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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委託辦理建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人權指標與基準案-計畫摘要
壹、研究目的：
一、與各部會研擬我國 CRPD 人權指標可先採行之部分，使政府機關後續得
依本研究案之產出，做為撰寫次回國家報告我國履行 CRPD 之依據。
二、提出我國得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或能促進與支援之身心障礙人權指標，俾
利符合 CRPD 第 32 條之規定。
貳、

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

一、文獻探討：丹麥指標、UN CRPD 指標、我國相關人權指標研究報告。
二、共識會議、工作坊：針對各項人權指標與主管部會/業務單位召開，選出
可立即採行的部分。
三、焦點座談：舉辦 4 場焦點座談，並邀集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廣泛參
與。
四、指標制定原則與議題：廣泛參與、具有可比較性、具有分項指標、能反
映社會與環境的障礙狀況。
參、

研究主要發現：

一、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建置：根據第一期人權指標內容、參酌 UN CRPD
委員會所提之 CRPD 人權指標要素，並納入部會、團體、專家學者意見，
成第二期指標成果。
二、 研究限制：只能先建立未來質性與量性統計資料之後，才有辦法做比較，
並進而提供台灣 CRPD 指標基準、操作定義。
肆、

結論及建議事項：

一、 指標推動優先順序：分為對應單一部會可立即採行、跨部會排定蒐集
資料時程之指標成果。
二、 針對無法對應我國統計資料庫的指標，提供因應方式建議：官方調查
納入身心障礙者人口的變項、定期身心障礙者人口抽樣。

關鍵字：CRPD、身心障礙、人權指標、國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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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of CRPD in Taiwan:
The Phase Two Project and Its Preliminary Results
Abstracts:
This project is phase two of establishing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in Taiwan. In the
phase one project, the research team recommended the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matrix
of which to contained 11 items. Following by the first stage results of previous project,
the second phase of project is aimed to conduct details of implementation plans for
various ministries in Taiwan.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recommend action plan of
each indicators and further prioritize the implementing process.
The methods adopted in phase two is content analysis of data collecting by the
research team through 14 workshops, four focus groups and one consensus meeting
with all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from ministries in The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In each of these workshops, focus groups and meeting, the research invited
associations of different disability group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participate the
discussions accompany by different professional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to involve
in this proces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make these indicators could be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workshops we held were processed in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details of each article whereby related to indicators that we choose, and provided
participants materials as a reference to take back to study and then come back to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workshop which was to negotiating with DPOs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groups to come out with a workable plan to implement CRPD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data we collected out of these workshops were very rich, then we
analysis the contents to recommend to the government as a major reference to
implement this Convention.
The final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has three parts, the first one is recommend three
indicators whereby they have a major administrativ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o
implement the contain of the indicators. The second part is to provide a list of name of
legislations where they needed to be modified in order to fit into the goal and sprit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last one is to summarize a list of action plan under which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nvest resources to realize the CRPD Convention.
Key words: CRPD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Action Plan, State Report,
Implementing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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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 人權指標建立基準及內容期末報告
壹、前言
本計畫是延續前一期計畫結果，第一期計畫以建立台灣 CRPD 人權指標為主，
研究團隊建立台灣 CRPD 十一項人權指標矩陣，本期計畫延續上期十一項指標所
建立之內容，將計畫重點落實在未來相關行政單位要如何確實根據 CRPD 精神推
動公約條文在台灣的落實。因此，本計畫推動內容主要以各項台灣指標所對應之
行政院各部會主責單位，確認與未來落實的行動計畫與指標所需統計資料庫的建
立與收集對策等為主。在推動確實落實公約過程，目前面臨幾項實際的政策面執
行的問題，首先是 CRPD 與當前國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兩者的落差與執行面
的問題。

一、CRPD 與國內身權法法律位格差異
CRPD 作為以人權公約的國際公約，對各地障礙者的基本人權保障促進與提
升，其地位不可忽略(1)。公約自公布至今已經超過十年，不少國家都經歷 CRPD
委員會的國家報告審查。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是我國經由「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施行法」的立法過程，將國際公約內國法化，目前成為我國內部監督公約
實施與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的主要法源依據。因此，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與我國目前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間，有其法律位格的差異(如圖 1)，原有
的身權法系統與實施方式，需要依據公約的精神與內容，逐步調整與修正。意即
未來在實踐過程中，如果當前台灣的身權法與公約精神相牴觸時，應以公約的精
神解釋與調整身權法。國際法的國內適用與兩者的法律位格差異，應透過修法方
式解決。

1

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CRPD)

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

特殊教育法

就業服務法

其他相關立法與
措施

圖 1 CRPD 與國內相關身心障礙者權益法案之間關係圖

依據公約內容第 4 條，國家責任與義務，CRPD 主要的規範對象是締約國政
府(2)，而非障礙者個人，因此透過公約的定期國家報告機制，檢閱政府施政與公
約精神的實踐程度，成為改善障礙者基本人權保障的重要機制。台灣屬於在公約
通過前，就有一套內部的重要保障障礙者權益的身權法體系，各行政單位經過多
年的提供服務經驗，多數都能依據身權法規範提供服務，但是這些既有的服務方
式與提供原則，是否符合公約精神與原則，則是另外需要調整與修正。
本計畫乃延續前一個計畫，建立 CRPD 人權指標之後，企圖細緻化與具體化
各項 CRPD 人權指標的實踐內涵與未來工作藍圖(3)。因此，本次研究計畫的主要
焦點是以行政單位能深入了解公約精神，並且依據公約內涵，在當前身權法制度
下，修正推動方式或相關規範及確認未來執行的預算與行動計畫。

二、人權「指標」的政策效果與指標分析架構
CRPD 主要以實踐障礙者的基本人權為主，因此如果我們根據落實人權指標
的意涵，檢視 CRPD 的內容，全部的法條可大略分成三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
涵蓋第一條到第四條，屬於一般原則性的條款，除闡明公約目的、締約國的義務、
與公約人權原則及國家義務，第五條到第八條，針對公約的跨身分歧視問題之外，
並在公約人權精神意義下，就推動本項公約最根本的促進障礙者社會參與所需之
2

可近性/無障礙及可及性促進與提升之外，在第十條提出障礙者在其他人權公約
所享有之生命權；公約第二部分，自第九條開始到第三十條，二十二項權利類別
整理成表 1。其中第九條為推動公約的核心前提要件，如果外部環境無法提升可
近與可及與物理建築的無障礙設施，則公約實踐將會大打折扣。
表 1 CRPD 中締約國政府負有保障義務的權利類別
法條條號

受保障的權利類別

9

無障礙/可近性與可及性

10

生命權

11

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狀況

12

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

13

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

14

人身自由與安全

15

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16

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

17

保護人身完整性

18

遷徙自由與國籍

19

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

20

個人行動能力

21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以及近用資訊

22

尊重隱私

23

尊重家居與家庭

24

教育

25

健康

26

適應訓練與復健

27

工作與就業

28

適足的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29

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3

30

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閒和體育活動
第三部分則由三十一條之後的法條所構成。不同於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的法

條直接闡述 CRPD 對障礙者取得平等公民身份的權利論點與分類，這部分的法條
主要在規範締約國政府必須建立監控公約執行成效的機制、以及按期提交國家報
告的義務。本研究的主題「人權指標」的建構即是一種「監控機制」(mechanism of
monitoring)，主要規定在第九條開始至第三十三條。
「監控機制」雖無關人權的主
要構成內容，但是它卻攸關 CRPD 作為國際人權公約最後能否在各締約國付諸執
行、以及付諸執行的程度。
CRPD 作為一項促成障礙者人權保障的政策工具，雖然代表著締約國境內的
障礙者理當享有公約上載明的各項法定權益(entitlement)，然而公民的法定權益與
「國家責任」是相對應的。倘若締約國的政府沒有承擔起執法的責任，那麼障礙
者根本無法從 CRPD 的簽署與批准而獲得任何好處(Bickenbach, 2009)。
CRPD 作為國際人權公約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促使締約國的政府承擔起公約
所賦予的執法責任。一種是「外部」的途徑，它主要透過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
利委員會」的職權行使。CRPD 第三十四條到三十九條明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委
員會」的組成方式及相關職權。各締約國政府均有責任定期透過聯合國秘書處遞
交國家報告書，向委員會說明該國對公約的執行程度。除此之外，倘若締約國對
公約執法不力，公約適用的個人或群體也可以主動向該委員會提出申訴，委員會
有權對相關申述案進予以處理(黃怡碧與黃嵩立, 2015)。
另一種則是「內部」途徑。它主要透過締約國政府自己建立一套自我監控的
行政程序，藉由定期資料證據的蒐集去確認相關的施政是否能在一定期限內達成
CRPD 所設定的人權標準。Bickenbach(2011)將這套自我監控的行政程序細分成五
個階段，「人權指標」的建立屬於中間的第四個階段。儘管聯合國對於各締約國
要如何設計「內部」的自我監控機制，是開放給各締約國政府自行決定；然而從
CRPD 第三十一條的文字，卻可以清楚地看到聯合國對這套監控機制的期待是必
須符合科學研究標準、並且有資料作為佐證的。換言之，整套政府自我監控執行
成效的行政程序，儘管以公約中抽象的「權利」概念作為起始點，但終點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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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資料證據」；而人權指標正是在兩者之間扮演串連與橋接的角色。關於
Bickenbach(2011)細分出的五個階段，簡述如下：

（一）階段一：權利(Right)
CRPD 中第九條至第三十條載明的各項權利具有「道德指引」的地位(moral
compass)，它引導締約國政府該如何透過改革，將潛在的「個人醫療模式」色
彩的障礙政策典範，漸進地移轉成「人權模式」的障礙政策典範。因此在台灣
雖然當前身權法體制建立已經有將近四十年的歷史，但是目前應根據公約的精
神檢閱法中許多以慈善救濟與救助出發的政策與規範，逐漸朝向平權方向移
動。

（二）階段二：目的(goals)
權利雖有道德指引的地位，但太抽象，難以監控。因此必須進一步轉化成
具體的政策目的。換句話說，人權取向的障礙政策究竟其實質內涵為何，應根
據締約國的條件逐步檢閱與修改，例如公約強調障礙者的融合教育與社區生活
參與，對應當前的強調障礙者特殊性質的特教體系，如何全面地朝向融合教育
目標邁進，則是實踐公約目的的重要關鍵。

（三）階段三：目標(targets)
在確認與權利相對應的政策目的之後，由於政策目的仍未達到被直接測量
與觀察描述的狀況，因此它還必須被進一步操作化成更具體的「目標」
。｢目標」
透過量與質的方式更明確、且更細節地說明「政策目的」所允下的社會承諾為
何。Bickenbach(2011)認為：「目標」的確立是整套政府自我監控程序最關鍵的
階段。合理「目標」的確立必須在理想與務實間取得平衡：一方面就理想而言，
「目標」必須是向前，而且具進步意涵的(forward-looking and progressive)，它必
須引領整個社會朝向 CRPD 所指向的人權理念前進，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可因
此就太過烏托邦，未考慮整個社會的現實條件限制。為達成兩者間的平衡，
Bickenbach(2011)認為最好的作法就是為設定「目標」時加上「時限」的附帶條
件，例如「十年內，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的失業率差距減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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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段四：指標(indicators)
類同科學研究中「變項」的地位，已被操作化成可以被直接測量或觀察的
概念。透過指標，我們可以監測到現象與事物隨時間改變的程度。甚至還可以
進一步與其他國家的表現進行跨國比較。因此，本團隊在發展的人權指標與內
涵，就實踐公約意義來說，是提前根據台灣當前的現況，設定未來的障礙政策
發展方向與可測量的具體改善程度與建立基礎的階段。

（五）階段五：資料來源(data source)
與指標相對應的可靠資料。根據 Bickenbach(2011)，可以明確辯別出個體
障礙、性別、族群、年齡等社會特徵的非聚集性資料來源(disaggregated data)是
較具佐證價值的。例如公約中第十三條，司法可近性，聯合國 CRPD 委員會剛
剛公布的司法可近性的十項指標，就建議締約國應針對障礙者在司法體系內的
各種使用、個別化支持與合理調整等作具體詳細的規範，台灣指標增加第十一
個指標就是司法近用，但是對當前法制體系是相對陌生的概念，未來的資料建
立與調查就成為未來公約實踐的具體方向。

三、建構人權指標所涉及的方法論議題
Bickenbach(2011)的討論主要是集中在：「人權指標」在 CRPD 締約國政府自
我監控程序中所發揮的角色。接下來將直接聚焦在「人權指標」本身作為一種「測
量」所涉及的方法論議題。

（一）漸進性實現
首先，前述 Bickenbach(2011)在討論合理「目標」的確立必須在理想與務實
之間取得平衡，Green(2001)將稱之為「漸進式實現」(progressive realization)。CRPD
作為人權模式，如同 Degener(2016)所言，它所涵蓋的權利類型並不限於法律與政
治這些消極性的權利，還包括那些需要國家投注足夠「物質資源」才能實現的社
會、經濟文化面向的積極性權利。物質資源的籌措與投入並非一蹴可成，往往需
要時間的積累才能看到成果。因此 Green(2001)認為：對於那些需要國家投注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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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作為基礎的權利種類，在建構相應的人權指標，應採納「漸進式實現」的測
量標準，以在「某段時限內的進步」作為目標。
不過，Green(2001)也緊接著提醒：並非所有的權利種類在建構人權指標時都
合適採取這種「漸進式實現」的測量標準。根據 Green(2001)，有三種權利種類並
不合適，分別為：不歧視的權利、權利被侵害時司法救濟的權利、利益當事人參
與政策制訂或立法的權利。換言之，人權指標在面對這三類權利的執行狀況，只
有「是否立即實現」的測量標準，沒有所謂「漸進式實現」的餘地。

（二）量性或質性指標
從上文關於人權指標的討論彷彿測量形式只是訴諸量性的統計方式。
Green(2001)認為這是一種迷思。事實上，人權指標作為蒐集資料證據的測量工具，
按聯合國相關委員會的建議，資料證據的類型並不侷限於統計數據。Green(2001)
認為只要有助於執政者監控執法的成果，讓我們得以確認某項政策是否達成預期
的改變，量性資料與質性資料都是可以接受的資料類型。Green(2001)因此將人權
指標區分成兩大類：一為統計性指標(statistical indicator)，以統計數據為基礎；另
一則是主題式指標(thematic indicator)，主要透過文字去描述政府執法所造成的改
變。根據量性與質性兩種本質性指標的差異，台灣的 CRPD 人權指標，也面臨相
同的問題，有些障礙者的基本權利統計資料，國內尚未開始建立，因此指標的建
構初期，應以先建立主題式的質性指標內涵，在相關部會統計資料庫建置之後，
再朝向量性指標改進發展。

（三）測量方向：國家責任履行狀況或個體享有的權利保障狀況
正如前文曾提到的，在國際人權公約底下，締約國公民所享受到的權利保障，
與國家責任是相對應。倘若政府不履行公約賦予國家的責任，那麼公民勢必無法
實質地享有公約對他的權益保障。正因為這樣，人權指標的測量可以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的表現上，測量國家對公約所賦予責任的履行狀況。
另一個方向則將焦點放在個體身上，去測量個體實質受到的權利保障狀況。
Green(2001)認為在建構人權指標時，兩種測量方向均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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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Green(2001)的二元分類架構相應，Hines(2005)認為人權指標的建構涵蓋三
種層次的測量。第一種層次是結構條件指標(structure conditions)。它將測量焦點放
在：障礙者人權實踐所需的憲政、法律結構、公共與私領域制度。第二種層次是
過程指標(process)。它測量的焦點放在人權保障實現所需的結構條件，其實際執
行的狀況與成效。第三種層次則是成果指標(outcomes)。測量的焦點放在個體的
人權結果。不同層次的測量，關心不同層次的議題。
結構條件指標是：人權實踐需要那些必備的制度元素？過程指標則是：政府
在這些必備的制度元素的實際表現如何？而成果指標問的是：就結果而言，政府
種種的努力是否促成了個體人權的改善與進展？過去的人權指標側重結構條件
與過程的測量，與質性資料證據的呈現。較新的國際趨勢是期待能強化成果指標
的建構及量性資料證據的呈現，以便持續檢視法規及政策成效、以及人權狀況的
長期趨勢及跨國比較。
因此，本研究計畫的重要目標是建立一個未來台灣可以真正實踐障礙者人權
保障的具體政策實踐期程與政府資源投入的路徑圖。不可避免的，政策概念到政
策具體落實人權指標之間，仍有相當大的差距。CRPD 首先它延續其他人權公約
的精神，深化兩公約、CEDAW 與 CRC 對個人自由、人身完整性、免於各種酷刑、
虐待及避免性別及年齡歧視等等精神納入 CRPD 之中，因此它並非多給障礙者不
同的人權，而是深化之前每個人權公約運用到身心障礙人口時，如何落實與針對
障礙者的差異特質給予協助與支持(1)。
目前亞洲部分也出版專書討論相關人權公約在此地區的實踐過程與問題(4)，
因此公約在台灣實際實施的過程與主要概念與推動方向，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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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RPD 國內實踐過程與人權指標之關係
因此，建立一套台灣內部可實踐且與公約精神一致的人權指標，成為公約實
踐過程中，重要的內部公共政策的轉換過程。為確保締約國能具體實踐 CRPD，
CRPD 委員會於 2019 年公布 CRPD 人權指標的指標要素與建議各國指標要素轉化
成政策過程中，透過結構指標、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等三個面向，逐漸實踐障礙
者的人權保障與提升障礙者的生活品質(5)。本計畫第一期，研究團隊參考丹麥十
項黃金指標，建構台灣 CRPD 人權指標，總計有十一項，除丹麥十項指標之外，
研究團隊參酌台灣現況，加入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企圖依據公約條約
內容，建立內部的監督機制與做法。

貳、研究資料收集方法與架構
如前述，本項計畫是延續前期指標矩陣，企圖在第二階段的研究工作，就
各項指標未來具體實踐時，各主責條次與指標的部會能承擔責任，未來根據指標
內容，具體落實。因此在方法上，第二期主要的研究資料是以收集各相關行政單
位的意見與修正指標落實之各項落差。主要的資料收集對象是推動本項公約的各
方利害相關人(stake holder)意見，藉由本研究計畫的各個指標工作坊，讓各方利
害相關者，展開對話與協調及說服的工作。因此，在方法上是質性方法的焦點團
體、座談、工作坊、共識會議等，藉由各種方法讓各方利害相關者彼此能了解公
約的精神與意義與推動的方向等。總計研究團隊開設共識會議一次，工作坊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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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及南北東三地的障礙者團體意見收集等。由於本計畫第一期主要考慮台灣的現
狀與福利體制，我們參考丹麥十項 CRPD 黃金指標內涵，加上台灣的第十一項獲
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總共十一項台灣 CRPD 指標。

一、丹麥：丹麥人權機構的十大「黃金指標」
丹麥的人權指標是在官方單位「丹麥人權機構」(Danish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與障礙研究學者 Larsen 主持下，建構提出的「黃金指標」(Golden Indicators)。
不同於澳洲 QAI 指標體系採逐條逐項建構法，丹麥人權機構黃金指標採取另一
種角度，從丹麥社會期待透過簽署公約對障礙者人權的「願景」，去反推：丹麥
政府若要達成這樣的政策目標，需要長期監測那些指標？透過這樣的反推，黃金
指標將 CRPD 中，多達二十二項的權利類別，整合成十大項，分別為：

（一） 平等與不歧視(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二） 多元與意識覺醒(diversity and awareness-raising)
（三） 無障礙與行動(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四） 自由與人身完整性(liber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
（五） 獨 立 生 活 與 社 區 融 合 (independent living and community
inclusion)
（六） 教育(education)
（七） 健康(health)
（八） 工作(employment)
（九） 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
（十） 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就方法而言，相對於澳洲 QAI 指標大量採用質性的「主題式指標」
，丹麥黃
金指標在測量形式上，比較仰賴量化的「統計性指標」。在測量層次上，丹麥與
澳洲一樣，同是較符合當代人權指標發展趨勢的「成果指標」，測量方向也是以
障礙者實際上享受到的人權保障為標的。然而，黃金指標雖然採統計性的成果指
標形式，但是指標所蒐集資料，並不侷限在客觀的「事實性證據」，當中許多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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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指標所蒐集的資訊，都和障礙者的「主觀感受」有關；而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在
各項指標表現上的「差距程度」，也是「黃金指標」評估政府執法表現的重要憑
據。此外，黃金指標納入「漸進式實現」的原則，因此許多細項指標都會附加「在
某段時限內的進步多少」的測量目標。猶有甚者，即使丹麥是一福利制度較為完
整的國家，仍審慎設計這套自我監控機制的重要環節，包括考量將現有國家統計
資料庫作為資料蒐集來源的可能性，甚至連未來和他國作比較的可能性也考量進
去。

二、我國相關人權指標研究報告
我國各領域人權報告書，均於簽署聯合國各項國際公約後，每五年由國家彙
整，迄今已有所累積。以下整理政府及民間團體之人權報告情形。

（一） 政府歷年之國家報告
最早在 1967 年所簽署的權利國際公約為聯合國於 1966 年所頒布的《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上這兩部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與 1948 年聯合國之《世界人權宣
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合稱「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是國際人權保障體系中最根本的人權規範。其後因我國失去聯合
國代表權，未能生效。立法院再次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三讀通過《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並於 2012 年完成第一次符合聯合國格式之兩
公約國家人權報告，2016 年完成第二次的國家人權報告。
我國於 2012 年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2014 年則是將
《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內國法化，2015 年
進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國內法化。以上三項不同對象的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是聯合國作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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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人權憲章之補充與加強，對於雙重弱勢者給予再次地強調與保障其人權。其中
CEDAW 至今已完成第三次國家報告，CRC 和 CRPD 皆於 2017 年年底完成第一
次的國家報告；各國家報告皆依據各權利公約本文逐條說明，並呈現國內法規與
執行計畫等內容檢視人權實施之現況與改善情形。

（二） 其他單位之人權指標報告
在其他單位所完成調查之人權指標報告方面，分為「建立指標之研究報告」
及「依據指標之調查報告」。
2014 年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國際醫學聯盟進行「建構我國
人權指標及調查之研究」
，該研究綜合聯合國 2013 年的人權指標指引，透過專家
會議、次級資料蒐集、焦點團體和問卷等方式比對完成研究成果。該研究在工作
權與社會保障方面之指標發展，分為兩個章節，有較詳細之探討。主要發現有以
下五點：
1.

本研究認為通過國際重要文獻之分析、學者專家與行政單位訪談，以及國內
弱勢團體的驗證，能夠將國際指標加以脈絡化，使其適用於國內。

2.

聯合國指標原則上適用於國內狀況，但需要依據國內特殊需求以及資料可得
性做小幅修正。例如專家建議在工作與就業權的權利內涵方面，我國應強調
集體勞動權，所以將要素由四項增為五項，並參考國際勞工組織《尊嚴勞動
指標》及我國工會特性，增列該要素之指標。

3.

資料分組目前在技術上可能有困難需要克服，無論資料來自公務統計或調查
，都無法提供所有聯合國禁止歧視之身分別。這些包括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
分（例如身心障礙）。目前政府執行之統計與調查皆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為協
調平台，應可提出解決方案。

4.

專家參考聯合國及英國所建構之示範指標，提出我國應建構之十六項權利，
包括社會保障權、人身安全及自由、適足生活水準、平等權、公平審判權、
表意自由權、工作權、隱私權、民族自決權、真相權、生命權、禁止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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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參與、健康權、教育權、文化權等權利項目。
5.

研究團隊參考聯合國《人權指標指引》，建立「對人權指標實際操作步驟的
建議」及「人權指標建構過程應注意事項」，以協助主責機關理解建構人權
指標之步驟。
2015 年度由美國國務院依據兩公約內容公布之各國人權報告中，亦有台灣

的篇章，分為以下七個章節進行檢視：
1.

對人格的尊重，包括不受以下侵犯

2.

尊重公民自由

3.

參與政治程序的自由

4.

官員貪腐與政府透明度

5.

政府對國際暨非政府組織調查侵犯人權指控的態度

6.

歧視、社會侵害，及人口販運

7.

勞工權利
在民間團體方面，由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自 1991 年起，每年均邀請多位

專家學者進行台灣年度人權指標調查，歷經數次增修，擴展至現今規模，至今設
有「政治」
、
「經濟」
、 「環境」
、
「司法」
、
「文教」
、
「婦女」
、
「兒童」
、
「老人」
、
「
身心障礙者」
、
「勞動」及「原住民」等十一項人權指標，於每年 12 月 10 日「世
界人權日」前後公布調查結果，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全國性人權現況調查研究。
其中，該協會於辦理 2015 年台灣各項人權指標調查報告時，所進行之各項
人權指標調查研究方法為：
1.

專家調查：專家調查是先進行各項人權指標建構與評估，確認今年度新人權
指標後，再經由 220 位學者專家依德菲法進行人權調查。

2.

普羅調查：也就是一般的電話民調，樣本數約在 1068 份左右，以 95%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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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度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控制在±3%以內。人權評估涉及專業判斷建議
，進行人權觀察時，以專家調查為主，民意調查為輔。
指標建構方面，該協會共進行十一項人權指標調查，每一類別指標邀請三位
學者專家，組成十一組、共三十三位的指標顧問團，進行人權指標之建構。人權
指標建構是依據世界人權宣言、兩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CEDAW、CRC、歐洲人權公約、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自由度指數等。初步指標建構後，再進行一次人權指標
評估人座談會，由該協會之人權調查委員會及十一位類別指標評論人進行指標最
後確認。2015 年各項人權指標結構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5 年各項台灣人權指標結構表
類別指標

大指標

細項指標

公民權和自由
平等權

21 項細項指標

政治人權指標
政治效能感
民主鞏固
司法警察調查階段
檢察官偵查階段
33 項細項指標
司法人權指標

法官審判階段
看守所及監獄執行
被害人部分
消費
23 項細項指標

經濟人權指標

生產與工作
政治角色與政策
勞動三權
勞動條件保護

22 項細項指標

勞動人權指標
職業與工作歧視
社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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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指標

大指標

細項指標

認知意識
環境人權指標

政府、民眾與傳媒的教育 角色與行為態度 25 項細項指標
政策效能需求
基本人權
參與權

老人人權指標

照護權

14 項細項指標

自我實現權
尊嚴權
生存權
健康權
教育權
21 項細項指標
身心障礙者人權指標 工作權
公共事務參與權
行動及資訊權
社區融合及居住權
生存權
受保護權

31 項細項指標

兒童人權指標
教育與發展權
參與權
社會參與權
教育、文化權
健康、醫療與照顧權
婦女指標人權指標

政治參與權

34 項細項指標

人身安全與司法權
婚姻與家庭權
工作與經濟權
文教人權指標

教育基本權

32 項細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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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指標

大指標

細項指標

學生人權
人民參與權
文教工作者人權
人權教育
經濟社會權
文化認同權

26 項細項指標

原住民人權指標
自治權
政治權利
11 項類別指標

282 項 細 項 指
51 項大指標
標
調查結果方面，2015 年人權指標依據德菲法調查結果，在 Likert scale 5 點量
表衡量十一項人權類別指標中，分數最高者為司法人權指標(3.45)，最低者為原
住民人權指標(2.67)；總體人權指標評分為 3.13，評價為「普通傾向佳」。

三、台灣 CRPD 人權指標矩陣及參考架構
普世人權指標

普世人權指標

結構→過程→結果

身心障礙人權指標：
丹麥黃金指標 +
本團隊建議增加指標

內部追蹤機制

平
等
和
不
歧
視

多
樣
性
和
意
識
提
升

可
近
性
和
外
出
移
動
交
通

人
身
自
由
和
個
人
完
整
性

自
立
生
活
和
融
合
社
區

教
育

健
康

工
作
與
就
業

適
足
之
生
活
水
準
與
社
會
保
障

政治
參與
與公
共事

務

對應資料庫、公務統計
對應部會

對應部會
基期時間
時間基期

根據前言台灣丹麥兩國的比較，考量台灣社會脈絡與丹麥的差異，本計畫並
圖 3 普世人權指標與身心障礙人權指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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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得
司
法
保
護
及
司
法
體
系
近
用

不完全複製丹麥整合出的十大指標。主要的修正有二。首先是考慮台灣公共空間
與交通系統對障礙者的高度排除，極需政府挹注更多資源作改善，因此我們試著
將丹麥十大指標中第三個指標「無障礙與行動」修改為「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
。
其次台灣社會對障礙者的司法保護存在諸多不合理的設計，相關法規與制度需大
幅度改進才符合 CRPD 的精神，因此在十大指標外新增「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
系近用」指標。新修正成的十一項指標如下。十一大指標的測量方式除參考丹麥
十大指標的測量項目外，我們也參考中華人權協會人權指標、以及伊甸基金會障
礙人權指標的問卷題項，讓整體的監控機制可以更符合台灣的本土脈絡。
1.

平等與不歧視

2.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

3.

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

4.

人身自由和身心完整性

5.

自立生活和社區融合

6.

教育

7.

健康

8.

工作與就業

9.

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10. 政治參與與公共事務
11. 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
丹麥黃金指標在建置方法上屬於「成果指標」，符合當代人權指標發展的國
際趨勢。然而在國際人權公約底下，締約國公民所享受到的權利保障，與國家責
任是相對應，倘若政府不履行公約賦予國家的責任，那麼公民勢必無法實質地享
有公約對他的權益保障。Green(2001)認為在建構人權指標時，除了將測量焦點放
在個體身上去測量個體實質受到的權利保障狀況外，也應將一部分的注意力放在
政府的表現上，去測量國家對公約所賦予責任的履行狀況。
Hines(2005)因此主張：完整的人權指標建構應該涵蓋三種層次的測量。第一
種層次是結構條件指標(structure conditions)，它將測量焦點放在：障礙者人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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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憲政、法律結構、公共與私領域制度。第二種層次是過程指標(process)，
它測量的焦點放在人權保障實現所需的結構條件實際執行的狀況與成效。第三種
層次則是成果指標(outcomes)，測量的焦點放在個體的人權結果。澳洲的 QAI 與
丹麥的黃金指標皆是這個層次的指標，它將測量的焦點放在個體的人權結果。不
同層次的測量，關心不同層次的議題。結構條件指標是：人權實踐需要那些必備
的制度元素？過程指標則是：政府在這些必備的制度元素的實際表現如何？而成
果指標問的是：就結果而言，政府種種的努力是否促成了個體人權的改善與進展？
過去的人權指標側重結構條件與過程的測量，與質性資料證據的呈現。較新的國
際趨勢是期待能強化成果指標的建構及量性資料證據的呈現，以便持續檢視法規
及政策成效、以及人權狀況的長期趨勢及跨國比較。就目前而言，僅有歐盟針對
CRPD 第十九條「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建構的人權指標同時涵蓋這三個層次的
測量。
台灣雖簽署 CRPD，但就我國現階段的障礙政策發展狀況而言，政府、以及
多數民眾對於 CRPD 所象徵的新障礙政策典範(障礙的社會模式與人權模式)仍舊
相當陌生，需要更多的適應與學習空間。有鑑於此，本計畫認為我國 CRPD 人權
指標的測量層次不能只侷限在後端的「成果層次」
，應將前端的「結構條件層次」
與「過程層次」測量也放進來，讓政府可能同步透過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去自我
監控：國家對於落實 CRPD 應盡的責任是否有被實際地履行？履行的狀況？
綜合上述，本計畫 CRPD 的人權指標將採取「矩陣式」的建置邏輯，縱軸為
參考丹麥黃金指標並增修後的十一大類障礙者人權項目，橫軸則涵蓋「結構」
、｢
過程」與「成果」三種層次的測量題項。另外為確保題項所蒐集的資料能在一定
時間內呈現人權改善的程度，以及負責蒐集資料的行政單位、並現有資料庫作統
整，橫軸後端也放入「測量基期」
、
「對應機關」與「對應資料庫」之欄位。詳細
的建置矩陣如表 3。
表 3 CRPD 人權指標建置之矩陣
結構

過程

成果

基期

對應

對應

指標

指標

指標

時間

機關

資料庫

平等、不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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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與意識
提升
可近性與外出
移動交通
個人自由與人
身完整性
自立生活與融
合社區
教育
健康
工作與就業
適足之生活水
準與社會保障
政治參與與公
共事務
獲得司法保護
及司法體系近
用

四、聯合國 CRPD 人權指標與指標要素
聯合國 CRPD 委員會針對 CRPD 人權指標，在 2019 年發布針對每個條文內
容的人權指標要素，概念架構如表 4。其中，公約第 1 條至第 4 條屬於基本原則
與義務等，統整為一套指標，第 5 條開始到第 33 條，則是個別的指標建議矩陣，
這套委員會公布的指標矩陣與本團隊第一年研發的人權指標矩陣概念架構類似，
即使台灣的指標項目參考丹麥，只挑選其中十一項作為台灣的指標矩陣內容。但
是為呼應 CRPD 委員會的人權指標內涵，我們在此次研究結果與過程中，參考聯
合國的指標要素，將與台灣十一項人權指標相關的指標要素挑出，再根據第一期
結果與各部會的回應指標意見，修改與調整台灣 CRPD 人權指標項目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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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的矩陣內容，我們參考 CRPD 委員會發布的各條次指標要素，根據結
構、過程及結果三個向度指標，發展完整台灣的 CRPD 人權指標要素。因為本團
隊的初期指標內容是依據丹麥的十項黃金指標而來，並非逐條建立台灣的 CRPD
人權指標，因此，我們將台灣的十一項指標，參考 CRPD 委員會發布的相關指標
要素，再參考本團隊前期計畫的指標內容與問題，透過工作坊與小型討論會，與
部會及障礙者代表組織和學者專家，三方互動協商建立本期計畫的實施架構。
本團隊在完成第一期的台灣 CRPD 人權指標計畫案之後，CRPD 委員會於
2019 年公布各條次的人權指標內涵，與台灣的指標有時間上的落差。因此，在
第二年的計畫期末成果，我們盡量將 CRPD 委員會所建議的各條次人權指標之指
標要素（attribute）納入最後的計畫報告內容之內。另外，CRPD 委員會在過去幾
年，非定期的會發布一般性意見書，目前為止已經有七號一般性意見書，本團隊
也將參考一般性意見書，針對對應條文的政策規範原則做未來人權指標案的主要
政策建言的參考。
由於 CRPD 各條文之間呈現交織性問題。因此，團隊將在具體建議時，做出
政策的優先順序排定的參考內容。期中報告審查時，委員建議團隊針對幾項單一
部會指標，深入先做人權指標內涵與行動計畫，跨部會或跨條次內容之指標，則
可以留待以後再深入繼續探討，因此，研究團隊就委員意見，選取健康、工作與
自立生活三項單一部會主管的指標，做深入的分析與指標內涵建議。再依據聯合
國 CRPD 委員會建議的指標要素，篩選各項指標的結構、過程與結果指標，將未
來的政策優先順序更為明確。
表 4 台灣 CRPD 各指標條次矩陣（參考 CRPD 委員會指標要素）
Indicators/ Attributes

1. 自 立 生 活 與 融 合
社區

One

Two

Three

Choice of independent

Support services

Accessibility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支持性服務

responsiveness of

自立生活安排的選擇

mainstream services
主流服務的責任與可
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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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Attributes

2.健康

One

Two

Three

Equal access to

Inclusive health Insurance

mainstream and specific

融合醫療健康保險，醫 consent

services within general

療健康保險制度納入障 提供給障礙者免費醫

health services

礙者

提供給全人口的健康

Free and informed

療健康治療的知情同
意權

照顧體系中，納入提供
給針對障礙者的健康
服務

3.工作與就業

Access to employment

Equal opportunities in the

Protection from forced or

取得工作

workplace

compulsory labour

工作場所的平等機會

免於強迫或強制性勞
動

4.平等不歧視

Equality and protection

Provision of reasonable

Specific measures to

from discrimination

accommodation

achieve de facto equality

（disability based and

提供合理調整

達成降低社會對障礙

others）

者各種歧視態度與偏

平等與保護障礙者不

見的做法與政策

受歧視對待，無論是來
自或基於障礙的歧視
或其他的歧視

5. 多 樣 性 和 意 識 提
升

Combat stereotypes,

Foster respect for the

Promote awareness of the

prejudices and harmful

rights and dignity of

contributions of persons

practice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ith disabilities

對抗刻板印象、偏見與 促使人們尊重障礙者的 促進人們看見障礙者
損及利益的行動

權利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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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貢獻

Indicators/ Attributes

One

Two

Three

Roads and transportation

Buildings, indoor and

Information and

道路與交通運輸

outdoor facil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and

services open or provided

other services, including

6. 可 近 性 與 外 出 移

to the public

ICTs, electronic services

動交通

建築物、室內外設施與 and emergency services
服務皆開放可取得

資訊、通訊與其他服
務，包含通訊、電子與
緊急服務

Disability-specific

Non-disability specific

Security of person and

deprivation of liberty:

forms of detention: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Absolute ban on

criminal system and

for persons with

deprivation of liberty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disabilities

on the basis of actual or

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 人身安全與身障者拘

perceived impairment

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留條件

Prevention of tortur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Prohibition of medical

ill-treatment and other

non-consensual treatments experimentation

針對身障之自由剝
奪：絕對禁止以障礙事
實或感知為障礙，作為
7. 人 身 自 由 與 身 心
完整性

剝奪自由之依據

violations to physical and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ithout free and informed
mental integrity

（i.e. disability-specific

consent

（i.e. non-disability

practices）

未經過知情同意就進

specific practices）

禁止對於身心障礙者進 行醫學上的實驗

防止酷刑、虐待和其他 行非自願醫療
侵犯身心完整的行為
Domestic Violence

Violence withi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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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ce

Trafficking

Indicators/ Attributes

One
家庭暴力

Two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Three
within the

人口販賣

公私立機構發生的暴力 community
including
harmful
practices
社區暴力
與有害習
俗

8. 獲得司法保護及
司法體系近用

Universal legal capacity

Supported

Safeguards on the

法律能力普及

decision-making

provision of support

支持的決策

提供支援的保障措施

Equal access to and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justice

equality before the

system

justice system

障礙者能參與司法體制

障礙者能與他人平等
基礎上受到司法體制
公平對待
Inclusive education

Quality and free primary

Access to

Inclusive

system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tertiary,

teaching

融合教育體系

有品質且免費的中小學 vocational
教育

training and
lifelong

9.教育
learning
取得高等
教育、職業
訓練與終
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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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學

Indicators/ Attributes
10. 適 足 之 生 活 水
準與社會保障

One

Two

Three

Adequate standard of

Social protection & poverty reduction

living

社會保障與消滅貧窮

適足生活水準
Universal and equal

Being elected, holding

Freedom of association

suffrage

office and perform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11. 政 治 參 與 與 公 平等、普及的投票權

public functions

life and in the conduct of

共事務

被選舉及擔任公職

public affairs
參與團體、政黨、擔任
代表

CRPD 委員會公布的人權指標矩陣，每個條文內容都挑選三個主要的人權指
標要素作為基準。因此，人權指標的內涵需扣緊公約第 3 條的主要目的與人權取
向障礙模式的精神發展，而非包括所有的內容。每項指標的主要特徵挑選，仍然
以達成公約目的與實踐公約精神為主要的挑選邏輯(6)。例如公約第 5 條平等不歧
視，在公約指標的主要指標要素，以合理調整為主。CRPD 公約中，最主要的指
標要素是平等與保護障礙者遭受歧視待遇，其次是提供或滿足障礙者的合理調整
要求，如果擔負提供合理調整的義務方拒絕提供合理調整就是一種歧視(7)，第三
項則是達成社會消彌對障礙者的偏見，尤其是毫無根據，且針對障礙而來的歧
視。
第一項權利是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本項指標是 CRPD 公約中最重要的人權
內涵(8)，相對應的條次是公約第 19 條及第 5 號一般性意見書(9)。這個權利主要
內涵有三個指標要素，障礙者對自立生活的選擇權，支持性服務及主流服務體制
對障礙者需求的回應三項。本團隊挑選這項指標做深入的分析與簡化整個指標的
內容，自立生活對居住在台灣障礙者而言是相對陌生的概念與日常生活實踐，因
此如何在當前的社會脈絡中，根據公約的精神調整當前的政策規範與做法，是本
團隊建構指標內涵的參考根據。由加強社區自立生活服務據點與居家照顧及服務
制度的結合為主要的軸線，同時逐步將預算投入轉向支持社區服務與各項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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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訓練。接著修訂相關的教養補助費用辦法與生活津貼兩者的規範與資格，讓
障礙者有能力可以在社區中生活。
第二項指標是健康權，主要內容為障礙者與其他人相同享有公平機會使用一
般性健康照護制度，第二是健康保險的融合性及第三免費獲得醫療知情同意。這
項指標是研究團隊選取深入分析指標的項目之一，除負責推動的主管部會單一，
且我國已經建立普及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外，我國的公共衛生
在嬰幼兒健康篩選與追蹤部分也較其他國家完善與完整。障礙者醫療健康權在台
灣的主要推動阻礙是基層醫療診所與藥局的無障礙設施改善，及當前醫療院所內
提供障礙者各項合理調整。
第三項指標是工作與就業，也有三項主要的指標要素，第一項是工作可近性，
第二是公平的工作機會及第三保障障礙者免於強迫勞動。如果障礙者無法工作取
得薪資，則無法獲得基本生活保障與免於落入貧窮困境，因此工作就業權對障礙
者而言是根本的生活保障來源。(第四項是平等不歧視，上段已經述及。)
台灣 CRPD 指標的第五項是多樣性與意識提升，針對這項指標的最主要指標
要素是克服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偏見及具傷害障礙者的作為。第二個指標要素
則是社會應尊重障礙者的尊嚴與尊重障礙者的權利，最後則是強調障礙者對社會
的貢獻(10)。
第六個指標，CRPD 委員會提出指標為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第一個指標
要素是交通運輸工具的無障礙可近性，第二則是道路、公路、運輸等無障礙及第
三溝通與訊息傳播無障礙與提升可近性(11)。這三大部分構成主要的可近性指標
內涵，就台灣現況包括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通傳會等三大部會，及各道路運
輸工具、設備設施、服務方式、溝通多元及科技運用等各項內容，因此可近性提
升與外部各項軟硬體設備設施改善與標準提升，都是這項指標涉及的範圍與相關
政策與規範的調整。
第七個指標是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這個指標的權利內涵，分成九個向度，
主要是因為指標內容是延續兩公約及 CRPD 內容，第 14 條、15 條、16 條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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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四個條次的內容所建構出來的以障礙者為主的人身自由權(如圖 4)。因此相對
的這個指標的向度就比其他條次多且廣。研究團隊考量台灣現狀與目前政策優先
順序，將障礙者人身自由完整性，涉及跨不同公約、部會及條文，將移到下階段
的指標建構與分析，此次期末報告只針對其中幾點指標做分析。

圖 4 CRPD 第 14-17 條之建構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內容
公約第 14 條的人身自由，在人權保障的系譜中，一向被視為相當古典的一
項權利。在大多數較核心的綜合性國際人權保護文件中，幾乎都可以找到對人身
自由保障的基本宣示，規範文字也與本條文類似，例如：世界人權宣言第 3 條與
第 9 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 條、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 5
條、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及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第 16
條等。其中在解釋上最具參考價值者，應屬獲得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給予大量闡釋
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稱公政公約）第 9 條。相較於其他較為絕對的
權利，例如禁止奴隸或酷刑，國際人權公約落實人身自由保護的目標，並非企圖
完全廢除自由遭到剝奪的情形，而是希望落實程序上的保障；換句話說，國際人
權公約所不贊成的並非剝奪自由本身，而是來自國家或他人任意、非法地剝奪。
由此角度觀察，本條文第 1 項強調的是身心障礙者在平等基礎上享有人身自由與
安全保護的權利，不得任意、非法剝奪其自由，以及剝奪其自由時必須遵循的程
序規範與剝奪事由的限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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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項指標是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這是台灣在丹麥的十項指標之
外，根據內部需要所增加的指標項目，在 CRPD 委員會發布的司法保護及司法體
系近用指標的內容部分，也有幾個主要的指標要素，第一點是普及完整的法律能
力及在法律之前平等對待，第二點是建立支持性決定且在障礙者參與決定過程中，
實踐障礙者在法律能力與決定的有效性(2)。第三點是針對障礙者的決定給予支持
與捍衛障礙者在法治體制的平等權利。考慮台灣的現況及實際可推動的方向，團
隊將針對公約的第 13 條，司法近用權利優先做指標內涵，根據 CRPD 委員會所
提出的指標要素，在結構部分挑選其中提供障礙者在司法體系中的各項合理調整
與獲得免費的法律扶助為主，企圖優先建立障礙者的免費法律扶助制度，深入建
立障礙者的司法近用能力。
第九項權利指標是教育，依據公約第 3 條人權取向的融合原則，在教育部分
也有三個主要的指標要素，第一個是融合教育體系，第二是免費且有品質的義務
及初級教育體制，及第三職業教育及終身教育的可近性提升。
第十項指標是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主要指標要素是障礙者能享有基
本的適足生活水準，及降低障礙者貧窮率及社會保障。第十一項指標是政治參與
與公共事務，三項指標要素包括第一項障礙者普遍與法定政治參與權保障，第二
障礙者擁有選舉、被選舉權及參與公共事務之權利，第三是參與公共事務及自由
結社權等。主要權利指標要素的挑選，邏輯仍是以公約的基本原則與人權模式準
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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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基本原則與
目的

第5條至第33條挑
選三項主要人權指
標要素

根據特質發展結構、
過程與結果指標

圖 5 CRPD 基本原則與條文指標邏輯關係
在發展各項指標內容與未來轉換成政策之際，障礙者的參與是本項計畫的主
要精神，根據公約第 3 條的參與原則，納入障礙者或障礙團體的聲音與意見，是
未來 CRPD 公約實踐過程的重要機制(13, 14)，如圖 5。因此，本研究團隊在第二
期的計畫，仍然依循公約主要的原則與精神，邀請各障礙者團體參加，細緻化的
討論公約指標的內涵與未來轉化政策時，主要問題與當前政策的落差。第二期計
畫希望能進一步的落實指標未來實踐的可能性與基準，除與各地障礙團體與障礙
者座談收集資料外，我們也邀請未來推動指標工作的各政府部會負責單位參加討
論與深入了解各條次的內容與政策需要調整的方向與內涵。

參、研究計畫收集資料過程
第二期計畫內容，除上述最主要的障礙者參與之外，邀請主責部會的主要推
動者，基層工作人員參加討論也是本案的主要特質，公約未來在落實成具體政策
的過程中，確保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及行政人員能在掌握公約精神的大原則之下，
將人權指標轉換為具體工作與行動計畫，才是落實的根本。另外依據公約第三條
所列各點，人權取向之障礙模式，公約落實與內部監督最重要的機制就是障礙者
的參與和融合至每項重要的公共政策與相關服務措施之中。因此，本研究根據公
約的主要人權模式精神，在此次計畫過程中，每項指標討論及資料收集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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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邀請相關的公民團體與障礙者團體或其代表，參加指標內容的協商與表達意
見。

實踐公約精神
編定預算、行動計
畫及轉換公約精神
為具體方案
各級政府基層行政人員及各
主責部會基層負責人員
圖 6 由下而上收集資料與協商過程
由下而上過程(如圖 6)，經由與各主責部會負責行政人員，採取二階段式工
作坊方式，針對單一主管部會之人權指標與相關條文，研究團隊採行兩次工作坊，
先針對概念與內容，交給各部會主要指標內容的檢核表，帶回部會討論與分析之
後，第二次再針對同一部會的同仁與檢核表內容，再次協商與討論。
本團隊將根據去年發展的 CRPD 人權指標矩陣（表 5 至表 15），每項人權指
標內容，邀請政府單位與相關部會參加系列座談與討論。具體列出各項指標的進
度與期程。根據民主國家多元理論，任何公共政策都涉及不同的利害相關單位，
透過多元的協商與參與，讓最後決定的結果能達成具體的政策效果。
這樣的動態協商過程，是未來 CRPD 人權指標具體落實的關鍵元素。因此就
去年的指標內容，邀請政府單位給予具體有關人權概念訓練與討論，消除對指標
內容的不解，以利未來實施與落實。
本次計畫過程，研究團隊邀請各部會代表，根據前次計畫所列之主責單位，
及相關之障礙團體及專家學者，參與兩次的工作坊討論及協商指標內容之具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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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計畫與時程。針對每項指標的檢核表，部會採取當面溝通或書面表示意見的方
式，針對檢核表中所列出的問題與項目，回覆意見(流程如圖 7)。主要顧及未來
啟動公約的實踐與落實，仍然需要主責部會啟動行動計畫或編定預算確實執行，
或收集相關資料等。因此如何具體落實與實踐，仍需行政單位願意負起主要的責
任。
第一次工作
坊指標內容
介紹
部會帶回內
部再考慮與
執行

主責部會及
障礙者意見

第二次工作
坊協商與討
論檢核表

檢核表交與
主責部會帶
回

圖 7 部會行政人員協商與討論過程之循環動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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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彙總及順序排列、統計資料
庫建議修正
研究團隊依據前述收集資料方式與步驟，根據各相關主管部會針對各項指標
檢核表，在第二次工作坊之後，讓各部會帶回修正意見與填寫目前已有之內容，
整理如玖、附錄之公部門回覆彙整表。各主管行政機關與部會，針對檢核表內容，
所填寫之資料與意見，這是初步整理的回饋意見，各主管部會針對檢核表內，結
構、過程與結果指標三個面向與具體行動計畫和預算等提出意見。

一、可以立即採行的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推動順序建議
針對單一部會主管機關之指標內容，建議重新依據 CRPD 人權指標內涵，先
行採用與推動。所謂單一主管部會，是指該部會負責主要的各項指標工作進度與
召集其他部會進行協調與擬定工作進度，例如：

（一） 自立生活與社區居住*
（二） 健康權*
（三） 工作與就業權*
（四） 教育權
（五） 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
期中報告審查過後，團隊挑選健康權、工作與就業權與自立生活三項指標做
深入的討論與分析，這三個指標負責推動部會都是單一主管部會，且為基本的障
礙者權利，這三個指標我們針對第一期計畫的結構、過程與結果指標，再根據
CRPD 委員會提出的指標要素，精簡指標內容與建議具體的行動計畫做為未來政
府投入資源的根據與參考。

二、涉及跨部會的台灣指標，排定可著手蒐集資料之時程
針對指標本身涉及跨部會且多個主管機關的權利指標，則依據 CRPD 委員會
建議之人權指標內涵，列定推動之優先順序：

（一） 無障礙/可近性與外出移動（優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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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等不歧視

（優先推動）

（三） 多樣性與障礙意識提升

（優先推動）

次要優先順序推動，涉及整體國家制度調整與福利制度結構者：

（一） 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二） 政治參與/公共事務
（三） 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

三、針對無法對應我國統計資料庫的指標，提供因應方式建
議
統計資料庫建立與修正之具體因應如圖 8，可分為幾項大類與方向修正討論。
期中報告之後，研究團隊在政府協助之下，與相關部會召開統計資料庫會議。將
針對一般公務統計納入身心障礙類資料收集，以利障礙人口與非障礙人口做比較，
同時針對障礙人口本身，將加強未來五年一次的身心障礙國民生活狀況調查資料
的收集與問項，可依據人權指標設計，以利政府長期追蹤與了解障礙者在各項人
權指標的改善與問題之處。
(一) 整體國民統計資料，根據身心障礙註冊登記身分，定期串聯且發布結果。例
如：健康狀態資料、疾病分布、就診資料，工作狀態與薪資分布及工作時數
及分布資料、居住地點與社區資料且做 GIS 統計圖，每三年固定發布、機構
分布及教育單位學校等。障礙者參政、選舉與被選舉資料，障礙者社會保障
各項統計資料串連與分析、障礙者進出使用各項文化、運動及休閒設施之統
計資料串連。
(二) 公務統計資料，增加身心障礙身分欄位統計類別。
(三) 定期各項障礙者動態狀態調查，每五年定期舉辦，且定期發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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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勞動部、交通部、中選會、
行政院主計總處

整體國民統計資料

•身心障礙註冊登記身分，定期串聯、發布結果
•健康狀態資料、疾病分布、就診資料，工作狀態與薪資分布及工作時數及分
布資料、居住地點與社區資料(且做GIS統計圖，每三年發布)、機構分布
•統計資料串聯：障礙者參政、選舉與被選舉資料，障礙者社會保障各項統計
資料串連與分析、障礙者進出使用各項文化、運動及休閒設施使用。

公務統計資料

衛福部、中選會、教育部、行政院主
計總處、警政署、勞動部、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增加身心障礙身分欄位統計類別。

其他

衛福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定期各項障礙者動態狀態調查，每五年定期舉辦，且定期發布結果。
圖 8 統計資料收集與內容調整建議方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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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
表 5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政府依據 CRPD 第 19 條與一般性意見第 5 號內容與精神及原則，修訂定各類型服務措施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UN Article 19
指標要素】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19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1. 政府依據 CRPD 第 19 條與一般性意見第 5 號內容與精神及原則，修訂各類型居

之基本規範與準則。以符合公約去機構化精神在一定期間內，達成逐年縮減大型住宿機 1. Choice of

住服務設施之基本規範與準則，例如：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服務費辦法、身障住

構服務人數、增加社區居住、個人服務與居家服務之比例。修改社福機構評鑑項目相關

independent

宿型機構評鑑項目。以符合公約去機構化精神，在一定期間內，達成逐年縮減大

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政府依據 CRPD 第 19 條及第 5 號一般性意見書內容和精神修改政

living

型住宿機構服務人數、增加社區居住、個人服務與居家服務及自立生活服務使用

府相關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包括社會住宅數量、租賃等

arrangements

人數之比例。

各種規範與規定。

2. Support services

2. 政府依據 CRPD 第 19 條及第 5 號一般性意見書內容和精神，修改政府相關社區

2. 政府依據 CRPD 第 19 條及第 5 號一般性意見書內容和精神修改政府相關社區居住服務及 3. Accessibility

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包括社會住宅數量、住宅租賃、

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包括社會住宅數量、租賃，個別化輔具（補助）規

and

範、自立生活等各種規範與規定。

responsiveness

3. 個別化社會福利服務內容與方式，須依據 CRPD 第 19 條與第 5 號一般性意見修

of mainstream

改調整服務內容、促進障礙者自主與選擇及服務支持強度與密度等（例如：個人

services

助理、居家服務等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輔具流程申請和可選擇性等）。

3. 個別化社會福利服務內容與方式，須依據 CRPD 第 19 條與第 5 號一般性意見修改調整服
務內容、促進障礙者自主與選擇及服務支持強度與密度等（例如：個人助理、居家服務
等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輔具流程申請和可選擇性等）。

個別化輔具（補助）規範、自立生活等各種規範與規定。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19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4. 對於公私立社會住宅市場的可近性規範。
1.
5. 都市、鄉村地區各種服務設施提供障礙者社區居住使用的提升計畫。

逐年增加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的相關預算金額？（例如:社區支持與到宅服
務）

【過程指標】
2.
1. 編列多少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的相關預算（例如:社區支持與到宅服務、實際編列的

提高各類型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之比例（例如:
所有障礙者可近使用服務、服務流程）

預算項目）。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19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2. 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例如:所有障礙者使用服務的
1. 在都市及鄉村地區支持障礙者社區居住的各種服務設施之使用的比例。（例如：
可近性、服務流程）。
共融遊戲場。）

3.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同儕支持和自立生活服務人員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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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4. 全國各縣市（分區）符合申請各類型人力支持服務之障礙者總人數。

2.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烈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活有影響力的百分比。

5. 全國各縣市（分區）可提供之各類型人力支持服務工作者總人數。

3. 與前一年比較個別化輔具需求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6. 政府將機構式照顧預算轉移至社區支持服務的比例。
【具體的行動計畫】
7.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人力比情形（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等等，呈現縣市
1. 增加支持社區生活服務相關之預算與人力，並建立追蹤服務使用情形資料庫。
比例和預算）。
2. 輔導機構式服務轉銜至社區融合式服務計畫。
【結果指標】
3. 重新修訂個別化輔具申請之法規、可選擇性和補助規定等。
1. 都市、鄉村地區各種服務設施提供障礙者社區居住使用的比例。
2. 政府具體提出機構服務分類及服務人數縮減之計畫與期程、預算等。

【新增統計建議】

3.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家人和親屬限制與誰居住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1.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人力比情形（呈現縣市比例與預算）

4.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家人和親屬限制居住地點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註】
5.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烈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活有影響力的百分比。
1.
6. 過去四年曾因為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未提供無障礙設施而無法使用的身心障礙

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並非是單指在居住空間室內的服務，重點是要避免讓身
心障礙者在社區中被隔離的生活，所以其精神中包含融入社區生活的面向，例

者比率。
如：就業、教育、政治與文化參與。
7.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拒絕進入或使用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的身心障礙
者比率。

2.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包含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等等。

3.

支持障礙者社區居住的各種服務設施：包含共融遊戲場、道路設計、社區公共

8. 與前一年比較個別化輔具需求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場所、無障礙設施等。
9. 與前一年比較無障礙居家環境（居住空間的室內和室外）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4.

針對結構指標 1，統整社區式照顧資源：據點數目、社區服務使用人數、居家式
服務使用人數；並提供使用個人助理人數/成長率、大型住宿機構服務人數統計。

5.

針對過程指標 1，提供政府運用公務預算、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及公彩回饋金編列
社區支持服務相關預算。

6.

針對結果指標 2，自國人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加入問項「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
活有影響力」，採用李克特 5 點量表計分方法，其中「非常同意」者於身心障
礙者/非身心障礙者的占比。

7.

針對結果指標 3，自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列入題項，提供「有需求但
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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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健康權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政府根據 CRPD 第 25 條健康權利內涵，修改與推動各級醫療照顧與服務

CRPD 委員會提出

【UN Article 25
指標要素】

2. 障礙者除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外，金管會保險局落實監督保險業者對身心障礙者之公平承 1. Equal access to
保之權利之具體規範。
3. 衛福部訂定監督醫院落實醫療資源軟硬體無障礙與通用設計（點字、手語服務、易讀）
的機制。
4. 衛福部逐年規劃增加身心障礙者可近性的醫療資源，包含：各級醫院、社區診所藥局、
在宅醫療（醫療資源到宅和醫師到宅看診）。
5. 將涵蓋所有障礙類型差異性需求的可近性與合理調整要求，列為醫院的設立與評鑑要求
【過程指標】
1. 政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醫療資源，每年執行多少預算監督醫療院所及保險業者
之人力。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5 指標要素第一項）
1. 修正基層診所及藥局無障礙設施規範，且訂定改善期程與獎勵機制。
2. 障礙人口能融合至中央到地方各層次之具體健康服務與支持與服務系統之中，且

mainstream and
specific services

在一般健康照顧制度中，針對障礙者特性提供特殊健康服務。
3. 提供各級與各種專科及一般健康醫療服務人員專業訓練，針對障礙者的醫療過程

within general
health services

知情同意與提升專業醫療人員對障礙者認識與了解。
4.

