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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篇 介紹
第一章 背景（發展緣起）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辦理之「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實
務參考指引暨教育訓練計畫」，其宗旨為協助各級機關落實推動聯合國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PD）有關合理調整之政府義務，培養各級政
府 CRPD 相關業務承辦人及醫療服務提供者認識並掌握「合理調整」概念，
期能促進 CRPD 第 5 條平等及不歧視，提供合理調整，如 CRPD 第 2 條所揭
示「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情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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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在實際執行面上，先以 CRPD 第 25 條健康權作為發軔，基於健
康權所揭示之意義：「締約國確認身心障礙者有權利享有可達到之最高健康
標準，不因身心障礙而受到歧視」及「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身
心障礙者獲得考慮到性別敏感度之健康服務，包括與健康有關之復健服務」
來進行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實務參考指引之編撰。
本指引共分兩冊，一為「身心障礙者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合理調整討論
暨案例說明【一般版】
」
，另外為「身心障礙者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合理調整
參考指引實務【一般版】」。「身心障礙者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合理調整討論
暨案例說明【一般版】」著重在名詞定義、國外案例討論及國內身心障礙者
的就醫困難與健康權相關研究闡述；而參考指引實務【一般版】則是針對身
心障礙者在醫療服務使用時會遇到的問題，給予具體的合理調整建議作為；
這兩冊在第一篇的指引目的、使用須知、適用對象及適用時機是重複的，僅
為了再次說明本指引及合理調整之意義。

第二章 指引目的
一、協助本指引使用者了解何謂「合理調整」及「過度或不當負擔」。（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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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第三章建議之適用對象）
二、讓使用者了解無論何時何地，身心障礙者都有權利依據其特殊情況與需
要，向他人提出某種「調整請求」，以便「能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
有或行使各種權利與基本自由」。
三、本指引協助使用者判斷何種情境下，醫療照護服務提供者（責任承擔方）
有責任與此身心障礙者展開對話與協商，一同討論在該具體情況脈絡下
最合適的做法，並為其提供「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
四、本指引將提供「提出合理調整並與服務提供者（責任承擔方）進行協商」
之建議啟動流程，提供服務提供者（責任承擔方）參考並建立其管道，
並主動公告。

第三章 指引使用（須知）
一、使用準則
(一) 使用本指引前，請詳閱本指引第壹篇（介紹），瞭解指引發展初衷及
指引適用之對象、目的、範圍及名詞定義。
(二) 各醫療健康相關服務提供者之各項設施設備、無障礙空間及環境設計
等，即使符合相關設立標準及法規，仍可使用本指引所列各項指引及
相關因應建議，探討各類「合理調整」情境及建議作為。
(三) 根據CRPD第2條及第5條規定，身心障礙者有權利依其具體需要，向責
任承擔方提出「合理調整」請求，以便「能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
有或行使各種權利與基本自由」，也就是說，身心障礙者有權利在任
何情境下向醫療照護服務提供者（責任承擔方）提出「調整」的需求，
以保障其健康權與其他相關權利。
(四) 一旦身心障礙者及其主要照顧者提出調整要求時，醫療照護服務提供
者（責任承擔方）有責任要與身心障礙者及其照顧者進行對話與協商，
共同討論該情形下的最適做法，並提供必要及適當的修改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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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醫療照護服務提供者（責任承擔方）在與身心障礙者討論調整需求時，
經過評估「所有可能的調整措施方案」後，即可判斷身心障礙者的要
求是否會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undue burden），並應舉證解釋不
成比例或過度負擔之理由，倘若醫療照護服務提供者（責任承擔方）
無法證明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且拒絕提供合理調整，相關作為將構成
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discrimination on the biasis of disability）。
(六) 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undue burden）的客觀審查標準：根據2016年聯
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所蒐集的法律及實務經驗，
歸納出幾點準則，本計畫參考《CRPD話重點》第34頁說明相關內容：
責任承擔方（亦即醫療照顧服務提供者）確實可以提出證據，說明該
調整措施不符合下列至少一項客觀標準，那麼拒絕調整便不會構成歧
視：相關性（Relevance）
、比例性（Proportionality）
、可能性（Possible）、
財政上的可行性（Financially feasible）、經濟上的可行性（Economically
feasible）。
1. 相關性（Relevance）：合理調整要求與實現該身心障礙者之健康權
利目的是否具有相關性，倘若合理調整要求與身心障礙者之健康權
無關，則相關要求構成責任承擔方的過度負擔。
2. 比例性（Proportionality）：
(1) 責任承擔方所提出的拒絕「理由」或合理調整的「困難」，與責
任承擔方之能力相比較，倘若拒絕「理由」或合理調整的「困難」
比例太低，身心障礙者之要求不構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責任
承擔方的能力判定包含權利、權限、財力等全面性考量。確定合
理調整是否不成比例或過於沉重時，需要評估責任承擔方所採用
的手段及其目標（即為使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之相關權利）之間
的比例關係。
(2) 該合理調整之評估事項涉及各醫療院所，被要求之責任承擔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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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所涉及合理調整要求之比例性，提出無法執行的理由。
3. 可能性（Possible）：
(1) 若身心障礙者提出的合理調整事項明顯不能實現，包含以目前科
技、時空或人才限制等考量無法實現，則該合理調整要求不具備
可能性，構成責任承擔方的過度負擔。
(2) 評估某項調整（在法律上或實踐中）是否可行，如果合理調整要
求在法律上或實質上不可能提供的調整即屬不可行；
4. 財 政 上 的 可 行 性 （ Financially feasible ） 、 經 濟 上 的 可 行 性
（Economically feasible）：專指責任承擔方因其合理調整事項所要
付出的財務及經濟支出（成本），在已考量公部門相關支持或補助
後，仍無法負荷，依具體精算或證據提出無法執行之原因。
備註：上述標準在實際狀況下被應用或陳述時有可能是相互依存，也
能各自獨立。

