選，但不可超越身心障礙者團體所推薦之名單」
。
同時，依據期中報告會議決議：「研究團隊設計 3 種障礙類別的 DPOs 或身心障
礙者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機制，並於期末報告中分別呈現實際測試之效益」，
且研究團隊亦說明「考量時程及經費限制，本研究不處理個人直選之運作方式，
僅以身心障礙者團體推舉之名單，並以肢體/移動障礙、聽覺障礙與視覺障礙類
之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作為試辦對象，依序辦理三場次試辦機制之會議，
模擬產生身心障礙者代表。」惟考量若上述三種障別皆同時含括全國性團體與地
方性團體，經費與時間上恐有困難，故針對前述試辦三種障別試辦，分別以不同
方式進行：如邀請對象以全國性身心障礙者團體為主，地方性團體為輔，以實際
測試機制，未來運作之可行性，及提供修正與建議。
本研究強調身心障礙者本人參與，故依循 CRPD 第七號一般性建議針對身
心障礙者團體（DPOs）之定義：
「由身心障礙者領導、指導、和管理的團體。其
成員絕大多數（51%及以上），即指理監事、會員及幹部應從身心障礙者招募
（CRPD, 2018）」，篩選我國肢體/移動障礙、聽覺障礙與視覺障礙類之身心障礙
者團體（DPOs）
，並邀請上述三種障別 DPOs 之身心障礙者代表參與機制模擬會
議。其篩選及邀請步驟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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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中間模式」33機制試辦準備流程圖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 檢視全國性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清冊
• 透過內政部人民團體資料清冊查詢
•發現：中央單位未明確建立全國性/地方性身障團體/DPOs清冊
• 檢視地方性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清冊（地方性僅針對聽障與視障整理）
•發現：僅有少數地方政府公告地方性身障團體/DPOs清冊，且部分清冊許久未
更新，造成有些團體電話聯繫時為空號
• 檢視相關身心障礙者團體（聯盟形式）所整理之會員名單
•發現：僅少部分身心障礙者團體（聯盟）有提供完整會員名單
• 使用衛福部社家署提供之全國性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清冊
•備註：該份清冊非完整清冊，故部分團體由研究團隊經障礙社群網絡推薦之

• 依清冊分障別
•依據本研究，先挑出肢體/移動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三類別

• 上網查詢各團體資料
•初步排除會員僅由專業工作者、家長組成之團體（非DPOs）

• 受邀之DPOs團體名單對步驟四 （非DPOs）未被排除團體逐一致電確認

步驟五

• 詢問1：詢問會員組成比例是否50%以上為身心障礙者?（必要符合條件）
• 詢問2：團體組織幹部(如秘書長、理監事等)是否50%為身心障礙者?（必要符合條件）
• 詢問3：團體工作人員是否為身心障礙者?
• 詢問4：團體是否知道何謂DPOs、社會模式之意涵?

• 若符合詢問1及詢問2之標準，即被納入受邀對象參與機制模擬會議之DPOs團
體名單

研究團隊於完成上述步驟後，統整出全國性肢體/移動障礙類之身心障礙者
團體共計 12 個、聽覺障礙類之身心障礙者團體共計 3 個、視覺障礙類之身心障
礙者團體共計 9 個（詳細團體名單詳見表 8）。
舉辦機制模擬會前準備工作：會前聯繫、場地安排與人力支持規劃
研究團隊皆於會議時間前一個月即開始逐一致電、發信說明本研究計畫，邀
請各團體派代表（需為團體內較有決策力、深耕於團體內公共事務之障礙者）列
席參與，並以網路報名、Email 回信報名或電話報名等方式進行，且於報名時詢
問與會障礙者之支持需求（如手語翻譯、聽打服務、個人助理支持、遠程交通費

33

各障別推舉代表再由政府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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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等協助），並於確定相關支持服務之數量後，於會議進行前完成相關支持服
務申請，以確保與會障礙者於會議前、中及後皆能獲得充分支持。會議前一週內，
研究助理亦主動發送會議行前通知、會議資料，以提醒與會障礙者確切會議時間
與地點，並提供與會障礙者能於會議前事先閱讀相關資料，於會議進行中能有充
分時間予以討論。
表 9：篩選之全國性身心障礙者團體（DPO）34
肢體/移動障礙類
中華民國肌萎縮症病友協會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中華民國領航弱勢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
台灣無障礙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身心障礙者職業技藝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脊髓肌肉萎縮症病友協會
社團法人先天性成骨不全症關懷協會
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
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聽覺障礙類
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
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視覺障礙類
中華視障人福利協會
中華視障安養福利協會
中華視障經穴按摩推廣協會
中華視障聯盟
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
台灣視障慈善協會
34

部分團體雖有立案，但因本研究與資料蒐集過程中無法取得聯繫，故未納入本研究後續試辦機
制之受邀團體清冊；本研究建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未來須針對我國各障別之身心障礙者團
體建立名冊，並定期追蹤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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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盲人重建協會
中華民國視障愛心協會
中華視障路跑運動協會
1.

肢體/移動障礙類場次機制模擬過程
本場次針對肢體/移動障礙類場次機制模擬，受邀參與被提名作為障礙者代

表之 DPOs，只針對全國性之 DPOs 做模擬。依據表 9 共邀請 13 個全國性肢體/
移動障礙類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參與該場次之機制模擬，7 個團體婉拒參
與，理由包括人力不足、尋無合適人選參與、團體已原訂於會議當日有活動等因
素。實際參與本場次共有 5 名肢體/移動團體代表參與（含 3 名男性與 2 名女性，
詳見表 10）
，並有 1 名原同意參與之團體，因參與者臨時無法參加，且團體無法
找到替代人選而缺席。
表 10：肢體/移動障礙類場次地點、時間及參與之障礙者
肢體/移動障礙類場次
2019.01.13（週四）下午 14:00 至 16:00（地點：臺北婦女館大教室）
障礙情形

編號

性別

年齡

居住地

教育程度

工作情形

PM-01

男

49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七類/重度

PM-02

男

56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未填寫

第七類/重度

PM-03

女

39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PM-04

男

37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未就業

第七類/重度

PM-05

女

33

臺北市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七類/重度

（新制/程度）

第七類/重度
多重障礙者

機制模擬過程進行前，由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針對本研究已完成之資料
蒐集與分析結果作介紹，並邀請參與者依本研究目的與機制模擬做討論。討論題
綱內容：
A. 對於聯合國身權公約針對 DPOs（身心障礙者團體）的解釋，您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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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各級政府如何遴選肢體/移動障礙者有「代表性」之障礙者參與公共政策
（如身權委員會）的看法為何？
C. 對於此障礙者代表的遴選，是由各障別的 DPOs（身心障礙者團體）推派代表，
您的看法如何？遴選標準或條件為何？如何考量不同性別之遴選機制？
D. 您對於納入肢體/移動障礙者之兒少代表的看法為何？
E. 您認為政府單位如何促進肢體/移動障礙者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狀況？
F. 您的其他寶貴意見？
（1） 與會者針對遴選機制及代表產出的討論
茲針對模擬過程時，與會團體代表關注議題的討論，分別整理為四個子議題：
a.全國性團體與地方性團體代表性差異；b.考量性別因素；c.對於身心障礙者代
表的規範與期待；d.身心障礙者代表產出方式與過程。
分析摘述如下：
a. 全國性團體與地方性團體代表性差異：
參與者多數表示未來中央單位欲邀請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進入相關會議或
小組時，不應區隔全國性或地方性團體，而是應針對議題討論內容為前提作為設
想，且中央單位更應鼓勵全國性團體與地方性團體保持密切合作、資源網絡交流
等，並積極培力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發展，方能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於各
種面向之公共事務中。
「有些全國性團體但沒有全國性的內涵。…如果我們用公司概念來看的話，高
雄公司還要繳稅給台北，在 NPO 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若以全國性來推代表）我
覺得不合理，方式太簡化。」（肢體/移動類團體代表一）
「用縣市或全國來分代表性會有問題要遴選就是不分區域。如果政府要遴選委
員，你開個時間出來，請全國各地方團體，對這個議題有興趣，推代表出來。」
（肢體/移動類團體代表四）
「我的想法也是不分中央和地方，從地方團體到中央團體很困難。…用中央和
地方去切很奇怪，台灣那麼小，網路那麼方便，做的事情可以擴及很多縣市，了
解的內容也不亞於全國性團體。」（肢體/移動類團體代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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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是全國性團體還是地方性都行。…讓更多團體有交流，不管是發表還是
討論，對障礙團體來講是一很好看見不同需求的機會，…不管是要做連結還是整
理才有可能性。」（肢體/移動類團體代表五）
「如果委員會只限全國性的話，以台灣狀況非常困難，DPOs 要變全國性團體
很難，政府要積極性的支持，讓 DPOs 團體可以成長出來。」
（肢體/移動類團體
代表三）
同時，也有參與者考量中央層級小組委員名額有限，期待能透過地方政府與
中央單位合作與交流，讓障礙政策與相關議題在不同層級上落實。
「你中央部會名額有限，就盡量找全國的單位；比如說台北市的單位，就進入
台北市政府，由地方再轉到中央去，沒辦法名額就是這麼少，怎麼可能說全國的
有、地方的也有。」（肢體/移動類團體代表二）
b. 考量性別因素：
針對性別考量，全數參與者皆同意應納入不同性別之身心障礙者參與中央公
共事務，並透過不同性別之經驗現身說法、指出目前仍需改善之處。但也有參與
者擔憂，若屆時中央僅從男性或女性間選取 1 名障礙者擔任代表，仍有失原先應
納入不同性別參與的目標。
「假設衛福部發公函給我們要推衛福部身權小組的委員，推一男一女去了之後，
衛福部只選一個…，還是要透過衛福部篩選的話，還是沒有意義。」
（肢體/移動
類團體代表二）
c. 對於身心障礙者代表的規範與期待
討論過程中，許多參與者亦針對誰有代表性擔任身心障礙者代表，給予許多
建議，如欲擔任代表者應附上相關資料（如過往障礙相關活動的參與經驗、對於
障礙議題之想法等），且非代表者應從旁監督該名代表是否落實代表之職責。
「障礙者不一定會有障礙意識，…組織要附（欲推薦）代表的履歷，這位代表
參與過甚麼行動，參與過甚麼會議，講出具體的東西，讓大家看這位代表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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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代表性。…我們必須要為我們推出的代表負責，而且代表要寫自傳，寫對
障礙者有甚麼想法，希望未來障礙者可以得到甚麼生活，根據 CRPD 有目標有
行動。」（肢體/移動類團體代表四）
「我們推出的代表給衛服部之後，應該就不要有異議了，不然沒什麼意義。」
（肢體/移動類團體代表二）
「我們把代表推出來，當代表推出來時，也就是說對我們團體是有代表性的，
政府就應該不要有異議的，直接就要錄取。」（肢體/移動類團體代表四）
d. 身心障礙者代表產出方式與過程：
針對前述討論，參與者表示因眾多團體並非互相熟悉，且對於各團體所推舉
之代表未來之規劃等亦皆須有所了解，故期待各團體於進行投票之前應由中央單
位舉辦政見發表會（外縣市者可由中央單位補貼交通費與人力協助費用），邀請
各團體代表針對未來擔任該障別之代表時，期待落實之責任與方向。同時，若參
與政見發表會者屆時有疑問時，亦可即時透過詢問候選人獲得答案。此外，舉辦
實體政見發表會，亦能促成各團體間互相認識、交流之機會。
（2） 代表遴選的實際模擬
因考量性別之因素，參與者皆建議應由各團體持有 2 票來投給認為合適之人
選（投票不限性別）
，並由最高票之男性身心障礙者與女性障礙者取得代表資格。
倘若屆時出現同性別有同票數之情況，可再由同票數之候選人，重新再一輪進行
投票，每團體有 1 票投給認為合適之人選，以確保該障別於各性別選出 1 名代表。
針對投票方式，參與者指出可由中央單位抉擇是否由通訊投票（如該團體於
選票上需蓋上團體立案章以示證明）或由團體至單一或多個實體投票地點進行投
票，以確保選舉之公平性與便利性。
因此，針對本場次上述之討論後，依以下流程進行肢體/移動障礙類身心障
礙者團體代表之機制模擬，其流程規劃如圖 7。其中登記參選之候選人的資格為：
各肢體/移動障礙類 DPOs 所推派出代表，且候選人登記時需準備之資料包括：
個人簡歷（如過往障礙相關活動的參與經驗、對於障礙議題之想法）、自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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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投票者了解候選人之政見。
本場次亦於會議結束前實際模擬投票過程，並記錄候選人得票狀況。
PM01（男性）：得票數 0 票
PM02（男性）：得票數 0 票
PM03（女性）：得票數 3 票 → 取得代表資格
PM04（男性）：得票數 3 票 → 取得代表資格
PM05（女性）：得票數 2 票
圖 7：肢體/移動障礙類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產出之機制模擬流程規劃
中央單位公告肢體/移動障礙團體(DPOs)推舉代表
（應於兩個月前發文、公告）