2. Inclusive health
Insurance
3.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根據公約精神修訂醫療法、病人自主權益法及精神衛生法，相關法規中有關規
範障礙者醫療決定權的規定條文。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5 指標要素第一項）
1.

以每年增加一定比率的預算經費，落實改善監所、機構、社區障礙者健康照護
服務。

2. 偏鄉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擬定社區及到宅醫療服務之計畫與提升使用比例以每
2. 醫院落實醫療資源軟硬體可近性與通用設計（點字、手語服務、易讀）之預算
年固定成長一定比率。
3. 保險定型化契約的擬定過程有身心障礙者的參與。
4. 醫院的手語翻譯服務及其他協助障礙者就醫之措施，應該回歸各縣市衛生局編列預算，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5 指標要素第一項）

由衛福部衛生署負責督查

1.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比，自覺身體健康狀態改善之比例。

5. 各級醫療院所改善無障礙設施、服務、支持與各項協助之進展，列為醫院定期評鑑項目，

2.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比，平均餘命逐年改善之比例及兩者之趨勢。

並列入中長期改善目標。

3. 參考丹麥黃金指標障礙者的健康權次指標，不同類屬之障礙者例如心智障礙者與

【結果指標】

其他社會心理障礙者與一般人口兩者平均餘命趨勢與改善比例？

1.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當中自我評估身心健康狀態良好的比例。
【具體的行動計畫】
2.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受健康檢查的比例。
1.
3. 過去一年影響身心障礙者接受健康檢查的因素。

各級與各專科醫事人員，重新規劃針對障礙者醫療健康服務的課程內容與訓
練，課程內容中需要包括針對障礙者醫療知情同意的過程、方法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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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4.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曾基於資源不足的原因在使用身心障礙醫療資源受到限制（例如復

2.

健、早療、健檢、醫院、藥局、身心障礙鑑定）的平均次數。

針對基層診所可近性與無障礙設施改善，重新訂定獎勵或獎助辦法，以五至十
年為期，編列預算改善，以提升基層診所與藥局的無障礙可近性。

5. 過去一年基於障礙的原因曾被拒絕購買商業醫療保險或被要求取消私人健康保險的身心

3.

障礙者比率。

修改與增訂健康醫療與公共衛生各種統計資料中，增加身心障礙身分欄位，以
利障礙者與一般人口之互相比較資料收集。建議每年定期發布具有身心障礙身

6. 醫療院所實際達到可近性及合理調整的比例。

分證明國民健康狀態報告，由健康保險資料庫串聯身心障礙國民身分，做數據
分析與統計趨勢。
【註】
1.

針對結構指標 2，就醫環境針對障礙者特性提供特殊健康服務：即提供障礙者就
醫所需之合理調整，包括手語翻譯協助、就醫過程在診間內之溝通協助、醫院
診所移動協助、取藥、檢驗等各面向之協助。

2.

針對結構指標 3、行動計畫 1，障礙者醫療過程的知情同意權：即經過觀念和溝
通的過程，目的在於確保本人做出決定前，能夠獲得充份而正確的資訊。其包
含主要三指標要素：(1) 提供的資訊必須以本人可以了解的語言表達，並包含診
斷、研究步驟、治療的本質、可能的效果、存在的風險和本質，以及其他治療
方式的利益與風險(包含不接受治療的選擇自由)；(2)確認本人是否充分了解相關
資訊；(3) 盡可能確保本人在所有選擇方案中，可以不受脅迫或操控地自由作成
決定。

3.

針對結構指標 4，障礙者醫療決定權：障礙者自主醫療的決定，應以障礙者本人
為主，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等只是協助的角色，因而相關法規的修訂，根據公
約精神強調障礙者的醫療決定自主權。

4.

針對結果指標 2，將問項列入社家署辦理之「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
，
比較「自覺身體健康有改善」之回覆人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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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工作與就業權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工作場所合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

CRPD 委員會提出

【UN Article 27
指標要素】

2.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及第 3 條精神，逐年增加職場障礙歧視申訴措施之完善度及改 1. Access to
善狀態。
3.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檢視定額僱用之成效，並建立改善計畫。
4.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精神，逐年增加工作輔具、交通輔具及職務再設計之提供足夠
性。
5.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庇護工作有效轉銜至開放性工作市場的機制。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employment
2. Equal
opportunities in
the workplace
3. Protection from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7 指標要素第一項與第三項）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取得工作
1.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之精神，逐年針對僱用障礙者之事業單位提供合理調
整措施之相關補助與奬勵？
2. 勞動部建立相關機制，逐年對障礙工作歧視、以及障礙與性別雙重工作歧視申
訴成案否之原因進行檢視，並培力障礙代表之障礙意識？
3.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檢視精進定額進用制度成效？
4.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精神，強化職務再設計服務之提供？

6. 勞動部對增加障礙者職場見習和實習、職前準備制度與預算之建構。

forced or

5.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庇護工作轉銜至一般性工作市場的機制？

7. 勞動部對職業復健人力之聘用與培訓計畫。

compulsory

6. 勞動部對障礙者職場見習、職前準備制度與預算之編列？

【過程指標】

labour

7. 勞動部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力之聘用與培訓機制？

1. 政府每年執行合理調整的預算？

﹝二﹞指標要素第三項：免於強迫或強制勞動

2. 雇主提供合理調整機制之比例？

1. 勞動部建立有效的勞動檢查機制，逐年對障礙者的勞動條件定期作稽查？

3. 各縣市工作歧視評議委員會關於障礙歧視的申訴與成案以及懲罰情形統計 ？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7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與第三項）
4. 障礙者對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取得工作
5. 政府對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班列逐年增加之幅度？
1. 雇主提供合理調整機制之比例？
6. 政府對障礙者職場助理之經費編列與提供狀況？
2. 各縣市工作歧視評議委員會關於障礙歧視、以及障礙與性別雙重歧視的申訴與
【結果指標】
成案以及懲罰情形統計？
1.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和障礙者從事有薪工作持續三個月以上的比例？
3. 勞動部對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編列逐年增加之幅度？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二﹞指標要素第二項：工作場所的平等機會
2.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的經常性平均薪資？
1. 障礙者對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礙程度與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年齡分組呈現
3.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採非典型工作型態之比例？
2. 勞動部對障礙者職場助理之經費編列與提供狀況？*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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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4. 過去一年公私部門的定額進用能依法足額雇用障礙者的比例？

礙程度與年齡分組呈現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三﹞指標要素第三項：免於強迫或強制勞動

5. 障礙者在庇護工場工作佔全體障礙工作者之比例？

1. 各縣市勞工行政單位每年度針對障礙者勞動條件進行勞動檢查之次數？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7 指標要素第一項與第二項）
6. 過去一年障礙者自認在職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身心障礙者求職、考試及面試機會相同的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取得工作
程度？
1. 障礙者在庇護工場工作佔全體障礙工作者之比例？*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7. 過去一年障礙者自認在職場上，能夠和其他員工同工同酬及升遷，未受到雇主的歧視待
2. 障礙者自認在職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身心障礙者求職、考試及面試機會相同的
遇的程度？
程度？*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3. 障礙者自認在職場上，能夠和其他員工同工同酬及升遷，未受到雇主的歧視待
8. 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中低收入戶身分得到經濟補助之比例？
遇的程度？*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9. 過去一年障礙者個人所得需納稅人數之比例？
4. 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中低收入戶身分得到經濟補助之比例？*需按不同性別、不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10. 過去一年障礙者參加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錄取之比例？
5. 過去一年障礙者個人所得需納稅人數之比例？*需按不同性別與不同障礙程度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呈現分組資料
6. 過去一年障礙者參加各項國家考試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錄取之比例？*需按
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二﹞指標要素第二項：工作場所的平等機會
1. 障礙者和全體國民工作者工作場所之平均工作年資？*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
障礙程度與年齡分組呈現
2. 障礙者與全體國民的經常性平均薪資？*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礙程度與年
齡分組呈現
3. 障礙者與全體國民採非典型工作型態之比例？*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礙程
度與年齡分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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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具體的行動計畫】

1. 培力各地勞工行政人員，使其具備障礙意識
【新增統計建議】
1. 目前合理調整作為障礙者法定權益未入法的限制有關。建議：相關問項可延至身
權法修法將合理調整精神入法後，並以該法案修正後第一年作為測量基期。
2. 建議勞動部比照性別主流化，將 CRPD 第 27 條障礙者平等工作視作重要施政目
標，並參考本研究團隊在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相關問項，建置相關施政的官方
數據通報系統，每月每年定期蒐集相關數據，並公開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上。
3. 建議在下一期「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增設跟工作歧視相關的主觀感
受問項。
【註】
1.

障礙者在庇護工場工作佔全體障礙工作者之比例：因此第 27 條中，CRPD 第 27
條指出，障礙者的就業不該侷限在庇護性工作，障礙者對工作的選擇空間應跟
非障礙者同樣「自由與多元」。

2.

障礙者平等工作權：包含確保障礙者能平等地參與工會、障礙者順利二度就業、
取得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取得工作組織內部之員工協助方案。

3.

針對結構指標 6，職場見習、職前準備制度與預算之編列：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
畫、職重個管、支持性就業服務之職前準備等公布門預算。

4.

針對過程指標 1，合理調整是指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
下，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
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

5.

針對過程指標 2，工作的障礙歧視：包括招募聘僱、雇用與就業條件、敍薪、持
續就業、職涯提升、安全與衛生之工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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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平等不歧視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於首次國家報告審查後到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前修改相關法令規章
與內部規定，包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刑法第 20 條。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UN Article 5
指標要素】
1. Equality and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5 指標要素第二項）
1. 積極義務訂定合理調整的規範原則。
2. 將「合理調整」概念納入教育、工作、醫療、福利服務、交通、傳播、司法、考

2. 訂定符合 CRPD 精神且可供司法審判運用之「平等法或反歧視法」。

protection from

試等法律規範之中。上述法律中明確定義「合理調整」意義與具體內容。相關部

3. 在法令中規範政府於平等不歧視的積極義務（參考英國平等法）。

discrimination

會將「合理調整」納入規範。

4. 將「合理調整」概念放入教育、工作、醫療、福利服務、交通、傳播等法律規範之中。

（disability

5. 上述法律中明確定義「合理調整」意義與具體內容。

based and

【過程指標】

others）

1. 於首次國家報告審查後到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前，每年檢視法規檢視清單修正進度達成 2. Provision of
率至少 20％到 30％。
2. 身心障礙者知道各項反歧視申訴管道之比例。
3. 每年身心障礙歧視申訴案件數。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5 指標要素第二項）
1. 各部會之相關法規納入「合理調整」精神之法律規範修法進度及落實合理調整之
具體計畫與預算。
reasonable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5 指標要素第二項）

accommodation

1. 過去五年各義務單位未提供「合理調整」之比例逐年下降之比例。

3. Specific

4. 政府編列充足預算作為反歧視之申訴處理。

measures to

5. 政府對申訴案進行調查數。

achieve de facto

6. 調查申訴案件之人員數。

equality

7. 國家人權機構、監察院或其他機制（例如：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接獲有關直接

2.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場所遭遇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酬、升遷、欠缺合理
調整等）的身心障礙就業者的統計。
3.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教育場域學生遭受未提供「合理調整」的身心障礙學生人數
統計
4.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外出移動遭遇因運輸單位未提供「合理調整」之歧視經驗的

或間接歧視之申訴，而由前述機構進行調查和裁決之比例，以及申訴獲政府有效回應之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統計

比例。

5.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社會參與遭遇因沒有提供「合理調整」之經驗（例如宗教活

【結果指標】

動、政治活動、社區活動、集會等）的身心障礙者之統計

1.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遭遇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酬、升遷、欠缺合理調整等）的

6.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醫療設施、診所、藥局遭遇無法提供「合理調整」之歧視經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驗的身心障礙者的統計

2.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教育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7.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從事娛樂休閒活動、體育活動、遊戲設施、博物館、音樂廳、

3.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外出移動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戲院等遭遇無法提供「合理調整」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

4.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社會參與遭遇歧視經驗（例如宗教活動、政治活動、社區活動、集

8. 身心障礙者主觀認知覺得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歧視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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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會等）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例

5.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健康醫療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註】

6.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從事娛樂休閒活動遭遇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百

1.

分比

合理調整：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
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

7. 主觀覺得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歧視的比例

權及基本自由。

8. 申訴到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案件成立所需時間

2.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包含實際作為的歧視(係指在無任何證據支持的情況下，

9.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案件成立後懲罰的嚴重程度，民事及行政罰分別統計

而認為身心障礙者無法充分地執行其責任。)、法律上的歧視、直接歧視、間接

10. 因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或侵害採取法律或行政行動之比率

歧視(係指雖然法律、政策或是執行上看似中立，但是卻無法考慮盡身心障礙者
的特殊性，而導致直接的傷害或對他們行使權利有不對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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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多樣性與意識提升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在各級教科書中放入關於身心障礙多樣性的內容及權利教材。

CRPD 委員會提出

【UN Article 8
指標要素】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修定法制，賦予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依據 CRPD 精神使大眾認識身 1. Combat
心障礙者之義務。
3. 中央、地方政府、公私立機構等相關服務提供與政策規劃人員，均需接受相關障礙者多
元與多樣性之訓練及教育。
【過程指標】

stereotypes,
prejudices and
harmful
practices

1.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 2. Foster respect
關教育訓練的比例。
2.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心障礙意識提升相
關教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3.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for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4. 各級教育機構中，教授人權、並促進不同人口群體（例如不同族裔、身心狀況）間之理 3. Promote
解的比例。
5. 政府鼓勵在校園、媒體當中運用多元措施和素材宣導身心障礙意識提升之進展，每年進
度比例。
6. 學校教材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介紹應中性介紹身心障礙者生活態樣，避免加深身心障礙者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awarenes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的刻板印象，每年建置比例。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8 指標要素第一項與指標要素第三項）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對抗刻板印象、偏見與損及利益的行動
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體之意見，逐年改善障礙人權意識納為
媒體素養培訓的目標之一？
2. 國家文官學院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體之意見，逐年將障礙人權意識培力納進新
進公務人員的基礎培訓、資深公務人員的升遷培訓以及高階文官培訓之計畫？
﹝二﹞指標要素第三項：促進人們看見障礙者的正面貢獻
1. 教育部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體之意見，逐年改善在各級教科書中放入關於身心
障礙多樣性的內容及權利教材？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8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與第三項）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對抗刻板印象、偏見與損及利益的行動
1.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心障礙意
識提升相關教育訓練的比例。
2.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心障礙意
識提升相關教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二﹞指標要素第二項：促使人們尊重障礙者的權利與尊嚴
1.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三﹞指標要素第三項：促進人們看見障礙者的正面貢獻

【結果指標】
1. 政府鼓勵在校園、廣電媒體當中運用多元措施和素材宣導身心障礙意識提升之
1.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心障礙者歧視性用語關鍵字的次數。
進展，每年進度比例。
*相關歧視性用語中涉及性別歧視關鍵字的比例？
2. 學校教材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介紹應中性介紹身心障礙者生活態樣，避免加深身
*相關歧視性用語針對障礙兒童的比例？
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每年建置比例
2. 民眾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媒體）上表達意見或以其他方
式主動參與的比率。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8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與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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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表意或主動參與之障礙者的性別比例？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對抗刻板印象、偏見與損及利益的行動

3. 障礙者外出、使用措施服務、接受教育、社區活動、政治活動、各種文化活動等，遭受

1. 民眾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媒體）上表達意見或

歧視與拒絕使用之比例。*不同性別之比例？*兒童之比例？

以其他方式主動參與的比率。*表意或主動參與之障礙者的性別比例？
﹝二﹞指標要素二：促使人們尊重障礙者的權利與尊嚴
1.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心障礙者歧視性用語關鍵字的次數？*相關歧視性
用語中涉及性別歧視關鍵字的比例？*相關歧視性用語針對障礙兒童的比例？
﹝三﹞指標要素三：促進人們看見障礙者的正面貢獻
1. 障礙者外出、使用措施服務、接受教育、社區活動、政治活動、各種文化活動
等，遭受歧視與拒絕使用之比例。*不同性別之比例？*兒童之比例？
【具體的行動計畫】
1. 培力全體公務人員，使其具備障礙意識
【新增統計建議】
1. 本研究團隊建議教育部及 NCC 處將障礙歧視的消除視作重要施政目標，並參考
本研究團隊的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建立相關施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統。
2. NCC 作為廣電媒體的最高監理機關，長年編列經費推動媒體素養培訓計畫。檢視
歷年計畫，性別平權一直是媒體素養培訓的重點。在簽署 CRPD 後，障礙人權意
識也可以仿效性別平權，成為媒體素養培訓的焦點之一。
3. NCC 可以在每年定期進行的「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加入障礙者媒體再
現的問項即可蒐集到結果問項所需的資料。
4. NCC 可以試著採定期專案調查委託案的方式，針對對社群媒體的仇恨性及敵意性
言論作調查研究，主題可以涵蓋性別、族群、年齡以及障礙。
5. 建議在下一期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中增列跟問項 3 相關的障礙
者對敵意行為之「主觀感受」問項，即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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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註】
1.

多樣性原則：CRPD 在對障礙的人權模式底下，障礙不再是悲劇，它被視作一種
「差異特徵」。

2.

障礙人權意識提升：包括：認識障礙者、扭轉對障既有的偏見、以及看見障礙
者正向特質。而達成目標之具體措施主要為：對公眾的宣導、相關人員與專業
者的培訓、媒體監督；以及比照現在的性別平等教育，讓障礙平權意識入教材，
成為正式學校教育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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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政府根據 CRPD 公約第 9 條，逐年改善與增加身心障礙者無障礙之資源，包括公共運輸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UN Article 9
指標要素】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9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
(1) 政府根據 CRPD 公約第 9 條，逐年提升身心障礙者無障礙之資源可近性，包括公

交通系統（鐵路、公路、船舶、車站站體設施等）無障礙改善相關預算、公共服務設施、 1. Roads and

共運輸交通系統（鐵路、公路、船舶、站體設施、硬體建築設備/資訊等）無障礙

資訊傳播可近性與可用性提升。

改善相關預算、公共服務設施、資訊傳播可近性與可用性提升。

transportation

(2) 政府根據 CRPD 第 9 條與第 3 條，逐年改善都市與鄉村地區無障礙服務設施資源與拉近 2. Buildings,
兩者距離。
(3) 根據公約第 9 條與第 3 條，公私立各種設施包括醫院、學校、教育設施、娛樂設施、金

indoor and

娛樂設施、金融機構服務、提款機、運動場館及餐廳等等，都須符合無障礙設施

outdoor facilities

與提供可近性與可用性。

融機構服務、提款機、運動場館及餐廳等等，無論所有權為公立或私有，都須符合無障

and services

礙設施與提供可近性與可用性。

open or provided

(4) 300 平方公尺以下餐廳、對公眾開放的私人措施適用無障礙法規無障礙。

to the public

(5) 政府制訂法律規範無障礙設施的資訊被揭露與各級政府改善道路、人行道、街道、騎樓、 3. Information and
路平等方案規劃與執行都需障礙者參與，且須採用通用設計為原則，針對特殊障礙者的

communications

合理調整須以個別服務為主。

and other

(6) 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 CRPD 精神將資訊通訊傳播內容，為身心障礙者需求進行應
有的調整提出之法律修訂。

(2) 根據公約第 9 條與第 3 條，逐年改善公私立各種設施包括醫院、學校、教育設施、

(3) 制訂資訊可近性規範，包含易讀版本、視覺提示、聽覺提示及圖形提示等。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9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1)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2)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3) 政府改善區域的街道騎樓無障礙的比率？

services,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9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including ICTs,

(1)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在使用/搭乘公車、火車、計程車、其他公共

(7) 制定公務機關 APP、網頁無障礙規範。

electronic

(8) 制訂資訊可近性規範，包含易讀版本、視覺與聽覺提示及圖型提示等。

services and

【過程指標】

emergency

以及對公眾開放或提供服務的場所（風景區、餐廳、百貨公司、旅館……等等）

1.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services

的平均次數。

2.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障礙的百分比。
(2)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整而無法進入公共場所、

(3) 身心障礙者在上週因為缺乏合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手語等），故只能透過有

3. 公共運輸交通系統無障礙改善的數量。

限的資訊來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電視、新聞、廣播、表演節目等）的平均次

4. 水路運輸設施符合無障礙的比率。

數。

5. 地方政府改善區域的街道騎樓無障礙的比率。

【註】

【結果指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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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可及性之其他室內和室外設施：除條文中所明文規定的學校、住家、醫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人權指標要素
(1)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在本地巴士、火車、計程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等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療設施、工作場所外，亦應包括執法機關、法庭、監獄、社會機構、街道，及

方面遇到障礙的百分比。

作為交流互動、文化、宗教、政治體育活動的場所，與購物建築；其他服務則

(2)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整而無法進入公共場所、以及對公

應包括郵政、銀行、通訊及資訊服務等等。

眾開放或提供服務的場所（風景區、餐廳、百貨公司、旅館等等）的平均次數。
(3) 建議收集質性資料作為改善之參考。
(4) 去除道路、騎樓、人行道、路面、店面等人為阻擋（路阻）。
(5) 身心障礙者在上週因為缺乏合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手語等）
，故只能透過有限的資訊
來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電視、新聞、廣播、表演節目等）的平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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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
【過程指標】
1. 對聽語障礙者及各類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例如：民事訴訟程序、刑事訴訟程序（警訊、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UN Article 14
指標要素】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14 指標要素第二項、第三項）
（一）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1. Disability-specific

1. 立法規範行政拘留、看守所、監獄等隔離體系，需能回應身障者需求（inclusive

deprivation of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包含場所內的無障礙環境、包容程序、合理調整

檢察官偵查、法院審理，刑/保安處分之執行）、行政程序與行政救濟程序（看守所、監

liberty: Absolute

設施與服務。

所管理措施）提供的支持措施，以獲得權利告知，例如:選任辯護人、接受訊問、通譯服

ban on deprivation

務、溝通、不同的資訊格式、司法資訊可近性。

of liberty on the

2.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與數量逐年編列預算改善

basis of actual or

【結果指標】

perceived

1. 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或拘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impairment

2.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院的人數。

2. Non-disability

3.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分比

specific forms of

4.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案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無法為完全之

detention: criminal

陳述者與非以上情形之身障者的百分比

system and

5.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列為被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的人數和類別

administrative

6. 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的比例。

detention

7. 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人數

3. Security of person

（二）身障者人身安全與拘留條件
1. 立法禁止使用隔離治療處遇和限制措施，包含針對身障者，以及在未經自由
選擇與知情同意下，使用精神藥物與其他措施。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14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一）針對身障之自由剝奪：絕對禁止以障礙事實或感知為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
依據
1. 在精神醫院或類似療養機構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人數，以及被告知他們有權
被釋放，能取得住所、生計、與其他社會經濟支持的比例。
（二）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1. 在犯罪與行政拘留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能迅速獲得免費法律協助。
2. 提供給在犯罪與行政拘留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法律協助服務的資源與預
算。

8.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司法協助的案件數

and conditions of

9.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時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單位提供當事人關於個人權利

detention for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14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persons with

（一）未區分

資訊的情形

disabilities

1. 諮詢過程確保身障者的參與，透過各類身障團體代表參與，對身障者安全與
自由相關之法律、法規、政策與方案，提供設計、執行與監督之意見。
【具體的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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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1. 相關拘留場所人員之訓練應為可儘速實施身障權利訓練。
【新增統計建議】
1. 在監獄與其他拘留場所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人數和比例，依年齡、性別、場所、
地理區域分組統計。
2. 在犯罪與行政拘留被剝奪自由，能迅速獲得免費法律協助身障者的比例，依年
齡、性別、場所、地理區域分組統計。
3. 在剝奪自由相關程序中，要求提供程序與適齡調整的身障者比例。
4. 目前因障礙事實或被認為障礙者，而失去自由的障礙者人數，依年齡、性別、
場所（精神病院、教養院等）分組統計。
5. 身障者由障礙相關機構獲釋的人數，以及他們獲得住宅、生計、社會經濟協助
的比例。
6. 因障礙剝奪自由之相關機構其關閉之數量與比例，依機構類型加以分組統計。
7. 身障者定罪率與一般定罪率相比較，依年齡、性別、障礙、犯罪類型/地點與是
否獲得法律協助，分組統計。
8. 身障者於任何拘留場所或的合理調整的人數與比例，依年齡、性別、場所、地
理區域分組統計。
9. 身障者受保護通報與開案之人數。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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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拘留場所人員之訓練：包含司法、警政、獄所人員。

表 12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
2. 針對身心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中提供必要支持。
3. 因受監護宣告而受到限制的法定權利減少改善情形與進度（目前估計總共多達 76 條相關
條文需要修改）。
4. 參照北愛爾蘭心智能力法、支持性決策法，制定支持身心障礙者決策之法令。
【過程指標】

CRPD 委員會提出

【UN Article12-13
指標要素】
1. Universal legal
capacity
2.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3. Safeguards on

1. 編列多少培訓司法領域工作人員相關預算。

the provision of

2. 教育訓練促進司法領域工作人員意識。

support

3. 落實適齡對待的措施（例如提供程序、建立溝通方式）。

4. Equal access to

4. 政府重新檢視受監護宣告人的資格。

and equality

5. 身心障礙者法庭作證權利。

before the

【結果指標】

justice system

1. 過去一年中基於身心障礙的原因，導致證詞或審訊陳述不被承認的身心障礙者人數。
2. 過去一年中基於身心障礙的原因曾經受到警察或監所人員的不合理對待而遭受損害的身
心障礙者比率。
3. 過去一年中法扶基金會陪同偵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比率。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5.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12-13 指標要素第四項）
1.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
2. 針對身心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中提供適齡、適性支持與合理調整。
3. 針對 CRPD 委員會所提出之司法近用政策指導原則，納入各級司法體系修改規範
與規定的主要參考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12-13 指標要素第四項）
1. 教育訓練促進警、檢、司法、矯正機關工作人員障礙意識提升。
2. 提供免費法律扶助服務與落實適齡、適性之的措施種類:提供法律扶助服務在各項
逮捕、審訊、起訴程序與審判、服刑過程中必要協助。建立各種不同障礙者溝通
方式之協助與相關人員訓練，例如手語翻譯、聽寫服務、個別協助諮詢、與法制
體系的合理調整具體化。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12-13 指標要素第四項）
1. 過去一年中，接受偵訊和各種類別障礙者，在過程中得到各項支持與協助，例如
手語翻譯、有律師陪同偵訊、有非口語溝通需求之協助之比率。

disabilities in the 2. 過去一年中，法律扶助基金會陪同偵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比
justice system

4. 受監護宣告人數逐年減少。

例。
【具體的行動計畫】

5. 身心障礙者在監護人的選定上表達意見之比例。
1. 提供各級司法人員深入且持續，有關障礙者各項認識與協助之訓練課程。
2. 建立各地方與各級之免費障礙者法律扶助體制，以協助障礙者能獲得確實的保
護。
3. 修改與建立司法體制內，各項程序的合理調整規範與內容。
【新增統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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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1. 統計資料庫，各項司法統計，政府公部門統計資料，都需提供有關「身心障礙身
分」之各項統計。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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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系統：包括逮捕過程、審訊、收集證據、起訴、審判、服刑等。

表 13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教育權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規劃各特教學校的退場計畫？（如轉型、相關人員之流向）
2.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解決各級學校特教班之隔離性歧視問題？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UN Article 24
指標要素】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4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與第四項）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融合教育體系

1. Inclusive

1.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
，落實「融合教育」之目標？

3.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減少障礙學生被安置在特教班之比例？

education

2. 教育部是否建立相關機制，定期檢視各級學校在招生、招募老師的規定中是否

4. 教育部如何調整現行師資培育課程、校長培訓課程與教師在職訓練課程，納入融合教育

system

之技能及理念？
5. 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學校依法提供障礙學生與障礙老師合理
調整措施（含成人教育機構）？
6. 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學校聘用足量之手語、點字與定向行動
等特教老師？
7. 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學校之校園空間合於無障礙標準（含成
人教育機構）？
8. 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教育之教材合於溝通無障礙標準（含成
人教育教材）？
【過程指標】
1. 特教學校之安置學生佔全體障礙學生之比例？

2. Quality and fre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3. Access to
tertiary,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4. Inclusive
teaching

2. 教育部每學年投入融合教育培訓的經費？（含師培與進修課程）

以「障礙」為由排除障礙者？
﹝二﹞指標要素第二項：有品質且免費的中小學教育
1.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讓「合理調整」成為障礙
學生與障礙教師之法定權益？
2.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讓各級學校在空間與教材
設計符合無障礙原則？
﹝三﹞指標要素第三項：取得高等教育、職業訓練與終生學習
1. 教育部如何透過立法規範與奬勵措施，要求成人教育機構依法提供障礙合理調
整措施？
2. 教育部如何透過立法規範與奬勵措施，促使成人教育機構符合空間與教材的無
障礙標準？
﹝四﹞指標要素第四項：融合教學
1. 教育部如何調整現行師資培育課程、校長培訓課程與教師在職訓練課程，納入

3. 高中以下學校之現任校長中每學年接受融合教育培訓課程之平均時數？

融合教育之技能及理念？

4. 高中以下學校之現任教師中每學年接受融合教育訓練課程的平均時數？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4 指標第一項、第二項與第四項）
5. 各級學校每學年投入合理調整措施的經費？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融合教育體系
6. 各級學校障礙教師之聘用比例？
1. 特教學校之安置學生佔全體障礙學生之比例？
7. 各級學校特教老師相對於障礙學生的生師比？
﹝二﹞指標要素第二項：有品質且免費的中小學教育
8. 各級學校用於增設與維護校園空間無障礙設施之經費？
1. 各級學校障礙生每學年獲得合理調整措施之人數？

9. 教育部每學年投入至無障礙教材建置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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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結果指標】

2. 各級學校障礙教師之聘用比例？

1. 高中以下之障礙學生被安置在一般班級，佔全體障礙學生之比例？

3. 各級學校特教老師相對於障礙學生的生師比？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4. 各級學校用於增設與維護校園空間無障礙設施之經費？

2.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校園空間合於無障礙標準」的比例？

5. 教育部每學年投入至無障礙教材建置之經費？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三﹞指標要素第四項：融合教學

3.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教材在溝通上合於無障礙標準」的比例？

1. 教育部每學年投入融合教育培訓的經費？（含師培與進修課程）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2. 高中以下學校之現任校長中每學年接受融合教育培訓課程之平均時數？

4.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學校提供足夠合理調整措施」的比例？

3. 高中以下學校之現任教師中每學年接受融合教育訓練課程的平均時數？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4 指標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與第四項）
5.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相較於非障礙學生「認為自己被老師接納」的比例落差？
﹝一﹞指標要素第一項：融合教育體系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1. 高中以下之障礙學生被安置在一般班級，佔全體障礙學生之比例？*需按不同年
6.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相較於非障礙學生「認為自己被同儕接納」的比例落差？
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二﹞指標要素第二項：有品質且免費的中小學教育
7.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取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之落差？
1.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校園空間合於無障礙標準」的比例？*需按不同年齡、
*需按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2.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教材在溝通上合於無障礙標準」的比例？*需按不同年
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3.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學校提供足夠合理調整措施」的比例？*需按不同年
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三﹞指標要素第三項：取得高等教育、職業訓練與終生學習
1.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取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之落差？*需按不同性別以及不同
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四﹞指標要素第四項：融合教學
1.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相較於非障礙學生「認為自己被老師接納」的比例落差？*需
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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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2.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相較於非障礙學生「認為自己被同儕接納」的比例落差？*需
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具體的行動計畫】
1. 培力教育部與各地教育局行政人員，使其具備障礙意識。
2. 透過修正特殊教育法，去凝聚特教學圈與實務工作者對「融合教育」理念的共識。
【新增統計建議】
1. 教育部應將融合教育理念的實踐視作重要施政目標，並參考本研究團隊在過程指
標的問項，建置相關施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統，每月每年定期蒐集相關數據，並
公開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上。
2. 建議下一期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參考本指標的結果問項，針對
在學障礙者納入以下兩大類問項：
（1）障礙學生對校園空間、教材溝通與合理調
整措施是足滿意的主觀感受問項。
（2）障礙學生是否真心感受到自己在校園中被
老師與同儕「接納」的主觀感受問項。這兩類問項之提問方式可比照態度量表，
採直述句，並以李克特式五點選項方式對受訪者提問。
【註】
1.

融合教育：是與「教育歧視」完全互斥的概念；而教育歧視又包含：直接或間
接的方式拒絕讓障礙者取得教育機會、讓障礙學生在一種分隔的，或具有某種
或多種損傷者設計的環境下接受教育、學校內部的制度安排卻未針對障礙者的
差異特徵進行結構性調整，而是片面地要求障礙者適應現有的標準化規範與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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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適足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第 28 條，適足生活水準與保障，提供或確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
活經濟保障。

CRPD 委員會提出

【UN Article 28
指標要素】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8 指標要素第一項）
（一）適足生活水準

1. Adequate

【過程指標】

standard of

1. 政府每年定期檢視身心障礙津貼、生活補助、稅制減免等規範。

living

2. 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額。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2. Social protection

3. 障礙者各種工作機會與工作的基本生活水準及所得改善情形。

& poverty

【結果指標】

reduction

1. 國家立法與政策應有身障者參與，以確保身障者能在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所有
主流與身障特定的方案與服務，包含所社會服務方案與住宅。
2. 建立國家層級的無障礙標準，並運用於新建之公共建築物或社會住宅。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8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一）適足生活水準
1. 符合無障礙標準之住宅的數量與比例。

1. 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素無法過他們自認正常生活的身心障礙者及其照顧者對照非身
2. 公共/社會住宅受益者之人數與比例，依年齡、性別與身心障礙分組統計。
心障礙者比例。
（二）社會保障與消減貧窮
2. 過去一年障礙人口落入政府貧窮線之比例，改善程度與具體服務措施。
1. 社會政策與社會保障方案，應考量因身障原因所造成的額外支出，與滿足因障
3.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
礙衍生之支持服務。
4. 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中身心障礙身分住民的比例。
2. 社會保障運用於身障者之預算與支出金額。
5.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貧窮率變化情形。
6. 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政府補助津貼生活，無其他所得來源者的比例。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8 結果指標）

7. 脫貧計畫中納入障礙者的比例。

1. 低於貧窮線之人口比例，依性別、年齡與身心障礙分組。

8. 地方政府積極促進障礙者能在社區中獲得足夠經濟與相關服務的比例，以協助障礙者能

【具體的行動計畫】

脫離經濟依賴。

1.

社會保障、削減貧窮、社會服務、住宅等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參與繼續教育訓練。

【新增統計建議】
1. 社會保障體系涵蓋的人口比例，依性別、兒童、失業者、障礙者、孕婦、新生兒、
職業傷害、貧窮與弱勢族群分組。
2. 身障者申請社會保障給付與服務時，其因障礙所產生之額外支出列入核計與給付
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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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檢核表：政治參與與公共事務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
【結構指標】
1. 政府施依據 CRPD 第二十九條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

CRPD 委員會提出

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人權指標要素
【UN Article 29
指標要素】

【結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9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
1. 政府施依據 CRPD 第二十九條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

2.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確保身心障礙者參 1. Universal and
與相關服務與政策決策過程。
3. 投票所軟、硬體環境無障礙設施之改善（含交通接送）。

equal suffrage
2. Being elected,

參與。
【過程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9 指標要素第三項）
1. 政府積極促進偏遠及鄉村地區障礙者的自主團體設立與參與地方公共事務。

4. 多元性投票機制、與各項選舉各候選人之政見取得多元管道（點字版、手語、易讀版）。

holding office

5.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規範地方事務參與，例如社區、管委會、身心障礙社團、其他公共

and performing

【結果指標】（參考 UN Article 29 指標要素第一項、第二項）

public functions

1.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針對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進行抽樣調查。

議題社團、參與政黨等，以上場域之環境和資訊、參與管道等可近性。
【過程指標】

3. Freedom of
【具體的行動計畫】

1. 檢視每次選舉政府建構多元投票機制。

association and

2. 檢視每次選舉政見取得管道。

participation in

3. 檢視每次選舉無障礙環境增加情形。

public life and in 【新增統計建議】

4. 中央及地方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以及身權法各主管機關所負責身心障礙政策事務

the conduct of

之資訊公開程度。

public affairs

5. 障礙者為主體之民間組織與團體數量增長與分布情形。

1.

1.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比例。
【註】
1.

6. 政府積極促進偏遠及鄉村地區障礙者的自主團體設立與參與地方公共事務。

培力全體參與選務工作者、公務人員，使其具備障礙意識。

第 29 條精神中，提及積極促進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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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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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
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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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參與人民團體的比率比較。
級代表身心障礙者。
3.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比例。
2.
4. 各級政府有關障礙者相關事務與決策過程中，不同障礙者與障礙團體代表的參加比例，

身心障礙者組織：只能是由身心障礙者領導、指導及管理的組織；並其大多數
成員應該是身心障礙者。

逐年改善並有效選任障礙者代表參加。
5. 與障礙者權利、生活與各項事務有關事項，障礙者參與程度逐年改善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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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 CRPD 十一項人權指標內容、條次與內涵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社家署障服組障機科】
1. 109 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項目，將第五大項改進或創新項目，有關 6301.創新措施之執行成效指標增
列社區融合納入創新措施，引導並鼓勵機構辦理社區融合納入。
2. 修改 110 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指標，調整「輔導轄內全日型住宿
機構將有社區生活潛能之服務使用者轉銜至社區式服務」指標內容及給分標準，強化地方政府對轄內全日
型住宿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輔導，以增加機構將有社區生活潛能服務對象回歸社區式服務。
3. 針對結構指標第 1 條，2021 編列具體預算 600 萬元。
【社家署障福組支持服務科】
1. 針對結構指標第 1 條，編列具體預算 3,717,670 千元（僅呈現中央部分，含社區式日間照顧、社區日間作
業設施、社區居住、身障家庭托顧、自立生活）。
1.自立生活與融
合社區

第 19 條 第 5 號

第 6 條、
第7條

2. 透過辦理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計畫，盤點轄內各項服務需求，擴增社區式照顧服務資源，2016 至 2019
年期間，據點數自 543 處成長至 726 處，成長 33.7%；社區式服務使用人數自 2016 年 9,581 人成長至 2019
年 11,763 人，成長 22.8%；另居家式服務使用人數自 30,182 人成長至 44,780 人，成長 48.37%。
3.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情形自 2015 年至 2019 年呈現成長，使用個人助理人數自 286 人增加至 592 人，成長
107%；使用個人助理服務總時數自 62,585 小時增加至 139,780 小時，成長約 123%。
4.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規範與規定：修正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自 2018 至 2020 將原規定依
縣市身心障礙人口數核算為原則之補助經費，依不同分級分別調高 43.3％至 50％。另自 2017 至 2020 將個
人助理每小時補助基準調增 42.9％，以增加個人助理服務誘因及提供更多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
5. 個人助理：2021 年研擬推動由身心障礙者僱用個人助理，回應第 5 號一般性意見第 16 點等由障礙者決定
服務型式，及自我管理。統計由身心障礙者僱用個人助理相關資料，並修正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
台相關統計欄位。
6.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同儕支持和自立生活服務人員的人數，與提供之各類型人力支持服務工作者總人
數等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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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中個人化協 1. Choice of independent
助支持的提供人

living arrangements

力比情形（個人協 2. Support services
助、手語翻譯、聽 3. Accessibility and
打等等，呈現縣市
比例與預算）

responsiveness of
mainstream services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衛福部醫事司】
1. 醫事人員皆依相關醫事人員法規定執行醫療業務，截至 108 年 12 月相關醫事人員團體舉辦之身心障礙者相
關議題課程已達 160 場以上；健康照護之相關課程已達 100 堂，參與人次達 1,000 人次；性平議題課程已
800 場以上，參與人數達 10,000 人次。
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業已將醫院納入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內；《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則 身障者醫療資訊
就設有復健治療設施之診所訂定無障礙設施相關規範。

紀錄於健保資料

3. 業將全國約 20,000 家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資料連結「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系統，同時公開於衛 庫、健康統計增加
福部官網，並持續依各縣市衛生局不定期提報資料，更新本部公告資料。

身障者問項，或單

4. 本司依序於 107 年及 108 年委辦「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輔導計畫」及「就醫無礙管理中心」計畫，研 獨調查、未來再增
析身心障礙者醫療需求，彙整國內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資源（含軟硬體）與編定醫療院所無障礙空間設置 加身心障礙者與
第 6 條、
第 25
2.健康權

條、26
條

第 7 條、
無
第 8 條、
第9條

參考手冊。

一般人口的比

5. 業於醫院評鑑訂定「應與病人溝通、適當說明病情、處置及治療方式，特別是實施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時，較、輔具需求尚未
應明訂作業規範並簽署同意書。」規範醫院應提供多元管道的就醫資訊及醫療諮詢服務，維護病人就醫的 被滿足之比例、負
權益，並提供民眾就醫相關資訊、引導、病床推送或輪椅借用等服務，及可依病人需求提供適切的溝通服 壓隔離病床之無
務，如：病人慣用語言或外語之翻譯，聽障者手語翻譯、唇語、筆談、同步聽打、寫字板、溝通板，視障 障礙設施、其他無
者點字資料、18 號字體以上之資料。

障礙設施醫療設

6.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中華民國 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內政部）
、105 年身心 施滲透率、修改與
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主要家庭照顧者問卷調查報告（統計處） 、全國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資 增訂健康醫療與
訊（衛福部）。

公共衛生各種統

【國民健康署】

計資料，增加身心

1. 我國已有身心障礙手冊申請者資料檔，且衛生福利部依法定期辦理「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及需求調查」蒐 障礙身分欄位
集資料。未來如因施政需要，須建立新的統計資料庫收集資料，可再由相關業務單位提出。
2. 為瞭解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健康相關狀況，已規劃將我國身心障礙相關統計資源，以連結方式納入
新版之健康促進統計年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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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qual access to
mainstream and specific
services within general
health services
2. Inclusive health
Insurance
3.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勞動力發展署】
1. 增加障礙者職場見習和實習、職前準備制度與預算之建構：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職重個管、支持性工 障礙者與非障礙
作服務之職前準備、身心障礙者職業探索體驗；2021 年約計編列 106,645 千元，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預 者採非典型工作
算 159,081 千元、職重個管、支持性工作服務之職前準備預算約 1,000 千元、身心障礙者職業探索體驗 564 型態之比例、勞動
千元。

部的勞動狀況調

2. 逐年增加職場助理服務人數，近 3 年經費編列共計 6,376 千元。

查加上是否為身

3. 對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班列逐年增加之幅度：；近 3 年編列經費情形如下：107 年編列經費 21,514 千元、心障礙者、建置相

3.工作與就業權 第 27 條

無

第 5 條、

108 年編列經費 27,881 千元、109 年編列經費 29,254 千元。可逐年增加職務再設計預算（粗估成長 1-3%） 關施政的官方數 1. Access to employment

第 6 條、

4. 108 年各月平均約 90%義務機關構依法足（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其中公立單位約有 99.1%、私立單位約 據通報系統，每月 2. Equal opportunities in

第 7 條、

有 86.8%為足（超）額進用，且未足額進用單位中平均約逾 82%為不足進用 1 人。

每年定期蒐集相

the workplace

第 8 條、

【勞動部】

關數據，並公開呈 3. Protection from forced or

第9條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工作平等司依據工作坊第一輪報告內容，針對本項指標疑義如下：

現在統計處的網

compulsory labour

1. 現行法定工作歧視申訴機制，依工作服務法第 6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工作歧視之認定。站上、下一期「身
同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辦理工作歧視認定時，得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單 心障礙者生活狀
位、勞工團體、雇主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工作歧視評議委員會。

況及需求調查」增

2. 有關是否制定身心障礙工作平等專法，目前政策方向配合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研商制定綜合性反歧視法之 設跟工作歧視相
政策評估結果辦理。本項指標如有保留必要性，依據首次國家報告第 20、21 點次有關促使地方政府及行政 關的主觀感受問
機關確實承擔 CRPD 相關義務之第二輪書面審查意見，本項可行作法為加強教育訓練，提升工作歧視認定

項

之專業品質。
【法務部】
第 3 條、
4.平等和不歧視 第 5 條 第六號 第 6 條、
第7條

1. Equality and protection

1. 行政院刻正規劃增設人權處，平等法制定案已規劃納入該處之任務職掌。

身心障礙歧視申

from discrimination

2. 刑法第 20 條目前無修正必要，建議刪除結構指標第 1 條。

訴申請案件數、處

（disability based and

理案件數及成案

others）

【社家署】
1. 人權指標應是持續性可測量，方可於不同年度進行比較，結構指標第 1 個問項指標僅了解受次國家報告至
第二次國家報告之間法律規章是否有修改，較無未來可比較意義，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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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2. Provision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2. 針對結果指標第 5 條，合理調整的具體內容是否在法律中一一明訂，與該國家屬於英美法系（即將不同樣

3. Specific measures to

態訂入法律）或是大陸法系而有差異，我國非英美法系，此結構指標受限法律體制無法達成，請刪除。

achieve de facto

3. 建議過程指標 4、6 條刪除，並將 3、5 條修正為一項，每年身心障礙歧視申訴申請案件數、處理案件數及

equality

成案數。
4. 針對結果指標第 7 條，該問項欲瞭解的部分是個案主觀感受到歧視並且有實際行動，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訴
後被認定的統計數？但會合經建議合併後的過程指標重疊，故是否本項刪除?另外是否可以提供調查區間?
5. 社家署建議結果指標 1 至 6 點與其他指標的問項有重疊的部分，建議精簡問項，避免重覆詢問。
【交通部】
1. 交通部建議整併結果指標 1、2、3、4、5、6，同 7、8、9、10 等指標，整合歧視經驗指標。
【教育部】

身心障礙意識提

1. 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含身心障礙者）共同研議，討論「身心障礙多樣性的內容及權利」、「身心障礙意識 升受訓人數及時
提升」含括之內涵及範例，再盤點現況，研議放入各及教科書之做法；並研議盤點統計：各級學校教師之 數/比例、障礙者
受訓人數及時數，據以計算受訓比例，與各級學校教師之受訓人數及時數，據以計算受訓平均時數。

在教育上遭受歧

2. 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含身心障礙者）共同研議，討論「人權、促進不同群體間之理解」課程意涵、範圍 視與拒絕使用之
及範例，再研議調查方式，然後盤點統計：各級學校教授上述課程之比例。
第 6 條、
5.多樣性和
意識提升

第8條

無

第 7 條、

數據、身心障礙者

3. 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含身心障礙者）共同研議，討論「運用多元措施和素材宣導、身心障礙意識提升」 歧視性語言關鍵
之意涵與範例，再研議擬訂鼓勵措施，之後統計每年辦理進度。

字的大數據分

第 12 條、 4. 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含身心障礙者）共同研議，討論「中性介紹身心障礙者生活態樣、對身心障礙者的 析、相關施政的官
第 13 條

刻板印象」之意涵與範例，再研議宣導措施、盤點調查各項教材中以中性介紹身心障礙者生活態樣之數量
與比例。

方數據通報系
統、「通訊傳播市

5. 邀請身心障礙學生、民間團體、專家學者、統計專業人士、學校、主管機關等，共同討論調查統計方法， 場消費者使用概
蒐集障礙者在教育上遭受歧視與拒絕使用之情況、數據與比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況」加入障礙者媒
體再現的問項、

1. 公眾媒體泛指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具有廣泛影響的大眾媒體。我國對於傳統媒體之管理，是按照媒 「身心障礙者生
體類型差異，交由不同機關管理。本會是廣電媒體之監理機關，並依照「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 活狀況及需求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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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bat stereotypes,
prejudices and harmful
practices
2. Foster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3. Promote awarenes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法」進行管理；至於平面媒體部分，則屬文化部及社政單位權責。另依據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訂定之網際網 查」中增列障礙者
路內容管理基本規範及分工原則，網際網路內容之管理與實體社會的管理方式相同，係由各法令規定之主 對敵意行為之「主
管機關依權則處理。網際網路平台、內容及應用服務提供者並非電信事業，非屬通傳會法定職掌之監理對 觀感受」問項，即
象。

可處理。

【交通部】
1. 已於 2011 年成立「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
，邀請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專家、學者擔任小組委員，
督導所屬機關辦理各項無障礙運具及設施之佈建，相關部屬機關亦成立無障礙小組，並亦將體檢成果及改
善情形提報其小組確認。

1. Roads and transportation

2. 近年相關法令、規定、原則制（修）定：

既有公共建築物 2. Buildings, indoor and

 2019 年修訂「地區汽車客運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處理原則」、「國道客運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處理 完成無障礙改善
原則」，路線申請經營時，應至少配置一輛無障礙車輛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
6.可近性和
第9條 第3號 第8條
外出移動交通

之比率與涵蓋

3. 近年相關無障礙改善數據成果，可彙整資訊如：臺鐵月台提高至 115 公分站數、臺鐵無障礙電梯數及服務 率、可近性與可使

outdoor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open or
provided to the public

對象占整體旅客數比率、臺鐵車廂無階化執行數、高鐵增設列車無障礙座位電動輪椅充電插座列車數、市 用性的軟硬體統 3. Information and
區客運無障礙公車數量及比率、公路客運無障礙路線及比率。
【營建署】
1.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內容為補助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改善無障礙設施及增設昇降設備，

計數據、政府改善

communications and

區域的街道騎樓

other services, including

無障礙的比率

ICTs, electronic services

提升住宅之無障礙居住品質，109 至 111 年皆列預算新臺幣 1972.6 萬元整。

and emergency services

2. 針對阻礙通行之車阻及人行道固定路障，本部營建署已要求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清查並訂定相關拆
除計畫，5 年內已拆除阻礙之車阻數共計 5,887 處，其中 108 年度拆除阻礙之車阻處數共計 1,605 處，阻礙
通行之車阻約 86%已拆除。
第 5 條、 【內政部】
7.人身自由與身
心完整性

第 14、
15、16、
17 條

無

監獄與其他拘留 1. Disability-specific

第 6 條、

1. 針對過程指標第 1 條，本項所列警詢程序部分，本部警政署業訂定相關規定及作業程序，並完成「警詢技 場所被剝奪自由

第 7 條、

術實務課程大綱」
，交由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納入相關課程，持續強化警察人員教育訓練，相 的身障者人數和

Absolute ban on

第 8 條、

關事宜均已推動辦理，暫無其他資料提供。

deprivation of liberty on

比例、犯罪與行政

第 12 條、 2. 針對身障者取得保護令/通報件數，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保護令之核發係由法院為之，身障者取 拘留被剝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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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ivation of liberty:

the basis of actual or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第 13 條、

得保護令件數部分，係屬司法院權責；另家庭暴力防治通報系統係由衛生福利部建置，身障者受保護通報 由，能迅速獲得免

第 14 條

人數，係屬該部權責。綜上，本項建議由各該主管機關辦理。

費法律協助身障 2. Non-disability specific

3. 有關請本部警政署於刑事統計增加被拘留人之統計（含身心障礙問項）部分，本部警政署目前僅就拘留人 者的比例、在剝奪
數進行統計，尚無身心障礙者相關統計，如需增加尚待籌編相關預算及研議系統功能改版等事宜。
【法務部】

perceived impairment

自由相關程序
中，要求提供程序

1. 為落實保障不通國語人士以及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在偵查階段提供司法通譯之選擇，以非國語語言、手語 與適齡調整的身

forms of
detention:criminal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或文字溝通之權利，如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外，並得依其選擇以文字訊問陳述，以保障弱 障者比例、身障者 3. Security of person and
勢者之司法近用權，目前刑事訴訟法就相關條文亦配合司法院「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會」參與法規研修， 定罪率與一般定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就指標文字內容無意見。

罪率、身障者於任

for persons with

【社家署】

何拘留場所或的

disabilities

1. 針對結果指標第 6 條，「心智缺陷」為歧視性用語，建議改為「心智狀況」。

合理調整的人數 4. Prevention of torture,
與比例、 身障者

ill-treatment and other

受保護通報與開

violations to physical

案之人數。

and mental integrity（i.e.
non-disability specific
practices）
5.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non-consensual
treatments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6. Prohibition of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without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7. Domestic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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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8. Violence within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9. Violence within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harmful practices
10.Trafficking

【法務部】
1. 法務部為落實保障不通國語人士以及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在偵查階段提供司法通譯之選擇，以非國語語言、
手語或文字溝通之權利，如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外，並得依其選擇以文字訊問陳述，以保
障弱勢者之司法近用權，目前刑事訴訟法就相關條文亦配合司法院「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會」參與法規
研修。

統計資料庫，各項 1. Universal legal capacity

2. 選認監護人之程序係由家事法院法官審認決定，民法條文已有應尊重當事人意願之規定，然實務上是否由 司法統計，政府公 2. Supported
身心障礙者表達意見係由法官決定。
第6條
8. 獲得司法保護 第 13、
及司法體系近用

條

第1號

部門統計資料，都

3. 針對過程指標第 4 條：

decision-making

需提供有關「身心 3. Safeguards on the

第7條

(一) 建議權責機關，應為司法院。

障礙身分」之各項

provision of support

第8條

(二) 誰具被監護宣告之資格或程度，係由家事法院法官就個案審認決定。

統計。身心障礙國 4. Equal access to and

第9條

4. 針對結果指標第 2 條，該資料難以蒐集，且與申訴資料重疊，建議刪除。

民生活狀態調查

equality before the

第 12 條

5. 針對結果指標第 4 條：

增加司法近用問

justice system

(一) 建議權責機關，應為司法院。

題、被監護宣告 5.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二) 被監護宣告人由家事法院法官審認決定，故受監護宣告人數係依法院決定 3.有民團體認為監護宣告人 人、警察對身心障
數逐年增加並非不好，因為被保護的人逐年增加。故是否列此指標，似宜再酌。
【內政部】
1. 經查本部警政署之相關統計，尚無有關警察對身心障礙者不合理對待統計資料，如需增加，尚待就其定義
及範疇等妥為研議規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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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不合理對待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教育部】
1. 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含身心障礙者）共同研議，討論特殊教育學校定位及未來實施方向、教班隔離性歧
視相關議題、特教班就讀人數之相關議題。
2. 本部於 108 年 5 月 10 日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已於各類科師資職前課程研訂之五項專業面向，其中面向 2「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訂有

第6條
9.教育權

第 24 條 第 4 號

第7條
第8條
第9條

特殊教育統計、不
同學制就讀之身
心障礙者人數與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
類別統計、建置相
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及「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關施政的官方數
等專業素養指標，各師資培育之大學須依各項專業素養指標規劃課程核心內容，以提升全體師資生之融合
據通報系統，每月
教育素養。（針對所有教師並未針對特殊教育師資）
每年定期蒐集相
3. 未來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將合理調整義務、拒絕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等規定，予以明定，並發展特
關數據，並公開呈
殊教育合理調整處理程序參考指引、研商學校提供身心障礙教師合理調整措施相關規定事宜。
現在統計處的網
4. 盤點 108 學年度供需現況：分高級中等以下各階段及大專，調查需學習手語、點字及定向行動技能之需求
站、「身心障礙者
人數，及各該專業以提供之授課時數、尚未滿足之時數。針對盤點結果，邀相關單位及人員，研議降低供
生活狀況及需求
需落差之促進措施（或補助規定）。
調查」參考本指標
5. 調查統計 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任校長接受融合教育培訓課程之時數、現任教師接受融合教育訓
的結果問項，針對
練課程之時數、學校每學年投入合理調整措施的經費、聘用障礙教師之人數及比率、高級中等以下各階段
在學障礙者納入
特教教師人數、各級學校用於增設與維護校園無障礙環境之經費、，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含身心障礙者）
以下兩大類問項
共同研議，討論納入常規統計之相關事宜。

1. Inclusive education
system
2. Quality and fre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3. Access to tertiary,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4. Inclusive teaching

6. 瞭解、參考外國作法。委託研究蒐集外國障礙者就讀大專以上之比率、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之大專教育程度
落差情形、改善措施。編列具體預算為 2,000, 千元。

10. 適足之生活
水準與社會保障

第 28 條

無

第5條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第6條

1. 現行政策/法令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4 條之 2 規定，勞工凡符合得請領失能年金或身心障礙給付之情 料庫與各縣市政

第7條

形者，得提前領取個人退休金專戶之退休金及收益，以維持其身心障礙後不能從事工作期間之生活，保障 府的社會救助系

第8條

其退休金權益。

第 27 條

衛福部身障總資

統，健保資料庫、

2. 考量身心障礙勞工之身心狀況不同於一般勞工，爰勞工退休金條例於 2014 年 1 月 15 日增訂第 24 條之 2 規 其他部會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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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2. Social protection &
poverty reduction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定，建立提早請領退休金機制，凡已領取勞工保險之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 3 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做串聯、社會保障
國民年金法所定之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者、或非屬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之 體系涵蓋的人口
被保險人，惟符合得請領上述失能或身心障礙給付之程度者，均得於 60 歲前提早請領退休金，無年齡限制。比例，依性別、兒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童、失業者、障礙

1. 提供或確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濟保障

者、孕婦、新生

（一）國民年金:針對身心障礙被保險人提供保險費補助，重度以上全額補助，中度補助 70%，輕度補助 55%。兒、職業傷害、貧
（二）加保前符合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之被保險人，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窮與弱勢族群分
加保後符合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且有基本保障金 組、身障者申請社
額之設計，以提供基本經濟保障。

會保障給付與服

（三）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者，可持續加保累計其國保年資，俟其年滿 65 歲後，可就老年 務時，其因障礙所
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擇優領取較高給付金額。

產生之額外支出

2. 依據國民年金法第 54 條之 1 規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每 4 年調 列入核計與給付
整一次，由本部參照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但
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民眾的基本生活獲得保障。
【營建署國宅組】
1. 2017 年修正公布《住宅法》
，將社會住宅提供予弱勢身分者比 率提高至 30%以上（包括身心障礙者）
；截至
109 年 3 月止，社會住宅興辦戶數如下：既有社會住宅 6,538 戶、新完工 9,374 戶、興建 中 19,672 戶，合計
35,584 戶，截至 108 年 12 月底已入住戶數 11,445 戶，其中經濟弱勢戶 4,596 戶（內含身心障礙戶數 1,303 戶）
。
包租代管截至 109 年 2 月底已開辦 23,422 戶，媒合 5,753 戶，其中經濟弱勢戶 3,840 戶（內含身心障礙戶數
40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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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例。

台灣

公約 一般性意 其他條文

指標

條次

見書

主管部會回應-摘錄
交織

主要相關

CRPD 委員會建議之人權

統計資料庫

指標要素

【中選會】
1. 109 年選舉本會督促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投開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及抽查。
2. 政見發表會均有手語翻譯畫面、編印易讀版投票指南手冊。
3. 統計資料收集方向：歷次選舉本會均辦理投開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並建立統計數據。
4. 針對過程指標第 4 條，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地方主管機關為各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
針對結果指標第 1 條，無法取得身心障礙者投票率。
【社家署權益發展科】
1. 中選會代表於工作坊中表示目前政府尚未規劃多元投票機制，建議「多元投票機制」刪除。
第6條
11.政治參與及參
與公共事務

第 29 條 第 7 號

第7條
第8條

2. 同意內政部意見，因為依臺灣法制無法要求團體會員進行資料登錄，建議刪除。
【內政部】
1. 針對結構指標第 5 條，本項所列「政黨」部分，後續可就政黨身心障礙黨員人數提供相關統計，惟其餘部
分暫無相關資料提供。2.另本項所列「社區」、「身心障礙社團」、「其他公共議題社團」等部分，於「社區

1. Universal and equal
各級民意代表中
身心障礙者代表
之比例、身心障礙
者投票率（抽
樣）、投開票所無
障礙設施檢核

suffrage
2. Being elected, holding
office and performing
public functions
3.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發展工作綱要」及「人民團體法」等相關規範中，係分別由衛生福利部、各地方政府及各事業主管機關主

public life and in the

管，故建議由各該主管機關辦理。另所列「管委會」部分，考量其與「社區」、「身心障礙社團」、「其他公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共議題社團」及「政黨」等性質不同，故建議刪除相關文字。
2. 為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人民加入團體成為會員及會員資格審查等事宜，均屬人民團體自治事項，
且團體可自由異動會員組成；另依「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
，社會團體係按其服務性質分為「學術文
化團體」等 12 類，並無就會員身分進行區分，尚難以掌握以障礙者為主體之團體數量，故建議過程指標第
5 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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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
一、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CRPD 第十九條之條文內容為(15)：本公約締約國體認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
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
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分融合及參與社區，包括確保：
1.