二、適用對象
本指引適用對象包含所有醫療保健相關從業人員及服務提供者，以下依
據適用場所、對象及所對應之服務進行定義：
(一) 適用場所包含各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衛生局、
衛生所、衛生室及各科別之聯合診所及單科診所等）、各類保健服務
提供場所等（包含社區義診、臨時性之醫療站等）。
(二) 適用對象包含所有醫療保健服務機構之服務人員（包含志工、櫃台掛
號批價等工作人員及醫院行政人員等）、醫療保健服務專業人員、提
供營養保健諮詢之各類專業人員，以及廣泛健康促進活動種子教師、
健康促進方案之指導員等。
(三) 保健服務內涵包含醫療各項治療、檢驗、檢查服務（包含居家醫療）、
復健服務（包含居家復健及社區復健）、預防保健服務（如各類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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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各類健康檢查及篩檢服務等）、藥物諮詢、特殊疾病諮詢服務、
特殊需求之健康諮詢、任何形式之健康促進及健康營造方案等。

三、適用時機
適用範圍及時機可依「目的」分類：
(一) 教育訓練：本指引可作為各類場所因應CRPD、身心障礙者特別門診、
身心障礙者醫療保健服務之員工教育訓練參考教材。
(二) 平等環境建置：本指引可作為相關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在實踐或建置
合理調整、合理/平等對待、促進平等及身心障礙者人權相關事務時的
參考資料。
(三) 情境判斷及因應：本指引可作為提供相關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在實踐
合理調整、平等對待、促進平等及身心障礙者人權相關事務的實際狀
況時的情境判斷參考資料，包括「何種狀況應提供合理調整」，以及
「何種狀況構成過度負擔」，以及「建議的合理調整措施」。
(四) 本指引可作為合理調整相關研究及實務領域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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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篇 合理調整實務
「身心障礙者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合理調整實務參考指引」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Practice Guide for Health Care Servic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y- General Version）參考日本「大阪府身心障礙者歧視指南第二版（事
例篇）」（平成30年3月）、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訓練手冊/指引（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raining Guide）、各國身
心障礙者健康保障相關法規、國內外身心障礙者健康服務使用現況調查及研
究，以及國內外在醫療保健服務使用上的情境實例等。

情境說明及應用限制
由於各國身心障礙醫療保健政策、醫療照顧體制不同，所提供的醫療保
健各項服務、特性及場域也不同，必須根據不同國情及文化加以調整，靈活
運用，原則上互動過程須以專業、真誠且尊重的態度來進行，對於特殊需求
者的回應也需採取接納、溫暖等正向態度。
本指引所使用之案例，優先選擇醫療保健服務相關範疇進行討論，內容
無法涵蓋所有身心障礙者使用醫療保健服務之各類經驗，所以請使用者必須
先熟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並掌握合理調整及過度負擔之意義，瞭
解身心障礙者在各場域及情境皆有權利提出「調整」要求，責任承擔方有責
任與其進行對話與討論，若能夠調整而卻未調整者，則為歧視身心障礙者，
最後希望能夠將此精神應用至其他場域及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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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身心障礙者健康及醫療服務之困難與合理調整之可行性
本章彙整自108年11月至109年9月間，本研究所舉辦的座談會、訪談及
工作坊等參與者所提供之健康照顧服務使用經驗，以及可能的合理調整做法；
下表之「建議及因應」欄位，僅提供合理調整之可能的部分做法，尚還有許
多方式來進行調整，只要能夠滿足身心障礙者個別性需求，確保身心障礙者
與非身心障礙者一樣使用其服務即可。必須注意的是，目前《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修法方向即以實踐CRPD有關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之請求權為目
標，責任承擔方不得拒絕與身心障礙者討論、協商身心障礙者所提出的合理
調整需求。
此外，本指引無法詳列身心障礙者所有需要合理調整之就醫情境，然而，
只要身心障礙者在接受醫療照顧及健康服務過程，有合理調整之需求，皆可
以提出請求，故責任承擔方必須與身心障礙者討論，並共同討論商議如何調
整才能達到其就醫之目的，確實保障其健康權，但在實務中，還是需要有一
個明確的機制，提供身心障礙者提出合理調整之管道。故第二章則是針對身
心障礙者提出合理調整請求流程進行討論與建議。
接下來本章因應不同的就醫情境，彙整可能的合理調整做法，本研究依
據醫療或健康服務最容易被身心障礙者要求的合理調整面向來做整理，分別
是：（1）臨床照顧服務、（2）醫院組織及就醫流程、（3）硬體空間及設
計三大面向來討論合理調整之可能做法（詳見下表）。
針對下列就醫情境，若責任承擔方拒絕進行該服務之合理調整，則必須
有相對應過度負擔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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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臨床醫事服務及照顧面向
臨床照顧事件陳述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1. 女性身心障礙者因下