開放登記（時程至少兩個月）

舉辦政見發表會
（應於登記截止後一個月內舉辦）

進行投票；每團體共有 2 票
（應於政見發政見發表會表會後兩週內舉辦）

通訊投票

實體投票

產出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
1 名男性、1 名女性
備註：候選人登記參選須提供之資料：個人簡歷及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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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聽覺障礙類場次機制模擬過程
本場次就聽覺障礙類的模擬，針對受邀參與的團體，有別於肢體障礙者之前

次模擬，亦即不只限於邀請全國性團體，理由有二：肢體障礙者的模擬時，與會
者期待不要只限於全國性團體；另考量全國性聽覺障礙團體數量較少（如表 8〈篩
選之全國性身心障礙者團體〉）。
本場次合併邀請全國性與地方性聽覺障礙團體，故本場次除原先篩選出 3
個全國性團體外，亦透過地方縣市政府提供之身心障礙團體清冊、網路檢索等方
式，並依圖 8〈機制試辦準備流程圖〉之方式逐一確認是否符合為身心障礙者團
體（DPOs）之認定。詳細受邀名單詳見表 11（共計 13 個）。
表 11：聽覺障礙類身心障礙者團體受邀名單
聽覺障礙類全國性身心障礙者團體
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
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聽覺障礙類地方性身心障礙者團體
新北市聾啞福利協進會
桃園市聾啞福利協進會
台中市聾人協會
南投縣聾啞福利協進會
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
高雄市啟聰協進會
高雄市聾人協會
高雄市多重殘障協會
宜蘭縣聾啞福利協進會
花蓮縣聽障協進會
研究團隊經確認受邀名單後，於會議日前一個月以郵寄紙本邀請函與發送
Email 電子邀請函之方式，逐一聯繫受邀團體。共有 4 個團體婉拒參與，理由包
括會議當天已有安排活動或人力調動上無法配合，故最後實際參與者共來自 9
個團體，詳細參與者個人基本資料請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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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聽覺障礙類（含聾人/手語使用者與聽障/聽打使用或讀唇者）場次地點、
時間及參與之障礙者
聽覺障礙類場次
2019.02.25（週一）下午 14:00 至 16:00（地點：臺北大學民生校區教學大樓 6F 之 19）
編號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工作情形

HD-1

女

45

大學以上畢業

有

HD-2

男

49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HD-3

女

31

大學以上畢業

有

HD-4

男

38

國（初）中畢業

未填寫

障礙情形
（新制/程度）
第二類/重度（聽障）
第二類及第三類/
極重度（聾人）
第二類/重度（聾人）
第二類及第三類/
極重度（聾人）
新制未填寫

HD-5

女

未填寫 高中職及專科未畢業

無

舊制填寫聽覺機能障礙者/
重度（聽障）
新制未填寫

HD-6

男

57

小學畢業

有

舊制填寫多重障礙者（聾
啞）/極重度（聾人）

HD-7

女

41

高中職及專科未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聾人）
新制未填寫

HD-8

男

57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舊制填寫多重障礙者（聾
啞）/極重度（聾人）

HD-9

男

40

大學以上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聾人）

機制模擬過程進行前，由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針對本研究已完成之資料
蒐集與分析結果作介紹，並邀請參與者依本研究目的與機制模擬做討論。討論題
綱內容：
A. 對於聯合國身權公約針對 DPOs（身心障礙者團體）的解釋，您的看法如何？
B. 對於各級政府如何遴選聽覺障礙者有「代表性」之障礙者參與公共政策（如
身權委員會）的看法為何？
C. 對於此障礙者代表的遴選，是由各障別的 DPOs（身心障礙者團體）推派代表，
您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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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 DPOs 有資格？人數？區域平衡（一定要全國代表嗎？）
- 遴選標準或條件為何？
- 如何考量不同性別之遴選機制？整體性別 1/3 如何處理?
D. 您對於納入聽覺障礙者之兒少代表的看法為何？
E. 您認為政府單位如何促進聽覺障礙者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狀況？
F. 您的其他寶貴意見？
（1） 與會者針對遴選機制及代表產出的討論
針對模擬過程時，與會團體代表關注議題的討論，分別整理為五個子議題：
a.全國性團體與地方性團體代表性差異；b.對於身心障礙者代表的規範與期待；
c.聾人團體與聽障團體代表之差異；d.身心障礙者代表產出方式與過程；e.針對
聽覺障礙兒少參與公共事務之建議。
分析摘述如下：
a.

全國性團體與地方性團體代表性差異
針對聽障者推舉代表，主要差異在於聾人（使用手語）與聽障者（使用助聽

器或讀唇）意見的差異。出席模擬之聾人團體代表較為傾向支持由「台灣聾人聯
盟」代表，而聽障者團體的出席代表則不支持此意見。

a-1.贊成由聯盟作為代表
部分參與者提到，目前各地聾人團體已組成「台灣聾人聯盟」，並在內政部
立案過程中，故部分參與者認為台灣聾人聯盟可作為各地聾人團體之窗口，並作
為中央層級之代表，未來亦可由台灣聾人聯盟發布消息或蒐集各地聾人團體之建
議。針對聽障團體部分，亦有組成「中華民國聽障聯盟」，可作為中央層級未來
可優先以聯盟形式之團體做為邀請。
「現在已經有全國性的台灣聾人聯盟，可以從聯盟中選，大家其實都在裡面
擔任理監事或監事等。」（聽障團體代表二，聾人）
「如果透過聯盟的方式，聯盟必須派一個去代表開會，開會的結果，如果每
個地方協會都加入聯盟，聯盟收到的任何訊息回覆，再通知每個地方協會代表，
地方協會代表負責吸收統籌，再往上報告這樣會比較好一點。」（聽障團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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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聾人）
a-2. 不贊成由聯盟作為代表
聯盟形式雖可蒐集到不同地方性團體會員所整理之建議與資訊，相較於召集
各地團體代表至同一地點舉辦會議更為經濟實惠。惟限制在於未參與聯盟之地方
會員，即無法及時得知由聯盟所發布之訊息，導致資訊無法傳遞至每一個身心障
礙者團體當中。
「所有人都要知道，不是只有你們聯盟知道，那我們其他人（指未加入聯盟
之聽障者）都邊緣化、不知道」（聽障團體代表一，聽障）
「全國所有的聽障團體，全部找出來，由這些人一起共同推出，這樣可能會
比較好一點，真的有些人沒有加入聯盟。」（聽障團體代表一，聽障）
「因為 CRPD 就是要資訊平權，你沒有加入（聯盟）的話，只是沒加入而已，
為什麼不能夠參與會議」（聽障團體代表一，聽障）

b.

對於身心障礙者代表的規範與期待
針對聽障團體對於「代表性」之看法，許多參與者提到「身心障礙者代表」

需熟稔 CRPD 與相關身心障礙政策、法規，以有助於該名代表在未來參與會議
時，能依法、透過法規的精神來落實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也避免身心障礙者代表
有離題之狀況。
「…這個代表本身要對身權公約很熟悉，參與會議比較可以節省時間，可以
培訓代表了解 CRPD，而不會說在談論上造成有些離題的現象」（聽障團體代表
九，聾人）
「一定要了解 CRPD 這些法律，事實上要了解，經過閱讀花點時間研究，
應該是蠻容易的…。」（聽障團體代表一，聽障）
惟熟悉法條、理解 CRPD 的重要性外，政府單位亦須回歸到 CRPD 第 9 條
〈無障礙〉及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進用資訊〉之意涵，提供適切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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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聽覺障礙者接收相關訊息，如手語版本之 CRPD 說明、手語版本之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等支持，方能有效落實資訊平權與資訊傳播可及性。
「全台聽障朋友其實對於 CRPD 多數都不知道，…大概是兩年前， OOO 去
CRPD 審查會議中抗議，那時才引起關注，不然那事件之前，全台聾人其實對於
CRPD 都不太知道，那時候大家才趕快去看一下相關資訊，最後才知道這個東西，
才大概有概念…。」（聽障團體代表二，聾人）
「因為聽障聽不見，很多消息都是漏接的，如果用那種信件來寄發，包括為
什麼我們要選身權小組代表，簡單扼要用一封信稍微說明，寄給所有全國聽障人
士，這樣我們可能本來不知道的就變知道了。…最基本所有聽障者都應該資訊平
權，現在在做什麼事，大家都要知道，我們聽障要知道…至於他要不要參與，各
自自己會斟酌。」（聽障團體代表一，聽障）

c.