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選擇居所，選擇於何處、與何人一
起生活，不被強迫於特定之居住安排中生活

2.

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支持服務,包括必要之個人
協助,以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區，避免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

3.

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亦可由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並回應其需
求。
本研究團隊參考依據 CRPD 第十九條與一般性意見第五號內容與精神，包括

社區中生活的平等權利、選擇居住安排權以及可近用的支持服務與社區服務和設
施，以及丹麥黃金指標和聯合國 CRPD 指標，總計有結構指標五項、過程指標七
項與結果指標九項。本條次中運用之相關指標精神涵義敘述如下。

（一） 丹麥指標
1.

丹麥黃金指標(16)中的精神
在黃金指標中核心的精神就是選擇的自由，並且從中去延伸一個人是否得以

延伸做出對他自己的生活的決定，這也呼應了 CRPD 在 19 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
區中的核心概念，在本指標中所對應的丹麥黃金指標分為主要指標與次要指標，
主要指標方面只有一項：
（1） 障礙者與非身障者相比較，感受到對生活擁有強烈或非常強烈的影響力
比例。
丹麥黃金指標之次要指標共有五項，將文化活動、機構人數納入，項目如下：
（1）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比較，每週或每月參與市區內文化活動的比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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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看電影、音樂會、劇場或是參與體育活動(going to the cinema, concert,
theatre or attending sporting events)。
（2） 住宿型機構內人數。
（3） 以上指標按年齡統計。
（4） 以上指標按性別統計。
（5） 以上指標按族群統計。
丹麥黃金指標中試圖讓障礙者選擇自己生活安排和居住情況的自由得以彰
顯，因此在本項目中以尊嚴以及自主性作為指標精神，個人的自主性包括做選擇
的自由，個人的自立以及有效參與和融合於社會中的情形。同時，黃金指標中共
串連四個 CRPD 中的條文，包括 19 條自立生活、26 條第一款復能與復健、29
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並且在次指標中強調第 30 條文化生活、娛樂、休閒、
運動的參與。

（二） UN CRPD 人權指標
聯合國所發布之自立生活的指標架構由兩方面交織組成，在指標構面方面和
本計畫相同為結構指標、過程指標和成果指標三個層次，在自立活精神的檢視構
面方面也同樣包括三個層次，分別是自立生活安排的選擇、支持性服務和主流服
務的責任與可近性。之所以會優先強調第一個自立生活安排的選擇，在第 5 號一
般性意見書中指出，居住地點不是最主要的問題，而是不論是居住在哪種建築物
或是環境中，最首要的是形成此特定的生活和居住安排方式時不能失去一個人的
選擇和主動性，因此在指標中使用自立生活安排的選擇作為其中一個向度。
以下分述在自立生活安排的選擇向度之下的三種結構面的內涵，結構指標方
面包含了立法保障選擇性與支持性服務，其中也會與 CRPD 第 12 條在法律前獲
得平等承認有關，例如：
1.

立法保障暫停招收身障兒童入住機構

2.

保障身障者避免被迫搬遷或喪失房屋使用所有權的法律

3.

不得明文禁止他們選擇與誰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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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須制定計畫以保障身障者在任何區域的社區內居住在可負擔、可用性之
下可近的與合適的房舍
自立生活的過程指標則是先使用一個通則大項：

1.

按性別，年齡，障礙類別，地理位置分佈的身障者在社區內獲得社會住宅的
人數和百分比
其次在自立生活安排的選擇向度中的則有以下幾項：

1.

房屋市場與房屋政策中公私部門的人員接受身障者權利之訓練人員的人數
與比例

2.

支持與協助身障者從機構轉銜至社區居住的有用的方案人數與比例

3.

為了上述的轉銜支持服務而受訓的機構內人員人數與比例

4.

廣為宣傳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的理念，尤其是對身障者及其家屬，包括傳播
有關應享權利，服務和可使用的房屋訊息。
在結果指標中的自立生活安排的選擇向度有以下四項：

1.

與其他人相較，按年齡，性別區分，身障者作為家戶長和權利關係（房東，
房客等）的成年身障者人數和百分比

2.

按年齡，性別和障別區分的無家可歸的身障者人人數佔總無家可歸總人數的
比例。

3.

按性別，年齡和障礙別區分統計在社會住宅中的人數。

4.

對其成年生活的自立程度表示滿意的成年身障者的人數和比例。
在支持性服務方面則是強調並非是單指在房子裡面的服務，重點是要避免讓

身心障礙者在社區中被隔離的生活，所以其精神中包含融入社區生活的面向，例
如：就業、教育、政治與文化參與，有可能會因為各國或是各地的文化、經濟和
地理條件而有所不同的方式，並且需要包含一整組的規劃和做法，包括：使身障
者受益的住宅計畫、發展支持性服務以及去機構化的成本，此處也建議參考 CRPD
第 23 條尊重家居與家庭。
主流服務的責任與可近性方面則是包括公共管理（例如公共行政，市民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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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衛生和教育，銀行等，可近性標準必須解決可近性的不同面向（建築環境、
交通、訊息和通訊）
。 了解主流服務中的樣貌有助於了解不同主流服務中的融合
程度。
在聯合國指標中採用障礙者自覺報告調查的方式可以調查到身障者對於生
活安排和自立程度的滿意度，並以此作為替代指標。

（三） 台灣人權指標
本計畫第一期成果與第二期成果之不同處在於第二期指標為提出在第一期
計畫成果中建議優先進行之指標。
1. 結構指標
第一期計畫成果為：
（1）

政府依據 CRPD 第十九條與一般性意見第五號內容與精神及原則，修訂
定各類型服務措施之基本規範與準則。以符合公約去機構化精神在一
定期間內，達成逐年縮減大型住宿機構服務人數、增加社區居住、個
人服務與居家服務之比例。

（2）

政府依據 CRPD 第十九條及第五號一般性意見書內容和精神修改政府
相關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包括社會住
宅數量、租賃，個別化輔具（補助）規範、自立生活等各種規範與規
定。

（3）

個別化社會福利服務內容與方式，須依據 CRPD 第十九條與第五號一般
性意見修改調整服務內容、促進障礙者自主與選擇及服務支持強度與
密度等（例如：個人助理、居家服務等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輔具流程
申請和可選擇性等）。

（4）

對於公私立社會住宅市場的可近性規範。

（5）

都市、鄉村地區各種服務設施提供障礙者社區居住使用的提升計畫。

第二期計畫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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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依據 CRPD 第十九條與一般性意見第五號內容與精神及原則，修訂
各類型居住服務設施之基本規範與準則，例如：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
服務費辦法、身障住宿型機構評鑑項目。以符合公約去機構化精神在
一定期間內，達成逐年縮減大型住宿機構服務人數、增加社區居住、
個人服務與居家服務及自立生活服務使用人數之比例。
（2） 政府依據 CRPD 第十九條及第五號一般性意見書內容和精神修改政府
相關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包括社會住
宅數量、住宅租賃、個別化輔具(補助)規範、自立生活等各種規範與規
定。
（3） 個別化社會福利服務內容與方式，須依據 CRPD 第十九條與第五號一般
性意見修改調整服務內容、促進障礙者自主與選擇及服務支持強度與
密度等（例如：個人助理、居家服務等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輔具流程
申請和可選擇性等）。
2. 過程指標
第一期成果為：
（1） 編列多少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的相關預算(例如:社區支持與到宅
服務、實際編列的預算項目)。
（2） 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例如:所有
障礙者使用服務的可近性、服務流程)。
（3）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同儕支持和自立生活服務人員的人數。
（4） 全國各縣市(分區)符合申請各類型人力支持服務之障礙者總人數。
（5） 全國各縣市(分區)可提供之各類型人力支持服務工作者總人數。
（6） 政府將機構式照顧預算轉移至社區支持服務的比例。
（7） 社區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人力比情形(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
等等，呈現縣市比例和預算)。
第二期成果為：
（1）

逐年增加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的相關預算金額(例如:社區支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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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宅服務)。
（2）

提高各類型身心障礙者獲得社區居住與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機制之比
例(例如:所有障礙者可近使用服務、服務流程)。

3. 結果指標
第一期成果為：
（1） 都市、鄉村地區各種服務設施提供障礙者社區居住使用的比例。
（2）

政府具體提出機構服務分類及服務人數縮減之計畫與期程、預算等。

（3）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家人和親屬限制與誰居住的身心障礙者
比率。

（4）

過去四年曾基於障礙的原因被家人和親屬限制居住地點的身心障礙者
比率。

（5）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烈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活有影響力
的百分比。

（6）

過去四年曾因為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未提供無障礙設施而無
法使用的身心障礙者比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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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與前一年比較個別化輔具需求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9）

與前一年比較無障礙居家環境（居住空間的室內和室外）尚未被滿足
之比例。

第二期成果為：
（1）

在都市及鄉村地區施支持障礙者社區居住的各種服務設施之使用的比
例。(例如：共融遊戲場。)

（2）

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強烈地認為自己過去四年對生活有影響力
的百分比。

（3）

與前一年比較個別化輔具需求尚未被滿足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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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標歷程
從本計畫第一期成果基礎，參酌焦點團體、各部會和身障團體工作坊與 UN
CRPD 人權指標精神等構成第二期計畫成果，歷程中各部會之回應值得特別提出
說明，並作為本指標後續討論和建議之內容，各部會針對結構指標、過程指標與
結果指標之回應如下。
1.

結構指標
本計畫中之第一年成果之結構指標包括對於縮減大型住宿型機構、社會住宅

以及個別化輔具和自立生活服務法令都有包含在內，並且注意到城鄉差異議題，
部會的回應情形如下：
（1） 衛生福利部社家署持續推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融合社區之調適計畫，輔導
機構式居住之身障者轉銜至社區生活服務，並有具體編列預算，調查統計
數據方面社區式照顧與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情都有每年常規的服務統計。
（2） 輔具方面，衛生福利部社家署正在進行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制度檢討與分
析研究案，未有後續行動方案計畫，自立生活之服務人數逐年增加。
（3） 衛生福利部社家署回應已經有個人助理服務，也已經修正全國全國身心障
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相關統計欄位。並且有個人助理和同儕支持員資料庫，
並統計課程報名、影音宣導、數位學習等使用情形。
（4） 針對指標四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5） 針對指標五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相當明顯的，指標一至指標三為目前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與計畫方向，主責
單位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指標四和五牽涉到社會住宅與居住類型的支持
性服務以提供選擇性是缺乏行動計畫、服務方案以及統計數據，相關法規亦是闕
如。
2.

過程指標
本計畫第一年成果之過程指標共有七項，包括預算編列數、支持服務流程、

培訓提供社區居住服務人數以及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人力比情形，主要回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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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樣為衛生福利部社家署，部會回應情況如下：
（1） 預算方面社家署已經有公務預算、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及公彩回饋金編列社
區支持服務相關預算，並持續編列社區支持服務預算，健保署回覆已經有
三項居家相關照護服務計畫，該三項計畫每年有固定的預算數。
（2） 服務可近性方面由社家署回復偏遠地區與原住民區域的服務資源提高補
助費用，以及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方面的線上人才資料庫建置以擴大培力同
儕支持原與個人助理，健保署方面則有精神疾病患者之社區復健計畫，每
年有固定預算數。
（3） 社家署回覆相關培訓人員數量，並會持續辦理課程增加數量。
（4） 針對指標四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5） 社家署回覆相關培訓人員數量，持續提升各類專業人員服務費之補助基準，
但是專業人員經費含括於各服務計畫，無法區分出來。
（6） 針對指標六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7） 針對個人化協助支持人力情形只有衛生福利部呈現個人助理人數和使用
人數比例，個人協助、手語翻譯、聽打等等，呈現縣市比例和預算這方面
完全無法呈現，經費也由於含括於各服務計畫，無法區分，因此呈現。
3.

結果指標
本計畫第一年成果之結果指標共有九項，包括居住選擇與居住地點安排、社

區服務及設施的無障礙情形、進入公共與社區服務設施情形、輔具使用滿足程度
和室內外無障礙居家環境等，回應部會為社家署、健保署和交通部，但是針對指
標一到指標七，以及指標九都缺乏部會回應已經採行或是能夠立即採行的計畫，
另外在僅有回應的指標八中，社家署以身障生活住況及需求調查之數據作為回應，
健保署則回應指標一的偏遠地區醫療服務方案，交通部則回應已有設計無障礙統
計專區，可以呈現客運與停車位等項目。

（五） 指標結論
結構指標方面，一至三項指標的職責似乎都歸屬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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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社會住宅與居住類型的社區支持性服務相關資料的缺乏，對照聯合國的指
標所強調之顯示住宅服務連續性與生活的選擇權與自主性延伸方面，尚未能夠完
全整合概念到自立生活的實體服務規劃中，其中社區式照顧加上自立生活支持所
服務的人口數量的確難以顯示出國家在提供社區生活時的自主選擇權保障情
形。
過程指標方面，幾乎職責都歸屬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培訓相關服務
人員與其預算之編列，但是對照聯合國之指標發現，如同結構指標缺乏統整性之
居住型態多元選擇的討論，以至於需要哪些社區支持服務項目的呈現有些困難，
再者在縣市服務住況方面未能夠有效的立即蒐集，在未來指標項目和統計方面的
彙整方式尚需要進一步研議。
結果指標方面，各部會回應情形認為有些項目太過抽象，例如影響力和設施，
但是對照丹麥黃金指標的主要指標只有這一項目，另外是否未來參考在黃金指標
中的次指標一的相關文化活動設施內涵，以及增加年齡、性別和障別之區分統計，
有待研議，室內外改善情形指標方面內政部回應認為考量僅能就依補助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辦理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補助地方政府進行原有住宅共有
部分改善情形(不含室內居住空間之專有部分)提供相關統計，未能提供無障礙居
家環境(居住空間的室內和室外)整體推動情形，故建議刪除指標九，其項目是否
應合併於本計畫之可近性指標，以及對於尚未發展之業務或是未能區分業務之權
利項目，應進一步探討其所屬權責機關，或是跨部會研議未來具體政策方向，而
非以目前未有服務數據為由刪減指標。在居住方面則應思考社會住宅的情形以及
其他可能的社區生活選項，做整體考量，指標之增減仍應依照丹麥黃金指標和聯
合國指標所確立之精神為身心障礙者選擇性與自主性之展現。
綜上所述，政策和法規調整方面建議為，依據 CRPD 第十九條及第五號一般
性意見書內容和精神，修改當前相關社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章與內
部規定，包括社會住宅數量、租賃，個別化輔具（補助）規範、自立生活等各種
規範與規定。例如：機構教養補助費等補助家庭選擇機構式照顧方面之規範，建
議進行全面檢視，個別化輔具方面則是需要進行討論最適足輔具之補助與目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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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標準之精神，避免殘補式的補助方式，居住於社區之服務內容和人力方面相關
之標準應回到身心障礙權利保障法作為母法中進行相關法規修訂。
未來行動藍圖方面，建議以在社區居住之自主性和選擇性為基本精神，落實
於各項政策中，以符合公約去機構化精神，達成逐年縮減大型住宿機構服務人數、
增加社區居住、個人服務與居家服務及自立生活服務使用人數。像是在聯合國指
標中亦有兩項可供參考進行規劃，包括：房屋市場與房屋政策中公私部門的人員
接受身障者權利之訓練，以及身障者作為家戶長和權利關係人（房東，房客等）
的成年身障者人數是否有逐漸增加，目的與精神都是在增加社區居住之量能與增
加障礙者可以選擇之居住安排方式，作為未來可進行之行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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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權
本節健康權指標之分析與最後採取的指標內容，主要依據各部會回應本案第
一年指標內容與行動計畫之意見、丹麥十項黃金指標及 2019 年 UN CRPD 委員
會針對公約第二十五條之人權指標要素與期中報告審查意見等，所作之修改與調
整。

（一） 丹麥指標
本研究團隊第一年的計畫參考丹麥人權研究機構針對 CRPD 所發展出來的
十項黃金指標，該項指標建立是在丹麥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建構完整的前提下，針
對 CRPD 所提出的十項結果指標的測量與內部監督與追蹤之用。在丹麥的十項
指標中第七項就是健康權，它只有一個問題：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比，自覺身體
健康狀況良好的比例？它採取的是障礙者的健康與非障礙者健康狀態相比，用醫
療衛生常見的「自覺身體健康狀況」作為比較基準。這個基準是障礙者主觀的感
受，雖然障礙者的自覺健康狀態會高估自身的健康風險，但是丹麥人權機構認為
這樣的高估健康風險的可能性是被允許的。在健康權的次指標部分，丹麥提出幾
個問題：
1.

心智障礙者的平均餘命？

2.

社會心理障礙者之平均餘命？

3.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體重過重的比例?

4.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兩個群體健康狀態的性別與年齡分析

5.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在上述健康狀態與體重過重或過胖的年齡與性別統計分
析?
丹麥提出地次指標中，針對心智障礙者與社會心理障礙者的平均餘命改善情

形，過去將近四十年，西方國家針對心智障礙者的年齡增長與平均餘命分析做過
非常多的研究，但是因為資料的欠缺與長期追蹤不易，目前的資料都是以機構居
住之心智障礙者為主，推估平均餘命。統計資料的收集需要針對一般人口及障礙
人口，兩者分別作資料收集之後，再做比較。
期末報告內容，研究團隊依據台灣現況，例如台灣有涵蓋總人口幾乎人口百
分之百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出生至六歲的嬰幼兒健康手冊制度及早期療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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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普及性制度，障礙者都涵蓋在內，因此與其他國家因為欠缺全民健康保
險制度，以至於障礙者就醫與基本健康權受到威脅不同。台灣的障礙者面對的健
康照顧權主要問題是因欠缺整體大環境的無障礙物理環境與設施，及交通運輸可
近性，普遍面臨就醫可近性不足問題與基層醫療診所就診困難問題。提升台灣障
礙者在就醫時的基層診所滲透率及全面改善就醫環境的外部無障礙設施與內部
就醫過程的合理調整以提昇醫療照顧品質，為台灣障礙者健康醫療權須重視之
處。

（二） UN CRPD 人權指標
CRPD 針對身心障礙者之健康權維護與促進，主要是公約第二十五條與公約
第三條的人權取向原則為主(如圖 9)。第三條七項人權取向原則，主要精神以障
礙者參與社會生活各面向為核心，外部環境改善提升可近性與融合社會三項是最
主要的核心標準，人權取向之障礙模式主要仍是建構尊重社會多樣性與降低社會
歧視與促進障礙者與他人之平等，仍是檢閱健康權指標的方向，在健康權內涵部
分，根據公約的人權準則，以促進障礙者能在與他人平等基準上，可使用一般醫
療設施，而國家也須針對障礙人口特殊性，提供特別的醫療服務(17)。公約第二
十五條針對健康權，有七項主要的內涵。
1.

提供身心障礙者與其他人享有同等範圍、質量與標準之免費或可負擔之健康
照護與方案，包括於性與生育健康及全民公共衛生方案領域

2.

提供身心障礙者因其身心障礙而特別需要之健康服務，包括提供適當之早期
識別與介入，及提供設計用來極小化與預防進一步障礙發生之服務，包括提
供兒童及老年人該等服務

3.

儘可能於身心障礙者最近所在之社區，包括鄉村地區，提供該等健康服務

4.

要求醫事專業人員，包括於徵得身心障礙者自由意識並知情同意之基礎上，
提供身心障礙者與其他人相同品質之照護，其中包括藉由提供培訓與頒布公
共及私營健康照護之倫理標準，提高對身心障礙者人權、尊嚴、自主及需求
之意識

5.

於提供健康保險與國家法律許可之人壽保險方面，禁止歧視身心障礙者，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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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險應以公平合理之方式提供
6.

防止以身心障礙為由而歧視性地拒絕提供健康照護或健康服務，或拒絕提供
食物與飲食

公約第三條一般性原則：融合、參與、
可近(無障礙)、平等不歧視、尊重多元
與多樣性差異、尊重個人尊嚴

公約第二十五條健康權利，七項基本
內涵

CRPD委員會與歐盟建議之健康權人權
指標三項主要指標要素
圖 9 實踐健康權之主要參照原則與精神規範層次
CRPD 在特定權利內涵的主張，採取的政策邏輯是，整體國家政策中納入障
礙者，接著要求締約國，進一步針對障礙者「差異特質」做整體資源的投入與調
配，以促進障礙者的平等(18)。例如就醫環境提供各項針對障礙者就醫所需之合
理調整，包括手語翻譯協助、就醫過程在診間內之溝通協助、醫院診所移動協助、
取藥、檢驗等各面向之協助。公約第二十條內涵，針對居住在不同地區之障礙者，
例如鄉村與都會地區，醫療資源分布與使用等都特別強調障礙者的特性給予協助。
例如，根據政府在 2016 年公布之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現況調查報告資料顯示，
我國障礙者每月支出項目最高者為醫療費用支出，比例為 73.24%，醫療費用平
均支出金額為新台幣 2357 元。因此，身心障礙者除使用全民健康保險之外，也
需支出其他之醫療費用，但是包括那些細項，當年的報告並未調查該項資料。
公約第二十五條要求締約國的職責，有關(a)項，締約國有責任與義務將
障礙人口納入該國的整體健康保健與公共衛生服務系統之中，我國的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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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制度，整體人口涵蓋率已經將近百分之百，而歷次調查顯示，我國身心障
礙人口的健康保險納保率也將近百分之百。就公約第三條精神與目的而言，我
國身心障礙人口融合在整體健康保險制度應無問題。但是台灣障礙者就醫或健
康照護的主要問題在於外出就醫或使用健康照顧制度的可近性與無障礙問題。
CRPD 第二十五條健康權，轉換為具體政策的邏輯。融合障礙者在所有的健
康照顧體系內，接著再做「差異」特質的規劃，這才是公約所企圖達成的所謂變
革平等(19, 20)。意即障礙者與一般人口擁有平等機會可以使用所有的健康照護
系統之服務，但是國家有責任與義務，針對障礙者的特殊需求提供密度不等之支
持與服務，在 CRPD 中的平等概念，強調國家政府資源投入的責任(21)。
一般人口全體國民之
健康服務設施與內容

融合障礙者

三級健康照護體系

針對障礙者提出促進
與提升女性障礙者使
用三級照護策略

障礙者就醫可近性提
升

針對障礙人口提出促
進策略

針對障礙人口建構適
齡、適性之服務策略

合理調整

圖 10 障礙者的健康平等權意涵
本計畫中，針對健康權，採取三個面向的逐年改進策略，由結構政策面、過
程到結果面相指標。主要目的是針對台灣的福利制度特性，無法單一由結果指標
測量障礙者的健康權利，仍需由結構、過程面向，經由建立質性主題式指標，逐
年漸進達成平等健康權的目標。
第二十五條 b 項內容，即是針對障礙者特殊需求部分提出在各項健康促進例
如性教育健康促進方案等，應針對障礙人口規劃設計相關服務方案及提供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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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務。目前針對這部分，相關政府部門尚無具體的行動方案規劃與內容，可納
入本研究報告的最後建議內容中建議政府採行。但醫事司，針對各級醫院、診所
藥局等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的改善，將本研究計畫第一期的建議，將此部分的協助
納入醫院評鑑項目，由外部規範逐年要求各醫院改善其服務，這些無障礙措施服
務除硬體建設之外，手語服務、資訊數位無障礙服務及診間協助等也納入過程指
標中，逐年改善。

預防障礙狀
態持續惡化

早期介入與
老年期使用
之服務

障礙人口
特殊醫療
服務需求

不同年齡群
障礙者特殊
醫療服務

針對障礙者
特定服務

圖 11 公約二十五條第二項之概念化架構
二十五條第 c 項，針對居住在不同區域的障礙者，能在健康服務設施使用部
分，納入城鄉差異及針對不同的障礙者能提出具體的改善外部環境措施。改善城
鄉服務及基層診所的無障礙設施，成為健康權滲透率改善的重要指標。這部分在
醫事司的回應內容，逐年編列預算納入改善建議之中。而針對二十五條 d 項，提
升各種不同專業之醫療人員對障礙者權益意識的提升與敏感度訓練(22)，相關政
府單位也說明將會持續辦理相關訓練等。因此，整體而言，在促進障礙者健康權
利均等目標，因公約的簽訂，形成外部國際公約實踐的壓力，透過每四年的定期
國家報告審查等機制，期盼能逐漸達成人權指標的結果指標，也就是障礙者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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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態的提升與改善，障礙人口與非障礙人口相比，自覺健康狀態的程度能逐
年趨近。

障礙者健康狀態改善指標
平均餘命延長
外部阻礙障礙者就醫因素
逐年下降

每四年一次國家報告審查
各項障礙者與一般人口健
康指標相比進步與改善情
形

次級疾病狀態下降
定期健康篩選使用率上升

障礙者使用率上升
定期收集障礙者使用醫療
設施與服務之統計

圖 12 CRPD 公約所建構之規範改善循環及結果

（三） UN CRPD 指標要素
UN CRPD 委員會與歐盟在 2019 年，針對 CRPD 各條次內容，提出具體人
權指標要素，第二十五條指標要素，總共有三項如下：
1. 提供給全人口的健康照顧體系中，納入提供給針對障礙者的健康服務(Equal
access to mainstream and specific service within general health service)
2. 融合醫療健康保險，醫療健康保險制度納入障礙者(Inclusive health insurance)
3. 提供給障礙者免費醫療健康治療的知情同意權(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這三項指標要素呼應公約第三條人權原則的精神，融合精神，在提供給全人
口的健康照顧體系中，納入提供給針對障礙者的健康服務。也就是障礙者的特殊
醫療照顧服務需在公共醫療體系內規劃與建置，不一定需要另外設立特殊的醫療
照顧單位。第一項指標要素強調障礙者的融合，能在使用一般人口的健康照護設
施之外，也期待針對障礙者使用健康服務的特殊需要提供適當的服務，例如在過
程指標中，UN CRPD 委員會建議各國提升各級醫療照顧與社區診所提供不同溝
通協助的比率能逐年上升。主流醫療照護措施能回應障礙者的健康照護需求，這
是委員會針對健康照顧的指標要素，所提供的建議。
指標內容分為結構、過程與結果三個面向。但是在具體的行動計畫中，UN
CRPD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一般整體健康政策與服務措施，是提供給所有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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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運用到身心障礙人口時，需針對女性障礙者之健康保健問題與兒童的
發展，提供適當的健康照護服務。同時，在一般性的健康政策與照顧服務之外，
醫療院所與服務系統需要提供障礙者合理調整協助，以利於障礙者使用。
第二個指標要素是融合醫療健康保險，醫療健康保險制度需內入障礙者，這
個指標要素在台灣已經透過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達成，我國目前障礙者納入全面健
康保險的納保率已經接近百分之百。商業部門的醫療保險需針對女性障礙者與障
礙者的特殊照顧需求，不得拒絕讓障礙者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在過程指標部分，
針對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體系，符合可近性與無障礙設施標準的比例能逐年提升，
公共衛生服務與基層醫療院所能提供給不同溝通方式協助障礙者就醫的比例能
逐年上升。
第三項則是提供給障礙者免費醫療健康治療的知情同意權，第三點針對障礙
者接受各項治療過程，須提供免費的知情同意服務，讓障礙者了解治療過程與結
果，這一點符合公約第三條人權原則的參與精神。在台灣，涉及一般人口的醫療
法與病人自主權益法，都在條文內提到障礙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做醫療決定的
主要對象，但是如果根據 CRPD 的精神，障礙者自主醫療的決定，應以障礙者
本人為主，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等只是協助的角色，因而相關法規的修訂，根據
公約精神強調障礙者的醫療決定自主權。
針對上述三項人權指標要素，委員會在結構、過程與結果三個層面提出各種
基本要求與規範，其中一項是橫跨上述三個層面，有關專業人員訓練內容與知識
的建議：健康權和自由和知情同意部分，要進行強制性課程和培訓，作為大學和
其他教育機構保健專業人員核心培訓課程的內容。﹝25.8 Mandatory courses and
training on right to health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ore training curricula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universiti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建議締約國在提供給各項醫療專業人員訓練課程與內容採取強制性規範，且
課程內容須包括障礙者醫療知情同意，這項課程須為專業醫療人員訓練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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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重要核心課程與訓練(23-25)。健康權的維護與提供具體的服務給障礙者，兩
個目標是不相違背的，在公約基本原則強調人權取向的原則，最重要的就是將障
礙者的健康需求與服務，除納入一般健康照顧系統內，也強調須針對障礙人口的
特質，提供特殊的服務，例如牙科服務在過程與治療過程中，針對障礙者特殊性，
在診所須提供必要的麻醉協助或其他服務例如個人助理的溝通與照顧者的協助
等等。

（四） 健康權指標之具體內容建議
本年研究計畫資料收集方式，針對特定權利指標項目，如果可以確認單一政
府部會或單位者，團隊採取方式是兩次的工作坊，第一次做具體權利內涵的講解
與建議部會帶回研商之檢核表，接著第二次針對部會回應檢核表的資料，再召開
第二次工作坊，做各方協商。因此，本團隊整合衛生福利部內部醫事司、國健署、
健保署及法務部矯正署和金管會等單位之回應。根據 CRPD 委員會的具體人權
指標要素與參考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參酌台灣目前健康照護體制特色，研究團隊
提出的具體健康權指標的建議內容如下：
1.

結構指標：

(1) 修正基層診所及藥局無障礙設施規範，且訂定改善期程與獎勵機制。
(2) 障礙人口能融合至中央到地方各層次之具體健康服務與支持與服務 系統之
中，且在一般健康照顧制度中，針對障礙者特性提供特殊健康服務。
(3) 提供各級與各種專科及一般健康醫療服務人員專業訓練，針對障礙者的醫療
過程知情同意與提升專業醫療人員對障礙者認識與了解。
(4) 根據公約精神修訂醫療法、病人自主權益法及精神衛生法，相關法規中有關
規範障礙者醫療決定權的規定條文。
2.

過程指標：

(1) 以每年增加一定比率的預算經費，落實改善監所、機構、社區障礙者健康照
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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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偏鄉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擬定社區及到宅醫療服務之計畫與提升使用比例
以每年固定成長一定比率。
3.

結果指標：

(1)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比，自覺健康狀態改善之比例。
(2)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比，平均餘命逐年改善之比例及兩者之趨勢
(3) 參考丹麥黃金指標障礙者的健康權次指標，不同類屬之障礙者例如心智障礙
者與其他社會心理障礙者與一般人口兩者平均餘命趨勢與改善比例？
4.

三項具體行動計畫：
根據 CRPD 委員會就醫療權人權指標要素的內涵建議，本研究團隊提出三項

具體的行動計畫：
(1) 各級與各專科醫事人員，重新規劃針對障礙者醫療健康服務的課程內容與訓
練，課程內容中需要包括針對障礙者醫療知情同意的過程、方法與內涵。
(2) 針對基層診所可近性與無障礙設施改善，重新訂定獎勵或獎助辦法，以五至
十年為期，編列預算改善，以提升基層診所與藥局的無障礙可近性。
(3) 修改與增訂健康醫療與公共衛生各種統計資料中，增加身心障礙身分欄位，
以利障礙者與一般人口之互相比較資料收集。建議每年定期發布具有身心障
礙身分證明國民健康狀態報告，由健康保險資料庫串聯身心障礙國民身分，
做數據分析與統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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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與就業權
（一） 丹麥指標
研究團隊對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稱 CRPD）主要是參考丹麥黃金指標之架構，將公約中理
念訴求相近的條款合併在一起，整合出十一大項之指標。工作權指標（work right）
與丹麥黃金指標之就業指標（employment）相對應，其內容主要涵蓋公約第 27
條所指涉的事務與目標。綜合公約第 27 條工作與就業的內容，主要有兩個論點：
一是消除就業不平等，另一則是禁止強制勞動。下文將依序呈現這兩個論點，最
後再說明丹麥黃金指標對「就業」此一指標的定義。
1. 消除就業不平等
CRPP 第 27 條主要在「工作與就業」面向上，落實第 5 條所訴求的平等與
不歧視原則。其目的即在要求簽約國之政府必須透過立法與政策去消除障礙者普
遍遭遇的就業不平等。在對障礙的人權模式下，CRPD 對障礙就業不平等的關注
主要涵蓋以下四個層面。
(1) 禁止雇主歧視與職場騷擾
首先，國家有責任運用其公權力禁止雇主以障礙為由，在聘僱、敍薪、及升
遷上給予差別待遇。目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第 40 條對
於障礙歧視都有相關的規定，而且舉證責任由雇主負擔。另外，國家有責任運用
公權力要求雇主擔負職場騷擾防治之責任。這部分性別工作平等法與性騷擾防治
法是主要的法源。最後是若有雇主未履行相關責任，國家需建置完善的救濟途徑。
現行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已要求各縣市設置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進一步
盤點各縣市設置該委員會的辦法或要點，障礙者團體代表已經是必要的組成委
員。
儘管對雇主歧視與職場性騷擾均有相應法源，而且也建置職場歧視的救濟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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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但它仍潛存一些困境。這當中最大的問題是缺乏「障礙歧視」之專法。相較
於性別歧視有性別工作平等法作為專法，障礙歧視由於缺乏專法，規範相對不夠
完備。未來合理調整作為雇主法定責任，該如何督促雇主履行是關鍵。在就服法
與身權法的架構下，障礙歧視的認定侷限在雇主基於求職者與受僱者障礙特徵的
差別待遇。但 CRPD 對障礙歧視的認定還延伸至合理調整措施。在合理調措施
作為障礙受僱者法定權益下，雇主未提供就構成歧視。要雇主承擔該法定責任，
除了需增修相關法規外，國家也需有投入相應的資源，包括人力與補助。
(2) 平等取得發展職涯的生活機會
除消極性的歧視之禁止外，CRPD 對障礙者平等工作權的主張還延伸到涉及
職涯發展之生活機會的取得。包括：
A.

確保障礙者能平等地參與工會：
工會是工作組織內部勞動條件協商與勞工爭取權益的重要機制。工會成
員的組成狀況往往影響工會如何理解勞動權益，過去工會成員及幹部以
男性為主，導致工會輕忽勞工的家庭照顧與性別歧視議題。歐美的經驗
顯示當女性參與工會的比例增加，工會對勞工權益的爭取開始納入性別
及照顧相關的議程。從女性參與工會的經驗，障礙者若能高度參與工會
的運作，必然會讓越來越多工會開始將消除工作組織內的障礙歧視納為
倡議議程。台灣在困境在於：工會覆蓋率過低，多數就業者罕有參與工
會運作的經驗，遑論障礙者。

B.

另外是退出職場後，可以重返職場：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家庭變遷，人們的職涯發展不再是過往那種「終其一
生」模式。越來越多人會因為家庭照顧、進修或其他原因而暫時退出勞
動市場。實證研究指出：一旦退出職場，重返職場即具一定程度的阻力；
越弱勢的群體，阻力越大。障礙者二度就業的阻力遠遠高於非障礙者；
女性障礙者的阻力又高於男性障礙者。此外障礙者需同時處理障礙歧視
與年齡歧視的交織性議題。

C.

其三是平等取得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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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即是降低重返職場阻力的重要對策。而且科技快速
發展導致人們的專業半退期不斷縮短，人們需要透過終生學習才能讓自
己的工作技能回應快速變遷的勞動市場需要。目前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
在空間與溝通上是否達到無障礙，這些機構是否提供合理調整措施，均
影響障礙者能否平等地取得職訓與就業服務。
D.

最後則是平等取得工作組織內部之員工協助方案：
有些企業會透過員工協助方案幫助受僱成員解決適應工作組織的問題。
員工協助方案在設計上是否符合無障礙原則，或針對障礙者提供合理調
整措施同樣影響障礙受僱者能否平等取得該方案。

(3) 多元的開放性就業機會
台灣過去對於中重度障礙者的就業問題主要透過庇護性工作場所的設立，讓
障礙者被安置在一個隔離於一般勞動市場的環境中工作並領取低於市場行情的
所得水準。但在 CRPD 對障礙的人權模式底下，障礙者應像非障礙者一樣公平
地參與勞動市場競爭。因此第 27 條中，CRPD 明白指出：障礙者的就業不該侷
限在庇護性工作，障礙者對工作的選擇空間應跟非障礙者同樣「自由與多元」。
換言之，對所有障礙者，包括中重度障礙者，參與一般性勞動市場的「開放
性就業」是終極目標。過去勞動部在促進障礙者就業高度依賴的「庇護性就業」
與「支持性就業」都是暫時性的措施。
當然要促成所有障礙者的「開放性就業」，並不容易。在第一次國家報告時
國際審查委員的建議是：庇護性就業作為障礙者過度階段的就業，政府需建立何
時轉銜的評估機制、以及有效轉銜的策略。另一方面，倘若勞動市場的無障礙措
施、與合理調整措施夠普遍，其實將有更多的障礙者跟非障礙者一樣留在一般的
競爭性工作，而不用侷限在庇護性工作場所。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 CRPD 認為障礙者進入「開放性就業」後，他/她
們對的工作選擇空間應跟障礙同樣「自由而多元」。這裡的自由而多元主要是針
對障礙者普遍的工作貧窮問題：即便在競爭性部門工作，障礙者往往被侷限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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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性、勞動條件相對惡劣、幾乎沒有升遷管道的就業機會。CRPD 主張：唯有
障礙者取得專業性工作的機會跟非障礙者不存在落差，障礙者所遭遇的就業不平
等才算消除。
目前身權法有透過「定額僱用」措施試圖為障礙者開創出更多元的就業空間。
但就像在第一次國家報告中國際審查委員所作的提醒，該措施實施到目前為止的
成效究竟有沒有為障礙創造出更多優質的工作機會，其實從未被好好地檢視過。
也因此國際審查委員建議政府可以思考其他形式的「積極性差別待遇」
（Affirmative Action）作為替代方案的可行性。
(4) 公共資源的投入
促進障礙者就業平等，除了透過反歧視立法禁止雇主以障礙為由的差別待遇
外，也需要政府投入經費建置相關的設備、提供服務、並培養專業人力。因為工
作場所在空間與溝通上的無障礙措施，都需要導入相當的專業人力與服務，才有
可能普及。另外合理調整措施作為障礙受僱者的法定權益，除了課予雇主法定責
任外，政府也可以透過經費補助，分擔雇主的成本。
另外障礙者中，因為職業災害的後天障礙者需要給予「個別化職業重建服務」，
他/她們才能適應自身的障礙身份並重新進入勞動市場。
2. 禁止強制勞動
在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工作連結太多重要的生活機會，因此往往被視作一種
公民權利。CRPD 第 27 條即是基於就業作為公民權利，主張障礙者應有平等的
工作權。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工作就算連結重要生活機會，它終究佔據一個人的
自由時間也耗損一個人的精神與精力。太過惡劣的勞動條件終究損及一個人在其
他面向的公民權利。也因此第 27 條，CRPD 也要求政府必須嚴格禁止對障礙者
的強制勞動。國家義務這部分的付出監測與成效評估可以跟前面「人身自由與身
心完整性」之指標一起處理。
但就現實層面而言，障礙者之所以會屈就在惡劣的勞動條件，追根究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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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是出在勞動市場普遍存在的障礙歧視問題。在沒有更好工作機會的情況下，
為了生計壓力，條件再糟的工作，他/她們只能被迫接受。要解決這種勞動剝削
隱念的強制勞動意涵，勞動檢查是解決勞動剝削問題當然是不可或缺的機制，但
更根本的解方仍得回到前面的消除就業不平等著手。另一方面，針對障礙的社會
保障制度若夠周延，在基本生計安全獲得保障的情況下，障礙者屈就於爛工作的
謀生壓力相對小。
3. 丹麥黃金指標的定義
儘管 CRPD 第 27 條「工作與就業」涵蓋如此多的理念，但是丹麥黃金指標
對工作與就業權的定義相當簡潔。
整體而言，丹麥黃金指標對就業權的測量目標是：政府相關的措施是否真的
促成勞動市場障礙歧視的消除，進而促成障礙者擁有跟非障礙者相同的就業表現。
然而，為了將各種類別障礙者的就業需要都考量進來，丹麥政府最後採取最寬鬆
的「就業表現」定義，也就是：特定一星期內就業時數至少達某個標準。在如此
寬鬆的定義下，那些囿於健康限制或者其他原因而採低工時就業型態的就業者將
不會被排除在外。在如此的考量下，丹麥對就業權的具體測量指標如下：
(1) 具體指標：某一星期內，障礙者與非障礙者至少投入有酬就業達一定時數之
比例。
(2) 次指標：
A. 重度障者在某一星期內至少投入有酬就業達一定時數之比例。
B.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曾經經驗過就業歧視之比例。
C.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表示想要增加工作時數之比例。
D. 黃金指標用性別作交叉分類。
E. 黃金指標用族群作交叉分類。
丹麥黃金指標在測量層次上是較符合當代人權指標發展趨勢的「結果指標」
，
測量方向也是以障礙者實際上享受到的人權保障為標地。雖然採統計性的成果指
標形式，但是指標所蒐集資料並不侷限在客觀的「事實性證據」，當中許多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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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所蒐集的資料都跟障礙者的「主觀感受」有關。而障礙者與非障礙之間在各
項指標表現上的「差距程度」是評估政府執法表現的重要憑據。

（二） UN CRPD 人權指標
2019 年，歐盟「消弭落差計畫」
（Bridging the Gap）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
專辦公室（Office）共同建置 CRPD 人權指標（以項簡稱 UN 指標）
。跟丹麥黃金
指標不同，該套指標幾乎是逐條地發展對應測量指標。扣除第 1 至第 4 條一般性
條約，以及第 34 條以後聯合國身心障礙委員本身的職責對以及它同締約國之間
的權利義務關係的相關條約，從第 5 條到第 33 條，每條均清楚地說明條約的構
成「指標要素」
（attributes）
，並進一步指出與各項「指標要素」間在邏輯相對應
的具體測量問項。
UN 指標在建構方法論完全依循高專辦公室對監控公民權、政治權、以及積
極性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等人權測指標的建構架構（15）。首先，這套指標
不像丹麥黃金指標只著重在成果、與量性的測量資料蒐集。跟本研究計畫第一期
所建構的人權指標一樣，它同時涵蓋結構、過程與成果三種測量層次，而且也是
量性與質性資料並重。
另一方面，該架構也強調整指標組成應儘可能地簡約，測量方法應力求客觀
與透明，並具可行性。此外，回應 CRPD 本身對障礙歧視與階級、性別、族群
與年齡其他社會分野的「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的看重，這套架構也強調透
過「分組資料」的蒐集去揭露相對邊陲的障礙人口群，如障礙婦女、障礙兒童、
以及無穩定就業障礙者的多重弱勢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高專辦公室並不認為它跟歐盟合作發展出的人權指標可以通
用所有的國家。在其出版的人權指標測量指引（15），高專辦公室強調人權指標
測量項目的建構需要通盤考量一個國家特殊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脈絡，我們
沒有必要基於跨國比較的需要，而發展出一套通用全球、要求所有締約國一體適
用的測量項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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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著將 UN 指標的「指標要素」與本研究團隊在第一期發展出的指標相
互對照。由於 UN 指標主要採逐條建置的方式，本研究團體所發展出工作權指標
主要對第 27 條指標。根據 UN 指標，第 27 條指標扣緊以下這個目標，即：障礙
者有權利在勞動市場中自由取得一份足以謀生的工作機會，而且其所在的工作環
境必須具備開放性、包容性與可近性。在這個目標設定下，UN 指標第 27 條指
由三項指標要素構成，分別為：取得就業；工作場所平等機會；以及免於強迫或
強制性勞動。儘管是公約的指標要素，但只就字面上仍看不出這三項指標要素的
明確涵義。不過因為 UN 指標的架構，是每一項指標要素各自有對應的測量問項，
因此由具體的結構層次問項也可以回推各項「指標要素」的定義。
1. 指標要素一：取得就業
指標要素一的結構層次問項非常多，總共有 8 個。問項內容大致可歸納出以
下幾個類別。第一類是政府法規的修定，包括針對現行法規中具排除障礙者就業
意涵的廢止，以及訂定相關法規，確保各類就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對障礙者的
融納（inclusive）是障礙者的「法定權益」。第二類則要求締約國必須訂定全國
性的策略去促成職業訓練方案、以及公私部門就業機會對障礙者的融納。第三類
則是針對職場的合理調整與無障礙措施，UN 指標認為政府有必要建立可適用各
類職場的無障礙措施標準，另外除了法規之外，它也主張政府應透過對雇主、受
僱者、以及工會的技術與財政支持，促使工作場所供應合理調整，以及空間和溝
通設施能符合無障礙標準。第四類則是針對締約國的社會保障架構，UN 指標強
調在提供障礙者給付的同時應不防礙其工作動機。最後一個類別則是處理性別與
障礙的交織性議題，UN 指標建議締約國政府在訂定全國性的跟就業相關的性別
立法與政策，應考慮到障礙女性能接被相關法規融納的問題。
2. 指標要素二：工作場所的平等機會
指標要素二的問項相當簡單，只有一題，即：締約國應定期報告「障礙」
、
「性
別」與「年齡」不同分組人口群在就業成果與就業服務使用之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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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標要素三：免於強迫或強制性勞動
指標要素三的結構層次問題跟指標要素二一樣，都只有一題，即：所有針對
強迫或強制性勞動禁止之法規與政策應納入障礙者。

（三） 台灣人權指標
1. 國家義務
綜合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將國家在工作權應承擔的義歸納成以下九點：
(1) 障礙歧視的規範應更完備，並納入雇主對合理調整措施的法定責任。
(2) 建立完善的就業歧視救濟途徑。
(3) 檢視現行定額僱用政策之成效，並考慮其他形式的積極性差別待遇策略。
(4) 檢視現行社會救助政策對障礙者的失業陷阱效果，並根據檢視結果修正補助
方式。
(5) 促成障礙者平等參與工會運作。
(6) 透過補助與法規要求所有工作場所在空間與溝通上需達到無障礙。
(7) 透過補助促使雇主依法提供障礙者合理調整措施。
(8) 建置完善的個別化職業復健服務系統。
(9) 透過勞動檢查避免障礙者被勞動剝削。
2. 測量目標
從上述的國家義務，倘若我們要建立一項人權指標作為政府自我監測其在工
作權國家義務的履行狀況，那麼這這項人權指標可以具體化成以下幾項測量目
標：
(1) 國家的反障礙歧視相關法規是否完備，是否納入合理調整概念？
(2) 國家若以積極性差別待遇作為消除障礙歧視的策略，成效如何？
(3) 就業歧視救濟制度是否完善？
(4) 工作場所的無障礙狀況？
(5) 個別化職業復健體系(包含職評、職訓、職重、職務再設計、醫療端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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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是否建置完善？
(6) 障礙受僱者是否取得所需的合理調整措施？
(7) 障礙者是否平等參與工會運作？
(8) 障礙者受勞動剝削的狀況？
(9) 最後上述這些策略，是否「在結果上」真的促成障礙者在各種形式的就業表
現，相較於非障礙者間的落差逐年縮小？
另外，考慮台灣與丹麥的障礙福利體制差異，我國人權指標僅參考丹麥對指
標的分類架構，但是測量不侷限在結果面向，而是同時涵蓋「結構」
、
「過程」與
「結果」三種層次。接下來，我們將分別就三種層次的測量說明工作權指標的具
體測量題項。
(1) 結構指標
結構指標的用意即在督促政府建置障礙者人權實踐所需的「結構性條件」。
因此這項指標的測量焦點會放在：落實障礙者平等工作權需要那些必備的制度元
素？具體問項如表 16 所示。
表 16 工作與就業權結構指標問項
1.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工作場所合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

2.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及第 3 條精神，逐年增加職場障礙歧視申訴措施
之完善度及改善狀態。

3.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檢視定額僱用之成效，並建立改善計畫。

4.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精神，逐年增加工作輔具、交通輔具及職務再設
計之提供足夠性。

5.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庇護就業有效轉銜至開放性就業市場的機制。

6.

勞動部對增加障礙者職場見習和實習、職前準備制度與預算之建構。

7.

勞動部對職業復健人力之聘用與培訓計畫。

(2) 過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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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結構指標，過程指標更著重在對政府落實結構性制件的「過程監控」。
也因此測量的焦點放在：障礙者平等工作權的結構條件實際執行的狀況與成效？
具體的問項如表 17 所示。
表 17 工作與就業權過程指標問項
1.

政府每年執行合理調整的預算？

2.

雇主提供合理調整機制之比例 ？

3.

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關於障礙歧視的申訴與成案以及懲罰情形統
計 ？

4.

障礙者對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

5.

政府對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班列逐年增加之幅度？

6.

政府對障礙者職場助理之經費編列與提供狀況 ？

(3) 結果指標
完整的人權指標除了將注意力放在政府的表現上，去測量國家對公約所賦予
責任的履行狀況，也應該將一部分的焦點放在個體上，去測量個體實質受到的權
利保障狀況。過往的人權指標側重結構條件與過程的測量，以及質性資料證據的
呈現。較新的國際趨勢是強化成果指標的建構及量性資料證據的呈現，以便持續
檢視法規與政策成效、以及人權狀況的長期趨勢和跨國比較。結果指標的測量標
的即是後者。前面兩種層次的指標在意的是政府的表現；而結果指標題項在意的
是：就「成果」而言，政府種種的努力是否有助於消弭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在就業
成就上的落差？
另外為處理性別與障礙的交織性，研究團隊也仿效丹麥增加性別、障礙類別
與障礙程度的分類統計數據。結果指標的具體問項如表 18 所示。
表 18 工作與就業權結果指標問項
1.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和障礙者從事有薪工作持續三個月以上的比例？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2.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的經常性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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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3.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採非典型就業型態之比例？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4.

過去一年公私部門的定額進用能依法足額雇用障礙者的比例？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5.

障礙者在庇護工場就業佔全體障礙就業者之比例？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6.

過去一年障礙者自認在職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身心障礙者求職、考試及面試
機會相同的程度？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7.

過去一年障礙者自認在職場上，能夠和其他員工同工同酬及升遷，未受到雇
主的歧視待遇的程度？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8.

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中低收入戶身分得到經濟補助之比例 ？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9.

過去一年障礙者個人所得需納稅人數之比例 ？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10. 過去一年障礙者參加各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考試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
錄取之比例？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四） 指標歷程
本研究案第二期主要在蒐集相關部會、專家學者以及身心障礙團體的意見，
並就指標的測量合理性與可行性，對問項進行最後修正。研究團隊期望透過這項
的修正，讓相關部會可以立即根據問項蒐集相關的質性與量性資料，藉此推動
CRPD、並監控其落實在政策上的成效。以下將分兩大點去說明第二期指標修正
的歷程。第一點跟部會與學者專家召開工作坊的溝通結果。歐盟與聯合國人權委
員會高專辦公室（Office）共同建置 CRPD 人權指標在 2019 年公佈，也有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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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建議研究團隊應該將 UN 指標的測量方式納入參考，因此本節第二大點將
針對研究團隊所發展的「工作權」指標與 UN 指標第 27 條的三項指標要素進行
比較分析。
1. 工作坊溝通結果
研究團隊為蒐集相關部會對於工作權人權指標具體問項的意見，以及現階段
是否有相應的統計資料作為監控，分別於 2020 年 2 月 27 日與 3 月 20 召開兩次
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主要對部會承辦人說明指標的內涵、測量目標與具體的題
項，並在會議結束前交予承辦人一份問項檢核表帶回去填寫，針對各問項針對可
行性提出修正意見，並約定在第二次工作坊時繳回並當場就填寫結果相互溝通。
部會承辦人再根據當場溝通結果對回覆進行修正後再繳回。整體而言，勞動部對
各問項的回覆完整度相當高，下文將分別就「結構」
、
「過程」與「結果」三個測
量層次去說明部會的回覆結果，並綜合兩次工作坊中專家學者的建議提供評論意
見。
(1) 結構指標
結構指標共有 7 個問項，勞動條件與就業平等司針對問項 2 作出回覆，職業
安全衛生署針對問項 1、2、4 與 7 作出回覆，勞動力發展署也針對問題 3、4、5、
6 與 7 作出回覆，主要都是就「立即可行」作出回覆。所有回覆均為正面意見，
無類似「建議免列」之答案。有些回覆甚至明確指出接下來五年納入計畫的行動
方案，並編有預算，如問項 4、5、6 與 7。由於回覆內容相當多，因此採用二欄
表呈現。
表 19 工作與就業權結構指標問項之回覆
問項
1.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

回覆
【職業安全衛生署】

建立工作場所合理調整

現行職災勞工保護法§27，職災勞工經醫療終止

基準內涵與規範。

後，雇主應按其健康狀況及能力，安置適當之工
作，並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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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職業安全衛生署】

條及第 3 條精神，逐年

本於勞資協調合作之基本精神，調整勞工工作時，

增加職場障礙歧視申訴

因涉及契約變更，應善盡與勞工協商之義務，取得

措施之完善度及改善狀

其同意始能變更。

態。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依據 109 年 2 月 27 日工作坊第一輪報告內容，針
對本項指標疑義如下：
1.

現行法定就業歧視申訴機制，依就業服務法第

6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就業歧
視之認定。同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辦理就業歧視認定時，得邀請相關政
府機關、單位、勞工團體、雇主團體代表及學者專
家組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2.

身心障礙求職人或受僱者如有遭受就業歧視

情事，可逕向工作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申
訴。至身心障礙就業歧視之認定，仍依現行就業服
務法及同法施行細則所定就業歧視申訴處理機制
辦理，由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就業歧視評議委
員會依相關規定及個案事實認定之。
3.

依我國現行法制，就業歧視申訴及認定屬地方

政府權責，與美國由聯邦政府設置公平就業機會委
員會(EEOC)之制度大相逕庭，倘推動制度變革，因
涉及組織、員額、事權等各層面，非僅涉及勞動部
權責，較難有變革空間。
4.

有關是否制定身心障礙就業平等專法，目前政

策方向配合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研商制定綜合性
反歧視法之政策評估結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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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指標如有保留必要性，依據首次國家報告第
20、21 點次有關促使地方政府及行政機關確實承擔
CRPD 相關義務之第二輪書面審查意見，本項可行
作法為加強教育訓練，提升就業歧視認定之專業品
質。

3.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

【勞動力發展署】

檢視定額僱用之成效，

1.委託研究公私立定額進用義務機關(構)進用身心

並建立改善計畫。

障礙者狀況調查。
2.執行未足額進用輔導計畫。

4.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勞動力發展署】

條精神，逐年增加工作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

輔具、交通輔具及職務

[編列具預算] 2021 年概算 75,569 千元(未含地方政

再設計之提供足夠性。

府自籌款)

【職業安全衛生署】
1.

工作輔具：現行職災勞工保護法§20，事業單

位僱用職業災害勞工，而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
助設施者，得向職業安全衛生署申請補助(排除已
依身權法有關規定領取補助者)
2.

職務再設計：透過職災勞工重建服務，由提供

職能復健之醫療院所醫事專業服務人員進行評估
並提供職務再設計服務。
5.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

【勞動力發展署】

建立庇護就業有效轉銜

研訂獎勵機制

至開放性就業市場的機

[納入年度計畫行動方案]提供庇護工場轉銜一般職

制。

場輔導手冊

6. 勞動部對增加障礙者職

【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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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見習和實習、職前準

1.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備制度與預算之建構。

2.

職重個管、支持性就業服務之職前準備

3.

身心障礙者職業探索體驗

[編列具體預算] 2021 年約計編列 106,645 千元：
1.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預算 159,081 千元

2.