過度負擔之條件

1. 移位設計-移位機的 1. 責 任 承 擔 方

肢損傷，以輪椅代

建置。

提出建置移

步；無法坐上婦科診

2. 抹片檢查需要照明及

位機及相關

療椅，故無法進行子

相對應角度，所以只

調整之經濟

宮頸抹片檢查。

要調整光線，醫師可

負擔超出所

 乳房攝影未能站立

以調整角度即使平躺

能之證據。

而無法進行檢查。

也可以進行子宮頸抹 2. 提 出 設 置 移
片檢查服務，只要醫

位機後及該

師有足夠知能就可

執行該措施

以。

後，仍無法滿

3. 乳房攝影：調整高度
之設備。

2. 脊髓損傷患者牙科診

4. 牙科：實施不移位即

療。

可就地診療（在原本
輪椅上）。
5. 升降診療椅的通用設
計。
6. 特殊牙科門診。
7. 牙科要漱口時可以用
彎曲吸管或是小杯子
進行輔助。
8. 個人助理的陪伴。
3. 認知能力受限之身心

1. 藥袋用顏色來分早、

障礙者用藥安全。

中、晚。

 服用藥物時間。

2. 用藥解釋（以圖像示

 副作用等說明。

意副作用）。
3. 盒裝-點字，或觸覺設
計顯示何時服用。
4. QR code給自閉症、精
神用藥、失智用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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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該身心障
礙者的檢查。

臨床照顧事件陳述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家屬了解副作用等。

4. 身心障礙者（認知功

1.

醫院培訓專業人員

能、多重障礙等）無

在健檢前先給智能

法依據護理人員指示

障礙者或認知較低

完成視力檢查表。

的身心障礙者施測

 電子式之視力檢

前教育。

查機器設備難以

2.

靠近，或無法理解

用身心障礙者可以
理解的方式講解。

其指令。

3.

用 手 比 數 字 12345
反而可以理解，然
後施測者自己前後
移動距離進行施測
（某單位已經有實
施成功經驗）。

4.

機器設計成可以前
後移動和上下移動
的方式。

5.

布幕用前後移動
式。

5. 身心障礙者（肢體、

身高與體重相較，體重對

視覺、聽覺、多重障

於用藥評估更為重要，所

礙等）多元需求者至

以體重為必要量測項目：

醫療院所接受全身健

1. 特 製 體 重 測 量 機 器

康檢查。

（例如自動扣除輔具

 身高體重之量測。

之體重機）、移位功

 表單資料填寫。

能之體重機。

 受檢程序。

2. 平躺之測重機。

 其他：一般公司行

3. 座式磅秤。

號簡易健檢。

4. 圖示流程卡。
5. 溝通板。

6. 醫師時常對電腦面對

1. 該科別醫師事前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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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負擔之條件

臨床照顧事件陳述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面，讓聽覺障礙者無

歷紀錄知道該名病患

法讀唇語或是聽不清

為身心障礙者，並知

楚。

道其障礙特性。
2. 採購透明口罩。
3. 手語翻譯員。
4. 用藥講解也很重要。
5. 醫護人員可以使用麥
克風配合聽打螢幕，
並簽訂聽打人員保密
翻譯同意書。

12

過度負擔之條件

二、醫院組織與就醫流程
醫院組織與就醫流程
1. 掛號方式。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傳統上以網路掛號、電話。 1. 單獨窗口處理個別需求。
2. 志工或專人協助掛號。
3. 醫院設置溝通板等。
4. LINE掛號。
5. APP掛號。
6. 易讀網站。
7. 線上文字客服。
8. 視覺障礙者和聽覺障礙者需要
特別考慮不同方式。
9. 個人助理的陪伴。

2. 心智類障礙者較難跟上醫

1. 提升醫病關係和溝通技巧，溝通

護人員講解速度。

並不是社工人員的協助下進行

 智能障礙者。

溝通，而是醫護人員的溝通技巧

 精神障礙者。

要提升，牽涉到醫學教育的基本

 其他認知功能障礙者。

課程。
2. 需要用藥講解。
3. 看診人數不可太多，目前因為看
診人數太多導致每一位病患看
診時間縮短，很難有良好溝通品
質。
4. 給予溝通板。
5. 有陪伴者協助。
6. 由心智障礙者與家屬先準備自
己的醫療筆記本（日誌）於看診
時提供給醫護人員先行瞭解需
要注意的看診事項，以及病況了
解，以免當場溝通不易清楚，或
有記憶上的落差。

3. 期望先了解診療程序再進

1. 參考附件日本大阪府『在醫療機

行檢查動作（醫師或醫護人

構中考慮身心障礙者的指南』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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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組織與就醫流程