聾人團體與聽障團體代表之差異
針對聽覺障礙類別之團體發展狀況，長期以來即有不同社群之建立，並各自

對「障礙的主體認同」有不同的詮釋（本研究不深入探討此議題，可參考相關文
獻3536，惟本研究強調身心障礙者團體為會員 51%及以上為身心障礙者之團體，
故以家長或專業工作人員為主之團體不列入討論）。而在本場次之機制模擬會議
中，針對「聾人」或「聽障者」亦有不同看法。
c-1. 認為聾人和聽障者不應該區分，但聲暉則是父母團體
部分與會者認為聾人與聽障者不應刻意區分，應以綜融方式納入代表：
「以聾人聯盟做代表，可是我們也都有跟 WFD 世界聾人聯盟那個一樣，他
們成員裡面也是有聽障者、聾人，那我們台灣像聲暉，他們由爸媽成立理事長，
很少是聾人身分」（聽障團體代表九，聾人）

35陸萳洲（2010）
。尊重聾文化的觀點。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網址：

http://www.cnad.org.tw/ap/news_view.aspx?bid=45&sn=5fa80f08-f334-4560-95d3-23bf343d5c89
36小猴（2015）
。
【資訊】重聽、啟聰、聽障人、聾人、聲暉、雅文協會之差別。小猴兒的世界，網址：
https://ponder7.wordpress.com/2015/05/09/%E3%80%90%E8%B3%87%E8%A8%8A%E3%80%91%E9%87%8
D%E8%81%BD%E3%80%81%E5%95%9F%E8%81%B0%E3%80%81%E8%81%BD%E9%9A%9C%E4%BA
%BA%E3%80%81%E8%81%BE%E4%BA%BA%E3%80%81%E8%81%B2%E6%9A%89%E3%80%81%E9%
9B%85%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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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跟聾人，其實都是聽力不好，吸收訊息一樣慢。」
（聽障團體代表一，
聽障）
「不管是聽障或聾人等，其實各個議題，我們覺得大家都可以一起。」（聽
障團體代表二，聾人）
c-2. 認為聾人和聽人是有所差別：聾人接收資訊比聽障者更弱勢
部分與會者強調聾人與聽障者之差異仍舊存在，特別是在訊息接受程度上容
易因文化或語言而有所不同：
「聾人使用手語部分較多，資訊吸收會比較落後，必須透過手語圖像視覺化
表達來呈現。聽障的話，可能在求學過程受一般教育，在吸收資訊上會比聾人來
得好一點，所以聽障可能就是網路有一些什麼相關法規看一看都會馬上知道說這
個法規在規範什麼，聾人就不一定。聾人要有翻譯員、要有一些視覺化或圖像化
來協助，會比較清楚，聾人跟聽障如果要選一個，聾人會比較弱勢，聽障可能就
是可能看到法規、可能看到什麼，可以馬上做出決定，聾人的話可能還要經過翻
譯員，再來去思考，才做最後回覆」（聽障團體代表三，聾人）
「聾人和聽障口語者混在一起會亂，譬如說我們聾人，對文字理解會比較弱，
聽障者他們對文字理解比較強，變成說他們在爭取上什麼，就會排擠到我們聾人
權利…。聾人做代表，因為他會直接用手語跟我們溝通說明，讓我們了解這些資
訊，…像我之前在 OO 協會跟聽障者溝通上很困難」（聽障團體代表八，聾人）

d.

身心障礙者代表產出方式與過程
針對身心障礙者代表產出之方式，除上述較有爭議以「聯盟形式」選取外，

部分參與者亦期待能透過團體聚集後，以直選方式選出屬於聽覺障礙類之身心障
礙者代表，且多數參與者亦表示所選出之代表身分為個人，而非直選團體。另外，
與會者們亦同意，受邀團體應為 CRPD 所界定之身心障礙者團體。
「投票團體是一定要有，那個 50%以上身心障礙者本身的。」（聽障團代表九，
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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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針對聽覺障礙兒少參與公共事務之建議
本場次亦針對聽覺障礙兒少參與公共事務有所討論，許多與會者皆同意兒少

參與之重要性，以落實自我人權由自我發聲的意涵。同時，除了引入兒少之聲音
外，如何培力兒少障礙者理解公共事務，亦為重要之發展與規劃。
「因為這個部分（指權益）從兒童到老的階段都有影響，每個階段都有人權，
都應該要納入，因為這關於到人權。…可以以聯盟的方式去蒐集，就有點像轉介、
轉告資訊，詢問各方（聽障兒少），再提到中央會議中去提議。」（聽障團體代
表九，聾人）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系列的規劃，兒童跟青少年另外有一個培訓管道等，小
朋友 16 歲以後，才納進來，小朋友階段另外一個，針對學校或其他的，另外一
個機制去運作。」（聽障團體代表七，聾人）
「可以在邀請啟聰學校裡面，相關的聾人的學生代表出席，會比較有意義。…
因為聲暉是聽障的小朋友，但可能來講話可能都是小朋友的爸爸媽媽來代表…。」
（聽障團體代表三，聾人）
「建議可以找雅文基金會，還有婦聯聽障聯盟這兩個地方，他們專門就是幫
忙正常家長，怎麼樣去帶聽障小孩跟聾小孩。」（聽障團體代表一，聽障）
（2） 代表遴選的實際模擬
考量性別之因素，與會者同意每個人可投舉 2 票（不限性別），並票選男女
各 1 名之代表作為未來中央或地方政府遴選時之選項。因此，針對本場次上述之
討論後，依以下流程進行聽覺障礙類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之機制模擬，並記錄候
選人得票狀況。
HD-1（女性）：得票數 3 票
HD-2（男性）：得票數 2 票
HD-3（女性）：得票數 5 票→ 取得代表資格
HD-4（男性）：得票數 0 票
HD-5（女性）：得票數 0 票
HD-6（男性）：得票數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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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7（女性）：得票數 0 票
HD-8（男性）：得票數 0 票
HD-9（男性）：得票數 7 票→ 取得代表資格
圖 8：聽覺障礙類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產出之機制模擬流程與規劃

中央單位公告聽覺障礙團體(DPOs)推舉代
表

區分聾人團體與聽障團體

合併聾人團體與聽障團體

邀請所有聽障 DPO 參與會議
投票人了解候選人名單

現場進行投票；每團體共有 2 票

產出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
1 名男性、1 名女性

備註：候選之代表者的條件為必須熟悉 CRPD、相關政策與法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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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覺障礙類場次機制模擬過程
針對視覺障礙團體代表產出機制的模擬，有別於前述之肢體（只針對全國性

DPOs）及聽障（含全國及地方 DPOs），乃採綜合方式，亦即全國性全部邀請，
地方性團體則隨機邀請，理由：期待提供更多元的模擬方式，供政府參考；避免
受限於全國性團體多數侷限於台北市或北區，而忽略其他偏鄉障礙者的聲音；視
障地方性團體很多，限於經費，以區域作為隨機選取，但北區排除雙北市，以避
免和全國性團體（集中雙北市）有所重疊。
除參考表 9〈篩選之全國性身心障礙者團體〉內之視覺障礙類團體，亦透過
部分地方縣市政府提供之身心障礙者團體清冊、網路檢索、參考部份聯盟形式之
視障團體所提供之會員名單等，並依照圖 6〈機制試辦準備流程圖〉之方式逐一
確認是否符合為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之認定，最後總共篩選出 9 個全國性
團體與 30 個地方性團體，詳見表 13。
表 13：研究團隊整理之視覺障礙類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名單
中華視障人福利協會
中華視障安養福利協會
中華視障經穴按摩推廣協會
中華視障聯盟
全國性

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37
台灣視障慈善協會
台灣盲人重建協會
中華民國視障愛心協會
中華視障路跑運動協會
台灣盲人協會

基隆市

基隆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新北市

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台北市

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台北市

台北市視障生活品質福利促進會

宜蘭縣

宜蘭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宜蘭縣

宜蘭縣盲人按摩協會

為全國性聯盟形式團體，下列地方性團體標註*，表示為該全國性團體之會員；詳細會員名單
可參考該團體網站：http://taiwanblind-ncc.org.tw/page/about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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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

新竹市

新竹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新竹市

新竹市視障成長協會

新竹縣

新竹縣視障福利協進會*

新竹縣

新竹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苗栗縣

苗栗縣視覺障礙者福利協進會*

苗栗縣

苗栗縣盲友愛心協進會

台中市

台中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台中市

台中市視覺障礙福利協進會*

台中市

台中市啟明重建福利協會

彰化縣

彰化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南投縣

南投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雲林縣

雲林縣視障重建福利協進會*

嘉義市

嘉義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嘉義縣

嘉義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台南市

台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台南市

台南市佑明視障協進會

高雄市

高雄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高雄市

高雄市新盲人福利協進會*

高雄市

高雄市視障關懷發展協會

屏東縣

屏東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澎湖縣

澎湖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花蓮縣

花蓮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台東縣

台東縣盲人福利協進會*

如同前述，考量經費與會議執行效率，除邀請 9 個全國性視覺障礙團體參與
外，針對地方性視覺障礙類團體，依下列步驟分區抽取 1 名團體代表參與會議，
以確保納入不同區域之意見：

1.

表 13 之地方性視覺障礙類團體，依縣市分六區（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
投、雲嘉南、高屏澎、花東）。

2.

考量全國性團體已多為雙北市之團體，故北區（北北基宜）排除雙北市之地
方性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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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量部分地方性團體已加入總會性團體（如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本場
次以邀請全國聯盟性團體為優先，故也排除已加入聯盟之地方性視覺障礙類
團體；惟花東區僅有 2 個已加入聯盟之地方性視覺障礙類團體，故本場次考
量區域平衡，仍納入為本次會議邀請名單。

4.