職重個管、支持性就業服務之職前準備預算約

1,000 千元
3.
7. 勞動部對職業復健人力
之聘用與培訓計畫。

身心障礙者職業探索體驗 564 千元

【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
則
[納入年度計畫行動方案]擴大培訓範疇，研訂大專
校院學分學程攬才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署】
為協助職災勞工災後重建工作，盡速重返職場
(return to work)，依 ILO 及 ISSA 相關指引提供職能
復健服務(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定期為職能治
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等服務人員辦理教育訓
練。

結構層次問項的組成主要對應以下幾項國家義務，包括：合理調整作為障礙
就業者法定權益入法；職場障礙歧視申訴制度成效之檢視；定額僱用制度成效之
檢視；輔具與職務再設計服務之提供；庇護就業有效轉銜至開效性就業；障礙者
職前準備制度之建立；職業復建人力的培養與選用。整體而言，在後面項目的國
家義務上（也就是問項 4 以後），職安署與勞發署的回覆都算完整。比較具爭議
性的是問項 1 到 3 的回覆。
問項 1 到 2 所對應的，其實是落實障礙者工作權相當關鍵的結構性條件。問
項 1 是合理調整入法的問題。但僅有職安署針對職災勞工復職所需的合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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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災勞工保護法中指出相應的法條。但檢視該法第 20 條與 21 條，主要是以鼓
勵性的策略誘使原事業單位雇主在回僱職災勞工時提供合理調整措施，並未設置
相對應的罰則，試著將之具體化為雇主對職災勞工的法定責任。研究團隊肯定奬
勵性策略的政策效果，但就合理調整作法障礙者的法定權益，還是需要相應的罰
則以彰顯其強制性意涵。這樣的目標可能需要進一步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的修正，將合理調整作為雇主法定責任的精神融入該法，才有可能達成。然而勞
動部並非身權法之主管機關。鑑於行政部門的分工，研究團隊建議將問項 1 聚焦
在合理調整的補助與奬勵措施，至於身權法針對合理調整修正的國家義務測量則
整合至「平等與不歧視」指標。因此問項 1 調整為：勞動部是否根據 CRPD27 之
精神，針對僱用障礙者之事業單位提供合理調整措施之相關補助與奬勵？
問項 2 涉及整體就業歧視評議制度的檢討與改善，主要是「勞動條件及平等
司」之職掌。根據第一次工作坊出席專家學者的意見，目前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最容易成立的就業歧視事件，往往是跟性別歧視相關的申訴事件，此外評議委員
雖有身心障礙代表，但代表本身是否具備成熟的障礙意識，各縣市的狀況落差非
常大。有鑑於此，研究團隊建議問項 2 修正為：勞動部是否建立相關機制，對障
礙就業歧視申訴成案否之原因進行檢視，並培力障礙代表之障礙意識？
問項 3 主要是回應第一次國家報告國際委員的建議。我國身權法長年透過定
額僱用政策去增加障礙者在開放性就業市場的僱用機會。但目前定額僱用的問題
並不在未足額進用，而是多數工作組織開出的定額僱用缺並不符合 CRPD27 條
所主張的「自由而多元」的標準，有很高比例都是缺乏職涯發展性的低技術工作。
因此對定額僱用政策的檢視，除了委託學者進行研究外並針對未足額進用實施輔
導計畫，更根本的作法應該是在修正身權法時，重新思索：是否以其他形式的積
極性差別待遇政策替代定額僱用政策？但由於身權法主管機關在衛福部，因此研
究團隊建議在「平等與不歧視指標」增列相關問項。
(2) 過程指標
結構指標共有 6 個問項，問項 1 和 2 無承辦人回覆。其餘問項都有回覆，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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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提出具體編列預算之數據。由於回覆內容相當多，同樣採用二欄表呈現。
表 20 工作與就業權過程指標問項之回覆
問項
1. 政府每年執行合理調整

回覆
無回覆

的預算？
2. 雇主提供合理調整機制

無回覆

之比例？
3. 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委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員會關於障礙歧視的申

為有效掌握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受理就業歧

訴與成案以及懲罰情形

視申訴案件之概況，刻正辦理資訊系統功能強

統計？

化，規劃於 109 年建立身心障礙就業歧視相關公
務統計資料。

4. 障礙者對職務再設計申
請到取得的時間？

【勞動力發展署】
依「推動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實施計畫」，
原則上每一案件應於受理申請後 35 日內審查核
定（申請單位補正資料時間及輔具試用、設計、
研發及改製所需時間得不計入）。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查上開計畫近 3 年審查案件
均未有超過 35 天之情形。

5. 政府對職務再設計的補

【勞動力發展署】

助經費班列逐年增加之

可逐年增加職務再設計預算(粗估成長 1-3%)

幅度？

[編列具體預算]近 3 年情形如下：
1.107 年編列經費 21,514 千元。
2.108 年編列經費 27,881 千元。
3. 109 年編列經費 29,254 千元。

【職業安全衛生署】
配合職災保險單獨立法進程，將重新檢討職災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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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重建服務(含職務再設計)經費，並予以增加。
6. 政府對障礙者職場助理

【勞動力發展署】

之經費編列與提供狀

逐年增加職場助理服務人數。

況 ？

(108 年：手語翻譯 1,381 人、同步聽打 110 人、視
力協助 94 人、重度肢障者或含重度肢障之多重障
礙者職場人力協助 21 人。)
[納入年度計畫行動方案]職務再設計服務之改善
工作條件項目，提供身障者就業所需手語翻譯、
聽打服務、視力協助或其他與工作職務相關之職
場人力協助等。
[編列具體預算]近 3 年經費編列共計 6,376 千元

過程指標跟結構指標一樣，測量標的均為國家義務，其測量目標是透過預算、
人數、人口比例等數據的長期監控，去檢視：政府如何逐年落實結構指標所指出
的制度性策略？
整體而言就有作回覆的填寫結果而言，顯然勞動部針對障礙歧視成案與懲罰
情形、職務再設計取得時間與補助經費、以及職場助理補助經費與使用狀況，均
設有（或者將設有）蒐集相關數據的官方通報系統。這裡頭唯一需要再修正的填
寫結果是問項 4 的回覆：職業安全衛生署強調目前職務再設計的申請到取得都符
合法律規範的 35 天內。但依法規範 35 天只是最基礎的標準，建議仍可能統計每
位申請者實際耗費的等待天數，以檢視不同地區、或不同類別的障礙者等待天數
的差異。另外就長期而言，也可以監測等待天數是否逐漸減少。
問項 1 與問項 2 未回覆，顯然跟目前合理調整作為障礙者法定權益未入法的
限制有關。由於兩問項重疊，加上合理調整措施的提供不完全反映在預算上，因
此研究團隊建議：刪除問項 1、但保留問項 2，且問項 2 之測量，延至身權法修
法將合理調整精神入法後，並以該法案修正後第一年作為測量基期。
另外也建議勞動部比照性別主流化，將 CRPD27 障礙者平等就業視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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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並參考本研究團隊在過程指標的 6 個問項，建置相關施政的官方數據
通報系統，每月每年定期蒐集相關數據，並公開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上。
(3) 結果指標
結果指標共 10 個問項，每一問項均被詳實地回答。由於回覆內容相當多，同
樣採用二欄表呈現。
表 21 工作與就業權過程指標問項之回覆
問項
1.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
和障礙者從事有薪工作

回覆
【勞動力發展署】
1. 障礙者 108 年平均工作年資 11.1 年(詳如表

持續三個月以上的比

1)，較 105 年調查平均工作年資 11.09 年差距

例？

不大。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2. 全體國民平均工作年資 9.6 年。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105 年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
組資料

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P.383)；108 年 5 月勞
動狀況調查(P.49-50)

2.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

【勞動力發展署】

與非障礙者的經常性平

1.障礙者每月經常性平均薪資 2 萬 8,274 元(詳如表

均薪資？

2)，較 105 年調查 2 萬 6,127 元成長 0.08%。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2.全體國民每月主要工作經常性平均薪資為 3 萬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9,191 元。
組資料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105 年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
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P.457)；108 年 5 月勞
動狀況調查(P.226-227)

3. 過去一年當中，障礙者

【勞動力發展署】

與非障礙者採非典型就

障礙者從事非典型就業型態占全體障礙者

業型態之比例？

21.2%，較 105 年調查從事非典型就業 21.5%已下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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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2.全體國民從事非典型就業型態占全體國民
組資料

7.1%。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105 年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
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P.94)

4. 過去一年公私部門的定

【勞動力發展署】

額進用能依法足額雇用

108 年各月平均約 90%義務機關構依法足(超)額進

障礙者的比例？

用身心障礙者，其中公立單位約有 99.1%、私立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單位約有 86.8%為足(超)額進用，且未足額進用單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位中平均約逾 82%為不足進用 1 人。
組資料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108 年 5 月勞動狀況調查
(P.196-197)

5. 障礙者在庇護工場就業

【勞動力發展署】

佔全體障礙就業者之比

庇護員工性別、障礙類別及障礙程度等調查

例？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每半年進行一次庇護工場業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務情形調查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組資料
6. 過去一年障礙者自認在

【勞動力發展署】

職場可以得到與一般非

身障就業者近 2 年求職時是否曾因身障問題受到

身心障礙者求職、考試

不平等待遇之情形，有找工作或面試者佔 32.9%，

及面試機會相同的程

其中求職遭遇過不平等待遇情形 26.4%。

度？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108 年 5 月勞動狀況調查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P.46-47）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組資料
7. 過去一年障礙者自認在

【勞動力發展署】

職場上，能夠和其他員

身障受僱者在工作場所因身心障礙受到不公平待

工同工同酬及升遷，未

遇情形，有遭受不平等情形者佔 9%，其中認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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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雇主的歧視待遇的

工作配置有不公平待遇 48%、薪資 24%、考績

程度？

10.4%、陞遷 12%、進修訓練 4.8%、其他 0.8%。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108 年 5 月勞動狀況調查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P.247-248
組資料
8. 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中

【社家署身心障礙權益發展科】

低收入戶身分得到經濟

本項指標可由社家署填寫，有需要串接資料時，

補助之比例 ？

則請社工司協助。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組資料
9. 過去一年障礙者個人所

【財政部】

得需納稅人數之比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個人所得需納稅人數比例，

例 ？

除無法按不同障礙類別分組(因未蒐集不同障礙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類別資料)外，可按性別及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資料。
組資料
10. 過去一年障礙者參加各

【考試院考選部】

項國家考試或專業人員

由於國家考試即含括公務人員與專門職業及技術

考試因體格不合格而被

人員考試，因此建議刪除本指標「或專業人員考

拒絕錄取之比例 ？

試」之文字為「10.過去一年障礙者參加各項國家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

考試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錄取之比例？」較為

類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 妥適。
組資料
勞動部對結構指標問項的回覆相當完整，還進一步指出對應的資料。整體而
言，此部分指標問項未來的可行性相當高。
(4) 部會對問項之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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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部會也對問項的文字作修正，研究團隊未來也將參酌部會的建議調整
各問項之文字。部會的修正文字建議以一覽表呈現。
表 22 工作與就業權結構指標問項之回覆
問項
結構 3

修正文字內容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檢視精進定額進用制度成

提供單位
勞動部

效？
結構 4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精神，強化職務再設計服 勞動部
務之提供？

結構 5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庇護就業轉銜至一般性

勞動部

就業市場的機制？
結構 6

勞動部對障礙者職場見習、職前準備制度與預算之編 勞動部
列？

結構 7

勞動部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力之聘用

勞動部

與培訓機制？
過程 5

勞動部對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費編列逐年增加之幅

勞動部

度？
過程 6

勞動部對障礙者職場人力協助之經費編列與提供狀

勞動部

況？
結果 1

障礙者和全體國民就業者工作場所之平均工作年

勞動部

資？
結果 2

障礙者與全體國民的經常性平均薪資？

勞動部

結果 3

障礙者與全體國民採非典型就業型態之比例？

勞動部

2. 與 UN CRPD 指標第 27 條三項指標要素之比較分析
(1) 指標要素一：取得就業
將 UN 指標要素一與研究團隊的工作權指標相對照。整體而言，研究究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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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層次所提出的 7 題問項，大致都對應到指標要素一「取得就業」的目的。不
過就細節而言，我們在此指標要素底下的問項跟 UN 指標問項所涵蓋的類別有不
少出入。
首先，就相同的部分而這，我們的指標跟 UN 指標都有處理到第三類，合理
調整的技術與財政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問項中過於重著合理調整，忽略
無障礙措施，應加以修正。
其餘類別則有缺口。這有部分跟研究團隊的指標架構有關，比方說，第一類
法規修訂的部分，我們是放在「平等與不歧視」指標中處理。有部分則跟台灣促
進障礙者就業政策的特殊脈絡有關。例如，第二類全國性促進策略的部分，在身
權法，台灣如問項 4、6、與 7 提供輔助補助、職務再設計、職前準備與職業復
健服務外，定額僱用與庇護性就業是重要策略。但以定額僱用來說，其成效一直
為專家學者與 DPOs 所詬病，如前所述，第一次國家報告審查時國際委員甚至建
議我們應該思索以其他「積極性差別待遇」
（Affirmative Action）加以替代。也因
此我們試著透過問項 3「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檢視定額僱用之成效，並建立改
善計畫？」
，督促勞動部全面檢討定額僱用政策的效果。
「庇護性就業」也有同樣
的困境。它儘管有助於中重度智能障礙者就業，但是它所創造的就業機會跟 CRPD
所強調的「開放且多元」就業機會完全背道而馳。也因此我們試著透過問項 5「勞
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庇護就業有效轉銜至開放性就業市場的機制？」要求勞
動部應建立有效的轉銜至開放性就業的機制。以上兩者都是配合台灣政策脈絡的
問項。
至於第四類社會保障給付對障礙者工作動機造成抑制的問題，若以台灣的社
會救助給付對「工作倫理」、及「家庭倫理」的看重而言，現行社會救助給付很
難對障礙者的工作動機造成負面影響。事實上對台灣的障礙者而言，社會保障措
施不在於它跟工作難以相容，而是在於給付水準過低、給付條件相對嚴格，導致
障礙者往往必須倚靠家人維生。基於這個考量，我們的指標不放入相關問項。
UN 指標的第五類別所提到的「性別」與「障礙」交織性議，的確是我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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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未考慮到的部分。女性障礙者在就業取得上兼具「女性」與「障疑」的雙重弱
勢，但就業成就往往低於非障礙女性與障礙男性。有鑑於此，除了結果層次問項
中原有的分組資料蒐集，以掌握女性障礙者的就業處境是否逐年改善外，我們將
在結構層次的問項 2「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及第 3 條精神，逐年增加職場障
礙歧視申訴措施之完善度及改善狀態？」過程層次問項 3「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
委員會關於障礙歧視的申訴與成案以及懲罰情形統計？」試著加入障礙與性別雙
重歧視的提問。
(2) 指標要素二：工作場所的平等機會
就具體問項而言，指標要素二明訂締約國應定期蒐集並報告「障礙」
、
「性別」
與「年齡」不同分組人口群在就業成果與就業服務使用之統計數據。
研究團隊工作權指標在結構層次問項中缺乏與此指標要素相對應的問項。不
過，本研究計畫系由衛福部社家署委託，一但結案後，本研究團隊發展的指標將
成為國家政策，勞動部等相關部會將被要求按照「工作權」指標所規劃的問項蒐
集資料並定期公告，這樣的效果跟指標要素二問項的目的是相應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工作權」指標結果層次問項雖有要求相關部分蒐集
性別、障礙與年齡的分組資料，但主要集中在「就業成果」
，
「就業服務」使用的
分組資料被忽略掉。有鑑於此，研究團隊將參照 EU-OHCHR 指標的作法，在過
程層次問項 4「障礙者對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得的時間？」與問項 6「政府對障
礙者職場助理之經費編列與提供狀況？」中加入「性別」、「年齡」、「障礙類別」
的分組資料。
(3) 指標要素三：免於強迫或強制性勞動
指標要素三的目的是：要求締約國所有針對強迫或強制性勞動禁止之法規與
政策應納入障礙者。
研究團隊「工作權」指標完全缺乏相應的指標要素。關於強制性勞動對障礙
者人身自由的侵害，主要由「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指標處理。不過有鑑於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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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很容易成勞動剝削的受害對象，這部分除了透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
消除對障礙者的就業歧視外，在制度上，政府是否建立有效的勞動檢查機制對障
礙者的勞動條件定期作稽查，也是不可或缺的策略。研究團隊將據此在結構層次
與過程層次中各增加一項與勞動檢查相關的問項。

（五） 指標結論
1. 修正後之問項
綜合工作坊溝通結果、以及在參酌 UN 指標第 27 條的三項構成指標要素後，
研究團隊將「工作權」指標的問項修正如下表：
表 23 修正後之工作與就業權指標
指標要

測量層

素

次

指標要

結構問

問項

1. 勞動部根據 CRPD27 之精神，逐

素一：取 項

年針對僱用障礙者之事業單位提

得就業

供合理調整措施之相關補助與奬
勵？
2. 勞動部建立相關機制，逐年對障
礙就業歧視、以及障礙與性別雙
重就業歧視申訴成案否之原因進
行檢視，並培力障礙代表之障礙
意識？
3.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檢視精進
定額進用制度成效？
4. 勞動部根據 CRPD 第 27 條精神，
強化職務再設計服務之提供？
5.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庇護
就業轉銜至一般性就業市場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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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建議

制？
6. 勞動部對障礙者職場見習、職前
準備制度與預算之編列？
7. 勞動部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
務專業人力之聘用與培訓機制？
過程問

1.

項
2.

3.

雇主提供合理調整機制之比

1. 目前合理調整作

例？

為障礙者法定權

各縣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關

益未入法的限制

於障礙歧視、以及障礙與性別雙

有關。建議：相關

重歧視的申訴與成案以及懲罰

問項可延至身權

情形統計？

法修法將合理調

勞動部對職務再設計的補助經

整精神入法後，並

費編列逐年增加之幅度？

以該法案修正後
第一年作為測量
基期。
2. 勞動部針對障礙
歧視成案與懲罰
情形、以及職務再
設計補助經費，均
設有（或者將設
有）蒐集相關數據
的官方通報系統。
3. 建議勞動部比照
性別主流化，將
CRPD27 障礙者平
等就業視作重要
施政目標，並參考
本研究團隊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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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指標所有問
項，建置相關施政
的官方數據通報
系統，每月每年定
期蒐集相關數
據，並公開呈現在
統計處的網站上。
結果問

1.

項

障礙者在庇護工場就業佔全體

勞動部、衛福部、與

障礙就業者之比例？

財政部均有相關調查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

資料及施政資料可提

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供數據。若無，可設
2.

障礙者自認在職場可以得到與

法在未來的「身心障

一般非身心障礙者求職、考試及 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
面試機會相同的程度？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
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3.

障礙者自認在職場上，能夠和其
他員工同工同酬及升遷，未受到
雇主的歧視待遇的程度？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
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4.

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中低收入
戶身分得到經濟補助之比例 ？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
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5.

過去一年障礙者個人所得需納
稅人數之比例 ？
*需按不同性別與不同障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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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增設問項。

呈現分組資料
6.

過去一年障礙者參加各項國家
考試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錄
取之比例？
*需按不同性別、不同障礙類
別、不同障礙程度呈現分組資料

指標要

結構問

本研究計畫結案後，勞動部等相關部

素二：工 項

會將被要求按照「工作權」指標所規

作場所

劃的問項蒐集資料並定期公告。

的平等

過程問

機會

項

1.

障礙者對職務再設計申請到取
得的時間？

2.

1. 勞動部針對職務
再設計取得時

*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礙程

間、以及職場助理

度與年齡分組呈現

補助經費與使用

勞動部對障礙者職場助理之經

狀況，均設有（或

費編列與提供狀況 ？

者將設有）蒐集相

*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礙程

關數據的官方通

度與年齡分組呈現

報系統。
2. 職業安全衛生署
強調目前職務再
設計的申請到取
得都符合法律規
範的 35 天內。但
依法規範 35 天只
是最基礎的標
準，建議仍可能統
計每位申請者實
際耗費的等待天
數，以檢視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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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不同類別的
障礙者等待天數
的差異。另外就長
期而言，也可以監
測等待天數是否
逐漸減少。
結果問

1.

項

障礙者和全體國民就業者工作
場所之平均工作年資？
*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礙程
度與年齡分組呈現

2.

障礙者與全體國民的經常性平
均薪資？
*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礙程
度與年齡分組呈現

3.

障礙者與全體國民採非典型就
業型態之比例？
*需按不同性別、障礙別、障礙程
度與年齡分組呈現

指標要

結構問

1.

勞動部建立有效的勞動檢查機

素三：免 項

制，逐年對障礙者的勞動條件定

於強迫

期作稽查？[新增]

或強制

過程問

性勞動

項

1.

各縣市勞工行政單位每年度針
對障礙者勞動條件進行勞動檢
查之次數？[新增]

結果問
項

2. 修正後之結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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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上述的討論，顯然 CRPD27 條要落實，合理調整作為障礙者就業者法
定權益要入身權法至關要緊。另外當歧視發生後，政府是建置完善救濟途徑，也
是落實障礙者平等工作權不可或缺的關鍵元素。最後，中重度障礙者相當高比例
被安置在庇護性工作場所，但就 CRPD 將「開放性就業」視作所有障礙者的終
極就業目標，如何針對庇護性就業建置完善的評估與轉銜機制，同樣非常重要。
基於以上的考量，本研究團隊認為以下經修正後的結構指標，必須被立即採行：
(1) 勞動部根據 CRPD27 之精神，逐年針對僱用障礙者之事業單位提供合理調
整措施之相關補助與奬勵？
(2) 勞動部建立相關機制，逐年對障礙就業歧視、以及障礙和性別雙重就業歧視
申訴成案否之原因進行檢視，並培力障礙代表之障礙意識？
(3) 勞動部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庇護就業有效轉銜至開放性就業市場的機制？
3. 具體的行動計畫
目前 CRPD 的培力主要是針對中央部會，但是各縣市的官員與承辦人對
CRPD 仍未有充足的認識。因此本研究團建議將對地方勞工行政體系的 CRPD 培
力視作首要的行動方案。
4. 新增統計建議
(1) 目前合理調整作為障礙者法定權益未入法的限制有關。建議：相關問項可延
至身權法修法將合理調整精神入法後，並以該法案修正後第一年作為測量基
期。
(2) 建議勞動部比照性別主流化，將 CRPD 第 27 條障礙者平等就業視作重要施
政目標，並參考本研究團隊在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相關問項，建置相關施
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統，每月每年定期蒐集相關數據，並公開呈現在統計處
的網站上。
(3) 建議在下一期「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增設跟就業歧視相關的主
觀感受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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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等不歧視
平等不歧視在公約中，列為主要的目標與原則，與平等不歧視指標有關的主
要文件，為 CRPD 委員會公布的人權指標要素，與第五號一般性意見書。本年度
CRPD 人權指標，針對台灣提出的十一項指標，分為兩個部分，平等不歧視指標
由於涉及公約最後實施的社會目的，因此在本此期末報告中，只針對該項指標的
規範性內容做討論與分析。平等權概念在其他人權公約中，視為基本自由權利的
基礎，在 CRPD 委員會公布的第六號一般性意見書中，針對平等權概念解釋如
下：
「平等與不歧視是所有人權條約的核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列舉了禁止作為歧視理由的開放性清單，公
約第 5 條即源自於此。聯合國所有專題性人權公約1都以建立平等及消除
歧視為目標，並載有關於平等與不歧視的條款。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考慮
到了其他公約提供的經驗，其平等與不歧視原則代表了聯合國的傳統及取
向的演變。」
CRPD公約中，針對促進障礙者的平等公民地位與消除社會對障礙者的實際
歧視，進一步提出融合式平等(Inclusive Equality)與變革式平等(Transformative
Equality)，這兩個概念在CRPD公約中與其他人權公約最大的差異是賦予國家強
制性義務與責任。所謂融合式平等是指任何公共社會政策，涉及障礙人口權利
義務變動，都需要障礙者的參與。而針對一般人口的公共政策都需要特別考慮
障礙者的適用性問題。變革式平等則是融合式平等概念的實際面延伸，賦予國
家政府積極性義務達成障礙者融合社會與促進平等公民地位的資源投入與積極
性手段與政策(26)。這是人權取向障礙模式與社會取向障礙模型在國家義務與差
異經驗討論上，最大的不同。延續CRPD人權模型的主軸，CRPD委員會在2019
年，針對公約每一條次提出人權指標要素，透過三個人權指標層面，結構、過
程與結果，企圖達成公約促進障礙者平等的目的。
1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
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保護所有移徙
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以及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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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與不歧視既是原則，也是權利。公約在第 3 條中將其作為原則，在
第 5 條中將其稱為權利。它們也是公約所載的其他所有原則及權利的解釋性工
具。平等與不歧視的原則/權利是公約所保障的國際保護的基石。促進平等及應
對歧視是必須立即落實的兩項交叉義務，不受逐步落實的限制。
公約第 5 條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 條一樣，本身就規定了一項
獨立於其他條款之外的自主權利。它禁止任何受到公部門監管及保護的領域的
法律上或事實上的歧視。結合第 4 條第 1 項第(e)款的規定，顯然這一條款也
延伸到私營部門。」
「融合式平等是整個公約制定的新的平等模式。它接受實質的平等模式，
並在以下方面對平等的內容進行了擴展及闡述：(a) 公平的再分配面向，以解決
社會經濟不利條件；(b) 肯認面向，以對抗社會烙印、刻板印象、偏見及暴力，
肯認人的尊嚴及人的相互交織；(c) 參與面向，以重申作為社會群體成員的人的
社會性，並透過融入社會完整肯認人性；(d) 調節面向，作為人的尊嚴的問題，
為差異留出空間。公約的基礎是融合式平等。」(CRPD委員會第六號一般性意
見書)

（一） 丹麥指標
黃金指標第一項為平等不歧視，該項指標採取障礙者主觀自覺經驗為主要的
測量方法。障礙者自我評量在過去一年內，曾經歷因為自己的年齡、性別、障礙
而經歷歧視的經驗。丹麥人權機構建立指標過程中，邀請身心障礙團體與各利害
相關人共同討論，最後採取障礙者自我評估方式，表達障礙者在過去一年因為自
己的障礙狀態遭受的社會經驗。
次指標部分，丹麥人權機構列出五個問題：
1.

重度障礙者經歷歧視的比例，(不用與一般人口相比)

2.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遭受暴力對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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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障礙者共事的受雇者採取對障礙者同仁正向態度的比例?(即使共事的障
礙者需要有限的協助)

4.

年齡變項分析

5.

種族變項分析
丹麥的次指標部分，檢閱障礙者在一般生活的經歷，同時檢閱障礙者在工

作場所中所受到的對待，同時資料收集對象是以障礙者的共事者的經驗作為檢視
障礙者在工作與受雇環境中的經歷。第一個次級指標是指一般環境，以重度的障
礙者為主體，評估他們自主經驗，而第二個次指標是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比，兩
個群體遭受暴力對待的經驗。

（二） UN CRPD 人權指標
CRPD 委員會特別強調在公共政策上，締約國政府透過各項再分配社會政策
執行與資源投入，以促進障礙者在社會中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同時在遠程達到消
除社會對障礙者偏見與歧視態度。委員會進一步的解釋公約第五條有關平等不歧
視條款與其他條文的差異與特別之處。CRPD 委員會針對第五條的平等不歧視所
列出的人權指標要素，主要有幾項，最主要的是締約國需要重新根據公約第二條，
所謂的身心障礙人口的定義與內涵須回應人權模式，同時第五條的平等權與不得
歧視，提出幾項原則，例如在結果指標部分，締約國家的義務是降低障礙者受到
不平等對待的比率能逐漸下降，無論這個不平等對待本身是實際基於障礙的歧視
或社會對障礙者在無任何實質根據下，所基於對障礙者的影射或認知，而禁止障
礙者從事某些工作、受到教育或職場拒絕提供合理調整等，這些不當社會對待的
事件比率能逐漸下降。
CRPD 委員會提出各條文的人權指標內涵，針對第五條平等不歧視，提出三
項主要指標要素(27)：
1.

第一項：平等與保護障礙者不受歧視對待，無論是來自或基於障礙的歧視或
其他的歧視(Equality and protection from discrimination (disability based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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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項：提供合理調整(Provision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3.

第三項：達成降低社會對障礙者各種歧視態度與偏見的做法與政策(Specific
measures to achieve de facto equality)。
在上述三個主要人權指標要素之外，委員會也提出二十五項具體的問項，分

布在上述三個人權指標要素中。促進障礙者平等公民地位與消除社會歧視，是本
項人權指標的兩個核心任務。在上述委員會提出的人權指標要素，第一項針對保
護障礙者平等公民地位，第二項是具體的提供合理調整，第三項是以降低障礙者
社會歧視為主。
CRPD 公約中，平等不歧視，不只是公約第五條，也在第三條基本原則中，
CRPD 公約目的要達成的就是障礙者在與他人平等的基準上，享有各種人權的保
障及法定資格(28)。其次，CRPD 公約賦予「機會公平」或「公平機會」這個概
念積極性的意義，也就是國家應該採取各式各樣的政策與手段，積極促進障礙者
的平等公民權地位。第三，CRPD 針對所謂的歧視，在公約第二條內容中，給予
充分且全面的界定。在第二條，CRPD 公約認為拒絕提供合理調整，就是一種基
於障礙的歧視，且合理調整的範圍不僅限於就業相關的各項措施。

第二條

第三條

第五條

• 基於障礙的歧視
• 拒絕提供【合理調整】是一種基於障礙的歧視，且範圍不
僅限於就業與工作領域。

• CRPD人權模式基本原則
• 平等不歧視是人權模型的重要原則

• 公約第五條，賦予機會平等積極性的意義
• 國家採取積極性的手段與政策，促進與保障障礙者的平等
公民權。

圖 13 CRPD 內與平等不歧視相關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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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台灣當前社會福利制度與體制之特質，政府訂定全面且平等法將是曠
日廢時的過程，CRPD 人權指標具有規範性內涵與意義，但是實施過程與達到公
約目標勢必需要政府資源與各項經費投入。因此，參考 CRPD 委員針對平等不歧
視所提供的人權指標要素第二項，提供「合理調整」，選取該項指標要素作為本
項指標的單一項目，在結構、過程與結果三個面向，具體落實本項指標。也就是
說，經由要求各部會建立或修改「合理調整」的政策內涵及方案，做為未來實質
促進障礙者平等公民地位實踐的具體措施。這個指標符合公約第五條精神與第三
條一般性原則之要求，也符合 CRPD 委員會人權指標第二項指標要素的內涵。
1.

公約第五條內容除上述平等公民地位之外，針對所謂要達成的消除社會對障
礙者的歧視，CRPD 對歧視內涵提出解釋。所謂基於來自「障礙」的歧視，
其意義如下：
「任何區別、排除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損害或廢除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
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領域，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之
認可、享有或行使。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
供合理調整。」

2.

CRPD 委員會，針對平等不歧視，提出它們的看法如下：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可以是針對目前有身心障礙的人、過去有身心障
礙的身心障礙者、將來可能有身心障礙的人以及被推定為有身心障礙的人的
歧視，也可以是針對與身心障礙者相關的人的歧視。後者被稱為「連帶歧視」
。
第 5 條涵蓋的範圍廣是為了消除及打擊與身心障礙有關的一切歧視性情況
及(或)歧視性行為。
防止「基於一切理由的歧視」意味著必須考慮到所有可能的歧視理由及其交
織情況。可能的理由包括但不限於：身心障礙、健康狀況、遺傳或其他疾病
傾向、種族、膚色、血統、性別、懷孕及生產情況、婚姻狀況、家庭狀況或
職業狀況、社會性別表達、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觀點、民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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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原住民或社會出身、移民、難民或庇護狀況、是否屬於少數民族、經濟
或財產狀況、出生及年齡，或與其中任何理由相關的任何理由或特徵的組合。」
(CRPD 委員會第六號一般性意見書)
3.

基於障礙的歧視，可以發生在各種不同的領域

（1）

Civil life 公民生活

A.

Denial of legal capacity 否定法律行為能力

B.

Forced institutionalization 強制性機構化居住 (非自願性居住安排)

C.

Forced sterilization 強制性絕育

（2）

Political life 政治生活

A.

Denial of the right to vote 否決障礙者投票權

B.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社會和文化生活

C.

Segregated education 隔離式教育

D.

Forced medical treatment 強制藥物治療(非自願且未告知)

E.

Exclusion from the community 被社區排除

F.

Inaccessible environments 環境障礙(欠缺可近性與可及性及物理環境障礙處
處)

G.

Negative attitudes 對障礙者採取負面態度

（3）

Economic life 經濟生活

A.

Denial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拒絕提供合理調整

B.

Denial of property rights 否定障礙者之財產權
針對所謂歧視的樣態，CRPD 進一步的提出各種歧視樣態，第一類是所謂

實際作為的歧視(De facto discrimination)：係指在無任何證據支持的情況下，而認
為身心障礙者無法充分地執行其責任。如雇主會認為身心障礙者的能力表現會比
較不好，因此會比較不願意雇用或是提拔他們。就是在沒有任何實質證據之下，
直覺或任意的解釋因為障礙的關係，障礙者無法執行任務或社會責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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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歧視是法律上的歧視(De jure discrimination)：係指因為身心障礙而明
令禁止身心障礙者行使其權利。如部分國家的選舉法令會禁止被監護的精神病患
投票。
第三類歧視樣態是直接歧視 (Direct discrimination)：係指當身心障礙者在與
其它人同處於類似的環境中，卻並沒有得到相同的對待。如拒絕身心障礙學生接
受一般正規的教育即是直接歧視的一種。
第四類間接歧視: 係指雖然法律、政策或是執行上看似中立，但是卻無法考
慮身心障礙者的特殊性，而導致直接的傷害或對他們行使權利有不對等的影響。
第五類為多重歧視：公約前言指出「關注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
教、政治或不同主張、民族、族裔、原住民或社會背景、財產、出生、年齡或其
他身分而受到多重或加重形式歧視之身心障礙者所面臨之困境」。如身心障礙女
性即是可能會同時面臨來自於性別與身心障礙的歧視。
第六類為系統化歧視: 係指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根深蒂固於社會各層面。
另外公約特別針對障礙者的歧視，納入所謂拒絕提供合理調整與騷擾性語言
用法，也就是社會使用「障礙」的印象或語言描述其他人，以表達對當事人的貶
抑或不尊重等社會態度，這類型的歧視也是公約要消除的。
A. 拒絕提供合理調整：例如在合理負擔且比例恰當之下，拒絕合理調整。例如
拒絕障礙者的陪同者進入或允許障礙者在有人陪同狀態下使用措施(例如遊
戲、展覽館等)。
B. 騷擾性語言或行為：本身對障礙者的人格尊嚴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台灣媒體
常用「智障」形容人不用腦思考，就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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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合理調整
•立法
•由以往反歧視進入平等
法
•國家政府的積極性義務
與責任

•各領域合理調整
•以障礙者個人需求為主

平等法

•積極促進社會對障礙者
的認識與了解
•降低障礙者遭受社會歧
視的對待
•各項積極性措施
消除與降低社會對障
礙者的歧視

提供障礙者權利保障

圖 14 具體落實平等不歧視指標
「『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供合理調整』該定義
的依據是國際人權條約對歧視的法律定義，如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
1 條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 條。它在兩個方面超越了這些定義：
首先，它將『拒絕提供合理調整」作為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的一種形式；其次，
『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這一短語是新加的內容。 (CRPD 委員會第六號一
般性意見書)
根據 CRPD 委員會第六號一般性意見書內容，CRPD 委員會解釋所謂的歧視
在其他的人權公約與運用到本公約中的差別，例如在 CEDAW 中，CRPD 超越其
他人權公約的法律內涵，在 CRPD 對歧視的定義中，它提出拒絕提供合理調整是
對障礙者的歧視，這樣的規定在其他的人權公約中，並沒有具體化法條意義，但
是 CRPD 中納入具體的規範意義(如圖 14)。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這句話的
意義是指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公平的基礎上，將障礙者的平等權概念與意義納入討
論遭受歧視的前提條件，這是其他公約並沒有的說明。

（三） 台灣人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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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平等不歧視之 CRPD 台灣指標，參採丹麥黃金指標平等和不歧視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3 條一般原則、第 5 條
平等與不歧視；以及 CRPD 第 6 號一般性意見（第 5 條平等與不歧視）制定
人權指標矩陣。
在 CRPD 公約精神，是指實質的平等，身心障礙者能公平的在各個面向參
與及獲得公平對待，社會基於障礙的理由，採取不同的方式對待障礙者或讓障礙
者無法獲得與他人相同的機會。丹麥政府的十項黃金指標，採取身心障礙者在媒
體出現的頻率，本研究團隊基於台灣的現實狀況，我們將問題細分到每個具體權
利項目當中。
建立基期部分，時間點定在 2018，主要考量是 2017 年才完成第一次的國家
報告審查，具體的回應意見與相關部會都需要編定預算等，才能逐漸發揮政策效
果。相關部會則是以所有部會為主要的執行對象。
最後則是資料來源，因為需要與一般人口相比，因此如何收集一般人口與身
心障礙人口的資料，成為最重要的觀察監測改善或改變的依據。
（四） 指標歷程
臺灣 CRPD 人權指標「平等不歧視」，在第二期研究工作，邀請相關部會就
本指標內容發表意見與辦理工作坊訓練，為顧及未來本項人權指標的具體落實，
本次計畫期末，參考參與工作坊專家學者及障礙團體意見和期中審查意見，將本
項指標精簡，依據 CRPD 委員會所提出的人權指標要素為刪減指標項目之根據。
本項指標結構指標面相部分，只保留第二大項：合理調整。
（五） 指標結論
1.

結構指標

（1）

積極義務訂定合理調整的規範原則。

（2）

將「合理調整」概念納入教育、就業、醫療、福利服務、交通、傳播
等法律規範之中。上述法律中明確定義「合理調整」意義與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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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相關部會將「合理調整」納入規範。

過程指標

（1）

各部會之相關法規納入「合理調整」精神之法律規範修法進度及落實
合理調整之具體計畫與預算。

3.

結果指標

（1）

過去五年各義務單位未提供「合理調整」之比例逐年下降之比例。

（2）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工作場所遭遇歧視經驗（包含同工不同酬、升遷、
欠缺合理調整等）的身心障礙就業者的統計。

（3）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教育場域學生遭受未提供「合理調整」的身心障
礙學生人數統計。

（4）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外出移動遭遇因運輸單位未提供「合理調整」之
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統計。

（5）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社會參與遭遇因沒有提供「合理調整」之經驗（例
如宗教活動、政治活動、社區活動、集會等）的身心障礙者之統計。

（6）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醫療設施、診所、藥局遭遇無法提供「合理調整」
之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者的統計。

（7）

最近一年內曾經歷在從事娛樂休閒活動、體育活動、遊戲設施、博物
館、音樂廳、戲院等遭遇無法提供「合理調整」歧視經驗的身心障礙
者人數統計。

（8）

身心障礙者主觀認知覺得遭受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以及實際被認定為
歧視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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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樣性與意識提升
（一） 丹麥指標
研究團隊對於《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上簡稱 CRPD）主要是參考丹麥黃金指標之架構，將公約中理念
訴求相近的條款合併在一起，整合出十一大項之指標。｢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
標，由「多樣性」與「意識提升」兩個理念所構成，分散在公約中不同法條，包
括：CRPD 第 3 條一般性原則之多樣性原則、第 8 條意識提升、第 7 條身心障礙
兒童。另外由於融合教育跟多樣性與意識升的目標也高度相關，因此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高專辦公室所發佈「第 4 號一般意見書」關於融合教育的論點也是重要依
據。以下將分四點說明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的定義，最後再說明丹麥黃金指標
對「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此一指標的定義。
1. 多樣性原則
長久以來在對障礙「個人醫療模式」觀點的影響下，人們習慣單由身心功能
損傷去理解障礙者困境，障礙被視同一種「疾病」與「負面特徵」。在去年總統
大選時有總統候選人用｢腦殘」這種字眼來指稱障礙者，引發障權團體抗議。總
統候選人的失言某種程度映照了我們社會對障礙者普遍的負面觀點，即：障礙是
一種悲劇！這種觀點導致障礙者及其家人長期承受身份被污名的困境。它不僅影
響人們對障礙者的評價，也影響著障礙者的自我概念。這導致多數障礙者普遍存
有「低自尊」的心理困擾，甚至障礙者家長在連帶污名下也容易採取限縮性的教
養策略。
「污名」（stigma）雖是人們內在的觀念結構，但它會對障礙者的利益產生
實質影響，導致障礙者被排除在許多重要的生活機會之外。污名與生活機會的社
會排除往往會相互強化，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而「多樣性原則」即在打破污名與
社會排除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多樣性原則也反映：CRPD 對障礙的人權模式。在對障礙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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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底下，障礙不再是悲劇，它被視作一種「差異特徵」。它就跟人們可能因為
不同文化背景，說著不同語言、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一樣，可以豐富我們的社會
生活內容。因此將障礙者排除在重要社會活動之外，不僅是對障礙者的權利剝奪，
它也是整體人類社會的損失。因為我們將失去障礙者獨特生命經驗可能帶來的創
新文化體驗。
在觀看輪椅籃球或輪椅網球比賽時，我們很容易從參賽者各種運用身體與輪
椅巧妙互動的精彩表現，感受到障礙帶來的創新文化體驗。另一個障礙豐富文化
多樣的性例子則是梵谷的畫作。有許多喜愛梵谷畫作的醫師，透過歷史資料去回
顧梵谷的疾病史。他們發現梵谷令世人驚豔的創作其實跟他極端混亂精神狀態下
的視幻覺有關。
2. 身心障礙兒童
我國也同時簽署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根據 CRC 第 3
條，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
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配合上 CRPD 第 7 條，這意
味著：身心障礙兒童不能因為其障礙身份而被剝奪掉享有 CRC 保障的平等機會。
國家以及民間機構有關身心障礙兒童事務之作為，同樣適用 CRC 所訴求的兒童
最佳利益原則。此外，CRPD 第 7 條的訴求也呼應了 CRC 第 2 條的不歧視原則，
即：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
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
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
不同而有所歧視。
事實上，CRPD 本身在障礙的人權模式底下即非常看重障礙與其他身份間的
「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所構成的「多重歧視」問題。年齡、性別與族群的
身份差異會讓障礙者所遭遇的歧視呈現不同樣貌。CRPD 試著透過額外規範去回
應障礙婦女、障礙兒童及障礙老人的雙重弱勢處境。由於台灣同時簽署多項人權
公約，在面對障礙兒童及障礙婦女的多重歧視議題，也可以採取整合多項人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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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相關訴求的方式作回應。
另一方面，在 CRC，兒童表意權是相當核心的理念。CRPD 第 7 條特別聚
焦身心障礙兒童的表意權即考慮到：身心障礙兒童相較於其他兒童，更易因其特
殊的口語和認知狀態，而被剝奪掉行使表意權的機會。比方說，地方政府普遍用
兒少代表作為兒童表意權落實的策略；然而，其對兒少代表的找尋仍以少數口語
表達能力佳的菁英兒少為主要徵選對象，障礙兒少幾乎毫無機會成為兒少代表。
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響，台灣社會的成人們很習於用家父長式的方式對待孩子。
障礙兒少在口語或認知限制下，其表意權更容易受到家長與學校老師的輕忽。
綜合上述，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之所以放進身心障礙兒童，主要有兩個原
因。首先，唯有障礙被視作一種「差異特徵」，障礙兒童應享有的獨立人格權才
有可能落實。成人們不會將障礙兒童特殊口語與認知狀態視作一種阻力，而剝奪
其行使表意權的機會。成人們反而願意相信：障礙兒童的意見表達有助於我們社
會對於兒童感受與想法有更多樣及豐富的認識。其次，就兒童作為發展性的概念
而言，障礙者要養成對其障礙身份的正向認同，在兒童階段的平等待遇尤其重要。
身份認同是從小養成的！當障礙者仍處在兒童階段時，整個社會不會因為其障礙
的身份而剝奪掉他應享有的生活機會，障礙者比較不容易將自身障礙與負面價值
作連結。
3. 意識提升
簡單地說，CRPD 第 8 條意識提升是落實第 3 條一般性原則之多樣性原則的
「策略」。第 8 條第 1 點目標，包括：認識障礙者、扭轉對障既有的偏見、以及
看見障礙者正向特質。第 2 點是達成目標的具體措施，主要包括：對公眾的宣導、
相關人員與專業者的培訓、媒體監督；以及比照現在的性別平等教育，讓障礙平
權意識入教材，成為正式學校教育的一環。
另外根據第一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的建議，對障礙者歧視性用語的消除，
既是重要策略，也是我們評估意識提升措施是否奏效的重要監控指標。一方面，
歧視性用語會對障礙者造成心理傷害，影響障礙者重要生活機會的取得。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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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當一個社會不再將障礙視同負面特徵，而採多樣性原則來看待障礙，人們對
障礙歧視性用語的使用也將大幅度減少。
4. 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除了放在教育指標外，也被放在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原因
在於：優良融合教育制度的建立是養成「具障礙人權意識公民」不可或缺的手段。
障礙意識的提升固然可透過公眾宣導與學校教材改革而達成。但最好的作法其實
是讓障礙者可以現身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透過跟所有人的平等互動，去扭轉
人們對障礙者普遍的偏見。優質融合教育可以讓人們在兒童青少年階段，就有機
會以同學同儕的身份跟障礙者平等且密集地互動，建立對障礙者的深刻認識、並
將障礙經驗內化。這是障礙人權意識養成最有效的作法。
整體而言，多樣性原則的實踐與優良融合教育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
融合教育要成功並非僅在形式讓障礙者進入一般學校就讀，而是必須徹底改變學
校的文化，讓所有的師生乃至於學校家庭皆以符合多樣性原則的方式對待障礙者。
另一方面，融合教育制度若能落實，透過新世代具障礙人權意識公民的培養，多
樣性原財的實踐才有可能！
這也意味著：融合教育最大的阻力並非教材或是學校的硬體空間是否能做到
無障礙，而是師生與家長能否抛除過往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因此融合教
育需搭配意識提升的措施，去改變教師與家長的觀念阻力。
5. 丹麥黃金指標的定義
儘管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涵蓋公約多項法條，然而丹麥黃金指標對該項指
標的定義相當簡潔。
首先就測量目標而言，丹麥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在意的是：障礙者長期被
媒體所漠視，障礙者很少現身在媒體並成為媒體的焦點。該項指標相信：多樣媒
體對障礙者的再現並以他們作為內容主體，非常重要。它有助於意識的提升，讓
人們對障礙者有正向的態度。換言之，「媒體對障礙者的再現」是測量焦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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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目標預設下，丹麥對多樣性與意識提升的具體指標如下：
(1) 具體指標：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過去一週內，曾經歷過至少一位障礙者在廣播
電視或其他新聞媒體上發表意見、或參與節目/節目特定橋段/訪談的比例。
(2) 次指標
A. 相信障礙者基本上無異於其他人，皆擁有相同想望、欲求與需要之個體比
例。
B. 小學生中，障礙學童與非障礙學童正向回答「其他學生接受我真正樣子」
之問題的比例。
C. 黃金指標用性別作交叉分類。
D. 黃金指標用族群作交叉分類。
丹麥黃金指標在測量層次上是較符合當代人權指標發展趨勢的「結果指標」
，
測量方向也是以障礙者實際上享受到的人權保障為標地。雖然採統計性的成果指
標形式，但是指標所蒐集資料並不侷限在客觀的「事實性證據」，當中許多細項
指標所蒐集的資料都跟障礙者的「主觀感受」有關。而障礙者與非障礙之間在各
項指標表現上的「差距程度」是評估政府執法表現的重要憑據。

（二） UN CRPD 人權指標
2019 年，歐盟「消弭落差計畫」
（Bridging the Gap）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
專辦公室（Office）共同建置 CRPD 人權指標。跟丹麥黃金指標不同，該套指標
幾乎是逐條地發展對應測量指標。扣除第 1 至第 4 條一般性條約，以及第 34 條
以後聯合國身心障礙委員本身的職責對以及它同締約國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的
相關條約，從第 5 條到第 33 條，每條均清楚地說明條約的構成「指標要素」
（attributes），並進一步指出與各項「指標要素」間在邏輯相對應的具體測量問
項。
UN 指標在建構方法論完全依循高專辦公室對監控公民權、政治權、以及積
極性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等人權測指標的建構架構（15）。首先，這套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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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丹麥黃金指標只著重在結果、與量性的測量資料蒐集。跟本研究計畫第一期
所建構的人權指標一樣，它同時涵蓋結構、過程與成果三種測量層次，而且也是
量性與質性資料並重。
另一方面，該架構也強調整指標組成應儘可能地簡約，測量方法應力求客觀
與透明，並具可行性。此外，回應 CRPD 本身對障礙歧視與階級、性別、族群
與年齡其他社會分野的「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的看重，這套架構也強調透
過「分組資料」的蒐集去揭露相對邊陲的障礙人口群，如障礙婦女、障礙兒童、
以及無穩定就業障礙者的多重弱勢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高專辦公室並不認為它跟歐盟合作發展出的人權指標可以通
用所有的國家。在其出版的人權指標測量指引（15），高專辦公室強調人權指標
測量項目的建構需要通盤考量一個國家特殊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脈絡，我們
沒有必要基於跨國比較的需要，而發展出一套通用全球、要求所有締約國一體適
用的測量項目組合。
我們試著將 UN 指標的「指標要素」與本研究團隊在第一期發展出的指標相
互對照。由於 UN 指標主要採逐條建置的方式，第 3 條一般性原則之多樣性跟第
1、第 2 與第 4 條整併在一起，並未和第 8 條有所連結。不過在邏輯上，
「多樣性」
是第 8 條「意識提升」的終極目標，它本身是促成「多樣性」不可或缺的策略與
手段，EU-OHCHR 指標針對第 8 條所歸納出的「指標要素」亦值得本研究團隊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作對照。
根據 UN 指標第 8 條的目標在提升整個社會尊重障礙者權利的意識，它由三
項指標要素構成，分別為：對抗刻板印象、偏見與損及利益的行動；促使人們尊
重障礙者的權利與尊嚴；促進人們看見障礙者的正面貢獻。我們將就各項「指標
要素」的定義一一考察結構、過程、與結果層次的問項。
儘管是公約的指標要素，但只就字面上仍看不出這三項指標要素的明確涵義。
不過因為 UN 指標的架構，是每一項指標要素各自有對應的測量問項，因此由具
體的結構層次問項也可以回推各項「指標要素」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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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標要素一：對抗刻板印象、偏見與損及利益的行動
指標要素一的結構層次問項有三個，包括：政府的立法與政策不該延續對障
礙者的刻板印象與歧視；政府應設置提升障礙權利意識的全面性國家策略以及打
破障礙者刻板印象、與促進人們對障礙者及其權利之瞭解的計畫；以及該國的媒
體監理機關是否有特定的計畫，促使大眾媒體創造有利於障礙者投入該行業的無
障礙就業環境、訂定新聞記者報導障礙相關議題的指引、以及透過納入障礙團體
代表的參與建立諮詢障礙者的機制。由具體的問項可以回應此指標要素的目的在
透過相關法規與措施的修正、國家訂定全面性的意識提升策略、以及媒體障礙人
權素養的建立，去破除整個社會在障礙的「個人醫療模式」觀下對障礙者的負面
觀感。
2. 指標要素二：促使人們尊重障礙者的權利與尊嚴
由指標要素二對應的兩個結構層次問項來看，顯然此指標要素是針對敵意言
語、行為、與仇恨性犯罪的規範，其目的是透過敵意環境的消除，提升整個社會
對障礙者權利與尊嚴的看重。
3. 指標要素三：促進人們看見障礙者的正面貢獻（contribution）
此指標要素的結構層次問題只有一題，即國家必須建置障礙人權意識的教育
與訓練方案。

（三） 台灣人權指標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的終極目標是：
就消極而言，消除普遍存在人們觀念中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就積極而言，
促使人們轉而用多樣性原則來對待障礙者。
1. 國家義務
而要達成上述終極目標，需透過意識提升與融合教育這兩項策略。其中意識
提升涵蓋兩大類措施。其一是透過一般宣導、學校教育與 CRPD 培訓方案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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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人們對障礙者的觀點。另一則是透過國家政策促使媒體改變過往漠視或負面再
現障礙者的作法。在融合教育部分則側重學校整體文化對障礙兒童的觀念阻力。
上述幾項策略反映出國家在多樣性與意識提升的義務如下：
(1) 政府應透過一般宣導、學校教育與 CRPD 培力方案去改變人們對障礙者的
觀點。
(2) 政府應促使媒體改變過往漠視或負面再現障礙者的作法。
(3) 政府應改善各級學校校園內部、家長與社區對障礙兒童的負面評價。
2. 測量目標
從上述的國家義務，我們可以推導出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的測量目標，再
檢視：
(1) 政府各部會是否有建置足夠且有品質身心障礙人權意識相關宣導與培訓方
案？
(2) 政府各部會否建置相關措施去引導媒體對障礙者的再現符合多樣性原則？
(3) 最後，上述策略是否「在結果上」真的促成人們對障礙者的觀念改變，以更
正向的方式看待及對待障礙者。
針對最後一項測量目標，由於改變的標的涉及人們的內在觀念結構，很難測
度。在第一次國家報告中，國際審查委員的建議是由「人們日常中對障礙的歧視
性用語」的監控著手。因此，我們預設人們觀念改變的外顯結果：歧視性用語的
消除與敵意行為的減少。
另外，考慮台灣與丹麥的障礙福利體制差異，我國人權指標僅參考丹麥對指
標的分類架構，但是測量不侷限在結果面向，而是同時涵蓋「結構」
、
「過程」與
「結果」三種層次。接下來，我們將分別就三種層次的測量說明多樣性與意識提
升指標的具體測量題項。
3. 結構指標
結構指標的用意即在督促政府建置障礙者人權實踐所需的「結構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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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項指標的測量焦點會放在：若要扭轉人們對障礙者的負面觀感、並以正向
的方式來看待障礙有那些必備的制度元素？具體問項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結構指標之問項
1. 在各級教科書中放入關於身心障礙多樣性的內容及權利教材。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修定法制，賦予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依據 CRPD 精神使
大眾認識身心障礙者之義務。
3. 中央、地方政府、公私立機構等相關服務提供與政策規劃人員，均需接受相
關障礙者多元與多樣性之訓練及教育。
4. 過程指標
相較於結構指標，過程指標更著重在對政府落實結構性制件的「過程監控」。
也因此測量的焦點放在：政府在建置那些落實多樣性與意識提升原則之制度性元
素的實際表現？具體的問項如表 25 所示。
表 25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過程指標之問項
1.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心障礙
意識提升相關教育訓練的比例。
2.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人員、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心障礙
意識提升相關教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3.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4. 各級教育機構中，教授人權、並促進不同人口群體(例如不同族裔、身心狀況)
間之理解的比例。
5. 政府鼓勵在校園、媒體當中運用多元措施和素材宣導身心障礙意識提升之進
展，每年進度比例。
6. 學校教材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介紹應中性介紹身心障礙者生活態樣，避免加深
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每年建置比例。
5. 結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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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人權指標除了將注意力放在政府的表現上，去測量國家對公約所賦予
責任的履行狀況，也應該將一部分的焦點放在個體上，去測量個體實質受到的權
利保障狀況。過往的人權指標側重結構條件與過程的測量，以及質性資料證據的
呈現。較新的國際趨勢是強化成果指標的建構及量性資料證據的呈現，以便持續
檢視法規與政策成效、以及人權狀況的長期趨勢和跨國比較。結果指標的測量標
的即是後者。前面兩種層次的指標在意的是政府的表現；而結果指標題項在意的
是：就「成果」而言，政府種種的努力是否有助於消除障礙者所受到歧視？
另外為處理性別與障礙的交織性、並瞭解身心障礙兒童的處境，也仿效丹麥
增加性別、年齡的分類統計數據。結果指標的具體問項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結果指標之問項
1.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心障礙者歧視性用語關鍵字的次數。
*相關歧視性用語中涉及性別歧視關鍵字的比例？
*相關歧視性用語針對障礙兒童的比例？

2.

民眾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公眾媒體或社群媒體（非自媒體）上表達意見
或以其他方式主動參與的比率。
*表意或主動參與之障礙者的性別比例？

3.