圖片/說明

員下一步要對我做什麼）。

調整之建議
件圖卡，製作易讀版診療流程海
報。
2. 建置具有處理身心障礙者經驗
醫師的名單（如具有身心障礙者
接生經驗之婦產科醫師、牙科或
處理過精神病患者相關疾病之
醫師）。
3. 設置身心障礙就醫個案管理師。
4. 提供醫護相關人員教育訓練，了
解難以表達流暢的身心障礙者
就醫需求。

4. 看診流程形成的壓力與緊

1. 居家醫療。

張感進行彈性調整（例如：

2. 療癒室設計。

躁動時需要有休息放鬆空

3. 獨立等待空間。

間舒緩情緒）
。

4. 優先看診（能依照情況提前看

 精神障礙者。

診）。

 自閉症者。

5. 需要受過訓練的陪同者。

 認知障礙。

6. 醫病關係的教育。

 失智症。

7. 住院程序及安置的個別化調整
（例如精神障礙者或自閉症者
因腸胃科或其他原因住院，其安
排上不能跟一般住院病人安排
在一起）（住院時護理站對個案
的認知及包容）。
8. 在預約掛號時就先加註看診特
別需求。

5. 看診流程形成的時間壓力

1. 診療預備室。

需有預備時間。

2. 在預約掛號時就先加註看診需

 肢體障礙者。

求，例如可能需要提早或是延後
看診，或是需配合復康巴士的營
業時間限制，例如有些縣市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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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組織與就醫流程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8點後不營運。

6.

COVID-19 的經驗：

1. 在防疫過程中，針對身心障礙者

 溝通工具。

到院動線考量必須合理調整（例

 正確疫情資訊。

如：防疫期間復康巴士僅在一處

 戶外檢疫。

下車，或只留一個出入口，復康

 需負壓病房治療的流

巴士離門口非常遠，且道路設計

程。

不佳，無法符合身心障礙者需

 輔具與無障礙。

求，建議即使防疫期間，也應該

 照顧者與陪伴者安

要有合理特別規劃合適的通

排。

道）。

 社區控管方式。

2. 戶外檢疫之無障礙廁所設計。
3. 隔離空間更衣的拉簾設計，由於
室內的有攝影機，室外的則完全
空曠，需注意無陪同者、手部無
力者的隱私性。
4. 隔離病房需要有移位機。
5. 陪病標準與方式，有些個案需要
陪同者或家屬協助溝通和照
顧，無法獨自一人進行檢疫流
程。
6. 領取口罩的流程以及藥局無障
礙問題。
7. 無障礙居家防疫旅館的資訊要
透明化。
8. 及時防疫資訊請符合無障礙格
式，例如：領取口罩的方式、什
麼條件要進行居家隔離等訊息
發布管道。
9. 需與該個案之主治醫師與醫療
團隊討論過後才進行檢體採樣
和抽驗等流程，以免引發其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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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組織與就醫流程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狀。

三、硬體空間及設計
硬體空間及設計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1. 背景環境太吵，使助聽器使 聽覺障礙者之助聽設備無法在 1. 診間設計。
用者無法聽清楚。

太吵雜的環境下使用。

2. 助聽設備的提供。

2. 環境亮度及背景顏色對部 光線強度或環境背景花色會造 3. 照明設備充足。
分視覺障礙者造成障礙。

成視覺障礙者之障礙。

4. 獨立診療空間。
5. 隔音設備的改進。

3. 大型醫院檢查項目繁多，院 抽血驗尿、X光及超音波、胃 1. 標示方式-避免不適當的顏
內各檢查單位路線標示複 鏡及大腸鏡等檢查區域不同。
雜。

色、避免標示過高。
2. 陪病機制。
3. 志工訓練。

4. 醫院出入口太多，標示複 有些醫院部分出口僅能通到某 1. 標示方式全國各地一致，對
雜。

些大樓，連通性較低，另一方

於認知功能障礙者不用重

面也並非每一條路都有無障礙

新訓練或是重新適應不同

或導盲功能。

醫院和診所的標示顏色或
是名詞、方式。
2. 訓練引導志工。
3. 出入口地板可以用不同顏
色標示。
4. 出入口都要有地圖搭配。

5. 電梯用途複雜：

1. 標示方式-若有單樓、雙樓

 某些電梯設定到達樓層。

或限定樓層之電梯，同一樓

 固定用途之電梯。

層一定要有一台事全樓層
都有到達之電梯，標示清
楚。
2. 重新分類-身心障礙者專用
電梯（同時也給非身心障礙
者使用）。
3. 電梯面板設計具有清楚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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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空間及設計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識功能。
4. 志工引導。

6.