依上述步驟篩選出六區之地方性團體，並於各區隨機抽取 1 個地方性視覺障
礙類團體參與本場次機制模擬會議。

表 14：受邀請之視覺障礙類身心障礙者（DPOs）名單：
全國性

中華視障人福利協會

全國性

中華視障安養福利協會

全國性

中華視障經穴按摩推廣協會

全國性

中華視障聯盟

全國性

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

全國性

台灣視障慈善協會

全國性

台灣盲人重建協會

全國性

中華民國視障愛心協會

全國性

中華視障路跑運動協會

宜蘭縣

宜蘭縣盲人按摩協會（北北基宜區）

新竹市

新竹市視障成長協會（桃竹苗區）

台中市

台中市啟明重建福利協會（中彰投區）

台南市

台南市佑明視障協進會（雲嘉南區）

高雄市

高雄市視障關懷發展協會（高屏澎區）

花蓮縣

花蓮縣盲人福利協進會38（花東區）

研究團隊經確認受邀名單後，於會議日前一個月以電話再次聯繫，告知邀請
會議事宜，並以郵寄紙本邀請函、發送 Email 電子邀請函之方式逐一詳細說明會
議內容。同時，本場次考量視覺障礙者參與會議需有人力支持協助，故本場次提
供個人助理費用補助，供每位參與者可有 1 名陪同者於參與會議過程中提供支持。
惟 1 個團體無法聯繫上、7 個團體回電婉拒，理由包括：會議當天已有相關活動，
或經團體內部討論後未有幹部有意願參與，故最後實際參與本場次機制模擬會議
之與會者，共來自 7 個視覺障礙者團體，詳細參與者個人基本資料請見表 15。

38

惟該團體於邀請時，皆未成功聯繫；後調整為邀請台東縣盲人福利協進會，亦未成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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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視覺障礙類場次地點、時間及參與障礙者
視覺障礙類場次
2019.03.22（週五）下午 14:00 至 16:00（地點：臺北大學民生校區教學大樓 6F 之 19）
障礙情形

編號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工作情形

VD-1

男

55

大學以上畢業

未填寫

第二類/重度

VD-2

男

58

國（初）中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

VD-3

男

未填寫

第二類/重度

VD-4

男

43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

VD-5

男

68

高中職及專科畢業

有

第二類/重度

VD-6

男

44

國（初）中畢業

有

VD-7

女

48

大學以上畢業

有

未填寫 高中職及專科未畢業

（新制/程度）

新制未填寫
舊制填寫視覺障礙者/重度
第二類/重度

機制模擬過程進行前，由計畫主持人針對本研究已完成之資料蒐集與分析結
果作介紹，並邀請參與者依本研究目的與機制模擬做討論。討論題綱內容：

A.

對於聯合國身權公約針對 DPOs(身心障礙者團體)的解釋，您的看法如何？

B.

對於各級政府如何遴選視覺障礙者有「代表性」之障礙者參與公共政策(如
身權委員會)的看法為何？

C.

對於此障礙者代表的遴選，是由各障別的 DPOs(身心障礙者團體)推派代表，
您的看法如何？
- 哪些 DPOs 有資格？人數？區域平衡(一定要全國代表嗎？)
- 遴選標準或條件為何？
- 如何考量不同性別之遴選機制？整體性別 1/3 如何處理?

D.

您對於納入視覺障礙者之兒少代表的看法為何？

E.

您認為政府單位如何促進視覺障礙者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狀況？
- 所推舉之代表，未來如何有效蒐集各團體之意見？

F.

您其他寶貴意見？

（1） 與會者針對遴選機制及代表產出的討論
茲針對模擬過程時，與會團體代表關注議題的討論，分別整理為四個子議題：
a.對於身心障礙者代表的規範與期待；b.推舉制、選舉制，抑或兩種形式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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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區域性或不分區代表性差異代表之性別因素；d. 代表之性別因素；e.未來身心
障礙者代表之職責與任務。
分析摘述如下：
a.

對於身心障礙者代表的規範與期待
a-1. 代表之候選人條件：了解視障者需求、替視障者發聲、不怕得罪政府
視覺障礙團體對於「代表性」之看法，許多參與者皆提出該名代表需實際了

解視障者之需求，並願意站出來替視障者發聲、不怕與政府單位抗爭之角色，方
能有效回應與為視障者發聲。
「要深入了解視障朋友的需求，考量（視障者）需要的是什麼。…（目前代
表遴選方式）大部分都是政府相關體系，說一句不好聽的，他們根本都不懂什
麼。…（代表）一定要對視障朋友整個需求，能夠了解，這才是重點。今天選出
來，（代表）沒有辦法把我們聲音發出去沒有用。」（視障團體代表六）
「了解（視障者）需求在什麼地方，這樣才對，不是說專家聚集、專家就最
厲害，講難聽的就出一個風頭，賺一個錢而已，不是真正對身障來做事情」（視
障團體代表五）
「既然要出來當這個代表的人，有的要當好人，比較不適合，可以收集資料
後，為全體視障而發聲，不要怕說我講出來會得罪人、怕要拿到什麼案子會受到
影響。」（視障團體代表二）
「最重要的是這個代表，有沒有真正的有心，很多人愛做，做了代表他不一
定是有心，第二個要敢得罪人，你今天要跟政府爭取任何的條件、福利或申請立
委代表幫我們講話，一定會得罪人。」（視障團體代表四）
a-2. 代表之候選人條件：曾擔任或現任視障者團體的理監事、理事長
亦有參與者提到，對公共事務有興趣也是身為代表的需求之一，並可由各團
體之幹部（如總幹事、理事長、秘書長或理監事等職）或是曾擔任過相關委員會
之委員者來勝任代表一職，確保代表對於公共事務能夠深入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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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會出來當理監事，都是他有一個特性。要當過委員，如果要推選，
這樣都是門檻」（視障團體代表一）
「比較活躍的，他才比較想要出來參與公共事務，像我比較內向，我就不會
想要參加公共事務，活潑不是問題，是一個必然選項之一」（視障團體代表三）

b.

推舉制、選舉制，抑或兩種形式合併
針對視障團體代表產出之過程，許多與會者也提出各自看法，如推舉制或

選舉制，抑或是兩種形式合併討論，並各自提出不同制度之優缺點。最後大家同
意，候選人可以採推選或自願性產出，接著由候選人發表政見，再以匿名投票產
出「代表」。
「推選還是選舉？要先說清楚，假如推選的話，大家可以被代表；選舉的話，
就是看人脈，很明確的分別，也是代表性出來的一個難題，譬如說 OOO 是我的
好朋友，他很有能力，而且看事情很有深度，可是他的人脈就不夠。」（視障團
體代表三）
「推派的就有一個狀況，可能這個人並不是大家熟悉的人，假如說是推派我
好了，雖然我很會講話，但是你們都不認識我，就會有一種可能沒有辦法信服的
狀態。」（視障團體代表七）
「先一個政見發表會，大家說說看，讓在場的聽聽看哪一個比較適合。推舉
的話，是不是大家都有一致性，那選舉一定很明白要算票。」
（視障團體代表三）

c.

區域性或不分區代表性差異
c-1.視障團體的聯盟缺代表性：非涵括所有之視障團體
本研究針對視覺障礙類團體清查後，共計整理出 9 個全國性視障團體（DPOs）

與 30 個地方性視障團體（DPOs）。其中全國性視障團體亦包含聯盟、全國總會
（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等形式，故本場次討論代表之區域性或全國性議題時，
部分與會者提到目前之全國性團體或聯盟並非含括所有視障團體，故難以直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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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選取代表：
「OO（指某一個全國性團體）目前有 68 個團體會員，是以各縣市的相關團
體為基本會員，只要專業性的協會，也可以申請成為他們的會員，那另外 OO（指
某一個全國性團體）是局限於在六都以外的縣市協會。這個兩個當然 90%雷同的，
後來有些是增加自營人士參加，基本上，這兩個聯盟的屬性，幾乎 90%重疊的」
（視障團體代表三）
「不一定每個縣市（的協會或團體）都會有加入聯盟型團體，具我所知像剛
才在講 OO（指某一個全國性團體）
，他有特定團體，沒有包括一些另外的組織，
所以說這個也是有限…。…如果不是聯盟性團體的會員，會變成遺漏掉，會有這
種問題。」（視障團體代表六）
c-2. 期待由各區的團體產出「代表」：南北差距太大
此外，部分與會者也提到，各區域/縣市之背景與資源不同，故期待能由各
區產生代表，以保障不同區域之差異性：
「東西南北民族風俗不一樣，所求不一樣。」（視障團體代表三）
「南北的差距，東部的差距是有的」（視障團體代表一）
「台灣有分東西南北中，比如這樣來講，建議一區一個」
（視障團體代表六）
惟討論後期，多數與會者認同需考量不同障別亦有代表，實無法同一障別含
括過多代表，故與會者們同意邀請各視覺障礙團體（DPOs）共同選出 1 至 2 名
代表。

d.

代表之性別因素
針對性別因素，該場次之與會者多認為由男性或女性擔任代表皆可，重要

是該名代表能否回應到全體視障者所期待的需求，並能落實擔任代表之義務。本
場次之參與者共 7 名，僅有 1 名為女性，會中討論性別差異之不同需求，最後針
對 1 名女性保障名額，與會者也沒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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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女性是都可以，只要能夠替視障朋友發聲，就可以當我們的代表」
（視
障團體代表六）

e.