障礙者外出、使用措施服務、接受教育、社區活動、政治活動、各種文化活
動等，遭受歧視與拒絕使用之比例。
*不同性別之比例？
*兒童之比例？

（四） 指標歷程
本研究案第二期主要在蒐集相關部會、專家學者以及身心障礙團體的意見，
並就指標的測量合理性與可行性，對問項進行最後修正。研究團隊期望透過這項
的修正，讓相關部會可以立即根據問項蒐集相關的質性與量性資料，藉此推動
CRPD、並監控其落實在政策上的成效。以下將分兩大點去說明第二期指標修正
的歷程。第一點跟部會與學者專家召開工作坊的溝通結果。歐盟與 UN 人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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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高專辦公室（Office）共同建置 CRPD 人權指標，在 2019 年公佈，也有與
會的專家建議研究團隊應該將 UN 指標的測量方式納入參考，因此本節第二大點
將針對研究團隊所發展的「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與 UN 指標第 8 條的三項要
素進行比較分析。
1. 共識會及書面溝通結果
研究團隊為蒐集相關部會對於多樣性與意識提升人權指標具體問項的意見，
以及現階段是否有相應的統計資料作為監控機制，在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共識會
議向部會承辦人說明指標的內涵、測量目標與具體的題項，並在隔年透過衛福部
寄送給各承辦人一份問項檢核表，邀請他們針對各問項針對可行性提出修正意見。
下文將分別就「結構」
、
「過程」與「結果」三個測量層次去說明部會的回覆結果，
並綜合兩次工作坊中專家學者的建議提供評論意見。
(1) 結構指標
結構指標由 3 個問項組成。問項 1 的主管機關教育部，在期中報告完稿未作
任何回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問項 2 作回覆，其答覆為免列，理由是該問
項跟其職責無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與社家署權益發展科則針對問項 3 作回覆，
答覆同樣為免列，前者的理由是該職責屬專業訓練應歸到衛福部，後者的理由是
該問項與過程指標重疊。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涉及公民與政府文官內在觀念結構的改變，教育與培
力是關鍵策略。也因此結構指標中的三個問項分別對學校教育的教科書、公眾教
育的媒體宣導、以及文官教育的培訓課程設計。因此本研究團隊仍堅持保留這三
個問項；不過考慮到資料蒐集的可行性，研究團隊試著修正 3 個問項的文字，讓
提問更聚焦被要求填答部分的職務。
問項 1 的學校教材，主管機關是教育部，為確認專責，問項 1 修正為以教育
部為主詞的提問方式：教育部是否在各級教科書中放入關於身心障礙多樣性的內
容及權利教材？問項 2 的提問對象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 NCC）
。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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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廣電媒體的最高監理機關，長年編列經費推動媒體素養培訓計畫。檢視歷年
計畫，性別平權一直是媒體素養培訓的重點。在簽署 CRPD 後，障礙人權意識也
可以仿效性別平權，成為媒體素養培訓的焦點之一。因此研究團隊建議問項 2
修正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是否將障礙人權意識納為媒體素養培訓的目標之一？
問項 3 的提問對象原本包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及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研究團隊接受社家署的建議，將相關政策規劃者是否接受障礙人
權意識培力，交由過程指標作監測。結構指標改為聚焦在國家對文官培訓的改革。
目前我國公務人員的文官培訓是由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的「國家
文官學院」負責規劃與執行。因此問項 3 改直接提問「國家文官學院」，並將問
項內容修正為：國家文官學院是否將障礙人權意識培力納進新進公務人員的基礎
培訓、資深公務人員的升遷培訓以及高階文官培訓之計畫？
(2) 過程指標
過程指標共有 6 個問項，跟教育部相關的問項 4 與問項 6 均無回覆。問項 3
大數據之分析，國發會與 NCC 均表示不屬自己專責，也無類似調查研究因此建
議刪除。其餘有正面回應的答覆如表 27 所列。
表 27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過程指標問項之回覆
問項
1.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

回覆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師、軍警人員、醫事人

考量本總處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資料為隨

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

時更新，為維護資料正確性，本總處僅提供前一年

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度統計資料。

育訓練的比例。
2.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師、軍警人員、醫事人

考量本總處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資料為隨

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

時更新，為維護資料正確性，本總處僅提供前一年

心障礙意識提升相關教

度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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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4. 各級教育機構中，教授
人權、並促進不同人口

【社家署】
「理解」過於抽象，且人權議題涵蓋範圍較廣，不

群體(例如不同族裔、身 易監測，建議除給予清楚定義外，並修改問項文字。
心狀況)間之理解的比
例。(教育部)
5. 政府鼓勵在校園、媒體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當中運用多元措施和素

為避免限縮多元措施等活動呈現方式，且本會權管

材宣導身心障礙意識提

景為廣電媒體，建議修改為：政府鼓勵在校園、廣

升之進展，每年進度比

電媒體當中運用多元措施和素材宣導身心障礙意識

例。

提升之進展。

從部會承辦人的回覆，顯然上述正面回應的問項，專責部會都有相關官方通
報數據可作為佐證。唯一例外是問項 4，社家署認為該提問過於抽象，建議修正
文字。研究團隊考慮問項 4 與問項 6 的測量目標都在：檢視學校教育是否納入障
礙人權意識，教育部在這部分的努力有多少？考量到「教授」涉及到對教師本身
教學行動的監測，較難達成，研究團隊建議取消問項 4，僅保留問項 6。
(3) 結果指標
結果指標共 3 個問項。NCC 雖針對問項 2 與問項 3 作回覆，但都以該問項非
其職責而建議刪除。僅有問項 3 有正面回應。其答覆如下：

問項 3：障礙者外出、使用措施服務、接受教育、社區活動、政治活動、各種文
化活動等，遭受歧視與拒絕使用之比例。*不同性別之比例？*兒童之比例？
社家署的回覆：為測量遭受歧視與拒絕比例，建議以平等不歧視的申訴案件
統計數據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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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指標主要是就後果去檢視：政府在多樣性與意識提升的施政是否奏效，
是否讓人們用更正向的方式來觀看與對待障礙者？如第一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委員所建議的，我們可以從對障礙者敵意性語言與行為的監測著手。結果指標問
項 1 與問項 3 的測量邏輯皆在此。因此研究團隊仍舊建議保留這兩個問項。
NCC 建議刪除問項 1，原因在於它並無相關的統計資料。但研究團隊認為
NCC 可以試著採定期專案調查委託案的方式，針對對社群媒體的仇恨性及敵意
性言論作調查研究，主題可以涵蓋性別、族群、年齡以及障礙。
問項 3，社家署建議以申訴案件作為替代。但申訴案件就跟所有通報數據一
樣，往往只反映障礙者歧視經驗冰山一角。問項 3 的資料並不難蒐集，研究團隊
建議在下一期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中增列跟問項 3 相關的障礙
者對敵意行為之「主觀感受」問項，即可處理。
問項 2 的提問邏輯是仿效丹麥黃金指標聚焦在障礙者的媒體再現。NCC 可
以在每年定期進行的「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加入障礙者媒體再現的問
項即可蒐集到問項 2 所需的資料。因此研究團隊仍建議保留。
1. 與 UN CRPD 指標第 8 條三項指標要素之比較分析
(1) 指標要素一：對抗刻板印象、偏見與損及利益的行動
UN 指標要素一的結構層次問項有三個。其提問目的是冀望締約國政府能透
過相關法規與措施的修正、國家訂定全面性的意識提升策略、以及媒體障礙人權
素養的建立，去破除整個社會在障礙的「個人醫療模式」觀下對障礙者的負面觀
感。研究團隊的結構層次問項中，問項 2「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是否將障礙人權意
識納為媒體素養培訓的目標之一？」直接對應這個指標要素所設定的目的，不過
問項 2 並未將障礙團體參與障礙者諮詢機制放進來。
其次，UN 指標中設有問項去促使締約國全面性地對法規與政策進行盤點與
修正，期望政府未來在執法與施政上不要再度強化過去對障礙者的負面觀點。相
較之下，研究團隊問項中並未有檢視國家相關法規與政策是否延續整個社會對障
139

礙者既有的刻板印象與偏見。研究團隊的問項 3「國家文官學院是否將障礙人權
意識培力納進新進公務人員的基礎培訓、資深公務人員的升遷培訓以及高階文官
培訓之計畫？」雖然不是針對法規與政策潛存的障礙者刻板印象及偏見，但無論
是法規與政策，規劃者與執行者都是公務人員，因此在文官培訓機制中納入障礙
人權意識的培力，長久而言也有助於防範國家行動成為障礙歧視的幫兇。就這點
而言，問項 2 與「指標要素一」所訴求對抗刻板印象及偏見是相符應的。
(2) 指標要素二：促使人們尊重障礙者的權利與尊嚴
指標要素二的目的主要是透過敵意環境的消除，去提升整個社會對障礙者權
利與尊嚴的看重，它事涉反歧視立法與專責機構的設置。在研究團隊的人權指標
架構中，這部分的議題主要透過「平等與不歧視」指標處理，在「多樣性與意識
提升」指標中並未規劃與指標要素二相對應的結構層次問項。
不過，多樣性理念的達成，跟敵意環境的消除是一體兩面，研究團隊也期待
隨著指標要素一「媒體內容與從業人員納入障礙人權意識素養」，有助於扭轉人
們對障礙者的負向看法，進而改變整個社會在言語、與行動上對障礙者的敵意，
因此我們在「過程」與「結果」層次各放入一題跟歧視性用語監控有關的問項。
(3) 指標要素三：促進人們看見障礙者的正面貢獻（contribution）
指標要素三的結構層次問題只有一題，即國家必須建置障礙人權意識的教育
與訓練方案。很清楚地，研究團隊結構層次問項中的問項 3「教育部是否在各級
教科書中放入關於身心障礙多樣性的內容及權利教材？」跟此指標要素是相符應
的，唯一的差別在於 UN 指標的問項要求教育與訓練方案必須納入障礙團體的參
與。這部分值得研究團隊參考。

（五） 指標結論
1. 修正後之問項
綜合共識會與書面溝通結果、以及在參酌 UN 指標第 8 條的三項構成指標要
素後，研究團隊將「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的問項修正如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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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修正後之多樣性與意識提升指標
指標要素

測量層次

問項

資料蒐集建議

指標要素

結構問項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

NCC 作為廣電媒體的最高

一：對抗

體意見，逐年改善將障礙人權意識納為

監理機關，長年編列經費

刻板印

媒體素養培訓的目標之一？

推動媒體素養培訓計畫。

象、偏見

⚫ 國家文官學院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體意

檢視歷年計畫，性別平權

與損及利

見，逐年將障礙人權意識培力納進新進

一直是媒體素養培訓的重

益的行動

公務人員的基礎培訓、資深公務人員的

點。在簽署 CRPD 後，障

升遷培訓以及高階文官培訓之計畫？

礙人權意識也可以仿效性
別平權，成為媒體素養培
訓的焦點之一。

過程問項

⚫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人員、
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心障礙意
識提升相關教育訓練的比例。
⚫ 公務人員、各級學校老師、軍警人員、
醫事人員等服務提供者接受身心障礙意
識提升相關教育訓練的平均時數。

結果問項

⚫ 民眾上週有看到身心障礙者在公眾媒體

NCC 可以在每年定期進行

或社群媒體（非自媒體）上表達意見或

的「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

以其他方式主動參與的比率。

使用概況」加入障礙者媒

*表意或主動參與之障礙者的性別比

體再現的問項即可蒐集到

例？

問項 2 所需的資料。

指標要素

結構問項

由平等與不歧視指標處理。

二：促使

過程問項

⚫ 每年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歧視性語言關

人們尊重
障礙者的

鍵字的大數據分析。
結果問項

⚫ 過去一年社群媒體上使用身心障礙者歧

NCC 可以試著採定期專案

權利與尊

視性用語關鍵字的次數。

調查委託案的方式，針對

嚴

*相關歧視性用語中涉及性別歧視關鍵

對社群媒體的仇恨性及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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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要素

結構問項

字的比例？

意性言論作調查研究，主

*相關歧視性用語針對障礙兒童的比

題可以涵蓋性別、族群、

例？

年齡以及障礙。

⚫ 教育部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體意見，逐

三：促進

年改善在各級教科書中放入關於身心障

人們看見

礙多樣性的內容及權利教材？

障礙者的

過程問項

正面貢獻

⚫ 政府鼓勵在校園、廣電媒體當中運用多
元措施和素材宣導身心障礙意識提升之
進展，每年進度比例。
⚫ 學校教材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介紹應中性
介紹身心障礙者生活態樣，避免加深身
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每年建置比例

結果問項

⚫ 障礙者外出、使用措施服務、接受教育、 建議在下一期的「身心障
社區活動、政治活動、各種文化活動等， 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
遭受歧視與拒絕使用之比例。

查」中增列跟問項 3 相關

*不同性別之比例？

的障礙者對敵意行為之

*兒童之比例？

「主觀感受」問項，即可
處理。

2. 結構指標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之結構指標相當精簡，只有 3 個問項，而且每個問項都對
應到改變人們對障礙觀念結構的關鍵制度元素，皆建議列入被立即採行之問項。
(1) 教育部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體意見，逐年改善在各級教科書中放入關於身心
障礙多樣性的內容及權利教材？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是否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體意見，逐年將障礙人權意識納
為媒體素養培訓的目標之一？
(3) 國家文官學院是否納入各類身心障礙團體意見，逐年將障礙人權意識培力納
進新進公務人員的基礎培訓、資深公務人員的升遷培訓以及高階文官培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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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3. 具體的行動計畫
從這此相關部會的回覆狀況來看，顯然各部會對於對 CRPD 仍未有充足的認
識。因此本研究團建議將全體公務人員的 CRPD 培力視作首要的行動方案。
4. 新增統計建議
(1) 本研究團隊建議教育部及 NCC 處將障礙歧視的消除視作重要施政目標，並
參考本研究團隊的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建立相關施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
統。
(2) NCC 作為廣電媒體的最高監理機關，長年編列經費推動媒體素養培訓計畫。
檢視歷年計畫，性別平權一直是媒體素養培訓的重點。在簽署 CRPD 後，障
礙人權意識也可以仿效性別平權，成為媒體素養培訓的焦點之一。
(3) NCC 可以在每年定期進行的「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加入障礙者
媒體再現的問項即可蒐集到結果問項所需的資料。
(4) NCC 可以試著採定期專案調查委託案的方式，針對對社群媒體的仇恨性及
敵意性言論作調查研究，主題可以涵蓋性別、族群、年齡以及障礙。
(5) 建議在下一期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中增列跟問項 3 相關的
障礙者對敵意行為之「主觀感受」問項，即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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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
CRPD 第九條第一款之條文內容(15)為：為使身心障礙者能夠獨立生活及充分
參與生活各個方面，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
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理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及通信，包括資訊與通
信技術及系統，以及享有於都市與鄉村地區向公眾開放或提供之其他設施及服務。
該等措施應包括查明及消除阻礙實現無障礙環境之因素，尤其應適用於：
1.

建築、道路、交通與其他室內外設施，包括學校、住宅、醫療設施及工作場
所

2.

資訊、通信及其他服務，包括電子服務及緊急服務
CRPD 第九條第二款則是明定於締約國亦應採取適當措施，以便達成之八項

目的。
本研究團隊參考依據 CRPD 第九條與一般性意見第二號內容與精神，以及丹
麥黃金指標和 UN CRPD 指標，發展出總計有結構指標七項、過程指標五項與結
果指標五項。本條次中運用之相關指標精神涵義敘述如下。

（一） 丹麥指標
1.

丹麥黃金指標(16)中的精神
在丹麥黃金指標中認為交通對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並且還需要能接近使用

建築物、交通工具和訊息的方式，與 CRPD 的第 3、9、20 條中都有相關。利害
相關者曾討論過是否要選擇建築物的可及性作為主要指標，但是最後仍然選擇將
重點放在交通上，再者，建築物的可及性達成比例是比交通可及性更慢，而且有
時針對某一特定建築物要決定其有無可及性是相當主觀的判斷，黃金指標中將標
題定為可及性和行動力（Accessiblity And Mobility），其主要指標僅有一項為：
(1)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在本地巴士、火車、計程車、其他公
共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可及性問題的百分比。
次要指標共有五項，將建築物、網站標準和電視節目字幕列入，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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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所有人使用的建築物（例如工作場所、學校、辦公室、商店和其他人的
房屋）遇到障礙問題的百分比（包括障礙者和非障礙者）。
(2) 政府網站符合 WCAG 2.0 AAA 標準的比例。
(3) 在兩個公共電視頻道中首次播放之節目有字幕的總時數百分比。
(4) 以上指標按性別統計。
(5) 以上指標按族群統計。
次指標內容說明結構性問題會影響社會融合和接近公共服務的能力，例如：
出入口設計、有無電梯或是個人協助，網路的可及性則會影響是否平等接近新聞
和文化的機會和權利，黃金指標提到雖然可及性有許多指標可以測量，但這裡指
出節目播出的字幕是一項重要的次指標，而且在丹麥已經有統計資料。字幕對許
多不同障礙群體很重要，尤其是聽障者。統計資料方面包括 2013 年起由丹麥國
家社會研究中心的「身心障礙者每日生活狀況」統計，以及 2016 年 SHILD 調查，
以及 自 2011 年開始的歐洲健康與社會融合調查（European Health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urvey， 簡稱 EHSIS）都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相關資料。

（二） UN CRPD 人權指標
1.

UN CRPD 指標(15)中的精神
根據 CRPD 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第九條無障礙/可及性之其他室內和室外設

施（other indoor and outdoor facilities）意涵，除條文中所明文規定的學校、住家、
醫療設施、工作場所外，亦應包括執法機關、法庭、監獄、 社會機構、街道，
及作為交流互動、文化、宗教、政治體育活動的場所，與購物建築；其他服務則
應包括郵政、銀行、通訊及資訊服務等等。
在具體方法上所有的新貨物、產品、設施、技術及服務均應採用公約第 2
條所定義之「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使所有潛在使用者，包括各障礙類
別的身心障礙者均能接觸此類產品、設施、技術與服務。CRPD 第 2 號一般性意
見指出，通用設計的目的是讓整體社會對所有人都達到無障礙可及性，並且用較
低的成本達成無障礙/可及性環境，並非只是針對身心障礙者。CRPD 第 2 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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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見要求國家須將無障礙/可及性議題，及可及性之概念於建築、計畫、公共
運輸等法律中落實，所有向大眾提供水、陸、空的交通、資訊、交流與服務均應
無障礙/可及性，政府應發展適用於各障礙類別的資訊流通方式。最後並需要再
次強調立法時專家、身心障礙者及代表性組織參與有其必要性。
聯合國所發布之無障礙/可及性的指標架構由兩方面交織組成，在指標構面
方面和本計畫相同為結構指標、過程指標和成果指標三個層次，在無障礙/可及
性精神的檢視構面方面也同樣包括三個層次，分別是路面和交通、對大眾開放的
室內室外設施和服務，以及資訊和通訊及其他服務，包括通訊技術，電子服務和
緊急服務。
其結構指標共七項，以回應 CRPD 第 9 條之第一款條文內容為主，條文中所
提及之路面、交通和室內外設施、服務與通訊技術等的無障礙/可及性立法和規
範數量與比率，過程指標共有十三項，以回應 CRPD 第 9 條第二款之條文內容為
主，摘要如下：
(1) 可以使用的交通運輸服務單位的數量和比例（不同的交通方式、公私立服務
單位都要調查）
(2) 促進和確保身心障礙者獲得替代性無障礙運輸服務的措施
(3) 符合無障礙標準的新建建築物的數量和比例
(4) 符合無障礙標準的現有公共/政府建築物和設施的數量和比例
(5) 符合輔助功能標準的公共網站和應用的數量和比例
(6) 手語翻譯和其他與輔助功能相關的方式在電視播放中所佔的時間，按媒體所
有權（私營/公有）
，廣播類型（新聞/其他節目）和所提供的輔助功能分類。
(7) 擬發布給社會大眾的國家報告中，包括有關公共服務和業務的資訊，以可近
的格式進行發布，按格式類型與其在已發布的國家報告總數中的比例分列
(8) 政府審核無障礙節目的可及性時，需有障礙研究專家及其代表組織參與
(9) 在商品和服務的研發中提倡通用設計和無障礙/可及性
(10) 專業人員的數量和百分比，特別是工程師、建築師、交通運輸業者、公共服
務提供者、網頁設計師、媒體業者以及接受過通用設計和可及性標準培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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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員
(11) 意識提昇的宣傳和活動以促進融合並告知製造商、服務提供者與個人，其取
得無障礙相關的權利和責任
(12) 確保身心障礙者能積極參與在諮詢過程中（此點為呼應 CRPD 第 4 條第三款）
(13) 針對身障者無障礙環境有關的申訴進行調查和裁定的案件，與已收到投訴的
數量，按某種機制分類，呈現政府或責任義務承擔者的比例
結果指標則有六項，內容包括呼應 SDG 永續指標之 11.2.1、 11.7.1 和
17.8.1 項目，以年齡性別和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區分是否可近使用大眾運輸、室內
外設施和服務與資訊，以及在官方溝通方式中以替代性方式的使用比例情形。

（三） 台灣人權指標
本計畫第一期成果與第二期成果之不同處在於第二期指標為提出在第一期
計畫成果中建議優先進行之指標。
1. 結構指標
第一期成果為：
(1) 政府根據 CRPD 第九條，逐年改善與增加身心障礙者無障礙之資源，包括公
共運輸交通系統(鐵路、公路、船舶、車站站體設施等)無障礙改善相關預算、
公共服務設施、資訊傳播可近性與可用性提升。
(2) 政府根據 CRPD 第九條與第三條，逐年改善都市與鄉村地區無障礙服務設施
資源與拉近兩者距離。
(3) 根據公約第九條與第三條，公私立各種設施包括醫院、學校、教育設施、娛
樂設施、金融機構服務、提款機、運動場館及餐廳等等，無論所有權為公立
或私有，都須符合無障礙設施與提供可近性與可用性。
(4) 300 平方公尺以下餐廳、對公眾開放的私人措施適用無障礙法規無障礙。
(5) 政府制訂法律規範無障礙設施的資訊被揭露與各級政府改善道路、人行道、
街道、騎樓、路平等方案規劃與執行都需障礙者參與，且須採用通用設計為
原則，針對特殊障礙者的合理調整須以個別服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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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 CRPD 精神將資訊通訊傳播內容，為身心障礙者
需求進行應有的調整提出之法律修訂。
(7) 制定公務機關 APP、網頁無障礙規範。
(8) 制訂資訊可近性規範，包含易讀版本、視覺與聽覺提示及圖型提示等。
第二期成果為：
(1) 政府根據 CRPD 第九條，逐年提升身心障礙者無障礙之資源可近性，包括公
共運輸交通系統(鐵路、公路、船舶、站體設施、硬體建築設備/資訊等)無障
礙改善相關預算、公共服務設施、資訊傳播可近性與可用性提升。
(2) 根據公約第九條與第三條，逐年改善公私立各種設施包括醫院、學校、教育
設施、娛樂設施、金融機構服務、提款機、運動場館及餐廳等等，都須符合
無障礙設施與提供可近性與可用性。
(3) 制訂資訊可近性規範，包含易讀版本、視覺提示、聽覺提示及圖形提示等。
2. 過程指標
第一期成果為：
(1)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2)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3) 公共運輸交通系統無障礙改善的數量。
(4) 水路運輸設施符合無障礙的比率。
(5) 地方政府改善區域的街道騎樓無障礙的比率。
第二期成果為：
(1) 政府為增加交通設施改善、無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2) 政府為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每年執行多少預算？
(3) 政府改善區域的街道騎樓無障礙的比率？
3. 結果指標
第一期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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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在本地巴士、火車、計程車、其他公共
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障礙的百分比。
(2)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整而無法進入公共場
所、以及對公眾開放或提供服務的場所(風景區、餐廳、百貨公司、旅館等
等)的平均次數。
(3) 建議收集質性資料作為改善之參考。
(4) 去除道路、騎樓、人行道、路面、店面等人為阻擋（路阻）。
(5) 身心障礙者在上週因為缺乏合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手語等），故只能透
過有限的資訊來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電視、新聞、廣播、表演節目等）
的平均次數。
第二期成果為：
(1) 在上週，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在使用/搭乘公車、火車、計程車、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遇到障礙的百分比。
(2)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因為缺乏通用設計\無障礙\合理調整而無法進入公共場
所、以及對公眾開放或提供服務的場所(風景區、餐廳、百貨公司、旅館……
等等)的平均次數。
(3) 身心障礙者在上週因為缺乏合理調整措施（例如點字、手語等），故只能透
過有限的資訊來源獲取訊息（例如書報、電視、新聞、廣播、表演節目等）
的平均次數。

（四） 指標歷程
從本計畫第一期成果基礎，參酌焦點團體、各部會和身障團體工作坊與 UN
CRPD 人權指標精神等構成第二期計畫成果，歷程中各部會之回應值得特別提出
說明，並作為本指標後續討論和建議之內容，各部會針對結構指標、過程指標與
結果指標之回應如下。
1. 結構指標
本計畫中之第一年成果之結構指標包括對於逐年增加無障礙之預算、城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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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公私立場所、無障礙交通環境設施資訊都有包含在內，並且注意到資訊可近
性議題，部會的回應情形如下：
（1） 針對指標一主要為交通部回應，部門包括鐵道局、鐵路管理局、民航局、
航港局、觀光局和公路總局，目前各縣市皆有各項改善無障礙計畫。
（2） 交通部回應偏遠地區採取補助業者和逐年增加偏鄉公共運輸服務空間涵
蓋率，並提出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2017-2020 年)將繼續爭取預算延
續計畫，以利持續協助地方政府改善無障礙公共運輸環境，並將再與國發
會等相關單位研商設定相關指標。
（3） 指標三中金管會、教育部學特司、教育部體育署、醫事司、內政部營建署
有回覆目前作法與預計未來行動方案，金管會提到統計相關數據係由銀行
公會統計各金融機構辦理情形，醫事司方面提到目前之統計資料庫包括：
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名單(衛福部)、中華民國 100 年身心障礙者
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內政部)、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
及需求調查主要家庭照顧者問卷調查報告(統計處)、 全國醫療院所無障
礙就醫環境資訊(衛福部)。
（4） 針對指標四為內政部營建署所管轄，已經有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與公共建築
物之無障礙規範，但是尚未有此指標之三百平方公尺以下建物立法規劃。
（5） 指標五中交通部回覆目前各項相關議題皆有身障專家與代表參與討論，並
有相關辦法與服務專案，統計資料方面有路平專案成果統計資料。
（6） 主要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主責內容，目前已有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
本，正在訂定進一步修正案與 APP 檢測版本。
（7） 針對指標七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以目前可立即採行的指標項目為第一項至第三項以及第五和六項，都是目前
政府部門已經著手正在進行中的方案和計畫，指標四需要立法過程，指標七則沒
有明確之主責單位。
2. 過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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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第一年成果之過程指標共有五項，包括交通和居家無障礙預算編列數、
交通無障礙改善數量、水路無障礙比率、地方政府改善區域的街道騎樓無障礙的
比率。主要回應部會同樣為交通部，部會回應情況如下：
（1） 指標一回應部會為交通部，包含其各所屬機關皆有其設施改善經費使用情
形。
（2） 針對指標二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3） 交通部回覆台鐵和高鐵在月台、無障礙電梯、電動輪椅充電座、市區無障
礙公車數量與路線以及通用計程車數量皆有逐年增長的趨勢。
（4） 交通部回覆海運客運無障礙比率於 2017 年開始成長，並已經修法未來無
論是新造或自國外輸入客船及載客小船，輔導及協助業者改善符合無障礙
法規相關規定。
（5） 針對指標五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過程指標中僅有交通部作為主要回應部會，其中第一項、第三項和第四項指
標為目前可行之指標，第二項和第五項指標沒有主責部會能夠彙整數據。
3. 結果指標
本計畫第一年成果之結果指標共有五項，以身心障礙者所遭遇之交通、使用
公共服務與設施等無障礙情形，並強調質性資料搜集和獲得合理調整的措施情形。
主要回應部會為交通部和文化部，部會回應情況如下：
（1） 針對指標一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2） 針對指標二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3） 針對指標三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出具體政策調整方向。
（4） 涉及內政部營建署業務，並有相關法規與計畫正在實施中。
（5） 文化部僅回應更改指標內文統計週期。
明顯可見結果指標中各部會以第四項和第五項為目前可行之指標，第一項指
標和第二項指標中都未能由交通部完全回答，交通部認為是由於交通部無法掌握
身心障礙者母體，且身障人口佔全國僅有 5%，因此建議辦理各項調查由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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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之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中進行資料搜集，指標三為質性資料搜集，
各部會回應不清楚需蒐集之內容而無法回應。

（五） 指標結論
結構指標方面，呼應丹麥黃金指標與聯合國指標中提到交通方面會比居住方
面更為容易設置標準與監測，目前各部會積極進行各項方案和法規研擬，唯是否
有障礙研究之學者與障礙者代表參與諮詢過程，以及對於無障礙/可及性、通用
設計和合理調整的概念理解，是目前指標中未能顯示的，在指標七的部分其職責
是否歸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待研議。
過程指標中僅有交通部作為主要回應部會，其中第一項、第三項和第四項指
標為目前可行之指標，第二項和第五項指標沒有主責部會能夠彙整數據，過程指
標中相較於聯合國指標，對於替代性運輸方式、資訊可及性方面也較少琢磨，方
可研議是否增修，另外在指標第五項資料闕如，乃是由於交通部對於縣市地方政
府之無障礙執行情形無法監控其實施狀況，需再討論中央與地方不同層級統計資
料搜集之結構。
結果指標中以身心障礙者主觀認為是否在 CRPD 第九條第一款所提及之項目
遇到障礙和是否可及，因此在相關部會統計方面尚未建置，可進一步討論是否納
入衛生福利部之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中進行定期資料搜集。在第三項
中為第一年研究計畫時有專家與障礙者建議需增列質性資料搜集，需再討論其具
體內涵和項目為何。
另外，衛福部醫事司回覆時提及與部會討論之工作坊中有與會委員建議須了
解復康巴士停車位數量、藥袋設計與藥物資訊可及性、無障礙網路掛號系統維護
及產檢提供 3D 影像列印等事宜，醫事司說明這些事項涉屬社家署(身心障礙者個
人照顧服務辦法)、交通部、食藥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健康署之業務項目，
須由以上單位分別回應辦理情形與後續規劃。是否將以上各項目融入目前指標中
有待後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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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政策和法規調整方面建議為交通和資訊無障礙/可及性優先，其
次為建築物無障礙/可及性，在資訊方面，建議制訂資訊可近性規範，包含易讀
版本、視覺提示、聽覺提示及圖形提示等，目前民間、中央各部會以及各縣市政
府相關部門皆因 CRPD 而自行研擬之各種政策訊息之易讀版本，由於主要閱讀對
象為認知功能為輕度以上者，建議統一規格與圖示，以免增加認知混淆。
在室內外空間方面之規定與標準上，需訂定公、私部門之新建築需符合通用
設計、無障礙設施標準等原則，建築物之室外空間方面需重新訂定公寓大夏管理
相關法規，以使得身心障礙者居住於社區時所提出之出入口無障礙空間修繕申請，
例如：坡道之興建，能夠在社區管理委員會進行討論時能被保障，而非投票表決
若贊成為少數者則無法進行修繕工程，妨礙障礙者平等居住於社區之權利，和第
十九條自立生活條文於 UN CRPD 指標中精神中第三層次相關聯。
於公眾進出之設施方面，內政部營建署所管轄，已經有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與
公共建築物之無障礙規範，但是尚未有三百平方公尺以下建物立法規劃，由於此
指標於本計畫第一期中來自相關身心障礙團體之建議，建議相關部會了解各社區
中提供公眾進出之建築物之空間，以及對於未來新建之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之建物
立法規範其無障礙/可及性設施標準，提高社區生活之可近性。
在藍圖方面，建議未來加強中央與地方之權責與統計責任，以掌握整體改善
情形，例如：路阻之拆除作業實施情形統計，在資訊無障礙/可及性方面需注意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優先處理新聞即時訊息與緊急訊息需符合無障礙/可及性
傳播之管道與方式，例如：重大傳染病疫情期間之健康防護與社區保健措施等，
在交通方面，參考聯合國指標精神優先改善應在道路鋪設方面與交通設施方面，
包括統整低底盤公車系統、復康巴士、通用計程車等，以及遠程巴士、捷運、台
鐵和高鐵等系統，建議先處理主管單位一致為交通部門，方能進行下一部有關身
心障礙者融合交通之整體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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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
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人權指標建構，主要是由 CRPD 第 14 至 17 條構成，
包含：第 14 條「人身自由與安全」、第 15 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
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第 16 條「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第 17 條「保障人身完
整性」
。此 5 條公約涵蓋：「基本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規範者皆為古典公民政治權
利之核心…」
（30）
。

CRPD 關於人生自由與完整性的制訂，即在此基本人公民政治權利核心上開
始發展；以 CRPD 第 14 條「人身自由與安全」第一項為起點：
「締約國應確保身
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a)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之權利；(b)不被非法
或任意剝奪自由，任何對自由之剝奪均須符合法律規定，且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
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從中可看到其與已訂定之核心人權公約條
款的高度關連性，包含「世界人權宣言」第 3 條與第 9 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 9 條、「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 5 條、「兒童權利公約」
第 37 條及「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第 16 條（Schulze,
2010）。
此等條款旨在確保身障者與其他人一樣，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之權利。同時，
接續強調不能非法或任意方式剝奪身心障礙者之自由，且更不可以身心障礙作為
剝奪自由之理由。此要求合法與禁止任意，以及不可以身心障礙為理由之強調。
主要是顯現現實社會層面，身障者常被以歧視不合法方式、另訂法律矮化地位、
身體健康、或可能自傷傷人之理由，被強迫約束限制或入院治療，而喪失人身自
由（31。
除對任意非法，以及以身心障礙為由行剝奪自由之實的禁止，以保障身障者
之人身自由之外。CRPD（31）亦特別強調，即便是醫療處遇，也要是「知情同
意」（informed consent）：即經過觀念和溝通的過程，目的在於確保本人做出決定
前，能夠獲得充份而正確的資訊。其包含主要三指標要素：(1) 提供的資訊必須
以本人可以了解的語言表達，並包含診斷、研究步驟、治療的本質、可能的效果、
154

存在的風險和本質，以及其他治療方式的利益與風險(包含不接受治療的選擇自
由)；(2)確認本人是否充分了解相關資訊；(3) 盡可能確保本人在所有選擇方案中，
可以不受脅迫或操控地自由作成決定（Schulze, 2010：96）。
此知情同意也回應 CRPD 第三條，身障者能有自主決定之權利；同時，CRPD
（32）在「第一號一般性意見：第 12 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也具體指
出，過去對身障者是採替代決策的典範，現在應轉移為支持決策的典範，以真正
落實尊重身障者的自決、意願及願望。
因此，CRPD 第 14 條第一項可為對身障者人身自由與自主決定的尊重與保障，
以避免歧視、非法之作為出現。而接續，第二項即規範當身障者在符合法律程序被
剝奪自由時，亦不能有歧視差或別待遇存在，同時針對身障者之特殊需求，應進行
合理調整。雖然，剝奪自由是最後手段，但不得以而為之時，亦應遵守下列原則（31）：

1. 剝奪人身自由時需符合法律規定，依據公政公約第九條規定：
「一、人人
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
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二、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
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三、因刑事罪名而被逮
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
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報，
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
場。四、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
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五、任何人受非法逮
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2. 居留或限制自由場所，應是無障礙、符合人道環境，並應視身障者需要，
進行合理調整
3. 需要有監督機制
4. 提供必要法律協助與資訊，告知其享有之權利，如提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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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與機關人員溝通，並提供充分訊息，使之能自主決定。不可因受剝
奪自由者是身障者，即由專業者獲第三人代替；當身障者表達受限，需
尋求的是最能詮釋身障者意願與偏好者。
在瞭解 CRPD 第 14 條為對身障者人身安全自由與充分自決的保障，以及剝
奪其自由，仍應獲得合法人權保障與合理調整後。接續之第 15 條與第 16 條，則
可視為第 14 條之延伸。第 15 條與公政公約第七條相呼應，主要規範免於酷刑或
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當中，
「醫學或科學試驗」特別被提及，
這也與第 25 條健康權有關，以確保身障者是自由知情同意，以尊重個人自主決
定（33）
。同時，15 條第 2 項明訂：
「國家負有積極義務，預防及阻止身心障礙者
遭受酷刑、不人道或侮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應採取所有有效的措施並將當事人
『格外弱勢地位』列入考量，以期身心障礙者能與其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受到國家
妥善之保障。」（34）
若第 15 條為對公部門國家作為之規範，第 16 條則較傾向於對身障者在私部
門中避免剝削、暴力與虐待的保障，包含身心暴力、傷害、虐待、疏忽、性剝削
與經濟剝削等一切形式。針對此暴力剝削。第 16 條亦規範國家負有義務，指出
國家應有積極作為，包含所有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教育與其他措施。由預
防、監測、事件調查與復原均需有相關政策與措施。同時，對身障結合性別與年
齡之多重不利影響，應需高度重視與具敏感度。
最後，第 17 條保障人身完整性，雖僅有一項：
「身心障礙者有權在與其他人
平等基礎上獲得身心完整性之尊重。」但其為上述條文實踐的具體展現，旨再重
申與強調，不得任意違反身障者之自由意志與自主選擇，進行非志願的處遇
（involuntary treatment）
，而侵害其權益（33）
；此外，
「本條可視為遏止某些情況，
例如隔絕、限制、或過度侵入的治療等情形」（34）。
透過上述對 CRPD 第 14 條至第 17 條的討論，我們可歸納到，身障者人身自
由與個人身心完整性原則與精神若需落實，需在尊重其自由選擇與自主決定的前
提下開始，並由過去替代決策的典範，轉移為支持決策的典範。同時應考量現實
156

社會公私領域對障礙者可能產生的不當對待、歧視、暴力、剝削與非法行徑，由
國家從預防、監督、執行等連續程序採取積極作為。最後，身障者往往處於相對
弱勢地位，並易再有年齡、性別等不利因素影響，如何做出合理調整與積極保障
其權益，是政策擬定與方案執行時，需高度關注與思考。
此外，若與 CRPD 第 1 條，以及第 3 條相對照，可發現 CRPD 第 14 條至第
17 條的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如圖 15)，其尊重自主與消除歧視的內涵，不但回
應 CRPD 宗旨：「本公約宗旨係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
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亦與第三條一
般原則相關。顯見 CRPD 多項概念的高度相關性，與整體公約的內在完整邏輯性；
透過 CRPD 第 14 條至第 17 條的確切落實，將可實踐 CRPD 之宗旨與原則。

第十四條至第十
七條人身完整性

根據公約第三條
原則實施

達成公約目的(第
一條)

圖 15 CRPD 第 14 至第 17 條與公約宗旨、原則之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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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麥指標
將 CRPD 第 14 至第 17 條，人身自由與個人身心完整性轉化為人權指標矩陣
時，研究團隊參考丹麥黃金指標之作法與內容。自由與身心完整性（Liber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為黃金指標第四項，其主要指標為：「30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與
非身心障礙者被拘禁於監獄/拘留所或精神醫療機構的比率。」次指標為共 5 項
（35）：
1. 監獄及拘留所的收容者，（過去 5 年內）因精神疾病正在接受/曾接受治
療的比率
2. 接受精神治療的成人相對於全部病人，遭受一次或多次強制性措施的比
率
3. 被判一般監禁及精神治療者分別服刑/接受治療的平均時間
4. 性別面向
5. 種族面向
此自由與身心完整性丹麥黃金指標與 CRPD 一般原則之尊重固有尊嚴、自主
決定、個人自立高度相關；同時回應 CRPD 第 14 與第 17 條。此外，次指標 1 與
2 在於回應第 12 條以探究在法律之前，身障者是否獲得平等承認；次指標 3 則
回應 CRPD 第 15 條，是否身障者遭受不當非人道之待遇。
整體而言，黃金指標在於測量丹麥刑法與精神醫療法施行時，身障者往往遭
遇人身完整性的侵犯。同時，其亦關注到身障者常常有過高的比例被拘禁於監獄
與精神醫療機構中。

（二）UN CRPD 人權指標
原訂 CRPD 第 14 至第 17 條，產出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之人權指標。但為
使指標精簡可行，研究團隊選擇 UN CRPD 為委員會提出第 14 條人權指標作為主
要對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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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CRPD 委員會針對 CRPD 條文公布之指標，分為結構指標、過程指標與
結果指標等三個面向，並再針對各條文提出指標要素。在第 14 條人身自由及安
全之指標，即依條文架構，劃分出「針對身障之自由剝奪：絕對禁止以障礙事實
或感知為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依據」
、
「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
拘留」、「人身安全與身障者拘留條件」三指標要素，最後列出 29 個指標2。
此三項指標要素之區分，主要是落實 CRPD 第 14 條人身自由及安全的原則
與精神，先是落實該條第一項對身障者平等享有人身自由與安全的權利的關注，
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因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故有「針對身障之自由剝
奪：絕對禁止以障礙事實或感知為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依據」之指標要素。接
著，關注若身障者在面對自由遭受剝奪的情形時，是否平等獲得應有之權利保障、
協助與對待，以及在自由被剝奪時，是否有安全之環境與合理調整措施。故有「非
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
「人身安全與身障者拘留條件」兩指
標要素。
在瞭解三指標要素之意義後，底下依結構指標、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對 UN
CRPD 第 14 條人權指標進行討論。
在結構指標部分，不區分特質之指標共有 3 項，為 14.1 至 14.3；主要是確保
國家憲法與法律對身障者自由與安全權利的平等保障，以及對剝奪自由之身障者
人數的掌握，包含公私機構、監獄、醫院等。最後，則對有助於障礙者自由及安
全權利之支出予以瞭解追蹤。
另再依三指標要素區分，「針對身障之自由剝奪：絕對禁止以障礙事實或感
知為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依據」
，計有 2 項指標，14.4-14.5；主要在於確認法律
與憲法不可有基於障礙，或結合其他理由（如照顧、醫療或聲稱危險），可因此
剝奪身障者之自由。同時，對於因身心障礙被剝奪自由之身障者，應有過渡性政
策予以釋放。

2

UN CRPD公布之人權指標內容，14.11出現兩次，但為不同內容，推測為誤植，故非僅至14.28，
應為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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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計有 3 項，14.6-14.8。主要
關注身障者在面對失去自由的狀況下的協助，意即在犯罪、行政拘留情況時，應
能考量身障者需求，提供必要之程序些正、服務與協助；而剝奪自由之監禁，應
能盡量避免與替代。
「人身安全與身障者拘留條件」，計有 2 項，14.9-14.11。主要是確保身障者
被剝奪自由時，需有無障礙設施、合理調整，並禁止隔離與限制，以及未經自由
與知情同意之精神治療與處遇。
過程指標部分，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於過程指標面向仍大致依指標
要素區分，但有將「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以及「人身
安全與身障者拘留條件」，兩指標要素合併之作法，指標 14.14 與 14.15。在此過
程指標部分，共計有 14.11 至 14.20，10 項指標3。
過程指標主要是實際進行改變與資源投入，故在「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
法體系與行政拘留」指標要素下的指標，即關注因障礙因素被剝奪自由之障礙者，
能否獲釋，並獲得適當協助，以及提升公眾意識，讓身障者融入社區。在「非因
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
「人身安全與身障者拘留條件」兩指標
要素部分，指標包含：司法、警政、矯正系統人員進行教育訓練、被剝奪自由之
身障者人數，以及他們能否獲得法律協助、視齡調整、無障礙環境。
結果指標部分，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於結果指標面向仍大致依三
屬性區分，除 14.21 未區分指標要素，主要以身障者與身障團體可參與自由及安
全相關法律政策之制訂、實施與監督。其餘各指標要素下有 1-3 個指標，由 14.22
4

至 14.28 。此三指標要素，
「針對身障之自由剝奪：絕對禁止以障礙事實或感知為
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依據」部分，即在關注身障者因障礙因素被剝奪自由情形
是否減少，並給予適當協助。在「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人身安全與身障者拘留條件」兩指標要素部分，則在瞭解身障者在監獄與其他
拘留所被剝奪自由之人數、是否獲得法律協助與協助、進而撤銷犯罪定罪等；以
3
4

應為14.12至14.22，CRPD公布之內容，14.11出現兩次，但為不同內容，推測為誤植。
應為14.23至14.29，CRPD公布之內容，14.11出現兩次，但為不同內容，推測為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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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拘留場所獲得合理調整之比例。

（三）台灣人權指標
在第一期研究中，研究團隊參採丹麥黃金指標自由和個人完整性指標，並依
據 CRPD 第 14 條人身自由與安全、第 16 條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第 17 條保
障人身完整性、以及 CRPD 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第 9 條：無障礙）制定人權指標
矩陣。接續以修正型德菲法預測術、身障者焦點團體、專家焦點團體等研究方法
收集各方多元意見，並再參考 2012 聯合國人權指標進行修訂，最後以結構、過
程、結果三面向訂出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人權指標矩陣；建立基期方式，設定
自 2018 為第一個週期，做為每四年一個週期。（見表 29）。
此人權指標矩陣，主要根據 CRPD 精神，政府應確保身心障礙者的人身自由，
不因身心障礙的理由做為剝奪自由的理由，也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獲得身心完
整性的尊重。丹麥的黃金指標是比較看守所、監獄、或精神療養院中身心障礙者
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比例。本研究團隊參考台灣社會和法律現況，制訂指標問項。
並依據指標問項訂定資料來源包含矯正機構統計、居留統計、強制住院等統計資
料。CRPD 第 12 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的權利和第 13 條獲得司法保護主要
是關於身心障礙者在接受司法調查或審判過程經由合理的程序調整或支持措施
而能受到平等對待。然而，當前述權利沒有被落實則可能導致身心障礙者人身自
由被剝奪。研究團隊參採焦點座談時蒐集的意見，在本指標以及獲得司法保護指
標都有設定部分關於身心障礙者在訴訟或調查過程獲得適當支持的問項，測量政
府落實身心障礙者在法律前獲得平等承認以及個人完整性的情形，研究團隊也接
受在不同指標當中有重複的相同問項。

（四）指標歷程
第一期研究將 CRPD 第 14 至第 17 條，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轉化為人權指
標矩陣時，研究團隊參考丹麥黃金指標、2012 聯合國人權指標，接續以修正型
德菲法預測術、身障者焦點團體、專家焦點團體等研究方法收集各方多元意見，
以結構、過程、結果三面向訂出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人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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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接續第二期研究中，本團隊以第一期指標為基礎，繼續邀請相關部會、
專家學者、身障團體代表，針對第一期指標成果辦理工作坊與焦點團體，廣納相
關意見，以期使指標具體可行；其後，依中審查建議，並對照 CRPD 委員會所提
出的人權指標要素，做為修改指標項目之根據。底下即依「主責部會與專家回應」
、
「UN CRPD 人權指標」
，說明此次指標訂定歷程。
1.

主責部會與專家回應
在主責部會與專家回應回應與建議部分，研究團隊將透過各指標部會之建議

與回應，依結構、過程、成果指標三面向逐一討論。
(1) 結構指標
結構指標為針對人權實踐需要那些必備的制度結構元素進行改變，如憲政、
法律、公私領域等。在此部分，司法院提出可就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供資料。
同時，研究團隊依相關討論與文獻，以及國家報告審查委員建議，認為 CRPD 精
神仍須第一線政府相關權責人員落實，以及民間身障團體與身障者積極參與，因
此建議需將相關業務承辦人員繼續教育與訓練，以及身心障礙者與團體的充權教
育與權益意識提升計畫，列為立即採行之行動方案。同時，後續之身權相關政策
擬定與方案執行，需有對應資料庫，故亦建議各部會檢視現有資料庫，可於公務
統計增與例行調查列身心障礙者問項，或建立新資料庫。
(2) 過程指標
結構指標為制度結構元素的改變，過程指標即為國家政府在這些必備的制度
元素的實際投入。在此部分，過程指標計有二項，底下逐一討論：
A.

對聽語障礙者及各類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例如：民事訴訟程序、刑事訴訟程
序（警訊、檢察官偵查、法院審理，刑/保安處分之執行）
、行政程序與行政
救濟程序（看守所、監所管理措施）提供的支持措施，以獲得權利告知，例
如:選任辯護人、接受訊問、通譯服務、溝通、不同的資訊格式、司法資訊
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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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過程指標內政部表示，在警詢程序部分，已訂定相關規定及作業程序，並
完成「警詢技術實務課程大綱」
，列為警大與警專課程5。法務部則表示在偵
查階段已有非國語、手語、文字溝通司法通譯選擇；如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
除由通譯傳譯外，並得依其選擇以文字訊問陳述。同時。刑事訴訟法就相關
條文亦配合司法院「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會」參與法規研修6。
對於警政與法務部的立即改善，以維護身障者之權益卻實值得肯定。但對於
身障者之溝通表達協助，以維護其自主與選擇權利，仍有許多面向可改善；
如司法院之回答：「特約通譯制度係為保障聽覺或語言障礙者、不通曉國語
人士之訴訟權益，…但非各類障礙類型之身心障礙者均有傳譯需求」，此指
標不應僅限於通譯，而是需多思考提供適足近便之支持協助，以使身障者能
維護自身自主與選擇。因此，研究團隊建議可再增加設計採用易讀版本表格，
以及建立無障礙司法資訊資料。
B.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與數量逐年編列預算改
善。

C.

心口司對於該指標回應：「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皆屬於醫療端針對精神
病人(包含精神障礙者)的損傷進行介入，不清楚這裡匡列社家署之理由，以
及問項中指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為何。」同時，更表示預算減少，建議刪除
「逐年」7。心口司對於障礙觀念仍停留於過去之損傷觀點，而無人權觀點
建立；亦無法瞭解替代服務之指稱，但卻又回應預算減少，無法逐年改善。
據此，本研究團隊認為行政官僚關於身障權益之全面與持續教育訓練刻不容
緩，否則將無法具體檢視現有法規制度與政策方案，是否損及身障者權益，
更遑論符合障礙者權益與選擇之新服務設計與思考。

5

內政部：本項所列警詢程序部分，本部警政署業訂定相關規定及作業程序，並完成「警詢技術
實務課程大綱」，交由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納入相關課程，持續強化警察人員教育
訓練，相關事宜均已推動辦理，暫無其他資料提供。
6
法務部：1.法務部為落實保障不通國語人士以及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在偵查階段提供司法通譯
之選擇，以非國語語言、手語或文字溝通之權利，如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外，並
得依其選擇以文字訊問陳述，以保障弱勢者之司法近用權，目前刑事訴訟法就相關條文亦配合司
法院「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會」參與法規研修，就指標文字內容無意見。
7
心口司：心口司於每年度預算減少下，雖努力爭取醫發、公彩基金預算辦理，惟前開預算仍需
透過委員會審認通過，恐具不確定因素，故建議刪除「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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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指標
結果指標，即上述國家政府種種的努力是否促成了個體人權的改善與進展。
在此部分，共有 11 項，底下逐一討論。
A.

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或拘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
者的百分比
本指標警政署回應目前刑事統計：「僅就拘留人數進行統計，尚無身心障礙

者相關統計，如需增加尚待籌編相關預算及研議系統功能改版等事宜。」建議警
政署可思考儘速納入刑事統計，因若能瞭解對象為身障者，將可提供適切對應協
助，以保障其權益。因此，研究團隊建議相關公務統計列入身心障礙者問項。
B.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院的人數
本指標司法院回應，非其職掌範圍，強制住院確實非其主管。但依刑法 87

條，仍可施以監護（強制治療），此亦涉及身障者自主選擇與人身完整保障，因
此，研究團隊建議心口司、司法院相關主責單位公務統計需加以收集，並修正題
目為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院與監護的人數。
C.

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人數
本指標僅司法院部會回應，認為非其職掌。但法院判決之監護處分，亦包含

強制社區治療。此強制治療涉及身障者自主選擇與人身完整保障，因此，研究團
隊建議相關主責單位公務統計需加以收集。
D.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時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單位提供當事人關
於個人權利資訊的情形
本指標社家屬回應，要以「種類、數量還是百分比」呈現。若已有此公務統

計或資料庫，則可列出所需之資料，而以適當方式呈現身障者權益保障落實情
形。
E.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分比
本指標無任何部會回應，但此涉及身障者人身完整保障與平等原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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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相關主責單位公務統計需加以收集。
F.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案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無
法為完全之陳述者與非以上情形之身障者的百分比
社家署建議「心智缺陷」為歧視性用語，建議改為「心智狀況」。此確實應

加以修正，但並無主責單位回應本指標之作法。研究團隊建議主責單位應可先瞭
解刑事案件被告是否為身障者，以及其所需之個別調整與服務支持，故建議主責
單位於公務統計增加此問項，具體說明身障者可獲得之支持服務，以保障身障被
告者之權益。
G.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司法協助的案件數
司法院回應，可就「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通常程序訴訟終結案件被告選任或

指定辯護情形」
、
「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審特定訴訟終結案件被告選任或指定辯護情
形」等統計數據提供資料。但對於協助之內容認為需進一步釐清，以避免過於廣
泛，增加統計困難8。但此涉及身障者人身完整保障與自主表達，以及國家義務
之落實。因此，務實漸進之作法，應請司法院訂定協助障礙者之規範、作業準則
與教育訓練；如此，才能使司法人員對障礙定義與需求與充分瞭解，並依此提供
相關協助。故研究團隊除建議相關公務統計需加以收集外，亦建請司法院研擬相
關務實漸進協助作為。
H.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列為被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的人數和類別
本指標司法院回應：「對於身心障礙者保障之落實，應不論其參與訴訟之身

分，而以實際有傳譯需求者獲得權利告知或支持措施之提供作為量化標準較為妥
當，且主、被動提供通譯服務，均足以保障民眾之司法近用權…，建議結果指標
修正為：
『過去一年提供身心障礙者手語傳譯及同步聽打服務的案件數』
。對於司
法院的回應，顯見目前以手語傳譯及同步聽打服務為主。但隨著科技與各類別身
障者需求有所差異，仍維持原指標題目。但可先由手語傳譯及同步聽打服務的統

8

司法院回應：行政訴訟法提供身心障礙者程序上適宜的對待措施（第55條輔佐人到庭、第64條
對無訴訟能力人之送達、第101條訴訟救助及第150條精神障礙為證人者，不得令其具結），發揮
司法保護之功能，本項指標「提供身心障礙者司法協助」範圍是否過於廣泛，案件數統計有無困
難，建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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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開始，逐步發展各項服務。
I.

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的比例
司法院回應此指標涉及戶政司、衛福部，建議是否修正為「法院每年裁定監

護或輔助宣告之件數」9。此涉及身障者之意識表達、自主選擇與人身完整性，
實應針對身障者面臨處分加以統計分析，因此研究團隊仍維持原指標，並建議主
責單位公務統計需加以收集。
J.

身障者取得保護令件數
內政部回應：
「身障者取得保護令件數部分，係屬司法院權責」
，但司法院回

應心障礙者資料非裁判書必要記載事項，故無相關統計資料。此與身障者是否受
剝削、暴力與虐待有關，建議司法院應納入公務統計。
K.

身障者受保護通報之人數
內政部回應：「家庭暴力防治通報系統係由衛生福利部建置，身障者受保護

通報人數，係屬該部權責」，但未見衛福回應。此與身障者是否受剝削、暴力與
虐待有關，建議衛福部應納入公務統計。
透過上述討論，研究團隊將責部會、專家、身障團體之意見與建議，進行歸
納與統整，完成第二期台灣 CRPD 人權指標（見表 30）
。在過程中，發現有三項
立即可行之行動方案：(1)部分部會對障礙概念與 CRPD 內容認知尚待釐清與建立，
實需於結構指標加入行政人員之教育訓練，以使身障者權益能為政策執行者瞭解，
進而落實與相關政策規劃與計畫執行。(2)身自由與個人身心完整性人權指標之結
果指標多為統計資料，許多需在目前公務統計基礎上增列身障問項，或界接衛福
部資料庫，或其他資料比對方式。建議此相關主責部會應儘速收集相關資訊，以
作為修正與方案執行依據。(3)身障相關政策與方案擬定，仍須最重要之利害相關
人參與，如何充權提升身障者權益認知，亦是一重要課題。
2.
9

UN CRPD 人權指標

司法院回應：涉及全體身心障礙人口數（衛生福利部）與歷年受監護（含禁治產）宣告或輔助
宣告人數之累計（內政部戶政司），本院無相關統計資料；或將指標修正為：「法院每年裁定監
護或輔助宣告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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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接續第二期研究中，本團隊以第一期指標為基礎，繼續邀請相關部會、
專家學者、身障團體代表，辦理工作坊與焦點團體，廣納相關意見，以期使指標
具體可行，完成第二期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其後，依中審查建議，並對照 CRPD
委員會所提出的人權指標要素，做為修改指標項目之根據。惟原訂指標涵蓋 CRPD
第 14 至第 17 條，為使指標精簡可行，研究團隊選擇 CRPD 為委員會提出第 14
條人權指標作為主要對照基礎，底下依結構、過程、成果指標三面說明。
(1) 結構指標
在結構指標部分，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不區分特質之指標共有 3 項，
為 14.1 至 14.3；另再依三指標要素區分：
（一）
「針對身障之自由剝奪：絕對禁止
以障礙事實或感知為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依據」，14.4-14.5，計有 2 項；（二）
「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14.6-14.8，計有 3 項；
（三）
「人
身安全與身障者拘留條件」，14.9-14.11，計有 2 項。
研究團隊除依 CRPD 委員會此結構指標為參照，亦再對照團隊完成之第二期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建議結構指標為可採兩方相同之處，以及台灣目前可開始
著手思考改善之處。對比後分別為拘留環境的改善，以及對障礙者自主與安全的
重視。故將原有之結構指標：「政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
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更為具體化，擴充為兩項：
A.

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1.立法規範行政拘留、看守所、監獄等隔離體系，需能回應身障者需求（inclusiv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包含場所內的無障礙環境、包容程序、合理調整設
施與服務。
B.

身障者人身安全與拘留條件

2.立法禁止使用隔離治療處遇和限制措施，包含針對身障者，以及在未經自由選
擇與知情同意下，使用精神藥物與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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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程指標
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於過程指標面向仍大致依指標要素區分，但有
將「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以及「人身安全與身障者拘
留條件」，兩指標要素合併之作法，指標 14.14 與 14.15。在此過程指標部分，共
計有 14.11 至 14.20，10 項指標10。結合研究團隊收集之意見，與對照 UN CRPD
人權指標，將過程指標聚焦在被剝奪自由之身障者身上，希冀身障者在自主選擇
與平等尊重的前提下，能免除自由被任意剝奪，並在被剝奪自由時獲得應有之協
助。而原有之過程指標，為「對聽語障礙者及各類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例如：民
事訴訟程序、刑事訴訟程序（警訊、檢察官偵查、法院審理，刑/保安處分之執
行）、行政程序與行政救濟程序（看守所、監所管理措施）提供的支持措施，以
獲得權利告知，例如:選任辯護人、接受訊問、通譯服務、溝通、不同的資訊格
式、司法資訊可近性。」
、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與
數量逐年編列預算改善」
。此兩項指標與 UN CRPD 人權指標相似，旨在提供法律
協助支持，以及避免強制治療處遇，故採用聯合國之指標，將過程指標修正為：
A.

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a.在精神醫院或類似療養機構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人數，以及被告知他們有
權被釋放，能取得住所、生計、與其他社會經濟支持的比例。

B.

非因身障為由的拘留：司法體系與行政拘留
a.在犯罪與行政拘留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能迅速獲得免費法律協助。
b.提供給在犯罪與行政拘留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法律協助服務的資源與預
算

(3) 結果指標
UN 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於結果指標面向仍大致依三屬性區分，
除 14.21 未區分指標要素外，各指標要素下有 1-3 個指標，由 14.22 至 14.2811。結

10
11

應為14.12至14.22，CRPD公布之內容，14.11出現兩次，但為不同內容，推測為誤植。
應為14.23至14.29，CRPD公布之內容，14.11出現兩次，但為不同內容，推測為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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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第二期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建議結果指標為主要採未區分之 14.21，其亦與
團隊建議之行動方案之一相符，即身障者參與政策擬定與監督；其餘原有第二期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可為統計資料，待建立統計資料庫後，即可為結果指標之用。
故結果指標為：
(4) 未區分
諮詢過程確保身障者的參與，透過代表之身障團體參與，對身障者安全與自
由相關之法律、法規、政策與方案，提供設計、執行與監督之意見。

（五）指標結論
透過 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以及團隊收集歸納之第二期台灣 CRPD
人權指標相比較探討，團隊將原有之 CRPD 人權指標予以精簡，相符部分改採聯
合國指標，使之更為具體化，易於測量評估；同時，第二期台灣 CRPD 人權指標
未考量之處，亦採 UN CRPD 指標之建議，如因身障因素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他
們有權被釋放，並能取得住所、生計、與其他社會經濟支持。最後，人身自由及
安全部分，由原先 12 項指標，精簡為 6 項指標（見表 11）。
而相當比例之結果指標，則列為新增統計建議，建議政府應儘速收集身障者
被剝奪自由、獲得法律協助、釋放、合理調整等人數，並關注私領域之保護議題。
此亦為原有之行動方案之一，建立實證基礎的統計資料庫作為實踐基礎。故建議
新增 9 項統計資料收集，包含：
1.

在監獄與其他拘留場所被剝奪自由的身障者人數和比例，依年齡、性別、場
所、地理區域分組統計。

2.

在犯罪與行政拘留被剝奪自由，能迅速獲得免費法律協助身障者的比例，依
年齡、性別、場所、地理區域分組統計。

3.

在剝奪自由相關程序中，要求提供程序與適齡調整的身障者比例。

4.

目前因障礙事實或被認為障礙者，而失去自由的障礙者人數，依年齡、性別、
場所（精神病院、教養院等）分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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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身障者由障礙相關機構獲釋的人數，以及他們獲得住宅、生計、社會經濟協
助的比例。

6.

因障礙剝奪自由之相關機構其關閉之數量與比例，依機構類型加以分組統
計。

7.

身障者定罪率與一般定罪率相比較，依年齡、性別、障礙、犯罪類型/地點與
是否獲得法律協助，分組統計。

8.

身障者於任何拘留場所或的合理調整的人數與比例，依年齡、性別、場所、
地理區域分組統計。

9.