X光更衣間的空間設計。

包含許多檢查之更衣室設計。

1. 調整至輪椅進出方便。
2. 增加扶手。
3. 也會需要移位機。
4. 上臂力量不足者是否可能
躺著就可以進行拍攝。
5. 增加圖像辨識乾淨衣物及
放置照完X光後之衣服回
收區。
6. 增加易讀標示，例如顏色對
比清楚。
7. 更衣室「正在使用中」的提
示也需要標示。

7. 巡迴車對女性肢體障礙者

1. 車體設計-斜板、升降等設

難以使用：

計。

 子宮頸抹片。

2. 流程設計。

 乳房攝影。

3. 重新打造符合通用設計原
則的巡迴醫療或健檢車，使
用低底盤設計。

8. 社區藥局與社區診所的出

1. 無障礙設計、不論新舊診所

入口，其設計未能符合輪椅

的設立標準皆應包括騎

使用者進出。

樓、門口、內部通道、廁所
等無障礙設計標準，例如：
設立於醫院內及醫院或診
所旁便利商店的無障礙設
計。
2. 請思考，陪同非身障孩子看
診或拿藥者的父母是身心
障礙者。
3. 應在各出入口增設服務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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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空間及設計

圖片/說明

調整之建議
4. 不只是斜坡問題，包括推門
的設計都要修改，許多門無
法自行推開。
5. 參考居家藥來速APP或Line
訂購。
6. 參考身心障礙整合門診之
相關思考。
7. 參考身心障礙友善醫院認
證項目。

第二章 「合理調整」之啟動機制及建議
目前醫療院所並無處理合理調整協調之專門窗口及相關流程，根據
CRPD 精神，本研究建議政府應立法或於醫院評鑑項目中明列：
『各醫療及健
康照顧服務單位必須備有院內合理調整之程序，並必須以海報、單張或其他
方式於明顯處公布，並以身心障礙者可溝通之多元溝通方式來布達，也應明
列於醫院網頁及醫院公告相關明顯處，並確實執行，若未符合規定則易科罰
金或相關懲罰』。若未明列該流程，則可視為責任承擔方拒絕與身心障礙者
展開合理調整之協商，侵害其健康權。
申請流程應提供有合理調整需求者使用，不應限制申請人為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者才能提出合理調整申請，而是依 CRPD 有關身心障礙者之定義開放
相關人申請，但就目前法律規範上，有關違背 CRPD 或因涉及歧視身心障礙
者情事之相關訴訟，仍應以取得身心障礙證明者為主。
一、「合理調整」啟動建議機制
本研究建議應分兩階段來處理，一為申請與啟動機制，二為申訴機制，
身心障礙者有健康照務服務之使用困難時，應依據各醫院所公布之專門窗口
及相關流程向該單位提出，若該單位無法提出合理的回應或調整，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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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負擔說明也未被接受，才進入外部申訴機制（詳見下圖一），以下根據
該流程進行簡要說明：

(一) 內部申請即「啟動機制」
1. 以醫療院所起始點：可以分成於（1）就醫現場提出要求，以及（2）
依據該醫療院所所公布的流程提出合理調整之要求。
(1) 第1類的合理調整要求通常是屬於在臨床健康（醫療）服務當下
所遇到的狀況，所以建議立即於就醫現場口頭、手語及其他能夠
溝通之方式立即提出。
(2) 第2類的合理調整則是在就醫所有過程中，對於涉及流程安排、
環境設計以及組織等相關經驗，提出合理調整請求。建議於醫院
公布之合理調整申請流程的起始點為起點，並可藉由各種形式
（書面、語音、手語、代理人及其他溝通管道）向該醫院提出。
2. 受理窗口：建議透過單一窗口來受理，但提出合理調整申請之管道及
方式可儘量多元，例如電子信箱、申請單、專線、口頭或親洽服務台，
由服務台協助填單，再提交給該受理及處理之單一窗口。此窗口可由
企醫部、企劃室、社工室等單位擔任，惟最後窗口的設立仍應由各醫
療院所公布之窗口為準。若考量醫療院所可行性及整體效率（回應即
時性），亦可與院內醫療糾紛申訴及處理管道結合，以單一窗口方式
處理合理調整協調相關事宜。目前，我國有強制性之法規為「生產事
故救濟條例（規範對象為有提供生產服務之機構）」其第4條第1項規
定「醫院應設置生產事故關懷小組…」及第2項「診所及助產機構發
生生產事故糾紛時應委由專業人士負責提供說明、溝通，並提供協助
及關懷服務。」而此條例第27條更有明訂罰則，「若未依第4條規定
設立，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
下罰鍰。」除了生產事件之外，其餘爭議案件之關懷小組則是基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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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輔導，每年醫療院所需提報計畫至該縣市衛生局說明院內機制與組
織架構，衛生局每年醫院督考時會列入評分項目（但法規無罰則）。
發生醫療爭議案件時，衛生局會責成醫院啟動關懷小組進行作為（每
家醫院細節及步驟稍有不同），同時進行行政調查（請醫院提供完整
病歷與說明），再視後續調查結果進行不同處置。但在目前所發生的
醫療院所醫療糾紛相關事項，民眾大多直接會依據民事及刑事之醫療
爭議訴訟程序來處理。根據行政院107年4月12日所通過「醫療事故預
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草案第5條規定未來「一百床以上醫院應設
醫療事故關懷小組，於非因疾病本身或醫療處置之必然結果所致之醫
療事故發生後，儘速向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說明、溝通，並提供協
助及關懷服務。九十九床以下醫院、診所或其他醫療機構，應指定專
業人員或委由專業機構、團體為前項之說明、溝通、協助及關懷服務」
第5條也同時載明「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因語言、文化因素或有聽
覺、語言功能或其他障礙致溝通困難時，應由受有相關訓練之人員協
助說明、溝通及關懷。」各醫療院所自行提出之合理調整申請流程，
建議必須包含：
(1) 必須標示受理案號，並提供身心障礙者進度追蹤之方式，載明承
辦人員及流程。
(2) 責任承擔方必須設有內部討論調整內容之可行性或替代方案。
(3) 7日內必須有結果，並主動通知身心障礙者。
(4) 若責任承擔方內部討論後，評估該調整內涵符合過度負擔之條件，
則責任承擔方在接案14日（含14日）內，必須舉辦過度負擔／替
代方式說明會，該說明會之參與人員必須有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
責任承擔方（醫院）代表，地方政府社政或醫政代表，法扶相關
人員等。若個案能接受該過度負擔之理由，則結案。若無法接受
則可轉向為外部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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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部申訴管道
1. 受理主責單位：建議設立單一窗口處理，惟考量身心障礙需求多元，
受理申訴之管道應儘可能多元。建議縣市衛生局所和社會局處、申訴
電話1999為皆應接受身心障礙者的申訴，單一窗口可放在衛生局醫政
科（與醫療院所業務相關之局處），並應在接案10日內，由縣市衛生
局成立「合理調整支援支持小組」，該成員應包含各目的主管機關、
外部專家（專業面向及法規）
、及該合理調整要求之相關專家及律師、
衛生局代表、社政代表、個案或個案及其家屬、個案支持性決策者（第
一類輔佐人法）；該小組之召集人應由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擔任，並
負責於30天內召開說明會：由責任承擔方進行過度負擔之說明；針對
過度負擔之所有證明，進行討論與協商。
2. 裁定：結果建議由「合理調整支援支持小組」之外部專家（專業面向
及法規）、該合理調整要求之相關專家及律師、衛生局代表、社政代
表裁定，若裁定結果為責任承擔方仍應進行合理調整，則責任承擔方
應於14日內提交合理調整之整體規劃，包含：「承辦窗口、期程、結
果通知等流程及實施方案，並委由衛生局所、社會局處擔任外部監督。」
若裁定結果為同意此調整對責任承擔方而言，為過度負擔，但是身心
障礙者仍不同意該項決議，認為有造成權益受損之虞，則身心障礙者
得依違反CRPD為由向各縣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提出權益
受損之申訴。