推舉制、選舉制，抑或兩種形式合併
e-1.候選人要先做功課：了解相關政策、法規，提出未來如何有效蒐集相關
視障者需求與意見的方式
針對未來身心障礙者代表之職責與任務，與會者提到在選舉之前，應該要

先做足功課，包含了解相關政策、法規，以及針對未來如何有效蒐集相關視障者
之需求與意見，並將自身的規劃與想法陳述給其他團體了解。
「不管是地方或全國性的，先發表政見，各協會、各單位，推派出來有興趣（指
公共事務）的人出來競選，他一定要做足功課、發表政見，我們才由這些團體，
去票選我們心目中，可以出來代表我們講話的，這樣會是更好的，他收集的功課
就很重要了」（視障團體代表七）
「選舉之前，要先參選登記，只要有心要為視障朋友來發聲、有心要為視障
朋友來打拼，要怎麼做都要大致了解。」（視障團體代表六）
e-2. 未來代表選出時，政府應提供相關資源與經費，以支持此代表者收集各
方的意見和需求
另外，針對未來代表收集各方資料（需求和意見）所需要之資源，與會者也
提到經費補助的部分，其認為政府應提供適當的經費支持，方能使代表有效收集
相關意見；除此之外，代表亦須要精益求精，做足準備、參與相關會議，累積自
身對於公共事務之實務經驗，以利擔任代表時能予以發揮。
「請問當選為代表後，有沒有研究費可以使用？這個是一個前提，因為你假
如當選，你有研究費使用，你才能成為有效收集意見的一個代表。」（視障團體
代表三）
「政府都有場勘委員、無障礙委員，現在政府陸陸續續都有這種設置，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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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沒有發揮，假如那個區塊我們發揮了，我們做出一些口碑，加上有機會能
夠代表全國去中央，這樣才有實務經驗。…一個全國性的會議，不是我們去講兩
句話就好了，必須要有理論，或是有很深的經驗，還有很深的談話技巧，才能夠
在全國性發聲」。」（視障團體代表三）
（2） 代表遴選的實際模擬
因此，本場次上述討論後，依以下流程進行視覺障礙類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
之機制模擬，並記錄候選人得票狀況（如圖 9）。

a.

步驟一：中央單位邀請全台各視覺障礙類團體（DPOs）出席參與會議，並
事前說明會議目的，並請有意願擔任代表之團體人選準備自身政見。

b.

步驟二：請各視覺障礙類團體（DPOs）推舉候選人代表，或由有意願成為
候選人自我推薦。

c.

步驟三：發表個人政見，包含說明未來如何有效蒐集各團體之意見、如何為
視障者發聲等。

d.

步驟四：代表候選人供在場與會者提問與質詢。

e.

步驟五：進行投票，一人兩票。

f.

步驟六：選出 1 至 2 名視障代表。
本場次亦於會議結束前實際模擬投票過程，並記錄候選人得票狀況。

VD-1（男性）→ 經自薦後參與選舉→ 得票數 1 票
VD-2（男性）：未參與選舉
VD-3（男性）：未參與選舉
VD-4（男性）→ 經自薦後參與選舉→ 得票數 4 票→ 取得代表資格
VD-5（男性）：未參與選舉
VD-6（男性）→ 經推舉後參與選舉→ 得票數 3 票
VD-7（女性）→ 經推舉後參與選舉→ 得票數 5 票→ 取得代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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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視覺障礙類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產出之機制模擬流程規劃
中央單位公告視覺障礙團體(DPOs)推舉代表

邀請所有視覺障礙團體出席參與推舉會議

由各視覺障礙類團體推舉為候選人

自我推薦為候選人

通訊投票

政見發表
(包含說明政見、未來蒐集意見之方式、開放答詢)

進行投票；每團體共有 2 票

產出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
1 名男性、1 名女性

備註：候選之代表者的條件－了解相關政策、法規，提出未來如何有效蒐集相關視障者需求與
意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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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茲針對前述參與本研究者提供之資料，摘要如下：
1.

針對身心障礙者團體之遴選，三場次參與者皆表示，應以 CRPD 針對身心
障礙者團體（DPOs）之定義，採會員與幹部須 51%及以上為身心障礙者。

2.

三場次參與者皆表示，未來中央層級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時，應同時納入
全國性與地方性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避免地方性身心障礙者團體未
加入全國性團體；另，全國性團體多設置於北部區域（如臺北市、新北市），
較難推論到全台各縣市與區域，且無法顧及地方性與城鄉差距。

3.

針對是否由聯盟作為代表（如國外採 umbrella 為案例），僅有聾人團體支
持，其餘皆不贊成，包括使用助聽器及讀唇語之聽障者團體也不贊成。主
要原因是不一定每一個地方性團體皆為加入聯盟。

4.

針對性別議題，多數參與者皆同意應考量不同性別之差異，故以各障別推
舉出男性與女性之障礙者供中央單位遴選。

5.

針對身心障礙者代表（候選人）被推舉或自願擔任未來代表之條件，如下：
(1) 須現（曾）任身心障礙者團體之幹部，如理監事、理事長、秘書長等，
以確保對於公共事務有興趣及有經驗者。
(2) 須熟悉 CRPD 與我國相關身心障礙相關法規者。
(3) 須提出自身代表政見，及未來如何廣泛、有效蒐集相關團體需求與意
見者。
(4) 推舉或自願之代表候選人須有一個登記參選的過程，包括登記參選時
要繳交履歷（指擔任團體幹部之經驗或參與相關障礙權益倡議的經
驗），及自傳（指對 CRPD、身權法的熟悉狀況，及如何廣泛收集相
關意見之政見）。

6.

針對被選出來之身心障礙者代表，中央政府應提供適切經費與資源（如英
國），供此身心障礙者代表有效蒐集不同團體之意見。

7.

至於有關全國性與地方性團體比例為何，以及地方性團體之代表，是以各
縣市各區域各選 1 名代表（如本研究針對視障者），以及地方性代表如何
產出，是由團體產出或由障礙者直選產出等議題，則有待未來相關研究進
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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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身心障礙團體選舉該障別（如肢體/移動障礙類、聽覺障礙類、視覺障礙
類）代表參與中央政府身障相關公共政策之「障礙者代表」產出流程
中央單位公告肢體/移動障礙類、聽覺障礙類、視覺障礙
類全國性及地方性團體（DPO）推舉（自薦）代表
（應於兩個月前發公文、公告）*

全國性團體
個別推舉候選人

區域性團體個別推舉候選人
（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
雲嘉南、高屏離島、花東區）

地方性團體個別推舉
（如地方性團體數量少時）

候選人登記
（繳交履歷、自傳）
（時程至少兩個月）

公告候選人政見*

網路政見發表會*

實體政見發表會*

通訊投票*

實體投票*

每團體共 2 票

產出兩名代表
（男性與女性各 1 名）

*：相關程序，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舉之代表，有效與充分地參與
政治及公共身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選舉、被選舉與參與公共事務之權利及機會（CRPD 第 29 條第 a 款）
（含手語、易讀、點字等版本，確保廣納不同障礙者之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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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英國、德國、瑞典與日本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與決策之機制/策略
針對研究目的一，本研究依據不同社會福利模型蒐集英國、德國、瑞典與日
本對於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意見表達及參與決策之機制或策略。
依據四國針對 CRPD 第 29 條國家報告書的回應，發現：
1.

各國政府重視身心障礙者應有平等的權益、落實 CRPD 之精神。

2.

各國政府針對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上提供相關資源挹注，包括財力、
適切資訊傳遞方式，如：

(1)

提撥相關預算（如差旅費）支持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

(2)

支持障礙者參與相關組織及網絡，含括建立自己的組織;

(3)

針對偏遠地區者提供視聽傳輸與科技運用。

針對 CRPD 第 33 條，依據上述四個國家報告書之回應，發現：
1.

四個國家「協調」和「監督」分立。

2.

「協調」主要為現有中央政府部門負責，如我國衛生福利部，而英國則
新成立 ODI（障礙事務部），但都會與障礙者共事；
「監督」主要為三個國家（英、德、瑞）為該國負責人權之相關單位；

3.

日本則為其日本障礙基本法成立之「政策委員會」負責，政策委員會的
委員則由障礙者指派學者專家及專責人員。

針對 CRPD 第 33 條之 3「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應涉入充分參與監測程序」，
發現：
1. 四國的障礙者擔任「諮詢」角色，如英國特別成立「中央身障委員會」
（UKPPC），德國成立「共融諮詢委員會」，日本成立「政策委員會」。
2. 針對障礙者的代表性，四國針對所謂的障礙團體，皆指 D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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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性的產出機制各國有差異：英國邀請 12 個障礙團體（DPOs），德國
為多數障礙者，瑞典為障礙者運動代表，日本由障礙者指派相關學者專家
方式參與。
（二）我國現有公民參與機制中，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現況

1.

公民活動參與
依據政府相關調查資料與相關文獻，發現我國障礙者僅有 2.5%參與相關障

礙團體，而政治社會參與（4%至 13%）相較於我國一般公民（30%）低很多，
也比英國障礙者公民活動參與（55%）低很多。

2.

相關公民參與的資料及參與公民活動資源支持
蒐集我國 CRPD 國家報告書、相關文獻及相關網站，發現：
(1) 我國目前針對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未有相關數據及提供任何資源。
(2) 障礙者參與各種公部門召開之公共政策會議時，目前差旅費的補助是依
據一般受邀參與者，一視同仁的交通費補助與出席費，但尚未特別針對
障礙者之需求（如個人助理人力或復康巴士）提供差旅費，也未擴及障
礙者參與其他非政府舉辦的公共政策或社會參與。
(3) 尚未有任何支持機制鼓勵障礙者成為民代的候選人或參與國際組織。
(4) 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樣貌與現況，我國目前尚未有相關統計資料，包括
障礙者成為中央或地方的民代等相關數字等。

3.

相關委員會參與現況
針對我國身心障礙者參與政府會議，本研究分析中央/各縣市身權委員資料，

發現：
(1) 身心障礙者參與比例為 0%至 18.6%，亦即沒有任何身權委員是障礙者本
人，最多為 2 人，一直到晚近出現 6 人。相較於聯合國 CRPD 之委員會
95%為身心障礙者本人參與，比例低很多。
(2) 身權委員會或 CRPD 相關之委員會委員為障礙者本人者，以肢體障礙者
為最多，次為視障者、精障者，而聽障者一直到晚近才有，智障者目前只
有臺北市身權委員會才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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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不同區域、障礙與性別之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需求與合宜方式
針對研究目的三，本研究舉辦四場次焦點團體蒐集身心障礙者對於參與公共
事務之合宜方式與需求，發現：須考量不同障礙者支持需求之差異性：
1. 會議/活動前提供合適之資訊發布（如點字版本、手語版本及易讀版本
等）。
2. 場地符合參與者之需求（如輪椅需求、容膝需求或減壓床等）。
3. 人力支持協助（如個人助理、遠程交通費補助等）。

（四）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機制

1.

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機制建議：中間模式
針對研究目的四，本研究提出三種版本推舉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方式，包括

(1) 遴選制度：由政府單位遴選之遴選制度；(2) 直選制度：由全體身心障礙者
投票之直選制度；(3) 中間模式：由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推薦之各障別 1
至 2 名代表（男女各 1 名），再由各級政府遴選之中間模式。三種機制優缺點分
析，詳見表 6 之分析（pp.72 ）。
依據前述三種模式優缺點之分析，本研究建議採中間模式（取遴選與直選
之優點及解決兩者之缺點）
：亦指由障礙者團體（DPOs）推薦，各級政府遴選，
但不可超越障礙者推薦名單。也開放個人（未參與團體者）直選。

2.