身障者受保護通報與開案之人數。
在指標建構與統計資料庫建立外，如前所述，尚有一行動計畫可實行，在部

會回應內容中，可看見部分主責機關對障礙概念與 CRPD 精神須再瞭解與釐清。
因此，參考 UN CRPD 人權指標 14.14 針對司法、警政、獄所人員進行身障權利
訓練之指標，列為行動計畫，以確保身障者不會在隔離場所中，遭受酷刑、歧視、
不當對待、疏忽..等損及權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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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台灣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指標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基 期 時 間 / 對應機關

對應資料庫或資料蒐

建議政府落

集

實時間
政 府 相 關 規 定 與 1. 對聽語障礙者及各 1. 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或拘 自 2018 年 1. 法務部

1.

建議矯正機構收

服務措施依據

類障礙者在司法過

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礙者與非身 開始，建立 2. 內政部警

容人數統計增加

CRPD 精神修改法

程，例如：民事訴

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身心障礙問項

令規章與內部規

訟程序、刑事訴訟 2.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院 集基準點。 3. 衛福部

定

程序（警訊、檢察

的人數。

官 偵 查 、 法 院 審 3.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
理，刑/保安處分之

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分比

執行）
、行政程序與 4.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案

基期資料收

政署
2.

警政署刑事統計

4. 司法院

增加被拘留人的

5. 法務部矯

統計並要有身心

正署
6. 國家發展 3.
委員會

障礙問項
精神疾病嚴重病

行政救濟程序（看

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人強制鑑定與強

守所、監所管理措

缺陷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與非

制社區治療審查

施）提供的支持措

以上情形之身障者的百分比

會審查結果統計

施，以獲得權利告 5. 過 去 一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被 列 為 被

資料增加身心障

知，例如:選任辯護

礙問項

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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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訊問、通

和類別

4.

將以往歷史資料

譯服務、溝通、不 6. 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的

與公衛資料中「被

同的資訊格式、司

結紮的未成年身

法資訊可近性。
2.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

比例。
7. 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人

心障礙者人數」與

數

「被結紮的各類

區治療以外的替代 8.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司

身心障礙者人數」

服務選擇類型與數

作數據分析

法協助的案件數

量逐年編列預算改 9. 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時
善

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單位提供
當事人關於個人權利資訊的情形

172

5.

行政院主計處

表 30 彙整主責部會、專家學者、身障團體修訂之人權矩陣指標表
問項

立即採行(修改相關規定或提出新的

納入年度計

編列具體

修訂統計資 建立新的統

行動方案與計畫)

畫行動方案

預算

料蒐集

(2021-2025)

(2021-2025

計資料庫收
集資料

)
結

1.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1.CRPD 相關業務承辦人員繼續教育

1.各指標相

構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

與訓練。

關統計資料

指

規定。

2.身心障礙者與團體的充權教育與權

庫修正與建

益意識提升。

立。

標

3.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供資料。
過

1.對聽語障礙者及各類障礙者在

1.內政部：本項所列警詢程序部分，本 1.設計採用

1.請主責

程

司法過程，例如：民事訴訟程

部警政署業訂定相關規定及作業程 易讀版本表

單位編列

指

序、刑事訴訟程序（警訊、檢察 序，並完成「警詢技術實務課程大 格。

標

官偵查、法院審理，刑/保安處分 綱」
，交由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 2.建立無障
之執行）、行政程序與行政救濟

科學校納入相關課程，持續強化警察 礙司法資訊

程序（看守所、監所管理措施） 人員教育訓練，相關事宜均已推動辦 資料。
提供的支持措施，以獲得權利告 理，暫無其他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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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

問項

立即採行(修改相關規定或提出新的

納入年度計

編列具體

修訂統計資 建立新的統

行動方案與計畫)

畫行動方案

預算

料蒐集

(2021-2025)

(2021-2025
)

知，例如:選任辯護人、接受訊

2.法務部：為落實保障不通國語人士以

問、通譯服務、溝通、不同的資 及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在偵查階段提
訊格式、司法資訊可近性。

供司法通譯之選擇，以非國語語言、
手語或文字溝通之權利，如為聽覺或
語言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外，並得
依其選擇以文字訊問陳述，以保障弱
勢者之司法近用權，目前刑事訴訟法
就相關條文亦配合司法院「刑事程序
制度研議委員會」參與法規研修，就
指標文字內容無意見。

2.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以外

1.設計執行

1.請主責

的替代服務選擇類型與數量逐

多元社區式

單位編列

年編列預算改善。

替代方案

預算

174

計資料庫收
集資料

問項

立即採行(修改相關規定或提出新的

納入年度計

編列具體

修訂統計資 建立新的統

行動方案與計畫)

畫行動方案

預算

料蒐集

(2021-2025)

(2021-2025

集資料

)
結

1.過去一年關押在監獄、看守所

1.納入現行

果

或拘留所、被逮捕的身心障礙者

公務統計

指

與非身心障礙者的百分比。

標

2.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強制住

1.納入現行

院與監護的人數。（衛福部、司

公務統計

法院）
3.身心障礙者被強制社區治療的

1.納入現行

人數。

公務統計

4.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實施

1.納入現行

時由醫院以外的第三公正單位

公務統計

提供當事人關於個人權利資訊
的情形。
5.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1.納入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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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料庫收

問項

立即採行(修改相關規定或提出新的

納入年度計

編列具體

修訂統計資 建立新的統

行動方案與計畫)

畫行動方案

預算

料蒐集

(2021-2025)

(2021-2025

集資料

)
障礙者列為刑事被告的百分比。

公務統計

6.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列為刑事

1.納入現行

案件被告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公務統計

心智狀況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者與非以上情形之身障者的百
分比。
7.政府部門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

1. 具 體 擬 定 1.針對協

1.納入現行

司法協助的案件數。

相 關 協 助 措 助計畫編

公務統計

施、流程與教 列預算。

2.司法院可

育訓練。

就「地方法
院刑事第一
審通常程序
訴訟終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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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料庫收

問項

立即採行(修改相關規定或提出新的

納入年度計

編列具體

修訂統計資 建立新的統

行動方案與計畫)

畫行動方案

預算

料蒐集

(2021-2025)

(2021-2025

集資料

)
件被告選任
或指定辯護
情形」、「高
等法院刑事
第二審特定
訴訟終結案
件被告選任
或指定辯護
情形」等統
計數據提供
資料。
8.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被列為被

1.納入現行

告、證人、鑑定人申請通譯的人

公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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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料庫收

問項

立即採行(修改相關規定或提出新的

納入年度計

編列具體

修訂統計資 建立新的統

行動方案與計畫)

畫行動方案

預算

料蒐集

(2021-2025)

(2021-2025

集資料

)
數和類別。
9.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1.納入現行

的比例。

公務統計

10.身障者取得保護令件數。

1.納入現行
公務統計

11.身障者受保護通報之人數。

1.納入現行
公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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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料庫收

八、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
CRPD 條文中，對障礙者權利與各締約國政策及法律制度挑戰最大的就是
障礙者的平等法律能力的實踐及司法體系的近用及參與司法制度的聽證、證人或
陪審制度等。(36)。台灣在建立 CRPD 的人權指標過程中，除參考丹麥的十項黃
金指標之外，另外增加第十一項，獲得司法保護、司法體制近用權利。而這項司
法保護、法律平等權利與司法制度的近用，本項指標包含兩個主要的 CRPD 條文，
如圖 16，第十二條法律平等權及第十三條司法體系近用權(37)。
經由參考期中審查委員意見與衡量台灣目前障礙服務體制，在有關第十二條
障礙者司法保護部分，相關障礙者監護制度及建立支持性決定服務系統，這幾年
經由家長總會努力，已經逐步改善及建立之中。但是有關障礙者在整個司法體系
的平等近用權部分，則相對低落與不足。因此，在期末指標最後選擇，將集中在
第十三條，障礙者的司法體系近用，提升障礙者在司法制度的可近性。針對司法
近用，CRPD 委員會在最近發佈有關障礙者司法近用權利的十項政策指導原則，
這十項原則基本上回應公約第三條人權取向障礙模型的政策回應，例如回應公約
第十三條第一項，提供障礙者適當的合理調整與支持，適齡與個別化支持及協助，
溝通協助、個人協助等。

• 障礙者之法律人格
• 法律能力

第十二條法律
前平等承認

第十三條獲得
司法近用
• 支持性決定
• 適齡、適性提供合
理調整
• 免費提供法律協助

• 行使法律行為
• 肯認障礙者的法律
人格與能力

平等法律地位

圖 16 集中在第十三條，障礙者的司法體系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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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RPD 委員會第十三條指標要素，在過程指標部分，委員會特別強調所有
硬體建築無障礙設施標準應適用在法院、監所、警局、監獄等各項司法體制系統
的硬體設備與建築無障礙環境改善，第二個指標要素是需要提供障礙者適齡與適
性的個別化協助服務，讓障礙者能在司法體制內獲得符合需要的合理調整，第三
個指標要素是障礙意識提升的各種活動與措施都須將司法體系的人員納入，第四
個過程指標的指標要素是各級司法人員及各種司法專業人員接受有關 CRPD 深
入訓練與教育的比率，每年改進與受訓的人數增加與內容等。第五個是提供給障
礙者的法律服務諮詢都需要障礙者本人或其代表組織人員陪同，第六個是每年預
算提升及落實服務的比率，免費法律服務經費與每年使用的人數及協助案件等都
需有相當預算等(15)。
第十三條內容強調障礙者在司法體系的可近性提升。重要的條文內容如下
1.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
過提供程序與適齡調整，以增進身心障礙者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當
證人、調查與其他初步階段，能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的一方。
2. 為了協助確保身心障礙者有效獲得司法保護，締約國應促進對司法領域工作
人員，包括警察與監所人員進行適當培訓。
第十三條內容涉及如何提升障礙者在司法系統內的可近性程度，司法系統
包括逮捕過程、審訊、收集證據、起訴、審判、服刑等幾個重要的有關障礙者個
人自由權利之保障與司法體系近用問題。

（一） UN CRPD 人權指標
第十三條:司法近用與法律平權指標要素，CRPD 委員會提出的人權指標有兩
個主要的指標要素：
1.

障礙者能與他人平等基礎上受到司法體制公平對待(Equal access to/and
equality before the just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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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障礙者能參與司法體制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第一項指標要素是障礙者能與他人平等基礎上受到司法體制公平對待，第二

項指標要素是障礙者能參與司法體制。CRPD 委員會針對第十三條人權指標要素，
在結構、過程與結果三個面向，建議人權指標內涵。結構面有主要三點，首先任
何立法涉及司法體系，無論是法案結構、組織、程序與過程都須納入障礙者。其
次，在各體系，憲法、政策立法、或規範，都不得因「障礙狀態」而禁止障礙者
近用法制體系，第三刑法實質內容與程序，尤其是心智障礙者與精神疾病者，在
平等基礎上與他人享有實質與程序正當程序之保障。例如，愛爾蘭研究顯示，障
礙者觸犯法律時，刑事犯罪體系如何因不了解障礙者的限制與困難，讓障礙者本
身成了體制的罪犯，這樣的過程對許多具有不同身心理限制的障礙者造成不公與
違反他們的基本人權。(38-40)，相對的美國的研究顯示，透過各種不同的輔具與
科技工具的支持，各種不同障礙者，在司法系統中，可以在得到協助狀態下，比
較能與他人享有較為公平的司法對待。(41)。
結構面的主要精神是確保障礙者在平等基礎上與他人享有司法體制應有之保
障與可近性。過程指標方面，CRPD 委員會提出確保障礙者能獲得免費法律協助
之各項政策與做法，在各種不同的法律領域中，都能獲得免費之法律協助。其次
是在現有的法治體系內，如法官、檢察官與職員能積極提升障礙者納入司法體系
的做法，因此提升各級與各種司法體制人員的障礙意識訓練與教育，成為障礙者
能獲得司法權近用保障的重要過程。
在 CRPD 第 13 條中可知，獲得司法保護最核心的概念即為身心障礙者進入法
律程序時，國家必須依身心障礙者要求提供「程序調整」
、
「適齡措施」及「適性
調整」針對女性障礙者在各種司法體制內的公平對待與合理調整，委員會所提的
司法近用權的政策指導原則，而這三項調整也必須搭配司法相關人員的教育訓練，
以確保這樣的程序調整概念能被充分理解而落實。下圖一，呈現司法近用權與法
律人格權的關係，此次期末報告在第十三條的司法進用權利內涵，將分為三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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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提供障礙者支持性決定服務，協助障礙者提供適齡、適性之合理調整與
免費法律協助(Free Legal Aid)協助障礙者在各階段的司法體系能得到適切服務。

（二） 丹麥指標與台灣人權指標、歷程
有關丹麥的黃金十項指標內，並沒有針對司法近用提出建議，但是 UNCRPD
委員會針對每條內容提出的人權指標要素中，針對第十三條提出結構、過程與結
果指標，同時也在今年針對第十三條提出司法近用權的政策指導原則，已如前述，
因此台灣 CRPD 指標，我們特別在第一期的期末報告增加司法近用權，考量台灣
司法體系目前對障礙者的權利意識與相對應的人權保護概念都有待提升與做全
面的制度調整與概念再教育，因此在司法近用權部分，雖是屬於單一主管部會的
行政工作劃分，但是研究團隊建議將這項指標的具體落實情形，納入第二期推動，
讓司法系統與相關人員有時間做準備與制度的回應及調整。
1.

具體行動計畫建議

(1) 提供各級司法人員深入且持續，有關障礙者各項認識與協助之訓練課程。
(2) 建立各地方與各級之免費障礙者法律扶助體制，以協助障礙者能獲得確實的
保護。
(3) 修改與建立司法體制內，各項程序的合理調整規範與內容。
統計資料庫，各項司法統計，政府公部門統計資料，都需提供有關「身心障礙身
分」之各項統計。建議政府定期發佈，針對當前各項法務部統計資料，與身心障
礙身分資料做串聯，了解障礙者在司法系統內的狀態與各項合理調整的提供與使
用等資訊。

（三） 指標歷程與結論
針對第十三條司法近用權，第一期計畫提出結構、過程與結果面向的指標，
與參考 UN CRPD 委員會所提出的第十三條人權指標內涵，在期末報告，結構指
標將刪除第三、第四與第五項，保留第一項與第二項結構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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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構指標(期末建議)
(1)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
(2) 針對身心障礙者在司法過程中提供適齡、適性支持與合理調整
(3) 針對 CRPD 委員會所提出之司法近用政策指導原則，納入各級司法體系修
改規範與規定的主要參考

2.

過程指標(期末建議)
(1) 教育訓練促進司法領域工作人員障礙意識提升
(2) 提供免費法律扶助服務與落實適齡、適性之的措施種類:提供法律扶助服
務在各項逮捕、審訊、起訴程序與審判、服刑過程中必要協助。建立各種
不同障礙者溝通方式之協助與相關人員訓練，例如手語翻譯、聽寫服務、
個別協助諮詢、與法制體系的合理調整具體化

3.

結果指標(期末建議)
(1) 過去一年中，接受偵訊和各種類別障礙者，在過程中得到各項支持與協助，
例如手語翻譯、有律師陪同偵訊、有非口語溝通需求之協助之比率
(2) 過去一年中，法律扶助基金會陪同偵訊服務中的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
者比率
CRPD 委員會針對第十三條的第二項指標要素，扣緊公約第三條主要的基本

原則與第五條的精神，平等不歧視，在公約中特別強調障礙者可提出依據個別需
要的合理調整要求，讓義務方能根據法律精神，針對不同障礙者設計適合的合理
調整項目與內容(42-44)。各國的實施方式與服務內容也不太相同，因此，指標的
內涵將支持性決定的個別化服務原則訂定交給締約國依據公約精神制定與修改。
在期末報告，本小組建議將合理調整與法律服務納入過程指標內，在未來確實建
立針對個別障礙者的合理調整與協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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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育權
（一） 丹麥指標
研究團隊對於 CRPD，主要是參考丹麥黃金指標之架構，將公約中理念訴求
相近的條款合併在一起，整合出十一大項之指標。教育指標與丹麥黃金指標之教
育指標相對應，其內容除了涵蓋公約第 24 條所指涉的事務與目標外，聯合國人
權委員會高專辦公室近期內針對公約第 24 條撰寫的「第四號一般意見書」也是
不可或缺的依據。綜合公約第 24 條與第四號一般意見書的論點，主要有兩個重
點。首先，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按 CRPD 最核心的「平等與不歧視原則」，
障礙者不能因為其障礙身份而被剝奪與侵害平等的受教權利。其次，障礙的平等
受教權是與「融合教育」此一理念緊緊相依。對 CRPD 而言，融合教育不僅是
實踐障礙者平等受教權的政策工具，也是落實障礙者平等受教權的政策目標。下
文將先分兩點說明障礙者平等受教權與融合教育指標的關係，最後再說明丹麥黃
金指標對「教育」此一指標的定義。
1. 融合教育既是實踐障礙者平等受教權的政策工具，也是政策目標。
整體而言在 CRPD 中，「教育的平等與不歧視」是完全等同於「融合教育」
這個概念。也就是說，唯有整個教育體系符合「融合教育」此理念所勾勒的理想
藍圖，障礙者才有可能取得平等的受教權。藉由「融合教育」這個理念的彰顯，
CRPD 企圖強調：對障礙者平等教育權的剝奪與侵害，並不侷限在教育機會的剝
奪與排除。即便障礙者未被排除就學的機會，只要教育體系仍具備「隔離」與「統
合」的意涵，它仍構成對障礙者的教育歧視。我們在第二點將對此作更詳盡的討
論。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將障礙者平等受教權跟「多樣性原則」連結在一起。
障礙者平等受教權的終極目標並不在矯治障礙者，而是讓障礙者融入社會，並促
成社會的多樣性。長久以來，在對障礙「個人醫療模式」觀點的影響下，障礙被
視作一種「缺陷」；人們很容易將對障礙者的教育目標限定在對障礙特徵的矯正
與補救，甚至連障礙者的家長也擺脫不了這樣的迷思。但 CRPD 對障礙採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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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模式」的觀點，障礙不再是一種負面特徵，而是一種能夠帶給整個社會創新文
化體驗的「差異特徵」。從這個角度來看，融合教育讓障礙者得以像所有非障礙
者一樣，透過教育機會的取得發揮潛能、並充分融入社會合作，其目的也在讓整
個社會能因為有障礙者的參與，而展現更豐富的多樣性。換言之，不只障礙者可
以從中受惠；就多樣性原則而言，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因融合教育理念的實踐而獲
得好處。
2. 融合教育的內涵
上文主要在指出「融合教育」的關鍵地位，接下來將直接聚焦在「融合教育」
本身的討論。整理來說，我們可以從反向與正向的方式去理解：何謂「融合教育」？
在第四號一般意見書中，融合教育被定義成一個與「教育歧視」完全互斥的概念。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專辦公室透過指出不同形式的「教育歧視」，反向地定義：
融合教育不是什麼？
(1) 三種形式的教育歧視
由於 CRPD 將教育平等與不歧視原則緊扣著融合教育，這意味著：一旦教
育體系無法達到「融合教育」的標準，它即構成對障礙者的教育歧視。在第四號
一般性意見書中，對障礙者的教育歧視被區分成以三種形式。第一種最顯而易見
的教育歧視形式是「排除」
（exclusion）
，也就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拒絕讓障礙
取得教育機會。例如學校是明白地在招生規定中，就直接限制具備特定身心功能
損傷者報考，讓障礙者無法取得該學校的入學資格。另一種排除是間接方式。包
括在招生時堅持採統一考試的篩選方式，卻未對報考的障礙者提供「合理調整措
施」，導致障礙學生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入學機會之外。
第二種歧視形式則是「隔離」（segregation）。隔離性的歧視並未剝奪障礙者
受教育的機會，卻在學習空間安排刻意將障礙學生與其他非障礙學生分離出來，
讓障礙學生在一種分隔的、為具有某種或多種損傷者設計的環境下接受教育。台
灣的特殊教育體系仍存在隔離性歧視的問題。首先至今仍有一定比例的高中以下
障礙學生被安置在啟聰、啟明及啟智等特教學校。其次，現在雖然多數重度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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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可以選擇進入一般學校就讀，但是由於欠缺足夠的合理調整措施、以及學校
基於教學效率的考量，仍將他們安置幾乎非障礙學生完全隔離的「特教班」。按
照第一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特教學生與隔離式「特教班」都違
背融合教育的精神，是一種對障礙者的教育歧視。
最後一種歧視形式是「統合」（integration）。障礙學生雖然被安放在現有主
流的教育機構，但學校內部的制度安排卻未針對障礙者的差異特徵進行結構性調
整，而是片面地要求障礙者適應現有的標準化規範與期待。目前學習障礙與情緒
障礙學生由於認知能力發展符合常模，而且具備完整自我照顧能力，因此並沒有
在隔離於非障礙學生的環境中受教。但是多數班級導師或科任教師缺乏障礙意識，
或者基於教學效率的考量，仍延用主流的標準來規範與評量障礙學生。這使得許
多障礙學生很容易在班級中被負面評價，優勢無法被看見。要解決統合性歧視的
問題，需比照「性別平等教育」
，將障礙人權概念融入師資培育與在職訓練體系：
不只是特殊教育教師，而是全體教師、教育行政人員都必須具備「障礙意識」。
(2) 融合教育不只友善障礙者，它也包容所有學習者
從上文對三種教育歧視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融合教育是對現行教育制度
的｢系統化改革」
。倘若只將障礙學生安放在主流班級而未輔以結構性的改革，如
組織、課程和教學策略的調整，這絕對談不上融合。而且改革的標地除了對教師
與相關工作人員的意識提升外，還應調整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育理念、結構
和策略，以解決障礙學生充分融入學習環境的阻礙。也因此，融合教育的政策效
果並不侷限在障礙者，而是冀望為同年齡層的所有學生提供一種公平和參與式的
學習經驗，以及最符合其需求和喜好的學習環境。換言之，融合教育並非單純友
善障礙者的措施，而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主體、並包容所有學習者的制度設計。
在第四號一般意見書中，人權高專辦公室對融合教育歸納出以下九項特徵：
A.

全系統的：資源需到位，教育環境的結構性變革連帶引發的文化、政策與行
動調整也必須顧及到。

B.

全教育環境的：由於融合教育是全系統，除了課堂教學與師生關系的變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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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涉及校董會、預算經費、教師評鑑、家長以社區關係，因此主事者的承諾
帶領至關重要。
C.

全人的：堅信人人具有學習能力，對所有學習者（包括障礙學習者）都抱有
高度期望。也因此融合教育強調教學彈性化。教師在規劃課程時應順應不同
學習個體的優勢、需求和學習風格，而非片面地要求所有學習者適應標準化
的教學方式。另外彈性化的教學策略也需有對學生的合理調整措施與個別化
協助作為後備。

D.

教師支持：教師與所有工作人員應接受相關教育訓練，使其內化核心價值以
及營造融合學習環境的能力。

E.

多樣性原則：包括障礙在內的不同差異特徵均被看見與珍視。

F.

友善的學習環境：每個學習者都覺得自己是安全與被接納的而且自在地表現
自己。台灣現下的競爭式教育跟此特徵是相背離的。

G.

轉銜：學習是終其一生的，學習者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需要都應被照顧與回應，
跨生命階段的適應也應被顧及。

H.

夥伴關係：這種包容所有學習者的環境營造，絕非教師、家長或障礙者單打
獨鬥可達成，教師、家長、身心障礙團體乃至學校所在社區都必須建立夥伴
關係。

I.

監測：融合教育是一個持續的進程，必須定期監測和評估，以確保不會出現
隔離或統合的情形。
最後就社會經濟層面而言，為了確保障礙者能於所在社區就近取得優質且免

費的融合中小學教育服務，人權高專辦公室也主張整個國家的教育體系必須具備
四個相互關聯的特徵：可得性（availabil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以及可調適性（adaptability）。「可得性」強調：公私立教育機
構和教育方案必須量多質優，如此障礙者無論在那個生命階段皆可以在社區中取
得優質的教育服務。「可及性」則訴求：整個教育系統必須是無障礙的，包括建
築物、資訊和溝通工具（包括環境輔助或調頻系統）、課程、教材、教學方法、
評量、語言和支持服務。
「可接受性」則主張：在設計和提供與教育有關的設施、
商品和服務時，必須充分考慮並尊重障礙者的需求、文化、意見和語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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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形式和內容必須能為所有人接受。而「可調適性」則倡議通用學習設計的採
用，因為在通用學習設計底下，每個學生皆被認可擁有自己獨特的學習方式，所
有學生抱有較高期望，同時容許以多元方式達到期望。
由上述四個特徵可以發現：融合教育理念的實踐需有無障礙制度作為前提。
空間、交通與溝通的無障礙，才能增加障礙者對學習的可及性。另外也可以發現：
融合教育與優質公共教育系統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障礙者能否在社區中以便
宜的成本取得融合教育服務，需倚靠優質公共教育系統的建置。另一方面，融合
教育的發展不只在促進障礙者平等的受教權，它也有助於所有的學習者。透過融
合教育，公共教育系統將變得更彈性，更能包容各式各樣的學習者（性別、族群
與年齡）。
3. 丹麥黃金指標的定義
儘管 CRPD 第 24 條與第四號一般意見書關於「教育」涵蓋如此多的理念，
但是丹麥黃金指標對教育權的定義相當簡潔。
首先，丹麥黃金指標的測量同樣扣緊「融合教育」理念。它預設：融合教育
的「中程目標」在促成障礙者取得跟非障礙者平等的教育成就。跟一般人的直觀
相違背，丹麥黃金指標並沒有用兩群人取得高等教育程度作為比較標準，而是用
最底層的「提早離開學校」作為教育成就的比較標準。它的原因有二：一是為了
同歐盟其他國家進行跨國比較；另一則是考慮到「提早離開學校者」是教育成就
較差的一群人，聚焦於他們有助於瞭解社經地位較劣勢者的處境。在這樣的預設
與考量下，丹麥對教育權的具體測量指標如下：
(1) 主要指標：25 歲以下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中提早離開學校而且符合歐盟對「提
早結束正式教育」之定義者(early school leaver)的比例。12
(2) 次指標：
A. 不同年齡人口中進入特教班與特教學校就讀的比例。

12

在歐盟，提早結束正式教育者並不限於台灣所指的中輟生。較嚴謹的定義年齡介於24-18歲之
間、不具備高中學歷的未在學者。換言之就是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的25歲以下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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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同年齡之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完成小學結業考試之比例。
C. 特定年齡之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完成高等教育之比例。
D. 黃金指標用性別作交叉分類。
E. 黃金指標用族群作交叉分類。
丹麥黃金指標在測量層次上是較符合當代人權指標發展趨勢的「結果指標」
，
測量方向也是以障礙者實際上享受到的人權保障為標地。雖然採統計性的成果指
標形式，但是指標所蒐集資料並不侷限在客觀的「事實性證據」，當中許多細項
指標所蒐集的資料都跟障礙者的「主觀感受」有關。而障礙者與非障礙之間在各
項指標表現上的「差距程度」是評估政府執法表現的重要憑據。

（二） UN CRPD 人權指標
2019 年，歐盟「消弭落差計畫」
（Bridging the Gap）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
專辦公室（Office）共同建置 CRPD 人權指標。跟丹麥黃金指標不同，該套指標
幾乎是逐條地發展對應測量指標。扣除第 1 至第 4 條一般性條約，以及第 34 條
以後聯合國身心障礙委員本身的職責對以及它同締約國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的
相關條約，從第 5 條到第 33 條，每條均清楚地說明條約的構成「指標要素」
（attributes），並進一步指出與各項「指標要素」間在邏輯相對應的具體測量問
項。
UN 指標在建構方法論完全依循高專辦公室對監控公民權、政治權、以及積
極性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等人權測指標的建構架構（15）。首先，這套指標
不像丹麥黃金指標只著重在成果、與量性的測量資料蒐集。跟本研究計畫第一期
所建構的人權指標一樣，它同時涵蓋結構、過程與成果三種測量層次，而且也是
量性與質性資料並重。
另一方面，該架構也強調整指標組成應儘可能地簡約，測量方法應力求客觀
與透明，並具可行性。此外，回應 CRPD 本身對障礙歧視與階級、性別、族群
與年齡其他社會分野的「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的看重，這套架構也強調透
過「分組資料」的蒐集去揭露相對邊陲的障礙人口群，如障礙婦女、障礙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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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無穩定就業障礙者的多重弱勢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高專辦公室並不認為它跟歐盟合作發展出的人權指標可以通
用所有的國家。在其出版的人權指標測量指引（15），高專辦公室強調人權指標
測量項目的建構需要通盤考量一個國家特殊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脈絡，我們
沒有必要基於跨國比較的需要，而發展出一套通用全球、要求所有締約國一體適
用的測量項目組合。
我們試著將 EU-OHCHR 指標的「指標要素」與本研究團隊在第一期發展出
的指標相互對照。由於 UN 指標主要採逐條建置的方式，本研究團體所發展出教
育權指標主要對第 24 條指標。根據 UN 指標，第 24 條指標的最終目標在促成障
礙者作為人的潛能、尊嚴感、與自我價值獲得完全的發展，讓障礙者得以有效地
參與自由社會。在這樣的目標設定下，UN 指標第 24 條由四項指標要素構成，
分別為：融合教育體系；有品質且免費的中小學教育；取得高等教育、職業訓練
與終生學習；融合教學。儘管是公約的構成指標要素，但只就字面上仍看不出這
四項指標要素的明確涵義。不過因為 UN 指標的架構，是每一項指標要素各自有
對應的測量問項，因此由具體的結構層次問項也可以回推各項「指標要素」的定
義。
1. 指標要素一：融合教育體系
指標要素一的結構層次問項只有兩題。第一題是：締約國政府應透過立法與
執法確保所有學生都能享受到「融合教育」，包括那些在各層級公私立學校就讀
的障礙學生。第二題則是要求締約國政府應重新檢視法規中是否有以「障礙」為
由排除障礙者就學、選讀某個科系或者教授某項專業。從這兩個題項，可以看出
UN 指標對於「融合教育體系」的達成採兩個手段。一是將融合教育理念入法，
由政府透過依法行政確保「融合教育」成為障礙者、以及所有學生的法定權益。
第二個手段則是透過相關法規的全面檢視，去消除現有教育體系對障礙學生、與
障礙教師的排除。
2. 指標要素二：有品質且免費的中小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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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要素二的結構層次問項同樣只有兩題。第一題是要求締約國政府必須設
有一個由教育部主導的全國性策略或計畫，指出轉型至融合教育體系的具體時程
表與進展。第二題則是締約國政府必須建立一套及早辨識障礙兒童的方案，並且
提供他們充分融入主流學校所需的主流學校。
由指標要素二問項的內容可以看出：融合教育理念要落實必須建立在良好品
質基礎教育上。除了解決特教學校、與隔離式特教班的「隔離性歧視」問題，如
何透過相關支持性服務的普及化，讓障礙學生的差異性需要可以在一般學校與班
級被關照到，同樣重要。
3. 指標要素三：取得高等教育、職業訓練與終生學習
指標要素三在結構層次的問題只有一題，它比照指標要素二的問項一，要求
締約國政府應將融合教育的理念延伸至高等教育、職業訓練及成人教育。這呼應
第四號一般意見書對融合教育的訴求：學習是終其一生的，障礙者也應擁有終生
學習的平等權利。
4. 指標要素四：融合教學
指標要素四是關於融合教育的師資培育，總共有兩個問項，第一題是針對現
任學校教師與相關人員的職前與在職訓，第二題則是要求融合教育理念以及對障
礙兒童的教學並訓成為大學師培課程的核心元素。
融合教育不只要處理「隔離性歧視」的問題，還必須消除主流教育體系對障
礙者的「統合性歧視」。教師的觀念結構便是關鍵。

（三） 台灣人權指標
1. 國家義務
透過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將國家在教育權的義務歸納成以下九大項：
(1) 針對排除性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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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級學校入學考試仍有針對障礙者身份的排除條款。教育部應針對各級
學校入學考試規定作通盤地檢視，並要求限期改善。教育部也應檢視各級入學考
試對考試方式是否考量不同障礙者的差異，設置無障礙考場，或提供合理調整措
施？無障礙考場與考試的合理調整措施是否有納入身心障礙團體及家長的意
見？
(2) 針對隔離性歧視：
現階段仍有一定比例障礙學生被安置在具高度隔離效果的特教學校。就現實
而言，特教學校立即退場是有困難的，但教育部仍需擬訂「退場計畫」。特教班
的設置或許是基於障礙學生教學的需要，就中程目標而言，教育部應設法降低特
教班的隔離性意涵。就長期目標而言，教育部應盡可能讓所有障礙學生都能安置
在一般班級就讀。
(3) 針對統合性歧視：
教育現場人員，包括教師、行政主管、家長以及學生的意識提升至關重要。
不同部門的行政單位應結合「多樣性與意識提升」人權指標的行動方案，除督促
媒體增加障礙者的正向再現外，將障礙意識入教材，也應發展宣導與培訓方案，
提升所有專業者與公民的障礙意識。
(4) 無障礙措施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前提：
在教育權底下，無障礙措施可著重兩個部分。一是學校空間的無障礙。學校
空間的不友善會阻礙障礙學生就近於所在社區入學。就這點而言，教育部應全面
盤點各級學生的空間安排是否符合無障礙標準。另一則是教材的溝通無障礙：教
育部應投入經費，讓各級教材對各類別障礙學生的溝通無障礙。
(5) 合理調整作為法定權益
障礙學生要充分融合進學校生活還需要合理調整措施。目前由於合理調整還
未入相關法規，障礙學生往往是透過家人（如母親全程陪讀）或者購買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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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聘用看護移工全程陪讀）的方式自行解決融入校園的阻礙。CRPD 國家審查
委員均強調：這套校園融入的個別化協助作為合理調整，是障礙者的「法定權益」
，
其成本不應由障礙學生及其家庭負擔，而是「學校的責任」。教育部應提供充足
經費，讓每一學校擁有足夠資料，提供障礙學生合理調整措拖。
另外，學習是終其一生。學校教育之外的成人教育機會也不應排除障礙者，
當障礙者需要某些個別化協助才能取得學習機會時，基於合理調整作為障礙者之
法定權益，成本也不應由障礙者負擔，應由教育機構負擔。教育部應編列經費，
確保公私立成人教育機構擁有足夠資源提供障礙學習者合理調整措施。
(6) 障礙學生對個別教育計畫之表意權：
目前對障礙學生之個別化協助與合理調整措施主要是透過每學生定期召開
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 IEP）會議。特教老師、班級導
師與家長是主要參與者，障礙學生被排除在外。第一次國家報告中國際審查委員
建議：未來 IEP 成員應納進障礙學生。此建議不僅回應 CRC 所倡議的兒童表意
權，它也對應人權高專辦公室在在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書中所訴求的：障礙者本身
才是融合教育的權利主體，而非家長。就這點而言，障礙學生對 IEP 的表意絕對
有其意義。教育部應修訂目前各級學校的特教委員會與 IEP 組成人員的設置辦法，
將障礙學生列為當然成員。
(7) 師培課程置入融合教育技能與理念元素：
一直以來教育體系習慣將障礙學生歸為特教專業，只有特教體系的教師需學
習如何跟障礙學生互動與工作。但在但在融合教育底下，所有教育行政人員與教
師，包括特教老師、班級導師與科任老師都應具備障礙意識並擁有足夠的技能去
創造包容不同學習者的學習環境。教育部應調整現行師培課程系統與在職教師訓
練系統，仿效性平教育推廣經驗，讓所有教師行政人員與教師具備融合教育技能
與理念。
另外為促進各級學校校長對融合教育理念之認同，教育部應在校長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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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納入融合教育之技能與理念元素。
(8) 足量的特教老師：
在融合教育底下，教學現場會有越來越多障礙學生需要特教老師的個別化協
助。教育部應培訓足夠的合格手語、點字、定向行動特教老師。
(9) 排除障礙教師之就業歧視：
教育部應全面檢視各級學校教師進用辦法（包括考試）是否對障礙教師有直
接排除與間接排除之效果？障礙教師任教所需的合理調整措施同樣是其法定權
益，是學校的責任。教育部應編列經費，確保各學校有足夠資源提供障礙教師所
需的合理調整措施。
2. 測量目標
從上述對 CRPD 第 24 條與第四號一般意見書歸納出的國家義務，倘若我們
要建立一項人權指標作為政府自我監測其在教育權國家義務的履行狀況，那麼這
這項人權指標可以具體化成以下幾項測量目標：
A. 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師在職訓練課程是否進行調整，納入融合教育的技能與理
念元素？
B. 障礙學生是否取得融入學習所需的合理調整措施？(含成人教育)
C. 障礙學生是否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規劃？
D. 各級學校是否聘用足量的手語、點字與定向行動等特教教師？
E. 各級障礙教師人數是否逐年成長？
F. 障礙教師是否取得任教所需的合理調整措施？
G. 各級學校之校園是否達到空間無障礙？
H. 各級教育之教材是否達到溝通無障礙？
I. 最後上述這些策略，是否「在結果上」真的促成障礙者終其一生的平等學習
機會？
考慮台灣與丹麥的障礙福利體制差異，我國人權指標僅參考丹麥對指標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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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架構，但是測量不侷限在結果面向，而是同時涵蓋「結構」
、
「過程」與「結果」
三種層次。接下來，我們將分別就三種層次的測量說明教育權指標的具體測量題
項。
(1) 結構指標
結構指標的用意即在督促政府建置障礙者人權實踐所需的「結構性條件」。
因此這項指標的測量焦點會放在：障礙者平等受教權，也就是「融合教育」實踐
需要那些必備的制度元素？具體問項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教育權結構指標問項
1.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規劃各特教學校的退場計畫？(如轉型、相關
人員之流向)
2.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解決各級學校特教班之隔離性歧視問題？
3.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減少障礙學生被安置在特教班之比例？
4. 教育部如何調整現行師資培育課程、校長培訓課程與教師在職訓練課程，納
入融合教育之技能及理念？
5. 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學校依法提供障礙學生與障
礙老師合理調整措施(含成人教育機構)？
6. 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學校聘用足量之手語、點字
與定向行動等特教老師？
7. 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學校之校園空間合於無障礙
標準(含成人教育機構)？
8. 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教育之教材合於溝通無障礙
標準(含成人教育教材)？
(2) 過程指標
相較於結構指標，過程指標更著重在對政府落實結構性制件的「過程監控」。
也因此測量的焦點放在：「融合教育」實踐所需的結構條件實際執行的狀況與成
效？具體的問項如表 32 教育權過程指標問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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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教育權過程指標問項
1. 特教學校之安置學生佔全體障礙學生之比例？
2. 教育部每學年投入融合教育培訓的經費？(含師培與進修課程)
3. 高中以下學校之現任校長中每學年接受融合教育培訓課程之平均時數？
4. 高中以下學校之現任教師中每學年接受融合教育訓練課程的平均時數？
5. 各級學校每學年投入合理調整措施的經費？
6. 各級學校障礙教師之聘用比例？
7. 各級學校特教老師相對於障礙學生的生師比？
8. 各級學校用於增設與維護校園空間無障礙設施之經費？
9. 教育部每學年投入至無障礙教材建置之經費？
(3) 結果指標
完整的人權指標除了將注意力放在政府的表現上，去測量國家對公約所賦予
責任的履行狀況，也應該將一部分的焦點放在個體上，去測量個體實質受到的權
利保障狀況。過往的人權指標側重結構條件與過程的測量，以及質性資料證據的
呈現。較新的國際趨勢是強化成果指標的建構及量性資料證據的呈現，以便持續
檢視法規與政策成效、以及人權狀況的長期趨勢和跨國比較。結果指標的測量標
的即是後者。前面兩種層次的指標在意的是政府的表現；而結果指標題項在意的
是：就「成果」而言，政府種種的努力是否促成了「融合教育」的推動與實踐？
另外為處理性別與障礙的交織性，研究團隊也仿效丹麥增加性別、年齡的分
類統計數據。結果指標的具體問項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教育權結果指標問項
1. 高中以下之障礙學生被安置在一般班級，佔全體障礙學生之比例？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2.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校園空間合於無障礙標準」的比例？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3.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教材在溝通上合於無障礙標準」的比例？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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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學校提供足夠合理調整措施」的比例？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5.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相較於非障礙學生「認為自己被老師接納」的比例落差？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6.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相較於非障礙學生「認為自己被同儕接納」的比例落差？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7.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取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之落差？
*需按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四） 指標歷程
本研究案第二期主要在蒐集相關部會、專家學者以及身心障礙團體的意見，
並就指標的測量合理性與可行性，對問項進行最後修正。研究團隊期望透過這項
的修正，讓衛福部社家署可以立即根據問項蒐集相關的質性與量性資料，藉此推
動 CRPD、並監控其落實在政策上的成效。以下將分兩大點去說明第二期指標修
正的歷程。第一點跟部會與學者專家召開工作坊的溝通結果。歐盟與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高專辦公室（Office）共同建置 CRPD 人權指標在 2019 年公佈，也有與
會的專家建議研究團隊應該將 UN 指標的測量方式納入參考，因此本節第二大點
將針對研究團隊所發展的「教育權」指標與 UN 指標第 24 條的四項指標要素進
行比較分析。
1. 工作坊溝通結果
研究團隊為蒐集相關部會對於教育權人權指標具體題項的意見，以及現階段
是否有相應的統計資料作為監控，分別於 2020 年 2 月 14 日與 3 月 20 日召開兩
次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主要對部會承辦人說明指標的內涵、測量目標與具體的
題項，並在會議結束前交予承辦人一份問項檢核表帶回去填寫，針對各問項針對
可行性提出修正意見，並約定在第二次工作坊時繳回並當場就填寫結果相互溝通。
第二次工作坊時僅有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針對「師資培育」作出回
覆，其餘問題因為教育部內部分工協調問題，延至工作坊結束後由衛福部透過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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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後才提出回覆。下文將分別就「結構」
、
「過程」與「結果」三個測量層次去說
明部會的回覆結果，並綜合兩次工作坊中專家學者的建議提供評論意見。
(1) 結構指標
如表一所示，結構指標共有 9 個問項；相關部會作出回覆有第 4、第 5、第
7 與第 8 個問項。問項 7，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針對「成人教育」部分的回覆為免
列，理由為：現行社區大學與社區多元學習中心多使用中小學的校園空間，只要
中小學校園符合無障礙規範，則無需另外規範。其餘有正面意見的回覆內容如
下：
問題 4：教育部如何調整現行師資培育課程、校長培訓課程與教師在職訓練課程，
納入融合教育之技能及理念？
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在「立即採行」欄位的回覆：本部於 108 年 5
月 10 日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基準」，已於各類科師資職前課程研訂之五項專業面向，其中面向 2「了解並
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訂有「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
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
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及「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
教育與支持」等專業素養指標，各師資培育之大學須依各項專業素養指標規劃課
程核心內容，以提升全體師資生之融合教育素養。
在「年度行動方案」欄位的回覆：為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生素質及
教學專業，導引各師資培育之大學發展學校本位之師資培育特色，本部訂有「教
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作業要點」補助師資培育
之大學申請融合教育相關計畫。
「預算」欄位回覆：100 萬。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的回覆：本部每年於課程發展平臺檢核其開課學分或
時數，以培養師資生具足相關專業知能。
198

問項 5：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學校依法提供障礙學生
與障礙老師合理調整措施(含成人教育機構)？
僅有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針對「成人教育」部分作出回覆，承辦人在「立即採
行」欄位的回覆：先行以特殊教育諮詢會身心障礙成人特殊教育支持服務機制成
果報告，作為逐步修訂《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之參考依
據。
「修訂統計資料蒐集」欄位的回覆：以行政協助方式委由大專院校特殊教育
相關學系進行資料問卷蒐集。
問項 8：教育部如何修訂相關法規與補助辦法，促使各級教育之教材合於溝通無
障礙標準(含成人教育教材)？
同樣只有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針對「成人教育」部分作出回覆，承辦人在「立
即採行」欄位的回覆：國立空中大學已於《新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中，附則身
心障礙學生如有相關需要，可於註冊選課時，向所屬學習指導中心申請。
結構層次問項的組成主要對應五個主題：隔離性歧視的消除；統合性歧視的
消除；合理調整作為障礙生與障礙教育師的法定權益；足量的特教教師；以及校
園空間與教材溝通的無障礙。接下將依這個主題就部會回覆提出評論意見。
A.

主題一：隔離性歧視的消除
結構指標中前三個問項，也就問項 1 至問項 3，測量的目標在檢視：教育部

是否建置足以消除「隔離性歧視」的制度性策略？就像上文說的，台灣融合教育
落實最大的制度阻力在於：我們仍舊有一定比例的障礙學生被安置在特教學校；
此外即便越來越多重度障礙學生進入一般學校就讀，但仍被安置在具隔離意涵的
特教班。事實上當初我們國家決定簽署 CRPD，就意味著：我國特殊教育體系面
臨典範轉移的衝擊。融合教育將成為政策典範。特教學校與集中式特教班勢必要
作轉型。
可惜的是：教育部沒有任何一個部會對問項 1 至問項 3 有任何回應。顯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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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問項涉及特教體系的典範轉移有關。特教學圈與實務工作者對於 CRPD 簽
署後，如何調整特教服務運作方式與特教的專業理念都還未達成共識。研究團隊
認為：這部分的調整或許可以從「特殊教育法」的修正開始。
據此，研究團隊主張問項 1~3 可考慮整併，並修正為：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
，落實「融合教育」之目標？至於特教學校與集中式
特教班的退場則交由過程與結果指標作監測。
B.

主題二：統合性歧視的消除
統合性歧視的消除並必仰賴教師將障礙意涵內化：透過具障礙意識教師的共

同合作，在校園中營造出友善所有學習者的學習環境。鑑於此，我們在結構指標
中安排了問項 4，想檢視：師培體系是否跟上 CRPD 所訴求的融合教育理念對課
程進行調整？
根據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的回覆，教育部自 2019 年起已經將對特
殊學生的理解、以及對所有學生個別學習需要與發展的支持納入「教師專業素養」，
並要求各大學師培中心並需針對此面向的專業素養規劃課程。
顯然相較於隔離性歧視的消除涉及特教典範的轉移，統合性歧視的消除是針
對師培課程的改革，從部會回覆的狀況來看，它在制度上遭受的阻力反而不大。
我們認為這或許跟「融合教育」理念跟「108 新課綱」的「全人教育」理念的親
和性有關。2019 年新課綱實施之後，師培課程本來就作了大幅度的修正，這部
分的修正與融合教育的訴求是高度呼應的。這也意味著：倘若新課綱的精神能夠
確實落實到師培課程的修正，融合教育理念或許也能因為具「全人教育」理念師
資的培育而同步獲得實踐。
C.

主題三：合理調整作為障礙生與障礙教師的法定權益
問項 5 的測量目標即在檢視：教育部是否設有任何奬勵或監督機制，讓各級

學校負起合理調整的法定責任？不過僅有終身教育司針對成人教育部分作出回
覆。回覆聚焦在「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的修訂，要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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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在辦理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活動時應提供障礙者支持性服務。其餘負責國
中小、高中與大學教育的單位均未回覆。
研究團隊認為要教育單負起合理調整的法定責任，僅由教育部的行政層級透
過奬懲機制去督促各級學校，並不足夠。追根究柢還是跟相關母法「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
、以及「特殊教育法」並未根據 CRPD 的立法精神賦予「合理調整」
強制性意涵。因此研究團隊主張問項 5 應改以更高層次的問項取代之：教育部如
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
，讓「合理調整」成為障礙學生與障礙
教師之法定權益？
D.

主題四：足量的特教老師
問項 6 的測量目標在檢視：障礙學生在一般學校中是否獲有足夠特教老師提

供的個別化協助？本問項無任何部會回應。
目前因為仍有一定比例的障礙學生被安置在特教學校，這些特教學校聘有大
量多數手語、點字、與定向特教老師。未來若「特殊教育法」根據 CRPD 第 24
條進行修正，特教學校轉型後大量流出的特教老師可以流入一般學校，回應校內
障礙學生在學習上的差異需要。因此，研究團隊主張問項 6 同樣可以取消。各級
學校是否聘有足量的特教老師交由過程與結果指標作監測。
E.

主題五：校園空間與教材溝通的無障礙
問項 7 與 8 的測量目標在檢視：教育部是否設有任何奬勵或監督機制，促成

校園空間與教材溝通全面的無障礙？兩題僅有終身教育司針對成人教育部分作
回覆。問項 7 建議免列，問項 8 則引用空大的作法。
跟主題四的邏輯一樣，研究團隊認為要各級教育單位在空間與教材設計符合
無障礙原則，僅由教育部的行政層級透過奬懲機制去督促各級學校，並不足夠。
追根究柢還是跟相關母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及「特殊教育法」並未
根據 CRPD 的精神落實無礙原則。因此研究團隊主張問項 7 與 8 應整併成一題，
以更高層次的問項取代之：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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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各級學校在空間與教材設計符合無障礙原則？
(2) 過程指標
如表二所示，過程指標共有 9 個問項，截至期中報告完稿前，僅有教育部師
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針對問項 5 作出回覆，其回覆結果如下：
問項 5：各級學校每學年投入合理調整措施的經費？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在「立即可行」欄位的回覆：開設融合教育課程，由
師培大學經費支應，本部無經費支出。
過程指標跟結構指標一樣，測量標的均為國家義務，其測量目標是透過預算、
人數、人口比例等數據的長期監控，去檢視：政府如何逐年落實上述五個主題的
制度性策略？
仔細檢視過程指標的 9 個問項，它們其實是檢視教育部在融合教育理念實踐
上整體的行政付出。只需建立一套可以整合地方到中央的行政績效數據的通報系
統，即可達成。事實上教育部統計處即在其網站提供重要施政相關的通報資料，
包括大專院校學校數與學生數、博士學位師資率、師資專長及年齡分配結構、高
中與國中小女性校長比率、教育經費佔 GDP 比例等等(45)。教育部其實可以比
照這個作法，將融合教育理念的實踐視作重要施政目標，並參考本研究團隊在過
程指標的 9 個問題，建置相關施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統，每月每年定期蒐集相關
數據，並公開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上。
另外問項 5 所指涉的「合理調整」，學校對相關措施的投入不見得直接反映
在經費上，例如針對弱視學生，僅需要調整其教室座位、並要求授課教師放大授
課投影簡報之字體即可達成。為求問項測量更為精確，本問項將依照審查委員之
建議，修正為：各級學校障礙生每學年獲得合理調整措施之人數？
(3) 結果指標
如表二所示，結果指標涵蓋 7 個問項。教育部相關部會未針對此部分的問項
202

有任何回覆。僅有本計畫委辦單位，也就是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權益發展科
針對問項 5 和 6 之提問方式作出建議，該建議如下：
問項 5：「接納」屬抽象概念，請提供定義，利於後續監測。
問項 6：「被同儕接納」屬抽象概念，且不清楚如何確認「障礙」與「被同儕接
納」的關聯性，建議刪除。
結果指標的測量目標是就「後果」去檢視：政府在融合教育相關的施政付出
是真的促成障礙者平等受教權？因此多數問項的內容均在邏輯上試著回扣結構
性指標所設定國家義務。
A.

隔離性歧視的消除；問項 1

B.

統合性歧視的消除；問項 5 與問項 6

C.

合理調整作為障礙生與障礙教育師的法定權益；問項 4

D.