故本研究就上述所提之合理調整協商之申請與申訴起始點，提出建議申
請流程圖如下圖一。

21

圖一、身心障礙者對於健康相關服務之合理調整請求與申訴流程建議圖

醫院／健康照
護服務單位
就醫現場請
求或要求

申訴窗口或櫃臺

進入各照顧服務單位公布之流程*

現場立即滿足其需求

滿足需求

(1)必須標示受理案號，並提供身心障礙者進度追蹤
之方式，載明承辦人員及流程；
結案

(2)義務承擔者必須設有內部討論調整內容之可行性
或替代方案；
(3)7日內必須有結果，並主動通知身心障礙者。

同意執行調整

內部討論後，評估該調整內涵符合過度負擔之條件，則義務承擔方在
接案14日(含)內，必須舉辦過度負擔／替代方式說明會，該說明會之
參與人員必須有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義務承擔方(醫院)代表，地方
政府社政或醫政代表，法扶相關人員等。

身心障礙者
無法接受

過度負擔說明合理調整
替代方案被身心障礙者
接受

接續下頁

*說明：政府應立法或於醫院評鑑項目中明列：各醫療及健康照顧服務單位必須
備有院內合理調整之程序，以海報、單張或其他身心障礙者可溝通之方
式布達，也應明列於醫院網頁及醫院公告相關明顯處，並確實執行，若
未符合規定則易科罰金或相關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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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衛生局所和社會局處、
申訴電話 1999

1. 由縣市衛生局醫政處主責，於接案後 14 天內成立合理調整支援支持小組，成員包含：各目的主
管機關、外部專家（專業面向及法規）
、及該合理調整要求之相關專家及律師、衛生局代表、社
政代表、個案或個案及其家屬、個案支持性決策者（第一類輔佐人法）
；該小組之召集人應由各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擔任，並負責於 30 天（含）內召開說明會：由責任承擔方進行過度負擔之
說明；針對過度負擔之所有證明，進行討論與協商。召開說明會：在小組成立後，30 天內舉辦
討論及協商會議，並由責任承擔方進行過度負擔之說明。
2. 由「合理調整支援支持小組」之外部專家（專業面向及法規）
、該合理調整要求之相關專家及律
師、衛生局代表、社政代表共同裁定。

責任承擔方說明
過度負擔理由

責任承擔方應於 14 日（含）內提交合理調整之進度計畫，
包含：承辦窗口、期程、結果通知等流程及實施方案。

同意
身心障礙者

外部監督：衛生局所、社會局處之處理進度

不同意

身心障礙者認為違反 CRPD：
向各縣市政府身權小組申訴

結案

違反 CRPD：並裁定罰鍰

決議

不違反 CRPD
追蹤列管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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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篇 聯合國各類案例彙編
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1/2010 號