中間模式制度的模擬：肢體障礙、聽障、視障代表產出模擬
經過與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討論後，本研究案期中報告審查會之決議，

以中間模式實際針對 3 種不同障別（肢體/移動障礙類、聽覺障礙類及視覺障礙
類）進行機制模擬。
（五）政府支持身心障礙公民平等機會參與公共政策之機制及相關建議
回應研究目的五，亦即，三場次針對肢體障礙、聽障（包括聾人及聽障）及
視障者 DPOs 模擬及會議中的討論，針對未來中央政府採中間模式選舉及遴選代
表機制的共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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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時，應考量有全國性經驗之身心障礙者團體
（DPOs）。

2.

針對身心障礙者團體之遴選，應以 CRPD 針對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
之定義，該團體之會員與幹部須 51%及以上為身心障礙者。

3.

應考量不同性別之差異，各障別推舉出男性與女性之障礙者各 1 名，供
各級政府遴選。

4.

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條件，如下：
(1) 須現（曾）任身心障礙者團體之幹部，如理監事、理事長、秘書長
等，以確保對於公共事務有興趣及有經驗。
(2) 須熟悉 CRPD 與我國相關身心障礙相關法規。
(3) 須提出自身成為代表之政見及未來如何廣泛、有效蒐集相關團體之
意見。

5.

針對受推舉之身心障礙者代表，中央政府應提供適切經費與資源（如英
國），供身心障礙者代表能有效蒐集不同團體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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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政策建議
本研究政策建議分為以下之面向：
（一） 如何促進及支持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與決策
前述本研究發現，相較英國障礙者有 55%，至少參與一項公民活動，我國障
礙者政治社會參與（最多 13.3%）相較於我國一般公民低很多（30%）。我國政
府如何從制度面/政策面支持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與決策，以回應 CRPD 第
29 條。本研究提供以下相關建議：

1.

鼓勵身心障礙者透過團體來參與公共事務。

2.

挹注相關資源，支持障礙者建立自己的組織，如創立身心障礙者團體
（DPOs）；如同國外針對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有一定的政府經費預
算補助及支持。

3.

建立我國障礙者成立的團體（DPOs）名冊，包括相關統計資料，未來亦
須持續追蹤、更新。

4.

障礙者參與各種公共政策會議時，能依據障礙者的獨特需求（如個助或
交通相關）提供差旅費（如瑞典）。

5.

支持鼓勵障礙者成為中央或地方民代的候選人或參與國際組織，包括提
供相關資源，如交通、輔具、人力支持、經費等（如德國）。

6.

建立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樣貌與現況相關統計資料。

7.

針對偏遠地區身心障礙者提供視聽傳輸與科技運用。

（二）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我國各項與身心障礙者有關之委員會
依據本研究檢視我國各級政府依據身權法第 10 條而成立之身權小組，除臺
北市外，障礙者本人參與此小組，介於 0%至 18%；而當前我國針對 CRPD 第
33 條而成立的「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障礙者本人參與，為 4 名（佔
16%）
，且與衛福部身權小組委員重疊，又，障礙者委員多來自全國性聯合團體，
且這些團體不一定為 CRPD 定義之 D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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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研究建議：
1.

除依據身權法成立之身權小組，各級政府針對障礙者相關之各種委員會
39

，以及 CRPD 第第 33 條主責 CRPD 執行的協調，都應該要有障礙者本

人參與，且障礙者之參與人數，應該要佔全體委員會比例的二分之一以
上（如德國），以落實 CRPD 強調的「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幫我們做
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2.

為符合 CRPD 規範，促使障礙者參與公共政策，落實「沒有我們的參與，
不要幫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針對我國身權法第
10 條，有修法必要。無論是前述陳曼麗立委（遴選制）、劉建國立委、
自立生活聯盟（直選制）的版本，「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獨立
為「身心障礙者代表」，以確保及保障應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實際參
與公共事務40：
(1) 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比例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且強調身心障礙者團體之定義與過往身心障礙團體（NGOs，組成不
一定是障礙者本人；
(2) 障礙者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3) 專家、學者代表應為熟悉身心障礙人權者，同時由障礙者及 DPOs
推舉；
(4) 針對智能障礙者或精神障礙者，需針對障礙者之個別差異提供個人
助理之支持服務（如事前說明會議內容、會議過程中從旁協助、鼓
勵障礙者發言等）；
(5) 同時家長、NGOs 及機構代表，應與身心障礙者及 DPOs 切割。

（三）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需求與合宜方式
考量身心障礙者的差異及多元需求，政府針對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需求與
合宜方式，建議相關措施如下：

39

如身心障礙者就業政策諮詢委員會、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身心障礙文化

參與推動小組、身心障礙者權益促進小組、無障礙設施勘檢小組、無障礙空間推動小組、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諮詢審查小組、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等相關與身心障礙議題相關之委員會。
40

以上針對身權法第 10 條修法建議，也通用其他障礙者相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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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接近：宣導方式外，以電視廣告方式宣導為主。

2.

會前/活動前相關資料或公文，要提前提供，並確認受文者有收到資訊。

3.

充分自由表達權益：建立 SOP，包括會前資料提供時間點與形式、交通
協助、支持人力（如智障者會前就須支持者協助了解）、場地、會場支
持（輔具、人力支持）等考量。

4.

考慮不同障別的支持需求差異性：
(1) 聽障者：聽打與手語翻譯協助。翻譯手語者，不能只有一位（一位專
責翻譯、一位負責口譯），且找誰擔任其翻譯者，應該彈性，開放可
以找自己熟悉者。政府相關資訊有手語版（包括身權法、身權公約、
各種與障礙者相關的活動資訊）。聽障者參與活動過程中，提供翻譯
員，包括參與政見發表或是自己是候選人。手語翻譯員同步秀在大螢
幕上面。
(2) 智能障礙者：事先提供易讀版（如圖片式）的資料，且活動前及活動
進行時支持者的協助，會議進行時亦可以放慢說話之速度，以確保智
能障礙者能理解會議內容。
(3) 視障者：會議前提供文字檔的資料、點字版本文件、交通協助、個人
助理/支持員支持。
(4) 移動障礙者（肢體、使用輪椅者）：
(a) 活動會議前：交通協助，如復康協助接送；
(b) 場地：考量輪椅需求及容膝與否；
(c) 會議進行：提供減壓床休息。
(5) 腦性麻痺者：提供翻譯者，包括提供個人助理的陪同。

（四）遴選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機制其他相關建議
如同前述，本研究針對身心障礙者「代表」產出機制，建議採介於直選與遴
選之中間模式，並且是由全國性及地方性的身心障礙者團體（DPOs）
，推舉候選
人，抑或自願者參選登記，選出男女各 1 名，政府再從選出之名單遴選代表。而
此機制的運作，除了前述建議，依據障礙者的差異性，政府提供接近性、無障礙
資訊、溝通、交通外，相關資源在平時就必須挹注。對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為回應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CRPD 對身心障礙者團體的定義
是 DPOs（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s 或 Organisations of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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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簡稱為 DPOs），與國內所謂民間團體（即多數非由障礙者本人
成立的團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NGOs）或 organisations for disabled people）的差異，有待政府宣導。
2.

針對 CRPD 的宣導，包括公民參與，政府應提供點字版、手語版、易讀
版等資料，供身心障礙者理解 CRPD 及障礙權利；同時，政府應規劃相
關促參方案，提供身心障礙者團體申請，並研擬合適之方案，以利宣導
與推廣 CRPD。

3.

政府應該致力於培力各障別的 DPOs，包括經費補助、足夠人力及資源，
鼓勵 DPOs 的發展與運作，並提供資源協助建立國內外之網絡。

4.

聾人（手語使用者）與聽障（讀唇/助聽器使用者）兩者有所差異，未來
遴選「代表」時，必要做區隔，無法各ㄧ時，建議採輪流制。

5.

中央相關委員會，有別於傳統只選全國性，因為地方性團體不一定會參
加全國性，且全國性多位在臺北市或北區，無法推論到各縣市；需顧及
地方性及城鄉差異的不同意見與需求。

6.

本研究以介入研究典範作為本研究執行的架構，亦即，旨在發展障礙者
「代表性」機制，共有五個步驟：(1) 收集及整合資料；(2) 發展機制；
(3) 進行模擬與評估；(4) 再修改以機制建立；(5) 推廣供各級政府相關
委員會選舉/遴選障礙者代表的參考。建議此機制未來可再針對不同障別
進行模擬、修改後推廣使用，含各級地方政府與障礙相關之委員會，以
落實障礙者充分參與公共政策，落實 CRPD 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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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 資料收集的限制
1. 如同前述，國內無論是各級政府或身心障礙者相關團體與個人，並不了解
CRPD 對身障團體的定義為 DPOs，包括沒有聽過。同時目前我國無論是
中央或地方政府，沒有明確身心障礙團體的清冊，更談不上是 DPOs 的名
冊。本研究經由各級政府網站搜尋身障團體，也依據 CRPD 的 DPOs 定義，
逐一確認，以邀請 DPOs 來參加焦點團體。但仍然有以下之困難：(1)沒有
登錄在相關網站之 DPOs 恐怕被遺漏；(2)有資料，但找不到相關連絡人，
且團體可以能已經解散；(3)婉拒出席參與。因此，本研究的發現不能推
論到那些未被發現、未接受邀請參與本研究之 DPOs。

2. 由於本研究團隊僅為「委外單位」，未有實質行政權或公權力可逐一清查
相關團體細節與資訊，故僅透過網路資料、部分縣市政府於府內網站所提
供之相關清冊作為資料蒐集；未來實有賴中央、各地方政府協助盤點與清
查，並期待由更多身心障礙者團體提供資源、資訊，且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針對我國各障別之身心障礙者團體建立名冊，並定期追蹤與更新。
3. 本研究針對「代表」產出中間模式的模擬，只針對三個障礙類別，無法推
論到其他障礙類別，如精神障礙、智能障礙及其他障別。
4. 本研究限於時間及經費，沒有處理兒童青少年的「代表」如何產出，以及
也無法深入探討文化差異族群「代表性」的議題，如原住民或新住民等。
5. 本研究「代表性」機制發展與機制模擬，受邀對象不同，因此，對第一階
段的機制產出過程不了解，會變成是在討論機制的產出。
6. 本研究邀請參與機制模擬焦點團體之障礙者，是經由身心障礙團體（DPOs）
而邀請，因此出席者應該是代表團體發言。然而，本研究的焦點團體的訪
談大綱，使用「你」，而非「貴團體」。因此可能導致參與焦點團體的障
礙者，究竟是代表團體發言抑或其個人立場發言的爭議性。
7. 本研究針對不同福利制度國家（英國、德國、瑞典及日本）收集其身心障
礙者代表擔任身心障礙權益相關小組之情形，因時間及經費考量，如本計
畫書所提，以相關文件分析為資料方法，如資料來自四國之 CRPD 國家報
告書。因此，我們無法收集到四國類似我國身權小組或其他與障礙者相關
的委員會，究竟障礙者的代表是如何產出，包括幾種障別、如何從地方推
舉或直選出來、在委員會中障礙者比例（性別）為何，以及四國產出的相
異處為何，本研究無法從四國的 CRPD 國家報告書中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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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研究針對東部及離島區域，雖然有以深度訪談個別障礙者及政府人員，
以及邀請一名花蓮的障礙團體代表參與焦點團體，但未在當地（東部及離
島）辦理焦點團體。
（二） 其他研究執行時之困難
1.