校園空間與教材溝通的無障礙：問項 2 和問項 3
最後一個問項 7 則是仿效丹麥教育指標的作法，以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教育成

就之間的落差作為測量標的。丹麥指標對教育成就的測量是限定在國中以下的教
育程度，但考慮到台灣仍有一定比例高中以下的障礙學生被安置在特教學校，研
究團隊改以「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作替代。問項 7 和問項 1 雖被歸為「結果指標」，
但在資料蒐集的策略可以結合過程指標，納入教育部融合教育施政統計數據的官
方通報系統。
問項 2 到問項 6 則是「主觀感受」的問項。在丹麥黃金指標中有非常多指標
都在測量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主觀感受上的落差。其中，社家署權益發展科針對問
項 5 和問項 6 指出：「接納」這個詞彙太過抽象，不夠明確。無論是教師或同儕
的接納，兩問項的用意都在測度融合教育的施政是否有效地消除校園對障礙者的
「統合歧視」：也就是雖然讓障礙者在不具隔離性意涵的環境中學習，但是對學
生的要求與規範仍延用主流的作法。這種統合性歧視的消除表現在具體成果上，
研究團隊認為就是障礙學生是否真心感受到自己在校園中被老師與同儕「接納」
。
因此並不建議刪除。但在蒐集資料時，比照態度量表，可將問項改為直述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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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克特式五點選項方式對受訪者提問。
另外就實際操作而言，這項資料蒐集最大的困難在於：我們很難蒐集到非
障礙者在「合理調整」
、
「無障礙」與「接納」等事務的主觀感受。障礙者的部分
反而好處理。我們只需要在定期進行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加入
我們需要的問項即可。有鑑於此，研究團隊建議：問項 2 到 6 調整為僅針對障礙
者的主觀感受作測量。我們以最近一期的測量結果作為比較基礎，再透過時間序
列資料的蒐集去監控：相關數據的長期變化，是否反映融合教育的施政成效。
2. 與 UN CRPD 指標第 24 條四項指標要素之比較分析
(1) 指標要素一：融合教育體系
由指標要素一的結構層次兩個問項可以看出 UN 指標對於「融合教育體系」
的達成主要透過兩個手段。一是將融合教育理念入法，由政府透過依法行政確保
「融合教育」成為障礙者、以及所有學生的法定權益。這樣的手段設定跟本研究
團隊在教育權指標的設定有相應之處。教育權指標結構層次前面三個問項整併後
的新問項「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
，落實『融合教育』
之目標？」用意與 UN 指標問項 24.1 相符，同樣期待透過相關立法的修正，創造
落實融合教育作為障礙者法定權益的制度條件。
UN 指標對指標要素二的第二個手段，是透過相關法規的全面檢視，去消除
現有教育體系對障礙學生、與障礙教師的排除。這個手段是我們指標中缺少的。
有鑑於台灣過去在大學招生、與招聘教師時經常以「障礙」排除某類障別的障礙
學生或教師報考某些科系或申請教職，研究團隊決定參照 UN 指標的作法，在結
構層次新增一個問項：教育部是否建立相關機制，定期檢視各級學校在招生、招
募老師的規定中是否以「障礙」為由排除障礙者？
(2) 指標要素二：有品質且免費的中小學教育
由指標要素二問項的內容可以看出：融合教育理念要落實必須建立在良好品
質基礎教育上。除了解決特教學校、與隔離式特教班的「隔離性歧視」問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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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透過相關支持性服務的普及化，讓障礙學生的差異性需要可以在一般學校與班
級被關照到，同樣重要。基於這個考量，本研究團隊結構、過程、與結構層次中
關於「合理調整」、「校園空間無障礙」、「教材溝通無障礙」、特教老師增設等問
項即扣緊這一指標要素所訴求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 UN 指標要素二有提到障礙兒童的及早確認。以台灣早期
療育體系現下的成熟發展，政府已透過醫療、教育與福利體系建立完善發展遲緩
兒及障礙兒篩檢及早期介入機制，「對障礙兒童的早期辨識」並非台灣障礙兒童
無法融入主流教育體系的核心議題，因此本研究團隊不打算跟進。
(3) 指標要素三：取得高等教育、職業訓練與終生學習
指標要素三呼應第四號一般意見書對融合教育的訴求：學習是終其一生的，
障礙者也應擁有終生學習的平等權利。
研究團隊所建構的教育權指標雖然也留意到障礙者終生學習的平等權利，但
是在問項上未將成人教育與高等以下正式學校教育區分開來，導致教育部相關單
位的回覆並不理想。有鑑於此，研究團隊將在結構層次問項中增加兩題問項，分
別為：教育部如何透過立法規範與奬勵措施，要求成人教育機構依法提供障礙合
理調整措施？以及教育部如何透過立法規範與奬勵措施，促使成人教育機構符合
空間與教材的無障礙標準？
(4) 指標要素四：融合教學
指標要素四是關於融合教育的師資培育。融合教育不只要處理「隔離性歧視」
的問題，還必須消除主流教育體系對障礙者的「統合性歧視」。教師的觀念結構
便是關鍵。研究團隊的教育權指標在結構、過程與結果層次都有跟指標要素四訴
求相應的問項。我們期望透過這些問項的監測效果，促成教學現場的教師與相關
人員真心誠意地接納與平等對待障礙學生。

（五） 指標結論
1. 修正後之問項
205

綜合工作坊溝通結果、以及在參酌 UN 指標第 24 條的四項構成指標要素後，
研究團隊將「教育權」指標的問項修正如下表：
表 34 修正後之教育權指標
指標要

測量層

素

次

指標要

結構問

問項

資料蒐集建議

(1)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 特教學圈與實務工作

素一：融 項

正「特殊教育法」
，落實「融合教 者對於 CRPD 簽署

合教育

育」之目標？ [原問項 1、2、3

後，如何調整特教服

體系

整併]

務運作方式與特教的

(2) 教育部是否建立相關機制，定期

專業理念都還未達成

檢視各級學校在招生、招募老師

共識。研究團隊認

的規定中是否以「障礙」為由排

為：這部分的調整或

除障礙者？[新增]

許可以從「特殊教育
法」的修正開始。

過程問
項

(1) 特教學校之安置學生佔全體障礙 教育部應將融合教育
學生之比例？

理念的實踐視作重要
施政目標，並參考本
研究團隊在過程指標
的問項，建置相關施
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
統，每月每年定期蒐
集相關數據，並公開
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
上。

結果問
項

(1) 高中以下之障礙學生被安置在一 教育部應將融合教育
般班級，佔全體障礙學生之比

理念的實踐視作重要

例？

施政目標，並參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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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 研究團隊在結果指標
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的問項，建置相關施
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
統，每月每年定期蒐
集相關數據，並公開
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
上。

指標要

結構問

(1)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

素二：有 項

正「特殊教育法」
，讓「合理調整」

品質且

成為障礙學生與障礙教師之法定

免費的

權益？[替代原問項 5]

中小學

(2)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

教育

正「特殊教育法」
，讓各級學校在
空間與教材設計符合無障礙原
則？[原問項 7、8 整併]
過程問
項

(1) 各級學校障礙生每學年獲得合理 教育部應將融合教育
調整措施之人數？

理念的實踐視作重要

(2) 各級學校障礙教師之聘用比例？

施政目標，並參考本

(3) 各級學校特教老師相對於障礙學

研究團隊在過程指標

生的生師比？

的問項，建置相關施

(4) 各級學校用於增設與維護校園空
間無障礙設施之經費？
(5) 教育部每學年投入至無障礙教材
建置之經費？

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
統，每月每年定期蒐
集相關數據，並公開
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
上。

結果問
項

(1)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校園空 建議納入下一期的
間合於無障礙標準」的比例？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 況及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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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2)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教材在
溝通上合於無障礙標準」的比
例？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
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3)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認為學校提
供足夠合理調整措施」的比例？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不
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指標要

結構問

(1) 教育部如何透過立法規範與奬

素三：取 項

勵措施，要求成人教育機構依法

得高等

提供障礙合理調整措施？[新

教育、職

增]

業訓練

(2) 教育部如何透過立法規範與奬

與終生

勵措施，促使成人教育機構符合

學習

空間與教材的無障礙標準？[新
增]
過程問
項
結果問
項

(1)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取得大專以 教育部應將融合教育
上教育程度之落差？

理念的實踐視作重要

*需按不同性別以及不同障礙類

施政目標，並參考本

別呈現分組資料

研究團隊在結果指標
的問項，建置相關施
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
統，每月每年定期蒐
集相關數據，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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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
上。
指標要

結構問

(1) 教育部如何調整現行師資培育

素四：融 項

課程、校長培訓課程與教師在職

合教學

訓練課程，納入融合教育之技能
及理念？
過程問
項

(1) 教育部每學年投入融合教育培

教育部應將融合教育

訓的經費？(含師培與進修課

理念的實踐視作重要

程)

施政目標，並參考本

(1) 高中以下學校之現任校長中每

研究團隊在過程指標

學年接受融合教育培訓課程之

的問項，建置相關施

平均時數？

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

(2) 高中以下學校之現任教師中每

統，每月每年定期蒐

學年接受融合教育訓練課程的

集相關數據，並公開

平均時數？

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
上。

結果問
項

(1)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相較於非障

1.統合性歧視的消除

礙學生「認為自己被老師接納」

表現在具體成果上

的比例落差？

就是障礙學生是否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

真心感受到自己在

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校園中被老師與同

(2) 各級學校障礙學生相較於非障
礙學生「認為自己被同儕接納」
的比例落差？

儕「接納」
。因此並
不建議刪除。
2.但在蒐集資料時，比

*需按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以及

照態度量表，可將

不同障礙類別呈現分組資料

問項改為直述句，
並以李克特式五點
選項方式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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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3. 建議納入下一期的
「身心障礙者生活
狀況及需求調查」

2. 三個優先採行的結構指標
統整上述的討論，顯然 CRPD 將教育權完全緊扣「融合教育」理念。然而
就融合教育的落實而言，台灣目前最大的制度阻力係出在：特殊教育法卻未深刻
地解決潛存現行特教體系中的隔離性歧視問題。另一方面，也由於隔離性歧視仍
存在，相當高比例的重度障礙學生仍被安置在特教學校，整體校園的空間規範與
教材溝通仍缺乏回應這群重度障礙學生差異特徵的無障礙措施與合理調整措施。
有鑑於此，本研究團隊認為以下三項經修正後的結構指標，必須被立即採行：
(1)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落實「融合教育」之
目標？
(2)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讓「合理調整」成為
障礙學生與障礙教師之法定權益？
(3) 教育部如何根據 CRPD 第 24 條修正「特殊教育法」，讓各級學校在空間與
教材設計符合無障礙原則？
3. 具體的行動計畫
(1) 研究團隊在蒐集教育指標的過程發現教育部承辦人中，僅「學生事務與特殊
教育司」的承辦人對 CRPD 有較全面的認為。我們可以理解這是教育部內
部的專業分工使然。但是按 CRPD 第 24 條將障礙平等受教權緊扣融合教育
的立法精神，要實踐障礙平等受教權，顯然涉及整個教育體系的翻轉，包括：
師資培育課程融入障礙意識的理念、校園空間的無障礙與教材溝通的無障礙、
以及學校依法提供合理調整措施等等。這意味著：不只特教司的人需認識
CRPD 並具備障礙意識，而是全教育部與各地方教育局的行政人員都需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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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素養。因此本研究團建議將對教育行政體系的培力視作首要的行動方
案。
(2) 特教學圈與實務工作者對於 CRPD 簽署後，如何調整特教服務運作方式與
特教的專業理念都還未達成共識。研究團隊認為：這部分的調整或許可以從
「特殊教育法」的修正開始。
4. 新增統計建議
(1) 教育部應將融合教育理念的實踐視作重要施政目標，並參考本研究團隊在過
程指標的問項，建置相關施政的官方數據通報系統，每年定期蒐集相關數據，
並公開呈現在統計處的網站上。
(2) 建議下一期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參考本指標的結果問項，
針對在學障礙者納入以下兩大類問項：a.障礙學生對校園空間、教材溝通與
合理調整措施是足滿意的主觀感受問項。b.障礙學生是否真心感受到自己在
校園中被老師與同儕「接納」的主觀感受問項。這兩類問項之提問方式可比
照態度量表，採直述句，並以李克特式五點選項方式對受訪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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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指標主要是依據 CRPD 第 28 條—適足之生活
水準與社會保障為基礎，作為人權指標制訂依據。考諸 CRPD 第 28 條內容主要
為兩基本人權之結合，其一為基本適足生活水準，即基本之經濟與社會權，如經
社文公約 11 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
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
種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
在適足生活水準外，另一為社會保障，其亦為基本經濟與社會權之一（46）；
經社文公約第 9 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安全，包括社會保險。」
在 CRPD 第 28 條中，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
，已改為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
此改變之意涵為何，後續將做討論。但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清楚看到 CRPD
第 28 條旨在讓在身心障礙者於不受歧視之基礎上，享有適足生活水準與社會保
障之權利。底下，我們即進一步論述兩權利之內容，並探究此兩權利合併於 28
條之原因。
首先，適足生活水準權利保障之對象，包含身障者與其家屬，使之擁有獲得
適足生活水準之權利，此包括適足之食物、衣物、住宅，及持續改善生活條件；
當然第二項第二款之供水服務，亦應包括。此食物、衣物、住宅及水，其不但關
係基本生命之維持：「其滿足與『人身固有的尊嚴』或『免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的
的基本權利』密切相關。」（47）尤其，此適足之定義，以食物與住宅而言，非
僅是單純維生的食物或簡陋遮蔽，採取最低標準。相對地，對適足其應是能符合
三原則—(1)持久性：長期提供與獲取。(2)適足性：此包含足夠與適當。以食物
權為例，其必須是質量充足，且滿足個人飲食與其所處文化，並無有害物質；又
以衣著為例，其不僅是身體遮蔽與保暖，夠包含符合個別需求，使之自我功能發
揮、進行社會參與，以及保有尊嚴。(3)可及性：應包含經濟上及物質條件上之可
及性。經濟上是指能身障者與其家庭能能負擔費用，尤其身障者與其家庭在經濟
上常處於弱勢，應提供其能負擔之物品與服務。物質條件之可及性，是指使服務
與設施是處於適當之距離，並是近用無障礙與安全的（33-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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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適足生活水準權利之分析，可以清楚瞭解到 CRPD 第 28 條第一項，旨
在明訂身障者享有食物、衣物、潔淨供水、居住等權利，此權利是適足、持續、
可負擔，且不受歧視，絕非是最低標準，或無視其可能使用服務可能遭遇之障礙
與若是地位，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其享有適足生活水準之權利。
在適足生活水準之後，CRPD 第 28 條第二項，主要是揭示身障者應享有社
會保障權利，並具體列出潔淨供水、降低貧窮、照顧支持、公共住宅、退休福利
等措施，以及易受多重歧視之障礙婦女、女孩與長者。如前所述，CRPD 第 28
條第二項不若其他聯合國人權公約使用社會安全一詞，而改採社會保障。主要是
對過去的社會安全模型的修正與新典範的提出。
先以國際勞工組織（ILO）對最低社會保障水準（social protection floor）的
定義觀之。其認為最低社會保障水準是國家定義的基本社會安全集合，至少在人
生週期中，確保有需要的人，都能獲得最基本醫療照顧與收入保障，以及有效獲
得國家所定義之必要的物品與服務。而此社會保障旨在確保預防或舒緩貧窮、傷
害與社會排除。故國家至少要有四項措施，並逐漸擴充與充實：(1)基本醫療照
顧，包括生育健康保健服務。(2)兒童基本收入保障，提供營養、教育、照顧等
其他必要之物品與服務。(3)對於無法獲得足夠收入的工作年齡人，尤其遭遇疾
病、失業、懷孕與身障者，提供基本收入保障。(4)老年基本收入安全（48）。
從 ILO 最低社會保障水準的設立，可以看到社會保障不再僅是社會安全所
提供的風險預防與經濟保障，其更進一步的提供基礎必要的醫療服務與完整人生
週期生活保障。此不但與前述適足生活水準相呼應，也更進一步擴展傳統社會安
全的範圍。除此範圍擴張外，依據 2018 年，包含國際勞工組織與國際身障者聯
盟（IDA）在內的 20 個人權與身障組織，對於身障者的社會保障權利與制度發
表聯合聲明，強調社會保障應：「朝向融合式社會保障體系發展，以支持身障者
的充分與有效參與」（49）。
在此聯合聲明中，特別強調因障礙因素，使身障者所面臨更為弱勢與易受傷
害的情境；身障者在進入職場、教育、醫療照顧、身障服務與獲得足夠收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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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有更多限制與障礙，導致其受限於貧窮，而無法有與非障礙者享有相等的
機會與選擇。若再加上障礙程度、障礙類別、環境、年齡、性別、族群、貧窮、
歧視等多重因素交織影響，可發現身障者很難有充分的社會參與。
此外，身障者亦因障礙因素，亦伴隨相關的特別需求與問題，如因障礙所需
照顧服務、額外的交通與醫療支出、各式溝通行動輔具需求。這些問題與需求，
在中低所得國家，往往由家庭提供，且往往是女性成員。可想而知這不但使家庭
負擔增加，障礙者的自主選擇也因此受限；再者，即便有相關公共社會服務支持，
往往是不足與有限度提供（49）。
因此，此聯合聲明認為 CRPD 第 28 條的社會保障權利應做更廣泛的解讀，
包含社會安全、適足生活、社區自立生活、醫療照顧、教育與就業等基本權利。
而 CRPD 委員會也針對第 28 條對締約國提出下面建議，以盡國家義務（49）：
1. 確保身障者不受歧視平等參與各式社會保障方案，包含脫貧、年金、公
共住宅、醫療保險、職業訓練與就業（CRPD 第 25、27、28 條）。
2. 確保身障者獲得足夠質量的障礙相關服務與用具，能支持其社區自立生
活與獲得障礙相關支出補助（CRPD 第 19、28 條）。
3. 確保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享有同樣適足的生活水準（CRPD 第 28 條）。
4. 協助障礙兒童與其父母，並確保障礙兒童於任何狀況下，生活於家庭環
境（CRPD 第 7、16、18、23 條）。
5. 確保採取適當的措施協助面臨特殊不利條件的障礙婦女和女孩（CRPD
第 6、28 條）。
6. 確保所有國際合作方案對障礙者是融合與可近的，包含人道危機（CRPD
第 11、32 條）。
這 6 項建議與 CRPD 多項條文相關，顯示社會保障定義的廣泛向，以及身
障者各項需求的多元相關性。同時，這也與 ILO 對社會保障的廣泛解釋相符合，
並凸顯出身障者的特別需要與問題。這也是 CRPD 第 28 條，第二項，第二、三、
四、五款中，特別列出障礙者與其家庭所面對之身障相關需求與對應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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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因較高的障礙相關支出與需求，以及年齡、性別等因素的多重限制，使障礙
者往往面對無法持續工作、年金繳費中斷、易落入貧窮、住屋取得困難等。因此，
需特別重視性別、年齡因素，以提供適當之社會保障與退休福利方案，並協助障
礙者與其家庭脫貧自立，以及確保身障者能參與公共住宅方案。
同時，這自然也回應了上述的議題，何以適足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兩人權合
併於 CRPD 第 28 之原因，兩者可說具有明確因果關係，透過廣泛完整社會保障
的支持，方能促進確保身障者擁有適足生活水準之權利。
除了對社會保障範圍做廣泛擴充解讀外，此共同聲明，亦強調傳統身障福利
模式必須改變，尤其在過去的社會保障觀點，往往將身障者視為能力喪失或無能
力賺取所得，而將知識為需要保護，而非需要協助的群體。這樣的觀點，無視於
既存的社會阻礙與限制，認為障礙屬於個人問題；且亦無視於障礙者對社會仍可
有其貢獻之處，將社會保障侷限在於對身障者生計能力喪失的所得維持，而無視
於對身障者的社會參與與社會融合。因此，共同聲明認為 CRPD 新的社會保障
制度應聚焦於下列 3 項相互影響之觀點（49）：
1. 改變「無法工作」（incapacity to work）的觀點：身障者因無法工作，故
可領取社會保障給付的邏輯一直是過去身障福利運行的邏輯。這不但與
CRPD 第 27 條平等工作權利的條文相違背，也成為就業的障礙與反誘因。
因此新的使能觀點（enabling approach），應是認可所有身障者的能力，
去除身障者在勞動市場的障礙，創造出一個適足、彈性結合收入安全與
身障者支持服務的新體系，以促進身障者的經濟權利。
2. 從機構照顧轉向社區生活支持：許多國家仍然將資源主要置放於身心障
礙兒童與成人的住宿照顧。這違背 CRPD 所強調的去除隔離，以保障障
礙者權利的精神。而此機構式照顧依然存在的原因，主因缺乏對個人、
家庭與貧窮問題的支持。因此，社會保障應與其他政策相結合，扮演避
免機構化照顧的主要角色，協助處理貧窮問題與協助支付障礙相關費用，
並同時促進社區式支持服務的發展，如此才能使身障者保有自主權利，
215

並有充分效參與。
3. 超越一體適用的資格門檻與給付水準：障礙者往往因障礙因素需面對更
多與障礙相關的支出，因此需更多的資源，方能與無障礙者享有同等適
足的生活水準。然而，目前的資產調查方式，對於這些支出並未加以考
量，這使障礙者的真實生活水準無法呈現，使之被排除於社福方案之外。
相同地，一體適用的給付亦是，也無法確實對應障礙者的實質支出，而
使之易落入貧窮。因此，為了促進障礙者的經濟與社會參與，福利資格
門檻實應考慮與身障相關的支出，而非僅停留於基本生活費用；同時，
提供的給付與服務也應能確實涵蓋身障者所需的服務。
從此三項新觀點的提出，可以看到社會保障不僅是範圍的擴充，其更進一步
思考目前社會安全制度的缺失與不足之處，意圖透過社會保障權利的新典範提出，
使障礙者能在新思維的社會保障下，去除各式社會經濟障礙，並得到充分的支持
與協助，而能實質發揮自身能力，多元積極進行社會參與。這也正是 CRPD 委
員會對第 28 條建議的三項主要目標：充權、參與、融合。
透過上述討論，我們可清楚瞭解，CRPD28 條將適足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兩
基本權利結合之原因，期望在擴充社會保障範圍與提出新社會保障典範下，充權
身障者，使之能在真正自主、不受限制的前提下，進行社會參與與貢獻自身能力。
這也呼應 CRPD 一般原則中的六項原則：(1)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
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2)不歧視；(3)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4)尊重
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5)機會均等；(6)
男女平等。

（一）丹麥指標
將 CRPD28 條轉化為人權指標矩陣時，研究團隊參考丹麥黃金指標之作法
與內容。社會保障為丹麥黃金指標第九項，其主要指標為：「障礙者與非障礙者
在過去三年內，因經濟因素嚴重影響他們享有想要之正常生活的比例（自覺生活
經濟剝奪狀況，而非單純現實收入）。」次指標共有 5 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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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的貧窮比例（採歐盟貧窮定義）

2.

高於法定退休年齡之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的平均退休收入

3.

障礙者在過去一年內，在支應慢性疾病或障礙相關費用有困難之比例

4.

性別面向

5.

種族面向

丹麥黃金指標的測量與 CRPD 一般原則之尊重固有尊嚴、自主決定、個人
自立、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有高度相關。而在社會保障中，其主要是對應
CRPD 第 28 條，以個人主觀的經濟剝奪為測量基準，而非是經濟收入，這也回
應上述對社會保障的新典範，同時其是以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比較作為主要指標，
以對比兩者之差距。此外，亦加入貧窮率、退休收入之比較，以及凸顯障礙者在
醫療費用較一般人有更高的負擔，這也與前述 IDA（49）共同聲明所強調的相同，
即障礙者往往因障礙因素，需有更多與障礙相關的支出。最後，丹麥則加上性別
與種族分組比較，以對障礙、性別、種族多元交織性議題，進行深入瞭解。

（二） UN CRPD 人權指標
除丹麥黃金指標外，UN CRPD 委員會於 2019 年公布 CRPD 人權指標，以
確保締約國能具體實踐 CRPD 公約。UN CRPD 委員會針對 CRPD 條文公布之指
標，分為結構指標、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等三個面向，並再針對各條文提出指標
要素。在適足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之指標，即依條文架構，再分化「適足生活水
準」、「社會保障及消減貧窮」兩指標要素劃分，進而列出 31 個指標。底下依結
構指標、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進行討論。
在結構指標部分，有「適足生活水準」
、
「社會保障及消減貧窮」兩指標要素，
兩指標要素下各有 28.1-28.2 兩項指標，及 28.3-28.5 三項指標，共計 5 項指標。
在「適足生活水準」指標要素部分，主要指標在於身障者能平等獲得一般性與身
障特定的服務與資源，以及在公私住宅、飲水、衛生建立國家無障礙標準。在「社
會保障及消減貧窮」指標要素部分，主要指標在於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等社會保
障計畫能確保身障者平等參與，並能回應障礙者需求；同時，為獲得社會保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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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不可要求身障者放棄法律行為能力或造成不利之影響。
在聯合國過程指標部分，先依「適足生活水準」
、
「社會保障及消減貧窮」兩
指標要素區分，計有 28.6 至 28.11，共 6 項指標；另有「不依指標要素」區分之
4 項指標，為 28.12～28.15。而過程指標主要延續結構指標進行的制度結構調整，
進而實際投入資源與行動進行改變。故在過程指標中，「適足生活水準」指標要
素的 3 項指標，著重於住宅、無障礙、潔淨飲水部分的改善與取得數量。「社會
保障及消減貧窮」指標要素的 3 項指標，著重於建立平等、充分可及的社會保障
系統，關注障礙、性別、年齡、移民等身份，在此系統能否得到對應之權利，以
受益種類、人數與比例為衡量指標，以及投入資源之多寡。「不依指標要素」部
分，關注於各項相關之法律是否隨之修改，包含營養、住房、水、衛生、社會保
障與貧窮消減，以及修法與執行是否納入身障者與身障組織的參與；同時，執行
此等方案之人員是否有適當訓練，以及執行時被申訴之情形。
結果指標為最終整體改變、執行的結果。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於結
果面向未再依特質區分，計有 28.16 至 28.31，共 16 項指標。此類指標顯而易見
是期望透過適足生活水準、社會保障與貧窮消減政策方案的執行與法律修改，能
真正讓更多的身障者獲得應有之生活水準、參與社會保障計畫，以及減少貧窮。
故結果指標亦多與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DG）結合，著重取得社會保障、取得
安全管理飲用水、獲得電力等之人數，以及相對落於貧窮、營養不良、糧食不足
等狀況之人數。透過此狀況改善，以及仍處於不利情境之比較，以瞭解實際執行
結果；同時，對年齡、性別、地理位置等因素再進行深入比較。

（三）台灣人權指標
在第一期研究中，將 CRPD28 條適足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轉化為人權指
標矩陣，研究團隊參考丹麥黃金指標之作法與內容，接續以修正型德菲法預測術、
身障者焦點團體、專家焦點團體等研究方法收集各方多元意見。最後與聯合國
CRPD 一致，區分結構指標、過程指標、結果指標三面向，共計 13 項指標（見

表 35）；以測量身心障礙者取得適足的社會保障、住所、脫離貧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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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CRPD 適足生活社會保障台灣人權指標
指標

基期時間/建議

對應機關

政府落實時間
結構指標

自 2018 年開

對應資料庫或
資料蒐集

1.主計處

1.建 議 主 計 總

1.政府依據 CRPD 精神第二 始，建立基期

2.勞動部

處於家庭收支

十八條，適足生活水準與

資料收集基準

3.內政部

調查增加身心

保障，提供或確保障礙者

點。

4.銓敘部

障礙人口問項

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濟保

5.衛福部

2.建 議 受 僱 員

障。

6.各縣市政府

工薪資調查增
加身心障礙人

過程指標

口問項

1.政府每年定期檢視身心

3.身 心 障 礙 者

障礙津貼、生活補助、稅

勞動狀況調查

制減免等規範。

4.公 共 住 宅 統

2.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

計

礙者社會保障執行的預算

5.各 項 津 貼 補

金額

助申請者之基

3.障礙者各種就業機會與

本資料分析

工作的基本生活水準及所

行政院主計處

得改善情形。

結果指標
1.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
素無法過他們自認正常生
活的身心障礙者及其照顧
者對照非身心障礙者比
例。
2.過去一年障礙人口落入
政府貧窮線之比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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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與具體服務措施
3.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
礙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適足
程度。
4.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中
身心障礙身分住民的比
例。
5.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
非身心障礙者的貧窮率變
化情形。
6.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政
府補助津貼生活，無其他
所得來源者的比例
7.脫貧計畫中納入障礙者
的比例
8.地方政府積極促進障礙
者能在社區中獲得足夠經
濟與相關服務的比例，以
協助障礙者能脫離經濟依
賴

（四）指標歷程
適足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台灣人權指標建立後，第二期研究工作，為使人權
指標之定義更為清楚與更具可行性，研究團隊邀請相關權責部會參與工作坊瞭解
指標意義，其後就指標內容交換意見；同時，亦邀請專家學者與身障團體針對指
標提供建議。透過此多方互動對話過程，以期使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建構能獲
得政策執行者，以及身障權利主體的聲音，而使指標更具可行性。最後，計畫依
據期中審查意見，以及參照 UN CRPD 委員會所提出的人權指標與指標要素，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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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先之人權指標進行精簡，並使指標定義更為明確。底下即依「主責部會與專
家回應」、「身障團體回應」、「UN CRPD 人權指標」，說明此次指標訂定歷程。
1.

主責部會與專家回應
在主責部會與專家回應回應與建議部分，研究團隊將透過各指標部會之建議

與回應，依結構、過程、成果指標三面向逐一討論。
(1) 結構指標
結構指標為針對人權實踐需要那些必備的制度結構元素進行改變，如憲政、
法律、公私領域等。在此部分，結構指標僅有一項：「1.政府依據 CRPD 精神第
二十八條，適足生活水準與保障，提供或確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濟保障。」
希冀各主責部會修思考如何進行法規或制度調整，以逐一落實身障者之基本經濟
保障。
在回應部分，「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與「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雖在
立即採行與納入年度計畫欄位有提出回應，卻為現行制度與法令的說明，而非針
對實踐身障者社會保障權利的實質修正與新計畫13。惟「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對於資料收集願意進行修訂：「勞工向勞保局請領退休金之核發案件，可區分一
般勞工及身心障礙者。」

13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現行政策/法令規定：
一、 我國勞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包含企業退休金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二項制度。其中企業退
休金又區分為73年施行之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勞退舊制）及94年7月1日施行之勞工退休金條
例退休金制度（勞退新制）。
二、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4條之2規定，勞工凡符合得請領失能年金或身心障礙給付之情形者，得
提前領取個人退休金專戶之退休金及收益，以維持其身心障礙後不能從事工作期間之生活，保障
其退休金權益。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1.國民年金針對身心障礙被保險人提供保險費補助，重度以上全額補助，中度補助70%，輕度補
助55%。
2.加保前符合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之被保險人，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
金；加保後符合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且有基
本保障金額之設計，以提供基本經濟保障。
3.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者，可持續加保累計其國保年資，俟其年滿65歲後，可就老
年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擇優領取較高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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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部會將現行作法再重申一次的回答，實非對現行制度的反思。尤其身障
者往往因障礙因素衍生各式服務需求與額外支出以外，在勞動市場參與更有高度
限制與阻礙，使之有高度風險落入貧窮與處於貧窮狀態。因此，如何去除阻礙與
增進身障者的經濟保障，實是各部會應再思考。尤其，CRPD 第 28 條，對於身
障者社會保障與經濟權利，應新的詮釋與擴充，倡導國家應破除過去身障者無法
工作而需領取社會安全給付的迷失，以及檢討一體適用的福利資格門檻；研究團
隊在第一次焦點團體已提及此觀點，但顯然還未在政府行政體系中發酵，顯見後
續之教育訓練仍有其必要性；同時，針對身障者高度風險落入貧窮與處於貧窮狀
態，以及收入往往無法支應基本生活支出，焦點團體建議研擬基本所得之可能
性。
此外，依據 CRPD 第 31 條，國家應收集相關資訊，包括統計與研究資料，
以作為公約實踐之基礎。目前，依身權法第 11 條，每 5 年進行之身障者調查，
係以身障者為主之生活狀況、保健醫療、特殊教育、就業與訓練、交通及福利等
需求評估及服務為內容。但涉及其他與身障者需求相關之政策施行統計調查與研
究，並未列有身障者與非身障者之變項。因此，在結構指標部分，若無全面多元
的身障者經濟、社會保障相關統計資料收集與建立，自是無法作為後續改變之參
考依據；後續主責單位在統計調查時，實應加權身障者之抽樣比例，以瞭解身障
者之服務使用情形。同時，與會專家亦建議可由現行公務統計資料註記是否身心
障礙者身份，直接反映統計母體狀況；或以身障者 ID 進行資料庫界接或比對方
式，皆是後續可採行之方法。
(2) 過程指標
結構指標為制度結構元素的改變，過程指標即為國家政府在這些必備的制度
元素的實際投入。在此部分，過程指標計有三項，底下逐一討論。
A.

政府每年定期檢視身心障礙津貼、生活補助、稅制減免等規範
針對此此指標，「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回應目前國民年金之身心障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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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14，社家署則回應社會救助範圍內之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15。稅制減免部分，則未見財政部之
回應。
此外，社家署權益發展科，提出書面建議，認為：「一、目前每 4 年進行檢
視規範，建議刪除『每年』。二、臺灣並沒有身心障礙津貼，建議將身心障礙津
貼、生活補助，修改為『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同時，勞動部提出其所負責
為職業災害相關補助與津貼，非屬本指標之範疇16。
針對上述部會回應與建議，首先，關於津貼部分，目前我國確實未有普及式
之身障生活津貼，這或可以類津貼性質之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作為替代，而此
部分亦確實與勞動部之業管津貼無關。第二，生活補助目前即是身心障礙者生活
補助，應可對應。最後，每年定期檢視仍有其必要性，目前每四年調整為參照消
費者物價指數之補助調整，不含資格要件與作業規範之檢視，依身障者社會保障
非一體適用之原則，雖無須每年檢視，定仍以定期檢視為佳。此外，此指標主責
單位應可有相關統計資料，可持續追蹤改善。
B.

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額
本指標僅有「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回應：
「已編列國民年金概算至 2024

年，身心障礙者保險費補助每年約 26 至 27 億元、身心障礙年金給付約 4 億至 5
億元、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約 11 億至 12 億元。」事實上，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4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依據國民年金法第54條之1規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
每4年調整一次，由本部參照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
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民眾的基本生活獲得保障。
15
我國對於弱勢身心障礙者之經濟安全，採二類資格調查認定方式，一為國民年金係採個人資產
審查方式，二為社會救助範圍內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表28.1B)等，均
採家戶所得計算之資產審查方式，但針對家戶內人口有特殊狀況者已訂有彈性處理方式，至2019
年底止，社會救助範圍內受照顧之身心障礙者達43萬6,672人(男性26萬8,683人，占61.53%，女性
16萬7.989人，38.47%）(表28.2)，占身心障礙者總人口約36.79%，且為特別保障具身心障礙資格
之低收入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原領取現金給付之金額增加補助，但最高不得於
40%。
16
請刪列本部為權責機關。查本部之前係針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
意見，回應每年編列預算對職業災害勞工相關生活補助、復健輔助輔具等。惟本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尚無針對身心障礙者編列相關經費，且業管之津貼及補助係針對職災勞工提供協助。職災勞工
申請時，亦無須檢附身心障礙者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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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開始，即依 ILO 規範編制我國社會保障支出。2016 年，我國社會保障支
出規模為 1 兆 8,394 億元；其中社會給付部分佔最大比例，其由社會保險、社會
救助及福利服務組成，包含現金與實物部分，金額達 1 兆 7,870 元。而社會給付
若按功能別佔比，身心障礙為 2.6%，高齡為 51.3%；若再依型態及功能別觀之，
身心障礙佔現金給付之 3.1%，高齡則為 86.8%（50）。
因此，此指標預計可結合衛福部身障者資料庫、勞動部資料，以及目前行政
院主計總處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清楚呈現身心障礙相關社會保障預算支出情
形。
C.

障礙者各種就業機會與工作的基本生活水準及所得改善情形
本指標無任何政府機關單位回答。如前所述，新的社會保障典範中，應是去

除勞動市場障礙，結合生活保障與支持服務，使身障者能貢獻其所能。因此實質
給予身障者勞動就業參與支持協助，增加其就業機會，以及其基本生活水準及所
得之提升，攸關其社會保障權利之實踐。
因此，在第二次焦點團體中，建議可運用勞動部收入薪資調查，並合併衛生
福利部身心障礙狀況調查，蒐集各項就業服務、教育訓練、補助等資料。
(3) 結果指標
結果指標，即上述國家政府種種的努力是否促成了個體人權的改善與進展。
在此部分，共有 8 項，底下逐一討論。
A.

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素無法過他們自認正常生活的身心障礙者及其照顧
者對照非身心障礙者比例
「社家署權益發展科」認為此指標可刪除：「行政院普查處表示目前未針對

非身心障礙者或其照顧者調查此問項，因此無法獲得相關資料進行比較，建議刪
除此問項。」此指標為丹麥黃金指標之主要問題，旨在瞭解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主
觀之個人認知，是否為經濟因素所限，而無法享有適足尊嚴之生活。同時，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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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傳統之經濟收入門檻之界定方式，而呈現身障者與非身障者之主觀感受。
對於此部分，研究團隊認為應延續丹麥黃金指標之精神與原意，以真實呈現
身障者與非身障者之主觀感受，因此延請主計處之全國性調查，可加入此問項。
B.

過去一年障礙人口落入政府貧窮線之比例，改善程度與具體服務措施
「社家署權益發展科」建議刪除此指標，因其與結果指標 5 相近，可涵蓋該

指標。經第二次焦點會議討論，與會者亦同意此觀點，研擬刪除。
C.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
因台灣社會保險建構為組合主義式，不同職業屬性有其社會保險制度，提供

老年給付，同時即伴隨不同之退休制度/職業年金。故在此指標部分，
「勞動部勞
動保險司」
、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
「銓敘部」
、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均
有回應。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提供資料表示：
「截至 108 年底止，勞保老年年金
給付核付資料中，身心障礙勞工平均請領年齡為 61.76 歲；平均給付金額為 1 萬
6,452 元；非身心障礙勞工，平均請領年齡為 61.05 歲；平均給付金額為 1 萬 7,504
元。」「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於請領月退休金顯示：「共 2,256 件/76 人，…
每人平均請領月退休金 2 萬 9,925 元（首發人數 176 人，其中 2 人已死亡，故實
際領取人數為 174 人）；身心障礙者目前尚無人請領月退休金。」
但亦有部會認為：「公務人員是否具身心障礙身分者，非其申辦退休之必要
條件，爰暫無納入年度計畫之規劃。」或建議刪除此指標：「凡受僱勞工均享有
勞工退休金之保障，不因是否為身心障礙者而有區別待遇，爰建議將結果指標 3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適度程度』刪除。並新增過程指標
『政府每年為身心障礙者編列退休法令宣導預算」，藉由政府積極宣導法令，讓
身心障礙者能充分瞭解自身權益』。
此指標之用意即在瞭解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之退休生活保障差異，尤其障礙者
往往受限於本身障礙因素與環境多重阻礙，使之不易進入勞動市場，或是不易維
持就業狀況，自然影響其退休給付之累積與可取得之老年收入保障來源。故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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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部會所言：「凡受僱勞工均享有勞工退休金之保障，不因是否為身心障礙者而
有區別待遇。」身障者仍可能因進入勞動市場比例低，或工作年數少，而得不到
適足退休保障。
但對應台灣多元社會保障體系，確實無法涵蓋所有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與退休
制度，故在第二次焦點團體中，先以勞保、勞退、國保、公保、公教退撫進行比
較，並以公文方式向衛福部申請身心障礙者母體資料。
此外，該指標亦有單位提出疑義，認為未對適足性未有明確之定義17。以繳
費式年金為例，最常使用之適足性，可以所得替代率表示。保險單位均有詳細之
繳費年資、金額與給付金額紀錄。依目前統計技術與資料庫發展，應可計算取得
資料。
D.

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中身心障礙身分住民的比例
該指標由「營建署國宅組」主責，其表示：「2017 年修正公布《住宅法》，

將社會住宅提供予弱勢身分者比率提高至 30%以上（包括身心障礙者）。」但如
其資料提供：
「截至 109 年 3 月止，社會住宅興辦戶數如下：既有社會住宅 6,538
戶、新完工 9,374 戶、興建 中 19,672 戶，合計 35,584 戶，截至 108 年 12 月底
已入住戶數 11,445 戶，其中經濟弱勢戶 4,596 戶(內含身心障礙戶數 1,303 戶)。
包租代管截至 109 年 2 月底已開辦 23,422 戶，媒合 5,753 戶，其中經濟弱勢戶
3,840 戶(內含身心障礙戶數 400 戶)。」
從此數據觀之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住宅」與「包租代管」所佔比例仍有待提
升。且身障者在住宅議題上，往往面臨收入不足、取得不易、更高的無障礙改善
成本與易受社區歧視的困境。因此第二次焦點團體中，建議內政部營建署國宅組

17

銓敘部：一、該問項所載「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適足程度」定義不明確—
茲以該問項並未敘明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退休生活保障之內涵，亦未對適足程度加以定義。
從而無法確認該問項所需填復內容，係指公務人員退休金及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養老
給付相關統計數據（如：身心障礙者平均領受金額、平均年齡等），抑或尚須對身心障礙者與非
身心障礙者之退休金及養老給付請領結果進行分析並評估所領金額適足與否？若為前者，則建議
修改該問項之文字，敘明為「提供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所領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相關統
計數據」；若為後者，以本部僅有公務人員之退休統計資料，實難對全體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
礙者兩者間退休生活進行適足程度全面分析評估，進而提供適足性相關資料。
226

應於結構指標再行思考，希冀就城鄉差距，實行不同程度補貼措施，並提供自有
住宅、租屋比率資料。同時，CRPD 國家報告審查委員亦建議：「優先鼓勵公私
部門興建可負擔的無障礙住宅；提高翻修補助，促使既有建築順利改建為無障礙
住宅；立法規定公私部門的所有新建住宅均必須為無障礙環境；對身心障礙者及
成員中包含身心障礙者的家庭提供適當租金補貼。除去現行住宅法對將既有建築
翻修為無障礙住宅的阻礙。」此應是主責單位應加以回應之議題。
E.

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貧窮率變化情形
我國現行社會救助法中，即有身障者與非身障者之身分統計，衛福部已可清

楚呈現此資料18。
F.

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政府補助津貼生活，無其他所得來源者的比例
本指標無任何政府單位回應。依 2011 年身障生活狀況調查調查，高達 45.91%

身障者收入無法支應基本生活支出（51）。針對此身障者此弱勢經濟狀況，在第
二次焦點團體中，建議仍繼續納入身障生活狀況調查。
G.

脫貧計畫中納入障礙者的比例
本項指標提供由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回應：「因本司辦理之脫貧方案係針對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之經濟弱勢民眾，並非針對身心障礙者，建請由社家署填報指
標內容。」對於社救司的回應，身障者非是脫貧方案之對象，顯示該司對身障者
之弱勢地位與能力缺乏適當正向之瞭解，實應積極思考提供身障者必要之協助。
CRPD 第 28 條即已明訂：
「確保身心障礙者，尤其是身心障礙婦女、女孩與年長
者，利用社會保障方案及降低貧窮方案；」以及「確保生活貧困之身心障礙者及
其家屬，在與身心障礙有關之費用支出，包括適足之培訓、諮詢、財務協助及喘
息服務方面，可以獲得國家援助」。

18

依衛生福利部統計，2019年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人數為63萬8,707人(男性32萬8,539人，占
51.44%，女性31萬168人，占48.56%），其中具有身心障礙資格者為8萬8,315人(男性5萬7,648人，
占65.28%，女性3萬667人，34.72%），至2016年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人數為68萬9,937人(男性35
萬2,279人，占51.06%，女性33萬7,658人，占48.94%），其中具有身心障礙資格者為8萬1,850人(男
性5萬3,463人，占65.32%，女性2萬8,387人，34.68%），近四年間無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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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地方政府積極促進障礙者能在社區中獲得足夠經濟與相關服務的比例，以協
助障礙者能脫離經濟依賴
本指標由社家署權益發展科回覆，其認為：「由於問項缺乏定義，且問項不

夠明確，建議刪除。」但地方政府為第一線協助與服務與身障者之科層組織，應
具體瞭解其作法，與積極鼓勵其多元協助社區之身障者。但「社家署權益發展科」
之建議卻也反應本指標之定義問題，其涉及多重概念，包含獲得足夠經濟與相關
服務、脫離經濟依賴等，故此指標刪除「以協助障礙者能脫離經濟依賴」
。改為：
「地方政府積極促進障礙者能在社區中獲得足夠經濟與相關服務的比例」

2. 身障團體回應
在主責部會與專家回應後，研究團隊就人權矩陣，與民間身障團體展開對話，
分別於北區、南區進行兩場焦點團體。針對社會保障內容，關於社會保險與津貼
給付部分，身障團體認為，此次紓困給付，因身障者福利身份不同，無法平等獲
得紓困協助19。此外，身障團體指出，依據身權法第 47 條，
「為因應身心障礙者
提前老化，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應建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機制，以保障其退
出職場後之生活品質。」但該條文自 2007 增訂以來，仍不見勞政單位修法；甚
至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若提早退休，年金需減額領取，無視重度身障勞工
平均餘命較一般人短少之事實。但是，若對照目前「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可發現 2017 年修法後，障礙程度為重度以上之公務人員，任職滿 15 年，年齡
55 歲以上，可辦理自願退休。因此，身障團體督促政府應儘速修正「勞工保險
條例」，以使重度身心障礙勞工可於任職滿 15 年，且年滿 55 歲可依法辦理自願
退休，並擇領全額月退休金。
身障團體對給付條件之關注與提醒，反應身障者提前老化之事實，以及平等
對待之重要性，實應對目前涵蓋身障者之相關社會保險、退休給付與現金補助制
度加以檢視，以維持領取條件之公平性，以及對身障者提前老化之限制做出給付
條件修正。因此，本團隊於結構指標中，提出檢視現行社會保險、退休保障、現
19

…生活津貼也是身心障礙領的，國民年金也是身心障礙領的，那為什麼生活津貼給他1500、國
民年金不給，我重點在這裡，他也可以用國民年金領，也可以生活津貼，重點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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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補助制度之行動方案，以回應身障團體之訴求。
除關注紓困給付與年金給付之公平性外，身障團體提出集合住宅、社會住宅
整體列為無障礙規範範疇，且社會住宅保留給身障者比例應提高20。此部分提議，
正與國家報告之結論意見相符。研究團隊結合國家報告與身障團體意見，於結構
指標中，加入關於住宅之相關行動計畫建議。
綜合上述討論，研究團隊將責部會、專家、身障團體之意見與建議，進行歸
納與統整，完成台灣 CRPD 人權指標（見表 36）。在此資料收集過程中，發現
有三項立即可行之行動方案：首先，透過部會回應內容，可看見部分社會保障主
責機關對身心障礙與 CRPD 概念須再瞭解與釐清，顯示持續教育訓練之重要性。
同時，CRPD 精神與理念的實踐，需有實證基礎的統計資料庫，以瞭解目前身障
者之困境，以及其與非身障者之差異，作為後續施政修訂與創新之參考依據。最
後，回歸「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精神，人權指標的落實，仍應是由身
障者監督與參與，因此對身心障礙者的充權教育與行動，亦是刻不容緩。
（三） UN CRPD 人權指標
在研究團隊進行主責部會、專家、身障團體之回應統整，以完成台灣 CRPD
人權指標之訂定時，聯合國亦公布其發展之 CRPD 人權指標。為使指標發展更
為周全，本團隊將自身發展之人權指標與聯合國公佈之人權指標相對照，採納可
相合併通用之指標。底下依結構、過程、成果指標三面說明。
1.

結構指標
UN 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於結構面向，共分為「適足生活水準」
、
「社

會保障及消減貧窮」兩結構指標要素，計有 28.1 至 28.5，5 項指標。對照團隊多
方收集之意見，研究團隊建議結構指標可參考適足生活水準此指標要素之相關指
20

我們建議就是，那個，診所，還有集合住宅、社會住宅應該列為無障礙裡面，集合住宅目前只
有出入口通路與電梯，跟那個坡道，他其實公共設施，都沒有規範到，我們強烈要求是否集合住
宅所有公共設施出入口都需要做無障礙，因為我們繳的管理費一樣，但沒有辦法使用到，例如集
合住宅有游泳池、運動悠閒室、會議場所，這些都沒有規範無障礙裡面…能使用到的都沒有，應
該列入指標；尤其是社會住宅，是國家蓋的，應該要全數涵蓋所有出入口都要無障礙。我也建議
社會住宅比例要提高，目前只有百分之2-3而已，建議提高到百分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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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相較於飲水、公共衛生，台灣應可以住宅作為代表。同時，適足生活水準之
指標亦強調身障者之參與，此亦對應研究歷程中發現三項行動方案之一，人權指
標的落實，仍應是由身障者監督與參與。故結構指標從原先之「1.政府依據 CRPD
精神第二十八條，適足生活水準與保障，提供或確保障礙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
濟保障。」具體化為：
(1) 適足生活水準
A.

國家立法與政策應有身障者參與，以確保身障者能在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所
有主流與身障特定的方案與服務，包含社會保障、各式社會服務與住宅。

B.

建立國家層級的無障礙標準，並運用於新建之公共建築物或社會住宅。

2.

過程指標
聯合國 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於過程面向，分為「適足生活水準」、

「社會保障及消減貧窮」兩指標要素，兩指標要素計有 28.6 至 28.11，6 項指標；
另有不依指標要素區分之 4 項指標，為 28.12～28.15。研究團隊依此 10 項指標，
再對照第二期建立之台灣 CRPD 人權指標，發現原有之「2.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
障礙者社會保障執行的預算金額」，與 UN CRPD 人權指標相符。原有之「政府
每年定期檢視身心障礙津貼、生活補助、稅制減免等規範。」與前述之指標重疊
（國家立法與政策應有身障者參與，以確保身障者能在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所有
主流與身障特定的方案與服務，包含社會保障、各式社會服務與住宅），故予以
刪除；而「障礙者各種就業機會與工作的基本生活水準及所得改善情形。」與就
業權指標類似，故亦予以刪除。
最後，建議過程指標可納入身障原因所增加之額外支出此新觀念，以及 UN
CRPD 人權指標與台灣各方所關注之住宅、社會保障等議題。在此較後，提出 4
項過程指標：
(1) 適足生活水準
A.

符合無障礙標準之住宅的數量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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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共/社會住宅受益者之人數與比例，依年齡、性別與身心障礙分組統計。

(2) 社會保障與消減貧窮
A.

社會政策與社會保障方案，應考量因身障原因所造成的額外支出，與滿足因
障礙衍生之支持服務。

B.

社會保障運用於身障者之預算與支出金額。

3.

結果指標
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於結果面向未再依指標要素區分，計有 28.16

至 28.31，共 16 項指標；著重取得社會保障、取得安全管理飲用水、獲得電力等
之人數，以及相對落於貧窮、營養不良、糧食不足等狀況之人數。研究團隊依此
再對照團隊第二期建立之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建議結果指標可取聯合國與台
灣共同關注之貧窮消減可作為具體代表；以檢視結構調整與過程投入，是否能完
善社會保障制度，進而實質削減貧窮。而原有第二期建立之台灣 CRPD 人權指
標，部分已併入過程指標，如公共住宅。其他與貧窮相關者，則可以新增統計方
式納入，作為後續指標建構基礎。故，結果指標建議為：
(1) 低於貧窮線之人口比例，依性別、年齡與身心障礙分組。

（五）指標結論
透過 CRPD 委員會建構之人權指標，以及團隊收集歸納之第二期台灣 CRPD
人權指標相比較探討，團隊將原有之 CRPD 人權指標予以精簡，相符部分改採
聯合國指標，使之更為具體化，易於測量評估；同時，對於 UN CRPD 指標之創
新概念，亦加以採用，如因身障原因所增加之支出。最後，於適足生活水準與社
會保障部分，由原先 13 項指標，精簡為 7 項指標（見表 14）。
而原有部分指標，則列為新增統計建議，建議政府應收集社會保障涵蓋之範
圍，以及逐步納入「因障礙增加之支出」用於福利計算此新作法，此亦為原有之
行動方案之一，需有實證基礎的統計資料庫作為實踐基礎。故建議新增兩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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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
1.

社會保障體系涵蓋的人口比例，依性別、兒童、失業者、障礙者、孕婦、新
生兒、職業傷害、貧窮與弱勢族群分組。

2.

身障者申請社會保障給付與服務時，其因障礙所產生之額外支出列入核計與
給付之比例。
在指標建構與統計資料庫建立外，如前所述，尚有一行動計畫可實行，在部

會回應內容中，可看見部分社會保障主責機關對障礙概念與 CRPD 精神須再瞭
解與釐清。因此，參考 UN CRPD 人權指標 28.13。提出此行動計畫：
「社會保障、
削減貧窮、社會服務、住宅等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參與繼續教育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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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彙整主責部會、專家學者、身障團體修訂之人權矩陣指標表(適足生活水準)
社會保障人權矩陣指標
問項

立即採行

納入年度計畫行動 編列具體預算

(修改相關規定或提 方案(2021-2025)

(2021-2025)

修訂統計資料收集

建立新的統計資料
庫收集資料

出新的行動方案與
計畫)
結

1.政府依據 CRPD 精神第 1.CRPD 相關業務承 1. 身障者 普遍收入

1. 提供身 障者擁有

構

二十八條，適足生活水準 辦人員繼續教育與 無法支應基本生活

自有住宅、租屋比

指

與保障，提供或確保障礙 訓練。

率資料

標

者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經濟 2. 身心障礙 者與團 得之可能性
保障。

支出，研擬基本所

體的充權教育與權 2. 檢視現 行社會保
益意識提升。

險、退休保障、現

3. 各指標相 關統計 金補助制度，對障
資 料 庫 修 正 與 建 礙者領取給付之條
立。

件是否有不一致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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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城鄉差距，實行
不同程度租屋與房
屋貸款補貼措施
4. 參考國 家報告審
查結論意見，擬定
行動方案，包括：
優先鼓勵公私部門
興建可負擔的無障
礙住宅；逐年提高
提供給身障者申請
之社會住宅比例；
提高翻修補助，促
使既有建築順利改
建為無障礙住宅；
立法規定公私部門
的所有新建住宅均
必須為無障礙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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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除去現行住宅
法對將既有建築翻
修為無障礙住宅的
阻礙。
過

1.政府定期檢視身心障礙

1. 利用目 前公務統

程

津貼、生活補助、稅制減

計資料庫進行界接

指

免等規範

或提供身障者 ID 進

標

行比對
2.政府每年為提供身心障

1. 利用目 前行政院

礙者社會保障執行的預算

主計總處、衛福部

金額

與勞動部公務統計
資料庫進行統計

3.障礙者各種就業機會與

1. 運用勞 動部收入

工作的基本生活水準及所

薪資調查與衛生福

得改善情形

利部身心障礙狀況
調查
2. 收集各 項就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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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教育訓練、補
助等資料
結

1.過去一年中，因為經濟因

1. 非障礙 者問項放

果

素無法過他們自認正常生

入家庭收支調查，

指

活的身心障礙者及其照顧

障礙者由身障調查

標

者對照非身心障礙者比例

抽樣回答

2.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

1.勞保、勞退、國保

礙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適足

公保、公教退撫資

程度

料依衛福部身障母
體資料進行比對
2. 適足程 度以 所 得
替代率代表

3.過去一年中公共住宅中

1. 利用目 前營建署

身心障礙身分住民的比例

統計資料。

4.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

1. 利用目 前社救司

非身心障礙者的貧窮率變

與社家署統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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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形

料。

5.過去一年障礙者依賴政

1. 以身心 障礙生活

府補助津貼生活，無其他

狀況調查進行資料

所得來源者的比例

收集

6.脫貧計畫中納入障礙者

1. 社家署 詢問社救

的比例

司或地方政府

7.地方政府積極促進障礙

1. 地方政 府提供之

者能在社區中獲得足夠經

租金、攤位、貸款、

濟與相關服務的比例

交通…等相關補助
之規定與獲得之人
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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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政治參與與公共事務
根據 CRPD 第 29 條，障礙者在平等基礎上，能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權利，
這項權利內涵包括兩個主要元素，第一個是政治權，第二個元素是障礙者結社權，
參與各項公共事務包括擔任公職、參與各級政府公共事務決策機制及代表障礙者
權利發聲等，回應公約第 3 條基本原則與第 4 條，平等不歧視精神(6, 7)）。公約
採取人權模式，人權模式的主要精神在公約第 3 條目的呈現，主要核心概念是障
礙者參與各項與障礙者相關事務，且能在融合、參與、平等不歧視的基礎上，享
有與他人相同之基本人權(1)。
因此，在公約第 29 條，障礙者應與非障礙者享有相同的政治參與權利，就
障礙運動而言，是完整障礙者基本公民權的重要權利，這樣延續兩公約的政治參
與權利，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第 29 條的條文前半段，要求締約國能確保障
礙者平等政治參與投票權，第二項則是被選舉權(15, 16)。在 CRPD 公約中，強調
transformative equality, 所謂變革平等，不同於前兩代的自由與平等概念，變革平
等更強調國家角色的積極特質與再分配機制，以協助社會中傳統上脆弱特質人口
的基本權利，政治參與權利由以往社會菁英屬性的參政權，朝向普遍大眾的基本
公民權內涵發展，其中如何確保社會中的障礙者能在與他人平等基礎上，積極參
與社會的公共事務及選舉，更是確保障礙者基本人權重要的政治事務投入機制。
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
有效與充分地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選舉與被選舉之權
利及機會，第 29 條內容具體列出下列幾點，採取以下措施：
1.

確保投票程序、設施與材料適當、無障礙及易懂易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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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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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尤其選擇之人協助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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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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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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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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約第 29 條，與其他條文彼此之間的交織特色如圖 17，CRPD 公約內容與
條文彼此之間，呈現出多元及交織的特色。第 29 條與其他條文彼此之間，互相
交互作用，同時針對障礙者本人與障礙者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及組織部分，CRPD
委員會也發布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公約第 29 條與第 9 條及第 21 條彼此之間產
生交織與互相關聯性，實踐公約第 29 條的政治投票權，前提是外部環境與制度
的可近性及無障礙設施之提供，而確保障礙者組織能積極參與各項公共事務且替
自己發聲，障礙者須在公約的第 21 條規範下，保障言論自由與意見表達自由權
利。而無障礙設施也包括各項資訊的近用及提供障礙者各種必要的協助，例如手
語、聽打服務、易讀版本、放大字體和各項資訊格式近用等。

第9條
無障礙
第21條
表達意見
之自由與
近用資訊

第29條政治權及
參與公共事務
第7號一般性意
見書

圖 17 公約第 29 條及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與其他條文之關係圖
上圖清楚呈現，要真正實踐第 29 條的障礙者政治權利及參與公共事務，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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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第 9 條提供無障礙環境外部改善，是實踐的前提要件。而第 21 條表達意見
之自由與近用資訊權利，是延續人權公約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權利而來，換句話說，
障礙者透過積極參與當地各項公共事務之機會，讓障礙者的聲音與意見能充分獲
得保障與實踐。
為能落實 CRPD 第 29 條與其他條文交織的前提，確保障礙者於平等基礎上
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保障相關投票、被選舉、參政與公民參與等權利，建構屬
於臺灣的 CRPD 人權指標成當務之急，才能形成締約國對於「內部」的自我監控、
測量與觀察的有效機制。

（一）丹麥指標
除了納入 CRPD 公約條文內涵，推導出臺灣的 CRPD 人權指標外，本研究
在建構指標過程，也參考丹麥黃金指標的測量方式。丹麥黃金指標對於監控的權
利目標，著重身心障礙者主觀感受與實體經驗、國家履行公約內容的「成果執行
程度」，以及就結果層面比較障礙者跟非障礙者之間的具體差異。
整體而言，丹麥黃金指標對政治參與權利的測量目標是：政府相關的措施是
否真的能確保身心障礙者順利參與政策決策過程，包含政黨/組織的參與比例，
而不僅僅限於投票；丹麥黃金指標也希望能透由指標篩選出那些不能投票、或不
會投票的群體。丹麥對政治參與權利的次指標如下：
1.

當選為丹麥議會，地方和區域立委成員，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的比例。

2.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有實際參與政黨之比例。

3.

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參與身心障礙相關倡議團體之比例。
(丹麥人權中心的指標建置討論中，有人指出：參加身心障礙相關倡議
團體並不一定能反映出政治上的普遍參與，只能代表對於身障議題、相
關身障政策的興趣。還討論了是否有其他次指標應涉及政治自信心(例
如：政治參與的技巧、政治層面的影響力)，但是，政治上的自信心是
一個複雜的概念，具有非常著獨特、艱鉅的橫量挑戰，尤其是在數據方
面。因此，該另立子次指標的建議被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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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金指標用性別作交叉分類。

5.

黃金指標用族群作交叉分類。

考慮台灣與丹麥的障礙福利體制差異，我國人權指標僅參考丹麥對指標的分
類架構，但是測量不侷限在「結果」面向，而是希望涵蓋「結構」
、
「過程」與「結
果」三種層次。

（二）UN CRPD 人權指標
為促使締約國能具體實踐與落實內部監督 CRPD 公約，CRPD 委員會於 2019
年發布公約的人權指標，該項人權指標具體針對各條次，列出主要的人權指標架
構與內涵，而在第 29 條，政治與公共事務參與權利內涵，CRPD 委員會發布之
人權指標，總計有下列三個主要人權指標要素：
1.

平等、普及的投票權 （指標要素回應公約第 3 條及第 5 條精神）

2.

被選舉及擔任公職

3.

參與團體、政黨、擔任代表 （指標要素回應第 3 條公約人權模式主要

（指標要素回應公約第 5 條平等不歧視精神）

精神）
委員會列出的第 29 條人權指標要素，第一點是延續公約人權模式主要精神，
障礙者的平等公民地位及普及投票權，尤其是針對過往歷史中，被限制行使投票
權利的精神疾病患者及認知障礙者而言，這個權利的促進與保障更為重要。各國
應在這個指標要素上，修改投票的資格及辦法，讓障礙者可以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13)，歐洲地取許多國家也逐漸的放寬有關障礙者政治參與的資格限制與提供協
助，讓障礙者可以在與他人平等基礎上，參加各項由地方到中央的選舉。第二項
指標內涵則指出障礙者有被選舉及擔任公職的基本權利，這是更為積極的協助障
礙者的聲音能被各級政府單位與人員聽到。障礙者能透過投入積極的公職角色，
更了解公共事務的實施與政策的落實。第三項指標要素則是回應公約基本人權取
向的特點，也就是障礙者積極的透過身心障礙自主組織，發揮對公共事務的監督，
以確保障礙者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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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針對障礙者組織的定義與如何參與締約國內各項公共事務，CRPD 委員會
發布的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有幾個特別需要強調的地方。
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定義何謂身心障礙者組織：
1.

2.

3.

身心障礙者組織
（1）

只能是由身心障礙者領導、指導及管理的組織

（2）

其大多數成員應該是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總會組織
（1）

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的聯盟

（2）

它們只代表其會員組織發言

（3）

它們不能代表個別身心障礙者

跨身心障礙組織 （例如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權利聯盟）：代表所有或某
些損傷的個別障礙者組成，在不同的網路及平臺上代表身心障礙者自
我倡議組織。
（1）

身心障礙者家庭成員及（或）親屬的組織 （例如台灣的智障

者家長總會）
（2）

身心障礙婦女及女孩組織

（3）

身心障礙兒童及青年的組織及自發行動

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主要的敘述重點為：
1.

邀請並確保身心障礙者經由其代表組織參與決策過程能對這類過程產
生影響，並且很有必要，主要是因為身心障礙者對需要落實的權利有
相關的親身經歷及知識。」

2.

締約國在處理與身心障礙者有關的問題時，應優先考量身心障礙者組
織的意見，並制定架構，要求民間社會組織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在展開
與公約所載權利及不歧視、和平及環境權等其他專題有關的工作時與
身心障礙者組織諮詢，並讓它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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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權是一項公民及政治權利，也是一項立即適用的義務，不受任何
形式的預算限制，適用於與公約有關的決策、實施及監測過程。如果
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9 條、第 21 條及
第 22 條所載表意自由權、和平集會及結社自由等權利，他們就有可
能參與實施及監測公約。

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針對第 29 條、21 條、22 條及第 19 條等，障礙者在
平等基礎上自由表達意見與結社等基本人權與其他非障礙人口相同，同時根據公
約第 4 條國家責任與義務，政府須扶持國內的身心障礙者團體與個人，以提升他
們的倡議能力及社會參與。

（三）臺灣人權指標
參採丹麥黃金指標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nt）指標，並依據 CRPD 第 29
條制定人權指標矩陣。根據 CRPD 精神，障礙者可以享有平等政治參與權利，不
因其障礙身分而被限制參與投票、決策之機會。丹麥黃金指標透過障礙者與非障
礙者最近一次投票率之比較作為問項。第一期的台灣 CRPD 人權指標也沿用此問
項，並使用丹麥黃金指標中增加參與人民團體之比較的子問項。
結構指標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1. 政 府 施 依 據 1. 檢視每次選舉政府建構多 1.
CRPD 第 二 十 九

元投票機制

在最近一次選舉
中，身心障礙者和非

條精神修改法令 2. 檢視每次選舉政見取得管

身心障礙者的投票

規章與內部規定

率。

道

促進社會參與及 3. 檢視每次選舉無障礙環境 2.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
政治參與。

增加情形

障礙者參與人民團體

2. 政府相關規定與 4. 中央及地方身心障礙者權

的比率比較。

服務措施依據

益推動小組、以及身權法 3.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

CRPD 精 神 修 改

各主管機關所負責身心障

法令規章與內部

礙政策事務之資訊公開程 4. 各級政府有關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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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代表之比例

結構指標
規定確保身心障

過程指標

結果指標

度

相關事務與決策過程

礙者參與相關服 5. 障礙者為主體之民間組織

中，不同障礙者與障礙

務與政策決策過

與團體數量增長與分布情

團體代表的參加比

程。

形

例，逐年改善並有效選

3. 投票所軟、硬體 6. 政府積極促進偏遠及鄉村

任障礙者代表參加

環境無障礙設施

地區障礙者的自主團體設 5. 與障礙者權利、生活與

之改善(含交通接

立與參與地方公共事務

送)。

各項事務有關事項，障
礙者參與程度逐年改

4. 多 元 性 投 票 機

善之比例

制、與各項選舉

6. 障礙者團體充權自治

各候選人之政見

之比例

取得多元管道(點
字版、手語、易
讀版)
5. 政 府 依 據 CRPD
精神規範地方事
務參與，例如社
區、管委會、身
心障礙社團、其
他公共議題社
團、參與政黨
等，以上場域之
環境和資訊、參
與管道等可近
性。
第一期之研究蒐集意見對象以身心障礙者本人/家屬、專家學者為主，唯獨
缺少各機關公務人員，即未來人權指標實際第一線之執行者。指標的落實，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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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部門理解 CRPD 精神與內涵。同時，CRPD 委員會於 2019 年公布各條次的人
權指標要素（attribute）
，因此，有了第一期的人權指標基礎，第二期的指標訂定
歷程，研究團隊將盡量納入 UN 公告之指標要素（attribute）、與辦理共識會議、
工作坊、焦點團體後的各部會回應，確保各機關執行 CRPD 人權指標的人員和主
管都能確實操作。

（四）指標歷程
研究團隊為蒐集相關部會對於就業權人權指標具體問項的意見，以及現階段
是否有相應的統計資料作為監控，分別於 2020 年 2 月 14 日與 3 月 13 召開兩次
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主要對部會承辦人說明指標的內涵、測量目標與具體的題
項，並在會議結束前交予承辦人一份問項檢核表（請參考附件）帶回去填寫，針
對各問項針對可行性提出修正意見，並約定在第二次工作坊時繳回並當場就填寫
結果相互溝通。部會承辦人再根據當場溝通結果對回覆進行修正後再繳回。下文
將分別就「結構」
、
「過程」與「結果」三個指標測量層次去說明部會的回覆結果，
並綜合兩次工作坊中專家學者的建議提供評論意見。
1.