來文提交人：

Szilvia Nyusti 和 Péter Takács（由匈牙利 Tamás Fazekas 律師代表）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提交人視覺障礙者 （ICF: 第二類）

締約國：

匈牙利

來文日期：

2010 年 3 月 11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2010 年 9 月 20 日
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決定通過日期：

2013 年 4 月 16 日

事由：

提交人要求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審議匈牙利未能確保身心障礙者能
夠獲得私人金融機構提供的銀行服務的做法是否違反了《殘疾人權利
公約》規定的義務。

事由描述：

提交人 Szilvia Nyusti 和 Peter Takacs 患有嚴重的視力障礙。他們
分別與當地金融機構 OTP Bank Zrt 簽訂了私人帳戶服務合同。根據該
項合同，他們有權使用銀行卡。然而，提交人無法在沒有任何幫助下
使用自動取款機，因為 OTP 銀行的自動取款機的鍵盤沒有提供盲文
字體鍵盤或語音輔助功能。提交人每年與其他人一樣為銀行卡服務與
業務交易支付同等費用但獲得較少的服務，因為他們並不能夠與其他
視力良好的顧客一樣使用自動取款機所提供的服務。
2005 年 4 月，提交人向 OTP 投訴，要求 OTP 改裝其住家附近的
ATM，改裝自動取款機。這一申訴的依據是 2003 年《平等待遇和促
進平等機遇》第 CXXV 號法律（《平等待遇法》）
，聲稱在該法第生效
之後，OTP 有義務遵守平等待遇要求，向其客戶提供同樣品質的服
務。OTP 拒絕了該投訴。2005 年 10 月，提交人向大都會法院提起民
事訴訟，指控除其他外，根據國內平等立法，OTP 有義務確保對整個
ATM 網絡進行改造，以使視障人士和其他類型的殘疾人可以使用它
們。該案從大都會法院上訴到上訴法院，最後是匈牙利最高法院。
2009 年 2 月，最高法院駁回了提交人的申訴。儘管法院承認，為
視力障礙者設計的自動取款機使視力障礙者處於不利地位，但法院認
為，提交人已經與 OTP 建立了合同關係，並且充分了解相關條款，包
括他們只能由於自動取款機各自的殘障，限制使用它們。據最高法院
稱，提交人簽署了這些協議，同意了其處境不利的地位。
2010 年 3 月 11 日，在用盡所有國內補救辦法之後，提交人根據《公
約任擇議定書》向委員會提交了該來文，聲稱匈牙利法院的裁決具有
其根據《公約》承擔的國際責任。

程序性問題：

平等有效的法律保護以免遭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合理的方便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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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資訊；控制某人自身經濟事務權利時間之理由聲訴的確實程度
實質性問題：

締約國當局未能夠消除一私人信貸機構基於身心障礙之原因施加的歧
視，不能確保視障者與其他顧客平等無障礙地獲得自動取款機提供的
服務

《公約》條款：

第五條第 2 和第 3 款；第九條和第十二條第 5 款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二條第（五）項和第（六項）
委員會指出，
《任擇議定書》已於 2008 年 5 月 3 日在匈牙利生效，
這是在匈牙利最高法院駁回提交人的案子之前。它進一步指出，在《任
擇議定書》生效之後，據稱違反《公約》的事實依據（即，提交人無
權使用由 OTP 的自動櫃員機提供的銀行卡服務）。因此，提交人的主
要申訴是可以受理的。
關於案情，委員會認為，提交人的申訴提出的問題是匈牙利是否
採取了適當措施，以確保視障者能夠使用 OTP 的整個 ATM 網絡。
委員會注意到，根據《公約》第 4（1）
（e）條規定，締約國已採
取“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私營企業基於殘疾的歧
視”。並且，根據《公約》第 9 條，要求締約國採取適當措施，通過消
除障礙與獲取之障礙，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平等獲得向公眾提供的信
息，通訊和其他服務，包括《公約》第 9（2）
（b）條確保向公眾提供
信息或服務的私人實體考慮到殘疾人無障礙獲取的所有方面。
委員會注意到匈牙利承認，視障人士和其他類型的身心障礙者使用
自動取款機和其他銀行服務是一個“實際問題”。匈牙利還認識到有必
要建立監管工具，以激勵金融機構向身心障礙者提供金融服務。在這
結論：

種情況下，作為提交人申訴主題的金融機構（OTP）最近與政府當局
進行了通信，以改造其自動櫃員機網絡，以便在四年內讓身心障礙者
可以使用它們。
但是，正如委員會所觀察到的那樣，這些措施都不能確保提交人
或處於類似處境的人可在 OTP 的 ATM 機上獲得銀行卡服務，這違反
了匈牙利遵守履行公約第 9（2）
（b）條的義務。在此基礎上，委員會
建議匈牙利：
（a）補救這種無障礙的情況；
（b）就提交人在國內法院程序和提交來文中所發生的法律費用，向
提交人提供足夠的賠償；
（c）通過建立具有“具體，可強制執行和有時限的基準”的立法框
架，以監測和評估制定過程的進展，制定私人金融機構為視障
者和其他類型的殘疾人提供的銀行服務的最低標準殘疾人完
全可獲得的銀行服務；
（d）就《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的範圍對法官和其他公職人員
進行定期培訓，以確保將來以對殘疾問題敏感的方式來裁決未
來的申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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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確保立法及其在國內的適用與匈牙利根據《公約》承擔的義務
相符，以確保立法不損害或使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對
任何權利的承認，享有或行使。
匈牙利現在必須在委員會作出決定的六個月內提交書面答复，包
括有關根據委員會建議採取的行動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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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3/2011 號