研究過程中，研究團隊面臨最大的困難是：我們是要處理身權法第 10 條
的代表性，或是要處理身權公約第 33 條之 3，障礙者參與監督的代表性。
如與會專家學者所述，這兩者是不同的，不應混為一談。

2.

研究過程中，研究團隊聯繫時雖以書面資料及口頭仔細說明研究緣由，及
會議目的內容，但發現許多身心障礙團體認為本研究議題太艱深、困難，
因此直接予以拒絕，或有不少障礙者不了解 CRPD，包括即使來參加焦點
團體者。

3.

如同前述，多數障礙者不了解 CRPD，包括與會參與者，導致對於 CRPD
第 33 條與我國身權法第 10 條之混淆。

4.

各縣市手語翻譯服務狀況不一致，如焦點團體高雄場次會議時間長達 2 小
時，但僅配置 1 名手語翻譯員。

5.

於焦點團體運作時，遇聾人團體表示不願意接受該縣市手語翻譯窗口所指
派之手語翻譯員，其認為手語翻譯員的手勢若不熟悉，即會不了解意思，
其堅持使用陪自己來參加焦點團體的社工，因為彼此熟悉與信任。導致損
及使用者權利，而被找來之翻譯員被拒絕的尷尬場面。

（三） 未來研究建議
1.

為顧及各地方的特殊性與城鄉差距問題，本研究建議中央政府與障礙者相
關委員會的委員，針對障礙者及其團體（DPOs），不應該只限於全國性
團體，而也須有地方性團體的代表。然而全國性團體與地方性團體所占的
比重為何？包括各縣市或各區域以 1 位委員作為代表是否足夠？如何決
定各縣市委員數量？建議未來有相關研究予以探討。

2.

障礙者代表擔任委員會之委員時，為兼顧委員性別比例，如前述本研究建
議，各障別推舉時推男女代表各 1 名。然而，實際操作時，性別比例在政
府依據推舉名單進行遴選時，在遴選機制中如何操作？建議未來有相關研
究予以研擬。

3.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不同福利制度國家（如英國、德國、瑞典及日本），
收集其身心障礙者代表擔任身心障礙權益相關小組，是如何產出。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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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成為委員的方式、障別分布狀況、席次安排、委員會中障礙者
比例（性別）為何？直選抑或遴選？名單是否由團體推派給政府？如何從
地方推舉或直選出來？以及四國產出的相異處為何、期程為何? 專家學者
身分的委員又是如何產出？如果由身心障礙團體推薦其推薦機制為何？
提供服務的單位（機構）是否及如何擔任委員？四國提供身心障礙者公民
參與之支持服務或經費為何？
4.

CRPD 第 7 號一般性意見對於 DPOs 之定義僅呈現領導階層及成員應「多
數」（51%及以上）為身心障礙者，並未指出詳細的多數比例。歐洲自立
生活聯盟（ENIL）主張「DPOs」是指成員須有 75%以上為障礙者的組織
（Jolly, 2009）
。建議未來研究，進一部探討不同類型之福利制度對於 DPOs
於身心障礙者為「多數」之定義為何？

5.

針對身心障礙者有公民參與經驗者，包括曾經擔任委員者，其經驗為何，
建議有相關研究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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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附件1-1：「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近兩屆名單
行政院

姓名

所屬單位/職稱

性別

第一屆

林萬億

行政院政務委員

男

第一屆

林柏君

司法院專門委員

女

第一屆

邱昌嶽

內政部次長

男

第一屆

蔡清華

教育部次長

男

第一屆

張斗輝

法務部次長

男

第一屆

沈榮津

經濟部次長

男

第一屆

祁文中

交通部次長

男

第一屆

郭國文

勞動部次長

男

第一屆

呂寶靜

衛生福利部次長

女

第一屆

丁曉菁

文化部次長

女

第一屆

高玉泉

備註
2015.01.01-2016.12.31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男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暨法政學院院長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第一屆

古允文

男
暨研究所專任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

第一屆

李淑貞

系副教授、國立陽明大學『ICF暨輔助

女

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東華大學
第一屆

林坤燦

男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第一屆

黃耀榮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教授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臺灣大學醫學院學務分處主任兼副院
第一屆

鄭素芳

女
長、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授

第一屆

孫迺翊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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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第一屆

滕西華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

女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一屆

葉瀛賓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男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第一屆

林惠芳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

女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第一屆

陳進豐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理事長

男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一屆

謝邦俊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董事長

男

第一屆

黃敏偉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

男

第一屆

陳莉茵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女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2017.01.23-2019.01.22

創辦人暨常務董事
第二屆

林萬億

行政院政務委員

男

第二屆

林柏君

司法院專門委員

女

第二屆

邱昌嶽

內政部次長

男

第二屆

蔡清華

教育部次長

男

第二屆

張斗輝

法務部次長

男

第二屆

龔明鑫

經濟部次長

男

第二屆

祁文中

交通部次長

男

第二屆

林三貴

勞動部次長

男

第二屆

呂寶靜

衛生福利部次長

女

第二屆

楊子葆

文化部次長

女

第二屆

王國羽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退休教授

女

第二屆

張蓓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女

第二屆

孫迺翊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女

第二屆

高玉泉

肢體障礙者（專家學者代表）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女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女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暨法政學院院長
第二屆

邱滿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建諮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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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

第二屆

廖華芳

女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理事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第二屆

黃耀榮

馬偕醫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教授

男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第二屆

滕西華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

女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二屆

葉瀛賓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男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第二屆

施雍穆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秘書長

男

肢體障礙者

第二屆

林惠芳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

女
精神障礙者

第二屆

李麗娟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

女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視覺障礙者

第二屆

雲鈞蓮

中華視障聯盟副理事長

女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第二屆

陳進豐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理事長

男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二屆

馬海霞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女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附件1-2：「衛福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近三屆名單
衛福部

姓名

所屬單位/職稱

性別

第四屆

林奏延

衛生福利部部長

男

第四屆

呂寶靜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女

第四屆

蔡清華

教育部常務次長

男

第四屆

邱昌嶽

內政部常務次長

男

第四屆

郭國文

勞動部常務次長

男

第四屆

簡慧娟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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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014.08.10至2016.08.09

第四屆

張舜清

交通部簡任技正

男

第四屆

陳思元

財政部組長

男

第四屆

黃光熙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長

男

第四屆

簡旭徵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處長

女

第四屆

朱瑞皓

文化部副司長

男

第四屆

高文婷

內政部營建署組長

女

第四屆

王育敏

國民黨立法委員

女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肢體障礙者（民意代表）

第四屆

王榮璋

民進黨立法委員

男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第四屆

林昭吟

第四屆

陳政智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女

高雄醫學大學
男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第四屆

柯秋雪

女
副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社會科學教學中心

第四屆

周世珍

女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第四屆

邱滿艷

女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退休副教授
第四屆

潘瑷琬

第四屆

黃耀榮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系副教授

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教授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林口長庚醫院復健科教授/臺灣復健醫
第四屆

鄧復旦

男
學會常務理事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第四屆

滕西華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秘書長

女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四屆

黃琢嵩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男

第四屆

陳誠亮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理事長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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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第四屆

黃敏偉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

男

第四屆

邱淑絹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督導

女

第四屆

顏鴻吉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主任

男

第四屆

雲鈞蓮

中華視障聯盟常務理事

女

視覺障礙者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第四屆

黃文忠

第四屆

陳俐靜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理事長

男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女
主任
第四屆

蘇芳柳

第四屆

陳莉茵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秘書長

女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女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2016.08.10-2018.08.09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創辦人暨常務理事
第五屆

陳時中

衛生福利部部長

男

第五屆

呂寶靜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女

第五屆

蔡清華

教育部政務次長

男

第五屆

邱昌嶽

內政部常務次長

男

第五屆

廖蕙芳

勞動部政務次長

女

第五屆

簡慧娟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

女

第五屆

胡迪琦

交通部簡任技正

女

第五屆

李素蘭

財政部組長

女

第五屆

張嘉魁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組長

男

第五屆

吳娟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處長

女

第五屆

高明秀

文化部副司長

女

第五屆

高文婷

內政部營建署組長

女
肢體障礙者（民意代表）

第五屆

王榮璋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

男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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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王育敏

第五屆

邱大昕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

女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
男
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第五屆

王文娟

第五屆

洪榮照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女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男
兼任教務長
暨南大學
第五屆

王育瑜

女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第五屆

張文貞

第五屆

劉燦宏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女

臺灣復健醫學會/雙和醫院復健醫學部
男
理事長/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
第五屆