公部門回覆內容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權利

指標內容

公部門回覆

結

1.

政府施依據 CRPD 第二十九 【中選會】

構

條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及第 57

指

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

標

條條文修正草案」及「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第 14 條及第 53 條條文修正
草案」刻正由立法院審議中

2.

政府相關規定與服務措施依 【中選會】

據 CRPD 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 衛福部 109 年 3 月 10 日衛授家字第
部規定，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相 1090700311 號已制定評估量表。
關服務與政策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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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票所軟、硬體環境無障礙 【中選會】
設施之改善（含交通接送）

109 年選舉本會督促各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辦理投開票所無障礙設施檢
核及抽查。

4.

多元性投票機制、與各項選 【中選會】
舉各候選人之政見取得多元 政見發表會均有手語翻譯畫面
管道（點字版、手語、易讀 編印易讀版投票指南手冊
版）

5.

政府依據 CRPD 精神規範地 無回覆
方事務參與，例如社區、管
委會、身心障礙社團、其他
公共議題社團、參與政黨
等，以上場域之環境和資
訊、參與管道等可近性

過
程
指

1. 檢視每次選舉政府建構多元投票 無回覆
機制
2. 檢視每次選舉政見取得管道

【中選會】

標

可依需要建立檢視標準
3. 檢視每次選舉無障礙環境增加情 【中選會】
形

歷次選舉本會均辦理投開票所無障礙設
施檢核，並建立統計數據

4. 中央及地方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 無回覆
小組、以及身權法各主管機關所
負責身心障礙政策事務之資訊公
開程度
5. 障礙者為主體之民間組織與團體 無回覆
數量增長與分布情形
6. 政府積極促進偏遠及鄉村地區障 【中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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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的自主團體設立與參與地方 人民團體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地方公共
公共事務

事務之參與涉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區）公所規劃。

結

1.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身心障礙者 【中選會】

果
指

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

無法取得身心障礙者投票率。

2. 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參與 尚未提出具體政策調整與修改方向。

標

人民團體的比率比較
3.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表 【中選會】
之比例

本會未有身心障礙者擔任各級民意代表
之資料。

4. 各級政府有關障礙者相關事務與 尚未提出具體政策調整與修改方向。
決策過程中，不同障礙者與障礙
團體代表的參加比例，逐年改善
並有效選任障礙者代表參加
5. 與障礙者權利、生活與各項事務 【中選會】
有關事項，障礙者參與程度逐年 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改善之比例

2.

團體回覆內容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權利

（1）

眼同投票的措施，全台灣有 35%不知道這個規定，中選會應該在
選舉期間多廣告。

（2）

關於多元投票方式，電子投票、通訊投票等，提前投票對身心障礙
者最有利，就是兩周的時間投票，而這樣當天復康巴士叫不到的問
題、投票所動線、或是腦性麻痺患者這種需要長時間理解投票等問
題都可以解決。

（3）

身心障礙者的政治參與很落後，我認為取得身心障礙者加入政黨黨
員 數目是有意義的。

（4）

法案的話，如果能蒐集到每年通過直接的身心障礙者法案數，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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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可以嘗試去看身心障礙者認為生活的狀況有沒有提升跟法案的
通過數是否有關係。
（5）

3.

可以透過中選會去年提供的 9 項選舉無障礙措施所花的經費，來
看選舉無障礙環境的投注情形，並從檢核符合比例來看每年進步狀
況。

研究團隊評述意見

有關結構指標第 3.4 個問項：投票所軟、硬體環境無障礙設施之改善、多元
性投票機制、與各項選舉各候選人之政見取得多元管道，點字版、手語、易讀版，
在臺灣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16 條有提及投票權的保障、與眼
同投票方式：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在場者，亦得依其請
求，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而
結構指標第 1 問項：涉及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中
選會現有立法院中審議的草案，且上述精神同樣由丹麥指標、UN 指標要素所重
視，將優先保留為可行之問項、與結構面向對於法律上的建議。
有關過程指標第 1 至 5 的問項：中選會回復情況不甚理想，包含多元投票機
制、障礙者為主體之民間組織與團體數量增長與分布情形、身心障礙政策事務之
資訊公開程度，涉及統計面向、與影響評估的測量建置；而第 6 條的問項，積極
促進偏遠及鄉村地區障礙者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與政治參與之 UN 指標要素相契
合，應列為優先指標問項。
有關結果指標問項，對於最基礎的投票率統計、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表
之比例，尚未有數據統計的建立，研究團隊認為此為迫切需增列的建議面向，將
篩選結果指標、與統計建議內容中。

（五）指標結論
團隊依據 CRPD 第 29 條、CRPD 委員會第 7 號一般性意見、及 UN 訂立之參
與政治與公共事務權利指標要素指標，再與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進行比對刪減、
比較公部門回覆之情形後，選出一項結構指標、一項過程指標、兩項結果指標，
總共四項作為第二期人權指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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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構指標
CRPD 委員會針對第 29 條政治參與權利內涵，在結構指標部分，提出應在

選舉和政治系統的相關法律裡，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投票權和參政權，使其在與他
人平等的基礎上，有效地在政府各階層部門中擔任公職和執行所有公共職務（§
29.1）。同時，需建立無障礙標準，提供外部的無障礙可近性之投票環境，讓障
礙者在投票時，與他人相同享有平等投票權，不得受任何限制（§ 29.3）。另外，
CRPD 委員會指出需法律要求蒐集有關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統計數
據，包含：登記投票、行使表決權、有關投訴、就職和履行公職的身心障礙者人
數與比例（§ 29.4）
。針對以上面項，並根據 UN 的第一項指標要素，團隊選定之
臺灣 CRPD 人權指標的結構指標為：
(1) 政府施依據 CRPD 第 29 條精神修改法令規章與內部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
治參與。
2.

過程指標
CRPD 委員會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之權利指標中，在過程指標的部分，提出

藉由行使表決權、選舉和擔任公職、履行所有公共職能、結社自由、公共生活與
公共參與的權利，來開展身心障礙者政治和公共參與的意識提升 （§ 29.13）
。政
府也需向身心障礙者組織提供培訓活動，以增強其參與決策各階段及政治和公共
生活能力（§ 29.23）。針對以上面項，參考 CRPD 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 7 號以及
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後，團隊選定之臺灣 CRPD 人權指標的過程指標為：
(1) 政府積極促進偏遠及鄉村地區障礙者的自主團體設立與參與地方公共事
務。
3.

結果指標
根據 UN 指標要素，有多項指標提出數據的蒐集（§29.4、§29.12、§29.17-21、

§29.24、§29.26-32）；另，CRPD 委員會在結構指標第四項中，提出需法律要求蒐
集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的相關數據（§29.4），因此，團隊認為數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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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成果之有效證據。參考第一期人權指標成果以及中選會的回應後，團隊選定
之臺灣 CRPD 人權指標的結果指標為：
(1)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
(2) 各級民意代表中身心障礙者代表之比例。
4.

行動計畫建議

(1) 培力全體參與選務工作者、公務人員，使其具備障礙意識。
5.

法規建議
CRPD 委員會針對第 29 條政治參與權利內涵，於結構指標部分，除提出保

障身心障礙者的投票權和參政權、無障礙可近性之投票環境外，另指出需法律要
求蒐集有關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統計數據，延續研究團隊第二期篩
選出之結構指標，政府依據 CRPD 第 29 條精神、身權法第 1 條目標：
「為維護身
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修改法
令規章與內部規定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對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
應增加選舉人、候選人申請登記、投票後就職和履行公職幾大面向統計，比對身
心障礙人口與非身心障礙人口之比例。
為確保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落實 CRPD 第 29 條政治參與權利內涵，
在結構指標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投票權和參政權保障，建議將多元投票的機制、參
選人政見資訊發表的普及與易讀版本，列入法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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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及研究限制
本研究案為期一年，實際上是延續前一期建立 CRPD 台灣人權指標案的第
二期計畫。在第一期計畫中，研究團隊參考丹麥十項 CRPD 黃金指標為主，發
展台灣的 CRPD 人權指標，當時顧及台灣的發展現狀，我們增加第十一項為司
法近用指標，以回應台灣當前的現狀。因此台灣的 CRPD 人權指標總共十一項
指標，分為結構、過程與結果三個面向，成為台灣的 CRPD 人權指標矩陣。在
這個矩陣圖中，所謂的普世人權指標是指聯合國自人權宣言之後的系列人權公約，
例如台灣簽訂的 CEDAW，CRC，兩公約等。在這些人權公約中所楬櫫的人權指
標，在這個普世人權指標下，如何運用至身心障礙人口，成為 CRPD 的重要基
準。當年的圖示中，研究團隊意識到台灣相對應的政府部會需要了解與認識這個
公約與指標內涵，同時需要根據當年的人權指標矩陣，發展相對應的統計資料庫
與投入資源實踐這個公約。因此，本研究計畫，就是根據第一期的內容，邀請相
關部會進一步深入了解公約內容與每項指標的意涵。

普世人權指標

普世人權指標

結構→過程→結果

台灣身心障礙人權
指標：
丹麥黃金指標 +司法
近用
本團隊建議增加指標

平
等
和
不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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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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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追蹤機制

對應部會

對應部會
基期時間
時間基期

圖 18 普世人權指標與身心障礙人權指標模型(同圖 3)
為收集各部會針對指標內容的意見與回饋，本次研究工作內容，集中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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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給相關部會，針對特定條文的理解與國家政府的義務及指標需要實踐的具體
工作及行動計畫等。接著再針對各部會提出的意見，與各團體及障礙者組織或專
家進行第二次的協調與討論。研究團隊再針對各部會的意見與回饋，採取歸納法
(如圖 19)，建立每項指標的推動內容及具體建議。

• 指標項目
• 內容與行動計畫

第一期計畫指
標

第二期計畫
• 行政單位意見回
饋
• 相關團體與組織
意見

• 修訂內容或項目
• 根據CRPD委員會
指標內容修改

研究團隊歸納

圖 19 研究計畫收集資料過程
在第二期計畫進行期間，2019 年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也發布 CRPD 人權
指標的主要指標元素及結構、過程和結果三個主要項目的建議內容。CRPD 委員
會的作法是將第一條至第四條整合為一個指標元素，接著由第五條開始，逐條列
出建議締約國建立人權指標時，應考慮建立的指標要素內容。聯合國的作法，顧
及締約國的內部推動條件與本身具有的資源及福利制度的差異，因此採取每條文
建議人權指標要素方式，這樣的方式與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內容不盡相同，但
是提供給研究團隊一個很好的修訂台灣指標的方向與內容。在第一期計畫中，研
究團隊選取的十一項人權指標詳細內涵，我們在第二期的結案報告，根據 UN
CRPD 委員會公布的人權指標要素，修正與調整指標的內涵，因此會產生有些指
標的結構、過程與結果三個面向內容會有刪減與調整，或有些內容在第一期列為
過程指標，但是在第二期期末調整到結構面。三個主要深入指標，健康、就業與
自立生活，有些無法在本此期末報告提供比較基準，主要理由是因為台灣還沒有
建立相關資料，例如健康權的障礙者平均餘命趨勢，台灣指在十年前由國衛院做
過一次，至今沒有在做第二次，因此障礙者的平均餘命與非障礙者相比，趨勢如
252

何或是否兩個群體有拉近，都需要在持續收集資料或持續分析障礙者的平均餘命
數字才有辦法做前後基準比較。又如台灣的障礙者自立生活指標，其中有個問題
是障礙者獲得個人化輔具需求滿足的比例，這個指標也是目前無法提供比較基準，
只能先建立未來質性與量性統計資料之後，才有辦法做比較。這是此次研究計畫
在比較基準部分無法完全提供的問題。

一、

研究結論

最後研究團隊在收集資料過程中，依據每項指標的內涵與相關條次，參考各
方意見，我們大致歸納出下列八項結論。
(一) 五項具體人權指標與對應條文，能確定主管部會之指標，例如健康(第二十
五條)、教育(第二十四條)、就業與工作權(第二十七條)、司法近用(第十三條)、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第十九條)，五個指標涉及單一主管部會，且目前各部
會都已經根據台灣的身權法規定，推動各項工作與政策。
(二) 六項指標內容涉及跨部會推動且不容易確定主管部會者，將交給未來政府相
關單位繼續研擬推動計畫及召開協調會議。但是其中第九條涉及可近性提升，
主要分為道路交通、航空、海運及港口等，其次是新建與舊建築相關法規規
範改變涉及無障礙規章，和最後的溝通媒體等無障礙資訊和可近性提升，這
項條文的推動是 CRPD 公約的根本精神與落實，但是卻因為行政單位的多元
且複雜，讓最根本的條約推動欠缺主管單位負起協調與實踐的義務責任。
(三) CRPD 人權指標涉及單一主管部會，但是負責之單位與部會，在過往欠缺有
系統地針對身心障礙人口提供服務或支持者，例如公約第十三條的司法近用
指標。針對司法近用，CRPD 委員會於 2020 年八月底釋出司法近用的十項政
策指導大綱，主要的內容集中在司法體制須提供個別支持與合理調整，針對
障礙者在司法體系的對待及處遇方式等，委員會提出具體的政策指導原則，
尤其是各級司法人員、法官、檢察官、警察、監所人員等，都需要由國家提
供專業且深入對障礙者的了解與相關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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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RPD 人權指標涉及單一主管單位，且當前已經推動多年，但是需要根據公
約精神做根本改變，例如第二十四條的教育。在公約中，強調的是融合教育，
對障礙者的教育涉及由小學義務教育階段至高中的完全融合式教育，針對第
二十四條，CRPD 委員會也發布第四號意見書，可見委員會的重視，委員會
意識到各國都有程度不一的教育制度，提供給障礙學生的特殊教育體制，因
此委員會特別採取一般性意見書的方式，逐條闡釋何謂融合教育及融合教育
與特殊教育之間的差異等。在台灣要根據公約精神推動融合教育制度與落實，
基本上涉及整體教育制度及教師訓練與相關資源的配置與落實，因此推動的
內容及時程勢必曠日廢時。
(五) CRPD 人權指標內容，涉及根本制度的改革者。例如第二十八條的社會保障
內容。台灣當前的所得保障制度基本上是分立且依據職業身分獲得不同程度
的所得安全。但是公約所要推動的是全面降低障礙者的貧窮率與相對之風險。
但是在過去的年金改革或相關保險制度修訂時，都欠缺將障礙人口納入整體
的制度設計之中，以至於統計上看不出障礙者的主要生活保障來源及所得分
布和居住現況等，且條文推動涉及多個相關部會，未來的整合勢必相對的複
雜與費時。
(六) CRPD 人權指標的建立與推動，需要有前後期資料的比較。但是在十一項指
標中，台灣相對應的統計資料與相關內容，都需要重新建置或修改當前的統
計內容，或增訂身心障礙者身分欄位，才有辦法收集長期趨勢資料與做比較。
因此，比較基準的設置，就當前台灣的現狀與制度，短期內需要針對具有政
策改變的質性指標，例如障礙者使用法律服務的狀態與統計，先建立制度，
收集相當的經驗資料之後，在整體的串聯障礙者的身分與法律扶助制度資料，
可以在未來做比較與統計。新制度的建立與推動，勢必無法在短期內看見效
用，長期的改變趨勢則需要政府投入資源。因此公約考驗的是政府對本公約
的推動承諾與決心。
(七) CRPD 人權指標的建立與推動，建議政府可採取分期、多元建置與資料庫串
聯合調查並行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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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推動

•單一主管部會指標、健康權、
就業與工作及自立生活
•跨部會協調主管部會，優先處
理第九條可近性、無障礙

多元建置指標所
需新制度與政策

•司法近用、社會保障、教育
•障礙意識提升、人身自由完整
性及政治參與平等不歧視

統計庫資料串連
與定期調查並行

•社會保障、健康、就業、教育
等公務統計資料與身心障礙人
口身分資料串聯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態定期調查
及其他定期調查資料

圖 20 人權指標的建立與推動

(八) CRPD 人權指標涉及政策制定及具體行動計畫，當前台灣已經有推動多年的
身權法體制，在公約的觀點下，許多現有體制內涵與規範都需要修訂與調整。
但是這些政策修法與行動計畫涉及政府資源的投入與立法過程的政治動員
力量，遠超出人權指標所能控制。因此如何降低當前講價式政治協商過程對
公約推動的影響，則是未來可觀察的發展趨勢。

二、

具體建議

研究團隊依據工作坊、共識會議、討論會等各種意見回饋及參考 CRPD 委
員會人權指標要素等，針對台灣 CRPD 十一項人權指標，所需之政策與法律修
訂等，建議整理如表 37；同時將各別指標內，所建議之行動計畫也整理如另外
一個表，作為政府推動 CRPD 人權指標的參考。
表 37 針對台灣 CRPD 十一項人權指標，所需之政策與法律修訂
指標
1.自立生活

台灣中央法規

法規修改建議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輔導查

依據 CRPD 第十九條及第五號一般性

核評鑑及獎勵辦法

意見書內容和精神，修改當前相關社

社會住宅經營管理者評鑑

區居住服務及社區支持相關法令規

與融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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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台灣中央法規

法規修改建議

及獎勵辦法

章與內部規定，包括社會住宅數量、

個別化輔具（補助）規範等 租賃，個別化輔具（補助）規範、自
立生活等各種規範與規定。

2.健康權

精神衛生法

根據公約精神修訂醫療法、病人自主

病人自主權益法

權益法及精神衛生法，相關法規中有

醫療法

關規範障礙者醫療決定權的規定條
文。

就業服務法

1.

現行就業服務法雖明文禁止障
礙歧視，但是並未明訂雇主不提
供障礙員工合理調整措施構成
障礙歧視。

2.

建議在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二
項中新增一款，將雇主對僱用員
工之禁止行為涵蓋拒絕提供合
理調整。

3.工作與就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章
「就業權益」應根據 CRPD 第 27

業權

條，明訂雇主必須提供無障礙措
施、且不得拒絕提供障礙員工合
理調整措施，並訂定相關罰則。
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章
「就業權益」中第 34 條與第 35
條有關庇護性就業服務，應再附
帶轉銜服務，避免障礙者在進入
庇護工場後無法再進一步流動
至開放性勞動市場市場。

4.平等不歧

涉及跨部會範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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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之相關法規納入「合理調

指標

台灣中央法規

法規修改建議

視

整」精神之法律規範修法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

2.

練辦法

第 10 條新增第二項，各項訓練計
畫應將公務人員對我國目前簽
署之國際人際公約之認識納入
訓練計畫目標。

國家通訊委員會組織法

1.

按國家通訊委員會組織法第一
條，NCC 原本就有促成障礙作為
多樣性之發展的責任。但從目前
NCC 在媒體素養的相關成果呈
現上，障礙作為多樣性與障礙意
識提升的內容相當缺乏。因此建
議在第一條中明訂「障礙」作為
多元文化之一。

5.多樣性

2.

與意識提升

第一條文字建議增修如下：「行
政院為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
由，謹守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
神，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
護媒體專業自主，有效辦理通訊
傳播管理事項，確保通訊傳播市
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
尊重弱勢權益，促進性別、族
群、障礙、與階級等多元文化均
衡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特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特殊教育法

1.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需由「障礙人
權意識入教材」之政策著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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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性別平等教育推動之過，該政
策可透過「特殊教育法」之大幅
度修正達成。
2.

根據 CRPD 第 24 條，特殊教育法
不該再限定在針對障礙者專用
的教育法規，其目標應該在促成
障礙者充分融入整體學校教
育、並獲得平等的終生學習機
會。該法案未來在作修正時，應
增加「障礙人權意識」放入基本
教育教材之法規。

制訂資訊可近性規範

在資訊方面，建議制訂資訊可近性規
範，包含易讀版本、視覺提示、聽覺
提示及圖形提示等，目前民間、中央
各部會以及各縣市政府相關部門皆
因 CRPD 而自行研擬之各種政策訊息
之易讀版本，由於主要閱讀對象為認
知功能為輕度以上者，建議統一規格

6.可近性

與圖示，以免增加認知混淆。

與外出移動
交通

室內外空間方面之相關規

需訂定公、私部門之新建築需符合通

定與標準等

用設計、無障礙設施標準等原則，建
築物之室外空間方面需重新訂定公
寓大夏管理相關法規，以使得身心障
礙者居住於社區時所提出之出入口
無障礙空間修繕申請，例如：坡道之
興建，能夠在社區管理委員會進行討
論時能被保障，而非投票表決若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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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少數者則無法進行修繕工程，妨礙
障礙者平等居住於社區之權利，和第
十九條自立生活條文於聯合國指標
中精神中第三層次相關聯。

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與公共

尚未有三百平方公尺以下建物立法

建築物之無障礙規範

規劃，由於此指標於本計畫第一期中
來自相關身心障礙團體之建議，建議
相關部會了解各社區中提供公眾進
出之建築物之空間，以及對於未來新
建之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之建物立法
規範其無障礙/可及性設施標準，提高
社區生活之可近性。

法律扶助法

1.法律扶助法中，對身心障礙自由之
權益僅止於：「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無法為完
全陳述，於偵查、審判中未經選任辯

7.人身自由

護人；或於審判中未經選任代理人，

與身心完整

審判長認有選任之必要。」應思考身

性

障者於刑事司法與行政體系拘留
時，能獲得免費法律協助

8.獲得司法
保護

警察職權行使法

內政部回應：「警詢程序部分，本部
警政署業訂定相關規定及作業程

及司法體系

序，並完成「警詢技術實務課程大

近用

綱」，交由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納入相關課程，持續強化警
察人員教育訓練，相關事宜均已推動
辦理。」但在警察職權行使法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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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能損及身心障礙自由部分，未見
特別協助與規範，對於「瘋狂」、「自
殺、自傷之虞」之界定，恐亦損及人
身自由。

刑事訴訟法

法務部回應：為落實保障不通國語人
士以及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在偵查階
段提供司法通譯之選擇，以非國語語
言、手語或文字溝通之權利，如為聽
覺或語言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外，
並得依其選擇以文字訊問陳述，以保
障弱勢者之司法近用權，目前刑事訴
訟法就相關條文亦配合司法院「刑事
程序制度研議委員會」

羈押法施行細則

羈押法訂有：「看守所應保障身心障
礙被告在看守所內之無障礙權益，並
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但在細
則中，不見合理調整與無障礙之規
範，建議應明訂施行辦法，與檢視可
能違反 CRPD 公約之處。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

監獄行刑法訂有：「監獄應保障身心
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
益，並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
但協助部分在於溝通、以及提供視、
聽、語等無障礙輔助措施，未見其他
合理調整與無障礙環境改善。

受刑人資料調查辦法

受刑人資料調查辦法，訂有調查「身
心狀況」與「社會福利及保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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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是否可確保身障者權益，可再
釐清。

教育基本法

教育基本法第四條強調「對身心障礙
者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
性，依法令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
發展」。該文字隱含對障礙者教育的
「隔離性歧視」，不符合 CRPD 第 24
條融合教育之訴求，建議應立即修
正。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7 條第一
項隱含對障礙者教育的「隔離性歧
視」，不符合 CRPD 第 24 條融合教育
之訴求，建議應立即修正。

9.教育權
特殊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應該全面修法，以符合
CRPD 第 24 條融合教育之精神。

師資培育法

1).目前我國已簽署包括 CRPD 在內之
多項國際人權公約，未來師培課程應
納入對這些國際人權公約的認識。
2).建議將師資培育法第四條第一項
修正如下：「師資培育應落實以學生
學習為中心之教育知能、專業精神及
品德陶冶，並加強尊重多元差異、族
群文化、社會關懷、國際視野、與人
權意識之涵養。」

10.適足之

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

身權法，第 70 條「身心障礙者經濟安

生活水準與

保險費補助辦法

全保障，採生活補助、日間照顧及住

社會保障

宿式照顧補助、照顧者津貼、年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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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等方式，逐步規劃實施。前項年金
保險之實施，依相關社會保險法律規
定辦理。」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
保險費補助辦法界定社會保險為：
「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
例、就業保險法、農民健康保險條
例、公教人員保險法、軍人保險條例
及退休人員保險辦法辦理之保險。」
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保險費補
助辦法雖未列國民年金，但國民年金
法有訂定身心障礙保費補助。
惟關於身心障礙經濟保障之保險給
付，各保險規範不同，國民年金基本
保證年金（4700 元）與身心障礙年金
（依保險年資計算，每滿一年，按其
月投保金額發給百分之一點三之月
給付金額）
。勞工保險為失能給付（依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計算，每滿一
年，發給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
一點五五；金額不足新臺幣四千元
者，按新臺幣四千元發給）。公教人
員保險為失能給付，區分執行公務與
否，以及全失能、半失能部分失能。
給付最高為 36 個月，最低微 6 個月。
除此失能給付外，身障者亦可能加入
保險，而以退休方式，領取老年給
付。老年給付部分，各社會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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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年資累計、所得替代率各自分
立。
此外，各職業亦有其退撫制度，如勞
工退休金、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等。各職業年金規範之失能
給付、退休給付資格，亦有所不同。
綜上所述，台灣目前社會保險與職業
年金，對於身障者之失能與老年經濟
安全保障未能有一致性作法，職業類
別中存在高度差異，如何確保身障者
之社會保障權益，值得進一步檢視與
修正。

住宅法

住宅法訂定：「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
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
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分之三
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
者」
。30%為所有社會經濟弱勢者共同
分配，考量身心障礙者因障礙因素而
較一般人高的額外支出與經濟弱
勢，應明訂給予身心障礙者之社會住
宅比例。

11.參與政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

治

細則

1.

有關第六條防範選舉人重複投
票或冒領選舉票辦法：投票所領

與公共事務

票處管理員於發票前，核對前來
投票選舉人之容貌與身分證是
否相符、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防範選舉人重複投票或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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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選舉票辦法

日等選舉人名冊資訊；與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有關選
舉人登記規定，以 CRPD 第 29
條政治參與權利內涵，建議選舉
票之選舉人名冊統計，加入身心
障礙人口與非身心障礙人口比
例統計項目。
2.

為確保促進社會參與及政治參
與，落實 CRPD 第 29 條政治參與
權利內涵，在結構指標對於身心
障礙者的投票權和參政權保
障，建議將多元投票的機制、無
障礙可近性之投票環境、參選人
政見資訊發表的普及與易讀版
本，列入法條內容。

表 38 各別指標內，所建議之行動計畫
對應台灣 CRPD 指標

具體行動計畫建議
1.

增加支持社區生活服務相關之預算與人力，並建立
追蹤服務使用情形資料庫。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2.

輔導機構式服務轉銜至社區融合式服務計畫。

3.

重新修訂個別化輔具申請之法規、可選擇性和補助
規定等。

1.

各級與各專科醫事人員，重新規劃針對障礙者醫療
健康服務的課程內容與訓練，課程內容中需要包括

健康權
針對障礙者醫療知情同意的過程、方法與內涵。
2.

針對基層診所可近性與無障礙設施改善，重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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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台灣 CRPD 指標

具體行動計畫建議
獎勵或獎助辦法，以五至十年為期，編列預算改
善，以提升基層診所與藥局的無障礙可近性。
3.

修改與增訂健康醫療與公共衛生各種統計資料
中，增加身心障礙身分欄位，以利障礙者與一般人
口之互相比較資料收集。建議每年定期發布具有身
心障礙身分證明國民健康狀態報告，由健康保險資
料庫串聯身心障礙國民身分，做數據分析與統計趨
勢。

工作與就業權

1.

培力各地勞工行政人員，使其具備障礙意識。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

1.

培力全體公務人員，使其具備障礙意識。

1.

相關拘留場所人員之訓練應為可儘速實施身障權

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
利訓練。
1.

提供各級司法人員深入且持續，有關障礙者各項認

識與協助之訓練課程。
獲得司法保護及
司法體系近用

2.

建立各地方與各級之免費障礙者法律扶助體制，以

協助障礙者能獲得確實的保護。
3.

修改與建立司法體制內，各項程序的合理調整規範

與內容。
1.
教育權

培力教育部與各地教育局行政人員，使其具備障礙
意識。

2.

透過修正特殊教育法，去凝聚特教學圈與實務工作
者對「融合教育」理念的共識。

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 1.社會保障、削減貧窮、社會服務、住宅等相關業務承
保障
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

辦人員參與繼續教育與訓練。
1.培力全體參與選務工作者、公務人員，使其具備障礙
意識。

265

三、

研究限制

本項研究計畫是延續前期計畫而來，如果一個國家社會企圖經由簽訂與推動
人權公約提升國民的人權水準，最根本還是要整體社會需要具有相當程度與足夠
數量國民具有權利意識和素養。就當前的台灣社會福利制度而言，身心障礙人口
具有內部多樣性、岐異性及制度斷裂，與服務不連續和障礙團體欠缺良好公共政
策素養的特質，任何改變都期待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而很少內省自問障礙者真
正的不平等地位來自何處?是否個別障礙者的經驗累加就等於整體障礙人口的處
遇呢?這些基本問題很少被提到公共場域辯論與討論。因此，公約推動的本身侷
限在修整當前制度，框架視野與局限可能的各項選擇性，成為根本的問題。
本研究在極短的期限內，要針對公約龐雜的內容理出各條文內部邏輯與條文
之間的連接與理論上的邏輯，就需要相當的時間消化各項研究文獻與委員會所發
布之各項報告與意見，因此只能針對條文本身的內容作初步的整理與討論。無法
就細緻的內涵與法條之間的跨條次意見做深入的處理。
台灣 CRPD 人權指標基本上分為，本身具有長期推動經驗的指標，可以發
展出量性資料，做為比較基準，例如障礙者的健康權利各項使用與進步指標。但
是有些指標對台灣社會是新的嘗試與領域，例如司法近用，就需要建立質性內涵，
與相對的服務和政策，下階段才有能力發展量性指標。指標間的既有發展基礎不
同，也造成基本比較的不容易。
在公約中很核心的障礙者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在台灣推動的背景不同，自
立生活服務與概念的推動，往往需要由家長入手，也就是讓家長意識到長期來看
需要讓障礙者能自立前提是家長的放手與準備。障礙者本身也需要各種的準備與
心理上調整，絕非公約中所列出的選擇自己做決定的空間與項目。因此，公約重
視的重要條文在台灣則需要由根本的社會文化角度理解，才有辦法推動。指標內
涵的建議與未來落實的建議，條文與條文間的差異過大，也是研究團隊面臨的困
境。
公約中的每個條文，都需要由社會層面、運動層面、政策與法律等層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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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年的時間，研究團隊盡可能地將各種角度與知識納入討論過程，接著採
取歸納法，只能盡量地涵蓋未來推動的可能，而無法確實地確認出體制不足與資
料不足所帶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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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建立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與基準-工作摘要
(一)共識會、工作坊、焦點座談執行摘要
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1. 針對間接歧視之法律、政策，或是執行
上看似中立，但是卻無法考慮進身心障
礙者的特殊性，而導致直接的傷害或對
共識會會議
第5條

平等和

108.11.22

不歧視

09:00-16:00
書面提供資料

他們行使權利有不對等的影響，進行修
改。
2. 平等與保護障礙者不受歧視對待，無論
是來自或基於障礙的歧視或其他的歧
視。
3. 針對達成降低社會對障礙者各種歧視態
度與偏見的做法、政策的成果，放入國
家報告。
1. 結果指標主要是就後果去檢視：政府在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的施政是否奏效，是
否讓人們用更正向的方式來觀看與對待
多樣性
第8條

和意識
提升

共識會會議

障礙者？如第一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

108.11.22

員所建議的，我們可以從對障礙者敵意

09:00-16:00
書面提供資料

性語言與行為的監測著手。
2. 建議在下一期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
及需求調查」中增列跟結果指標問項 3
相關的障礙者對敵意行為之「主觀感受」
問項，即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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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3. 建議教育部及 NCC 處將障礙歧視的消除
視作重要施政目標，並參考本研究團隊
的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建立相關施政
的官方數據通報系統。
1. 交通部路政司自納入年度計畫的行動方
案中，增加公路局無障礙交通 APP 優
化、無障礙交通統計數據、偏鄉服務人
力情形、在人力培訓上對於新進員工提
升障礙敏感度的部分。
2. 金管會針對繳交的檢核表，補充投入與
推動無障礙的具體縣市分部、資源分配
情形，並適時揭露相關統計數據。另針
共識會會議

第9條

對納入年度計畫的行動方案中，加入（1）

可近性

108.11.22

金融無障礙引導連結與資訊，統一公告

和外出

09:00-16:00

於金管會網站，以利民眾使用。（2）提

移動交

第一次工作坊

高可近與可使用性的網路銀行功能，與

通

109.05.08

實體機台設置地點行動方案，例如：便

09:30-12:30

利商店中的語音機台（2）同樣在人力培
訓設計上，對於新進金融業員工需提升
障礙敏感度。
3. 教育部研議未來大學校園內的網路學習
平台介面與老師上傳之檔案格式等需因
應身障生的個別性提供具有無障礙形式
與格式之課程教材。其次，敬請提供實
體課程教師在不同課程上合理調整教材
建議，例如：視覺障礙者可以參與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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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育活動課程。第一步可能需要先行調查
有多少不同障礙類別身障學生被取消體
育課程或是戶外教學等課程。再提供未
來計畫加入虛擬或是遠距教學平台供身
障者可以選讀。另外請調查各級學校，
包括大專院校等不同學制中就讀的身心
障礙者人數與類別統計，並研擬大專院
校資源教室對心智障礙者易讀需求的推
廣，以及協助加強授課教師以及課程支
持員認識協助身障學生學習的方法。
4. 文化部針對繳交的檢核表，補充場館/硬
體設施等相關無障礙四年來改善的成效
與相關作為。建議未來推動借用場館辦
理活動的軟硬體無障礙規範、訂定相關
障礙者固定的支持措施，包括：引導人
員的排班穩定性。另需定期統計身心障
礙者的文化消費需求與狀況調查，以了
解軟硬體設施的需求，例如：易讀版或
是場館設計等方面的使用情形。
5. 內政部營建署針對繳交檢核表，補充規
劃未來逐年實踐程度、並統一訂定標
準，扮演監督者角色，並補充各縣市政
府的相關統計數據。
1. 部分部會對障礙概念與 CRPD 內容認知

第 14、

人身自

共識會會議

15、16、

由與身

108.11.22

尚待釐清與建立，實需於結構指標加入

17 條

心完整

09:00-16:00

行政人員之教育訓練，以使身障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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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性

書面提供資料

能為政策執行者瞭解，進而落實與相關
政策規劃與計畫執行。
2. 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人權指標之結果
指標多為統計資料，許多僅需在目前公
務統計基礎上增列身障問項，或界接衛
福部資料庫，或其他資料比對方式，即
可建立。建議此相關主責部會應儘速收
集相關資訊，以作為修正與方案執行依
據。
1. 司法院提供必要修正之具體內容，並確
實明列：
（1）公部門可以提供之必要支持服務項目
（2）未屬於司法院範疇，無須提供之項目
並擬定相關規範以確保實際執行可能性，並

獲得司
第 12、

法保護

13、 14

及司法

條

體系近
用

共識會會議
108.11.22
09:00-16:00
第一次工作坊
109.06.12
10:00-12:30

針對指標檢核表，補充未來的年度計
畫、預算配套等方向。
2. 矯正署、警政署針對身心障礙者受到警
察/監所人員不合理對待之實際狀況進行
調查，並統一以身心障礙手冊為身障者
認定的統計/分析依據。未來配合監獄行
刑法，研擬合理調整的表格與規範，未
來以申請人數、使用/提出調整需求之人
數去做統計。
3. 針對資料庫統計：第一步先以擁有身心
障礙手冊之對象為主，同步串聯不同的
公部門統計數據做勾稽，跨部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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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庫必須建立。
1. 衛福部心口司回應心智障礙與精神障礙
於社區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項目。
2. 衛福部支持服務科另補充結果指標 8 之
回應，可與前一年比較個別化輔具需求
尚未被滿足之比例，並且與前一年比較
第一次工作坊

第 19 條

需求的滿足程度是否有提高。

自立生

109.03.06

3. 衛福部支持服務科另補充過程指標 7 之

活與

10:00-12:30

回應，社區化中個人化協助支持的提供

融合社

第二次工作坊

人力比情形；我國手語翻譯與聽打服務

區

109.04.20

統計已載於 CRPD 國家報告，請衛福部

09:30-12:30

社家署身心障礙組權益發展科調查手語
翻譯員具備外語手語能力的情況。
4. 衛福部機構輔導科另補充結果指標 2 之
回應，需提出機構服務分類及服務人數
縮減之計畫與期程、預算等，缺乏預算
逐年變化的趨勢。

第 24 條

教育

第一次工作坊

1. 特教學校中要放入 CRPD 意識的訓練。

109.02.14

2. 補充推動融合教育的相關年度計畫、培

10:00-12:30
第二次工作坊
109.03.20
10:00-11:50
第 25、26
條

健康

訓計畫、執行情形等。
3. 就師資培育課程中就達到標準各校的數
量看每年融合教育進步的狀況，並加入
融合教育的具體內容。

第一次工作坊

1. 心口司將身心障礙者口腔衛生的相關計

109.01.16

畫或執行進度放入明年的國家報告。

09:30-12:30

2. 健保署於年度公告的統計資料中，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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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第二次工作坊
109.03.13
13:30-15:45

出身心障礙族群的統計資訊。
3. 國健署規劃並具體列出身心障礙者健康
促健計畫；並在某一年的國民健康狀況
調查裡加重身心障礙者的比例抽樣。
4. 統計署在未來將進行的健康統計，應針
對身障者相關問題增加問項、或考慮單
獨進行調查；未來再增加身心障礙者與
一般人口的比較。
5. 各部會間的政策協調，建議國發會介入。
6. 身障者受刑人醫療費用部分，法務部矯
正署就算還沒有編預算也要寫行動計
畫。
1. 勞動力發展署可作為此指標的行動方案
進行撰寫面向：根據 CRPD 精神建立工

第一次工作坊
109.02.27
第 27 條

工作與

10:00-12:30

就業

第二次工作坊
109.03.20
13:30-15:50

作場所合理調整基準內涵與規範、根據
CRPD 第 27 條及第 3 條精神，逐年增加
職場障礙歧視申訴措施之完善度及改善
狀態、根據 CRPD 第 27 條精神，逐年增
加工作輔具、交通輔具及職務再設計之
提供足夠性。
2. 針對結果指標第 2 項，建議補充非典型
工作投保和實際上投保的落差，可利用
政府公務統計進行數據結合。

第 28 條

適足之

第一次工作坊

生活水

109.02.27

準與社

13:30-15:30

1. 身障者普遍收入無法支應基本生活支
出，請勞動福祉退休司研擬基本所得替
代率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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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第二次工作坊

2. 勞動部收入薪資調查可以合併衛生福利

標
會保障

109.04.20
13:30-15:30

部之身心障礙狀況調查，蒐集各項工作
服務、教育訓練、補助等資料。
3. 延請內政部營建署國宅組就城鄉差距，
實行不同程度補貼措施，並提供自有住
宅、租屋比率資料。延請主計處就現有
調查加入該題項。
4. 延請退撫司提供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
礙者就勞保、勞退、國保、公保的資料，
並請發公文向衛福部申請身心障礙者母
體資料才可進行比較，只要有保公保、
年金的人的資料都一律提供。
5.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已有資料，再行提
供過去一年身心障礙者和非身心障礙者
的貧窮率變化情形。
1. 眼同投票代為圈投措施在 2021-2025 行動
方案與預算要提出來，而統計資料這一

第一次工作坊

第 29 條

政治參

109.02.14

與及

13:30-16:00

參與公

第二次工作坊

共事務

109.03.13
10:00-12:30

欄備註下一次開始蒐集。以後對選務人
員的訓練要加入公設陪同人的方案，以
及加強對民眾的宣傳。
2. 可以透過中選會去年提供的 9 項選舉無
障礙措施所花的經費，來看選舉無障礙
環境的投注情形，並從檢核符合比例來
看每年進步狀況。
3. 候選人登記時可以詢問是否為身心障礙
者的身分，原因用 CRPD 來說明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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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個人質疑隱私問題。
4. 人民團體提案在選舉人名冊上要有身心
障礙者註記的需求提到行政院身權小
組；公設協助人讓身心障礙者在投開票
所的現場可以取得支持措施的需求資
訊。
1. 政府應遵循 CRPD 第 4 條規定之國家義
南部場焦點座

務與責任，包括各專業人員的障礙意識

談

訓練（例如:公務人員、交通運輸服務人

109.07.03

員、輔具、工作、警務單位等）
，並放入

10:00-12:30

多樣性與意識提升結構、過程指標的問

北部場焦點座

項，做增添與加強、並納入各部門人員

談
109.07.08

教育課綱。
2. 有關地方政府外出移動交通改善、悠遊

11 項台

10:00-12:30

卡半票姓名標示與樣式選擇、提供公車

第 1 條~

灣

專家焦點座談

司機獎勵金等措施，將意見帶回至交通

第 29 條

人權指

109.07.08

部，也會再全面審視指標的問項。

標

14:30-17:00

3. 整合焦點團體中各位夥伴針對交通運輸

東部場焦點座

無障礙的反映，屬於公約第 9 條實施的

談

基本國家責任義務，也牽動台灣人權指

109.08.19

標中-平等不歧視、可近性和外出移動交

10:00-12:30

通的範疇，上述皆放入指標的撰寫內容

統計會議

中。

109.08.25
10:00-12:30

4. 針對法律面：使用無障礙停車證、到相
關開罰，將無障礙設施的罰則與標準，
放入結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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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5. 台灣各項指標問項，放入「城鄉差距」
的相關內容，主要針對中央層級各部會
為主，縣市層級則已委託案外的意見管
道做反映。
6. 建立統一的身心障礙者申訴管道，研究
團隊會在討論如何將此目標放入指標問
項中。
7. 針對健康權，將負壓隔離病床缺少無障
礙設施、其他無障礙設施醫療設施滲透
率兩個面向，加入指標的撰寫中。同時
對於醫療專業人員的障礙意識訓練，確
保包含了多重的障別與類型。
8. 有關意識提升、教育權的部分，除義務
教育課綱、教師教程納入 CRPD 意識
外，希望教育部參照 CRPD 第 24 條，讓
隔離式的特教學校/特教班，擁有轉型的
方式與行動方案，並督促落實真正的融
合教育。
9. 針對合理調整權利，除了被放入現有等
不歧視的結構指標、教育權的特教部分
外，也將「輔具」放入健康權合理調整
的指標內容，並改善輔具審查會議中缺
乏身心障礙者完整自主參與，違反 CRPD
公約精神的狀況。
10. 針對資訊近用的部分，將問項內容做出
更細緻的調整，包含：頻率、字幕/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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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人權指

活動執行

備註（工作坊結論或書面資料結論）

標
畫面的實際提供細部的服務情形，皆放
入撰寫內容。
11. 資訊可近性的部分，將尋求放入「監督
機制」的機會，目前尚未確認能放入指
標哪一項問項中，但至少能呈現在總體
建議中。
12. 助聽器給付增加的部分，納入指標的建
議，至於人權指標問項則使用一些主觀
表述，例如：
「如果在需要時，是否可以
取得？」等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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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群會議召開情形

日期

人數

決議事項相關

108.09.03

7人

共識會籌備、工作坊分工、人權指標議題討論

108.10.04

7人

共識會細流、指標分工、邀請的政府部會清單

108.10.25

5人

共識會議教材

108.11.25

6人

共識會細流

108.12.13

10 人

CRPD 人權指標 12 場工作坊時間與邀請名單

109.01.09

7人

工作坊之教材初稿

109.02.06

7人

討論共識會議的 5 個指標細節、報告各組教材

109.03.27

7人

期中報告內容與分工事宜、共識會議的指標處理

109.04.24

11 人

指標的部會回應，後續因應方案
是否要再加 1 場針對學者意見蒐集

109.04.30

10 人

期中報告與期末報告的撰寫及分工模式

109.05.15

8人

期中報告撰寫、延長人權指標案履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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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11

10 人

工作坊/焦點團體籌備情形

109.07.09

8人

焦點團體資料-初步討論處理策略

109.07.31

11 人

期末報告撰寫

109.08.19

9人

期末報告撰寫

109.09.23

10 人

期末報告修正與調整、指標細項、操作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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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會議建議調整內容
CRPD 實務研究中心林灯偉、黃木擇記錄
委員建議

本會回應說明

第二期計畫審查：
各機關參與名單：

去年結論性意見追蹤會議一連召開八場，已經在各

1.

公部門哪些人、哪些層級要來？

機關形成熟知自身業務與 CRPD 相關的對應的窗

2.

如果指標對應的與會單位較多，依據什麼挑選 口。
與會單位？

3.

如何在職行過程中讓參與的公務人員有意
願、有使命感參與？

4.

請說明邀請單位和對應議題，確保與會人員與
主題相關。

5.

每項指標都應該邀請所有部會，包含原民會、
客委會、國防部、地方政府、宗教法人參與。

6.

指標建構應該由下而上，應蒐集最基層單位例
如福利機構、學校、醫院等單位的意見。甚至
指標應試用於基層單位，確認能否實際執行？

7.

建議協請社家署發公文給各機關之作業期程
應提早安排。

專家學者參與名單：
1.

參與專家學者、身心障礙者代表是依據去年研究案

學者專家名單可增加靜宜大學之張秀玉教授 參與德菲法的名單，會隨計畫逐步執行擴充名單。
（早療背景）、雲林縣老人福利保護協會之林
金立董事長、成大、高醫等教授……等等，可
更開放多元邀請實務的專家。

2.

邀請的學者專家如何對應指標與會？

1.

指標應該更明確可執行。

2.

「『合理調整』加入法律」如果用詞定義模糊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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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調整應入法。
透過預算分配讓安置機構逐步被社區式服務

委員建議

本會回應說明

將無法讓公部門執行。

取代是 CRPD 委員會的意見，拉長時程才能讓

「將機構式照顧預算轉移至社區的比例」如果

這目標可行。

機構安置需求仍持續存在，如何要求經費轉 3.

傳媒的歧視性用語是否有減少做為反推障礙

移。

意識提升的指標。具體可測量的指標才能讓通

「使用身心障礙歧視性語言關鍵字的次數」如

傳會執行。

何呈現，民眾對身心障礙的意識提升比查詢關 4.

結論性意見追蹤於 2018 年經過多場會議討論

鍵字重要。

形成，2019 年行政院身權小組審認，並有政

5.

如果指標爭議大怎麼辦，是否會加開場次？

府研考機制確保執行。人權指標會參照結論性

6.

研究團隊是否會先盤點，哪些指標目前已經有

意見，讓指標跟結論性意見可以落實。

3.

4.

內容可以提出？
7.

用什麼標準挑選本案最後要提出的三十多項
指標？

8.

本研究應結合應用 CRPD 初次國家報告結論
性意見追蹤。

經費：
1.

1.

專任研究助理薪資扣掉勞健保費用後，應超過
三萬。

2.

專任研究助理薪資應以 13.5 個月計。

3.

兼任研究助理可以不用聘滿兩人。

4.

專案管理費編列超過。

5.

場地費未編列。

6.

建議經費概算表重新調整。

專任研究助理月薪資將調整至三萬以上。（已
修正）

2.

場地預計優先使用公部門及伊甸自有場地，故
未編列經費。（已修正）

3.

但相關經費概算將於得標後依社家署規定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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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本會回應說明

分工細節：
1.

1.

每場工作坊由主持人和協同主持人分工負

老師們分工主持工作坊，最後如何統整、配

責，計畫主持人仍會參與、檢視每次工作坊的

搭？

資料。

2.

說明共識會議與工作坊如何交錯辦理？

3.

專任研究助理同時在學又在伊甸工作，任務安

節，明確的機關名稱、層級、預備的素材和參

排上是否為「專任」？

考資料會在研究群會議詳細討論規劃，有哪些

兼任研究助理不能只做行政核銷。

指標已經有資料的也會在事前盤點提出。

4.

2.

3.

每個月會召開研究群會議，討論專案進行細

回應 CRPD 精神，所有決定都要有身心障礙代
表參與，不排除共識會議也有身心障礙團體參
與。

4.

助理工作安排將按衛福部及伊甸規定，若本案
得標，將依工作內容進行調整，為專任助理。

加值服務：
1.

CRPD 種子講師為伊甸基金會 2018 起由王國羽老

共識會議只有一場不夠，建議增辦一場教育訓 師用 UN CRPD 教材培育實務工作者講授 CRPD 概
練做為加值服務。

2.

念知識，目前有十三名不同縣市的實務工作者擔任

工作坊可涵蓋教育訓練性質做為加值服務，例 伊甸基金會 CRPD 種子講師。
如可將工作坊包裝為研討會辦理。

3.

伊甸 CRPD 實務研究中心、講師有誰、背景為
何？

第二期期中審查：
指標：
1.

期中報告審查過後，團隊挑選健康權、工作權與自

請研究團隊針對 11 個權利項目，分別建置 3 立生活三項指標做深入的討論與分析，這三個指標
個可立即採行的部分，共計 36 個；針對不能 負責推動部會都是單一主管部會，且為基本的障礙
立即採行的指標，排定可著手蒐集資料之時 者權利，這三個指標我們針對第一期計畫的結構、
程。另外請挑選 2 至 3 個權利項目，深入訂定 過程與結果指標，再根據 CRPD 委員會提出的指標
指標內涵、名詞解釋及操作型定義，做為示範 要素，精簡指標內容與建議具體的行動計畫做為未
性指標。

來政府投入資源的根據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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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2.

本會回應說明

請研究團隊衡酌是否於本案加入聯合國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概念，如經討論暫不
加入上開指標，請敘明理由。

3.

請研究團隊將委員意見納入未來研究之參
考，並依期程繳交期末報告及出席期末審查會
議。

1.

為增加本案報告內容完整性，請研究團隊於期 已分別置入附錄，確保報告內容完整。
末報告中，回應第 1 次評選會議委員詢問內容
之處理方式，並且敘明經費執行情形。

1.

為能提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可操 於 8/25 執行統計室會議，邀請各部會之統計單位
作性，請研究團隊針對主要統計資料庫，提出 進行更細緻的討論，並將相關回覆視為期末最後調
具體權責單位及建置種類。

2.

整依據之一。

為使結果指標內容更契合各部會現行資料蒐
集情形，請研究團隊研議是否需邀請各部會之
統計單位進行更細緻的討論。

1.

針對期中報告內容，請研究團隊就格式排版、 已修正。
論述架構進行潤飾及校對。

第二期期末初版審查：
1.

需求說明書期針對各項權利項目，分別建置 3 已提出各項權利項目之建議優先採行指標，並彙整
個（或以上）可立即採行的指標，共 36 個， 統計資料庫建議統計類型、對應權責單位。
請研究團隊具體提出，另為提高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人權指標可操作性，請研究團隊針對主
要統計資料庫，提出具體權責單位。

2.

為瞭解本委託案研究全貌，建議研究團隊增加 已將上述內容分述於報告正文中，並統一說明臺灣
「研究方法」、「運作機制」、「人權指標的侷 指標之建置依據、架構、定義及資料來源等。
限」
、
「研究限制」及「結論與建議」以利更清
楚未來如何運用於各部會層級。另請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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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本會回應說明

釐清建立指標的目的為何，並試說明建立指標
的理論依據、架構、定義及資料來源，且建議
各 指 標 之 統 計 資 料 加 以 分 組 分 析 （ data
disaggregation）呈現。
3.

全面檢視結構指標、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 3 於指標初步建置的侷限下，對於指標內容之特定名
項指標項目之定義，並確認各指標內容對應到 詞、指標意涵做出說明，協助指標的使用、閱讀理
合適之指標項目，另應評估指標內容是否符合 解無礙。
實務執行情形，針對特定名詞提供說明（如：
何謂社區支持）。並針對「自立生活與融合社
區」
、
「健康權」及「工作權」3 個權利項目之
各項指標內容，提供操作型定義。

4.

請研究團隊針對聯合國 CRPD 人權指標要素 已統一修改。
文本（期末報告表 1 臺灣 CRPD 指標各條次矩
陣）進行翻譯，並維持專有名詞的一致性。如：
attribute 於文本中出現「指標要素」及「特質
要素」等翻譯。

5.

多項指標建議測量身心障礙者的主觀感受， 於指標建置的侷限下，對於指標特定內容：主觀感
如：自覺、自認、接納及認為等，請研究團隊 受等做出說明，協助指標的使用、閱讀理解無礙。
針對如何測量主觀感受，提供操作性建議。

6.

文本出現不同論述格式、字型及勘誤之處，請 已按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
再次進行潤稿及校對，以符合衛生福利部及所 定之委託研究成果報告格式做修改。
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之委託研究計
畫書規定。

7.

請研究團隊將委員意見納入撰寫期末報告參 已納入委員意見做調整。
考，並於 9 月 29 日前繳交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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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情研究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我知道研究計畫內容且同意參加)
謝謝您願意參加這個研究計畫，下面這個表格，說明這個研究的內容，希望幫助
您在研究進行前，了解研究內容。
若是您對此研究有任何問題，歡迎您提出問題，我們將為您做詳細的說明。
研究計畫名稱：108 年度委託辦理建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與基準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
主要主持人：王國羽教授、黃秉德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洪惠芬教授、李宜興助理教授、潘佩君助理教授
※聯絡人：林灯偉專任研究助理

電話：
（02）2230-6670＃7009

一﹑研究目的：
(一)

與政府各部會研擬我國 CRPD 人權指標可先採行的部分，使政府機關

後續能依這個研究案做出的成果，做為撰寫下次國家報告我國落實 CRPD 的
依據。
(二)

提出我國得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或能促進與支援之身心障礙人權指標，

俾利符合 CRPD 第 32 條之規定。
二﹑研究參與者之人數與參與研究相關限制：
焦點團體訪談邀請的是對於自身權益有一定認識的身心障礙者、利害關係
人。焦點團體訪談邀請的是對於自身權益有一定認識的身心障礙者、利害關
係人。邀請名單優先以「106 年度建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指標、基準
及政策、法案之影響評估計畫」之參與團體為主，由單位指派身心障礙者或
團體成員參與焦點座談。

三﹑研究流程：
您將參與一場總人數 10 人以內的焦點團體，時間預計持續 2 小時。主持人
會依照預先設定的題目詢問您跟其他人，您可以依照主持人詢問的問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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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想法和經驗。

四﹑研究益處：參加這個研究計畫：
您寶貴的意見與參加討論，可以讓社會更了解障礙者的權利。我們也將給您
2,500 元車馬費。

五、研究潛在風險：保護您的隱私
計畫主持人(我們)會把任何可以辨識您的身分的紀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料加
密處理，不會公開。未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我們仍會根據保密原則，不會洩
漏您的身份。您簽署這份同意書，意思是您同意，參加這個會談的原始紀錄
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
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這些研究人員也承諾，將不會洩露任何
與您身份有關之資料，絕不違反您的身份之機密性。

六﹑研究參與者之保護與補償：
(一) 本研究依計畫執行，除可預期之不良事件外，若因參與本研究而發生
不良事件或損害，由伊甸基金會依法負補償責任。除前述之補償原因
與方式外，本研究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
(二) 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七﹑機密性：
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的身分之紀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密
來處理，不會公開。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仍將保密。您也瞭解若
簽署知情同意書即同意您的原始紀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
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上
述人員也承諾，將不會洩漏任何與您身份有關之資料，絕不違反您的身份之
機密性。

八﹑研究計畫材料之運用規劃、保存期限及到期後之處理方式：
這份研究焦點座談進行過程將錄音，並於會後製作逐字稿(內容會請參加者確
認)。記錄會消除可辨識身份的資料以達到匿名的效果。錄音檔及逐字稿會由
研究團隊保存在伊甸基金會專業發展研究室設有密碼的電腦裡，僅供本研究
使用。錄音檔及逐字稿將於本研究結束後從硬碟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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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參與者權利：
(一) 這份研究已經通過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查內容包含利益及風險評
估、研究參與者照護及隱私保護等，並已獲得核准。如果您在研究過
程中有任何疑問，可以直接詢問研究人員林灯偉，他的電話號碼是
(02)2230-6670 轉 7009；也可以向國立政治大學研究倫理辦公室聯絡請
求諮詢，他們的電話號碼是：(02)29393091 轉 66015。
(二) 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向您說明研究相關之最新資訊，並已告知
可能影響您繼續參與研究之意願之所有資訊。
(三) 計畫主持人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並已充份
說明本研究之內容。

十﹑研究之退出與中止：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您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隨時
撤銷同意，退出研究，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以及任何不良後果。研究團
隊將銷毀您所提供的研究材料。研究主持人或研究計畫資助單位，也可能
於必要時中止該研究之進行。

十一、本研究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無
十二、簽名
(一) 主要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詳細解釋本研究計畫的內容，
以及參與本研究可能帶來的益處與風險。
主要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說明人)簽名：
日期：□□□□年□□月□□日
(二) 我已詳細瞭解上面說的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好處與風險，有關本研究計
畫的疑問，已獲得詳細說明與解釋。我同意成為此研究計畫的自願研
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年□□月□□日

同意書版本/日期：02/2020.01.31

核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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