王子娟

女
系副教授

第五屆

金桐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退休）教授

男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第五屆

滕西華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

女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第五屆

吳淑慈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特專

女

第五屆

陳誠亮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理事長

男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六屆委員
精神障礙者

第五屆

李麗娟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

女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第五屆

賴炳良

男
督導/主任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第五屆

蕭淑珍

女
董事長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第五屆

侯勝緣

男
行政處暨庇護事業副處長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第五屆

陳進豐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理事長

男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第五屆

葉淑芬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126

女

總幹事
第五屆

劉漢宗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理事長

男

第五屆

馬海霞

財團法人陽光基金會董事長

女

第六屆

陳時中

衛生福利部部長

男

第六屆

呂寶靜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女

第六屆

林騰蛟

教育部常務次長

男

第六屆

陳宗彥

內政部政務次長

男

第六屆

林三貴

勞動部常務次長

男

第六屆

簡慧娟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

女

第六屆

胡廸琦

交通部簡任技正

女

第六屆

李志忠

財政部組長

男

第六屆

黃光熙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長

男

第六屆

吳娟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處長

女

第六屆

李世明

文化部專門委員

男

第六屆

王東永

內政部營建署主任秘書

男

第六屆

王榮璋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

男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六屆

陳宜民

第六屆

王育瑜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

男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女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女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男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副教授
第六屆

王文娟

第六屆

林坤燦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特殊教育
學系教授兼任主任

第六屆

林佳和

第六屆

張彧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副
女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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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部
第六屆

盧璐

女
專任主治醫師

第六屆

許靜儀

臺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女

第六屆

廖慧燕

廖慧燕建築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女
同為行政院第一屆委員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第六屆

滕西華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

女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六屆

吳淑慈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特專

女

第六屆

陳誠亮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理事長

男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六屆

郭金城

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理事長

男

第六屆

李麗娟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

女

同為行政院第二屆委員
同為衛福部第五屆委員
第六屆

廖玉琢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主任

女

第六屆

林石旺

中華民國視障者聯盟理事長

男

第六屆

莫素娟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榮譽理事長

女

第六屆

牛暄文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

男

第六屆

呂建興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常務監事

男

第六屆

蘇芳柳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常務監事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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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衛福部第四屆委員

附件 2：研究目的三之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一、您對於目前國內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政策決策的狀況，看法為何？
【簡易說明：有些身心障礙者會參加許多外面舉辦的活動，也會參加政府舉

辦的會議，來討論制定身心障礙者的法規，您的看法是什麼？】
二、您對於出席各種相關委員會（包括身權委員會、無障礙小組、性別等其他委
員會），身心障礙者的代表的參與，針對「代表性」您看法為何？
【簡易說明：現在政府舉辦的開會，也都會邀請一些身心障礙者參加、發言，
那您覺得這些身心障礙者要怎麼代表所有的身心障礙者，您的看法是什麼？】
三、您對於政府單位執行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議題時，應考量哪些因素或需求？(CRPD
第 9、21 條）
【簡易說明：您覺得政府在舉辦、設計身心障礙者參加政府會議的時候，應

該要注意哪些事情，或是需要準備些什麼？】
四、政府未來若要依 CRPD 第 33 條〈國家執行與監測〉設置我國 CRPD 監督諮
詢小組，您對於其小組委員代表遴選機制的看法與期待為何？
【簡易說明：聯合國有一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是許多國家用來保障身心
障礙者權利的一個法律，裡面第 33 條有提到國家要組成一個監督諮詢小組，
您覺得要如何挑選這個小組的人呢？】
五、您其他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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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關鍵人物深度訪談大綱（障礙者或障礙團體代表）
一、障礙歷程
1. 您是否認為您是身心障礙者？您可以簡單分享障礙歷程與情況是？（如不
是請跳如不是請跳過本題）
2. 請簡述您的障礙經驗？，以及對生活影響層面？
3. 您對於自身障礙處境，有甚麼感到滿意或想改變的？
二、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
1. 您個人如何詮釋「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您認為公民參與對身心障礙者
來說是重要的嗎，為什麼？
2. 您/或組織有曾經參與政府、公部門相關會議的經驗嗎？（若否請跳過本題）
當時的經驗為何？受邀的經過為何？
3. 您知道各縣市有身權小組嗎？對於您所在地縣市的身權委員小組運作狀況
感到滿意嗎，為什麼？您對此委員會委員的遴選制度看法如何？您覺得其是
否代表障礙者公民參與的看法如何？
4. 您認為出席各種相關委員會（包括身權委員會、無障礙小組、性別等其他委
員會），身心障礙者代表的參與，您認為應該怎麼樣才叫做「代表性」？
5. 您認為目前身心障礙者針對公民參與的阻礙有哪些？
6. 您認為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過程需考量哪些因素？哪些是需要透過國家
來給予支持？
7. 針對 CRPD 第 29 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之內涵，您認為應如何保障身
心障礙者公共事務的參與？
8. 針對 CRPD 第 9 條〈無障礙/可及性〉與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
資訊〉，對此您認為在執行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議題時，該如何納入考量以
回應公約訴求？
9. 您瞭解所謂的障礙者佔多數（51%）（包括理監事），組成的障礙者的團體
（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DPOs）
，以及一般所謂的障礙相關民間團體，
但不一定是障礙者本人為多數組成的團體（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NGOs/NPOs）的差異嗎？
10. 您認為障礙者多屬組成（DPOs）的團體及一般障礙相關團體（NGOs/NPOs）
在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的過程中需扮演何種角色？兩種性質的障礙團體的
功能為何？
三、CRPD 監督諮詢小組
1. 政府未來若要依 CRPD 第 33 條〈國家執行與監測〉設置我國 CRPD 監督諮
詢小組，您對於其小組委員代表遴選機制的看法與期待為何？
2. 針對 2017 年我國 CRPD 國際審查後，國際委員提到依據 CRPD 第 33(3)條
提到「由身心障礙團體全面參與監督程序，國家應對身心障礙團體提供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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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及人力資源」，對此您的看法為何？您認為有什麼方式可以促進身心障
礙者參與監督 CRPD 的過程。
四、針對以上有關障礙者公民參與的訪談，您還有什麼相關意見提供給我們，轉
達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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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關鍵人物深度訪談大綱（政府單位）
一、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
1. 您個人如何詮釋「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
2. 您認為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過程需考量哪些因素？政府部門如何給予適
當的支持？
3. 針對 CRPD 第 29 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之內涵，您認為應如何保障身
心障礙者公共事務的參與？政府單位的角色該如何定位？
4. 針對 CRPD 第 9 條〈無障礙/可及性〉與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
資訊〉，對此您認為在執行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議題時，該如何納入考量以
回應公約訴求？
5. 針對您目前縣市裡面的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的狀況為何？
二、縣市內設置之身權小組
1. 您認為貴市府身權小組設置的功能與意涵為何？政府單位扮演何種角色？
2. 貴市府身權小組委員如何遴選、配置？如何考量障礙者的代表性？比例限制
的規範如何產生？如何考量不同障別、性別、少數族群等議題？
3. 針對許多人提出質疑的「代表性」議題，您認為身權小組委員的代表性該如
何操作？
4. 您認為身心障礙者及其團體代表的定義為何？針對許多批評聲浪表示代表
並非為障礙者，違反「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原則，或是多由知名
機構長期占位，對此您的看法為何？
5. 您瞭解所謂的障礙者佔多數（51%）（包括理監事），組成的障礙者的團體
（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DPOs）
，以及一般所謂的障礙相關民間團體，
但不一定是障礙者本人為多數組成的團體（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NGOs/NPOs）的差異嗎？
6. 貴單位是否曾接獲其他非身權小組代表之障礙團體/個人對此貴市府之身權
小組組成與功能提出質疑與不滿？貴市府對此又如何予以回應？
三、CRPD 監督諮詢小組
1. 政府未來若要依 CRPD 第 33 條〈國家執行與監測〉設置我國 CRPD 監督諮
詢小組，您對於其小組委員代表遴選機制的看法為何？
2. 針對 2017 年我國 CRPD 國際審查後，國際委員提到依據 CRPD 第 33(3) 條
提到「由身心障礙團體全面參與監督程序，國家應對身心障礙團體提供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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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及人力資源」，對此您的看法為何？政府單位應如何設計、規劃及編列
經費，方能落實條文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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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關鍵人物深度訪談大綱（專家學者）
一、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
1. 您個人如何詮釋「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
2. 您認為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過程需考量哪些因素？政府部門如何給予適
當的支持？
3. 針對 CRPD 第 29 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之內涵，您認為應如何保障身
心障礙者公共事務的參與？政府單位的角色該如何定位？
4. 針對 CRPD 第 9 條〈無障礙/可及性〉與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
資訊〉，對此您認為在執行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議題時，該如何納入考量以
回應公約訴求？
二、中央單位/縣市內設置之身權小組
1. 您認為身權小組設置的功能與意涵為何？中央或政府單位扮演何種角色？
2. 您認為身權小組委員該如何遴選、配置？如何考量障礙者的代表性？比例限
制的規範如何產生？如何考量不同障別、性別、少數族群等議題？
3. 針對許多人提出質疑的「代表性」議題，您認為身權小組委員的代表性該如
何操作？
4. 您認為身心障礙者及其團體代表的定義為何？針對許多批評聲浪表示代表
並非為障礙者，違反「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原則，或是多由知名
機構長期占位，對此您的看法為何？
5. 您瞭解所謂的障礙者佔多數（51%）（包括理監事），組成的障礙者的團體
（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DPOs）
，以及一般所謂的障礙相關民間團體，
但不一定是障礙者本人為多數組成的團體（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NGOs/NPOs）的差異嗎？
三、CRPD 監督諮詢小組
1. 政府未來若要依 CRPD 第 33 條〈國家執行與監測〉設置我國 CRPD 監督諮
詢小組，您對於其小組委員代表遴選機制的看法為何？
2. 針對 2017 年我國 CRPD 國際審查後，國際委員提到依據 CRPD 第 33(3) 條
提到「由身心障礙團體全面參與監督程序，國家應對身心障礙團體提供適當
經費及人力資源」，對此您的看法為何？政府單位應如何設計、規劃及編列
經費，方能落實條文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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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研究目的四之機制模擬會議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1.

對於聯合國身權公約針對 DPOs（身心障礙者團體）的解釋，您的看法如何？

2.

對於各級政府如何遴選各障別身心障礙者有「代表性」之障礙者參與公共政
策（如身權委員會）的看法為何？

3.

對於此障礙者代表的遴選，是由各障別的 DPOs（身心障礙者團體）推派代
表，您的看法如何？
- 哪些 DPOs 有資格？人數？區域平衡（一定要全國代表嗎？）
- 遴選標準或條件為何？
- 如何考量不同性別之遴選機制？整體性別 1/3 如何處理?

4.

您對於納入各障別身心障礙者之兒少代表的看法為何？

5.

您認為政府單位如何促進各障別身心障礙者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狀況？
- 所推舉之代表，未來如何有效蒐集各團體之意見？

6.

您其他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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