提交人：

H. M. （由 H.- E. G.先生和 B. G.女士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提交人患有慢性結締組織異常症，也稱埃勒斯－當洛斯綜合症 （英
語：Ehlers-Danlos Syndrome，縮寫為 EDS），導致關節過度活動（關
節過度鬆弛）
、嚴重脫位和半脫位（關節錯位）
、血管受損、肌肉衰弱
無力且長期嚴重神經痛 （ICF：第？類）

所涉締約國：

瑞典

來文日期：

2010 年 12 月 6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七十條做出的決定，於 2011 年 2 月 9 日
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決定通過日期：

2012 年 4 月 19 日

事由：

拒絕批准建造身心障礙者康復水療池，理由是擴建不符合城市發展規
劃。
提交人患有慢性結締組織異常症，也稱埃勒斯－當洛斯綜合症 （英
語：Ehlers-Danlos Syndrome，縮寫為 EDS），因非典型藥物極度過敏
而無法服藥，並且由於病情可能引發的風險加大，提交人無法再離開
住所，也無法被送往醫院或康復機構，在病情還在惡化的情況下，唯
一可以阻止病情發展的康復手段是水療，以提交人的身體狀況，水療
只能在其家中的室內泳池進行。專家建議採取水療治療埃勒斯――
當洛斯綜合症。對提交人來說，這可以改善其生活品質，因為她的關

事由描述：

節將更穩定，將長出更多肌肉，血液迴圈將得到改善，疼痛也將有所
緩解。
2009 年 12 月 7 日，提交人為在其私有土地上將房屋擴建約 63 平米申
請規劃許可。擴建的大部分面積（約 45 平米）位於非建築用地，2009
年 12 月 17 日，Ö rebro 地方住房委員會駁回了建築許可申請。提交人
就 Ö rebro 地方住房委員會的決定上訴 Ö rebro 縣法院。法院於 2010 年
3 月 3 日駁回了上訴。提交人稱自己因締約國行政機構和法院的決定
而受到了歧視，因為這些決定未考慮她在康復和改善健康方面的平等
機會權。她因此而無法享有獲得值得生活的生活品質的權利。

程序性問題：

缺乏支持證據

實質性問題：

《公約》的目標；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合理便利；《公約》的總原
則；《公約》規定的一般義務；平等和不歧視；無障礙；生命權；自
由和人身安全；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個人行動能力；健康；適應訓
練和康復；適足的生活水準和社會保護

《公約》條款：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十九、第
二十、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八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第二條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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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鑒於上述考慮，委員會認為，締約
國末能履行依《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第五條第（三）款、第十

結論：

九條第（二）款、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條本身，以及結合考慮第三條
第（二）
、第（四）和第（五）款、第四條第（一）款（d）項所承擔
的義務。因此委員會向締
約國提出以下建議：
1. 關於提交人：締約國有義務為侵犯《公約》規定的提交人
的權利作出補救，包括重新考慮其修建水療池的許可申請，同時應考
慮委員會的意見。締約國還應就提交人提交本來文的費用向其提供足
夠的賠償；
2. 總體意見：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未來發生類似侵權
行為，做法包括確保本國法律及國內法院適用法律的方式符合締約國
的義務，以確保法律的目的或影響不妨礙或否認對任何身心障礙者權
利的承認或身心障礙者與他人平等地享有或行使權利。
二、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七十五條，締約
國應在 6 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書面答復，其中應提供資料，說明根據
委員會的意見和建議採取了哪些行動。委員會還請締約國公佈委員會
的意見，將其譯為締約國的其他官方語言，並以便於查閱的形式向各
類人群廣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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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4/2011 號

提交人：

Zsolt Bujdosó、Jánosné Ildikó Márkus、Viktória Márton、Sándor
Mészáros、Gergely Polk 和 János Szabó （由殘疾訴權中心，律師 János
Fiala 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智力障礙 （ICF：第一類）

所涉締約國：

匈牙利

申訴日期：

2011 年 9 月 14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2011 年 11 月 1 日轉交
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3 年 9 月 9 日

事由：

締約國當局未消除基於身心障礙原因的歧視；和未尊重保障身心障礙
者與其他公民一樣平等享有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的義務

事由描述：

上述六位提交人均“有智力障礙”並根據司法裁決，被置於部分或全面
監護之下。根據當時適用的締約國《憲法》第 70 條第 5 款，凡被置
於部分和全面監護之下的人不備選舉權的規定，由於他們被置於監護
之下自動形成的結果，諸位提交人的名字被從選舉登記冊刪除。諸位
提交人因法律能力受限，被阻止參與 2010 年 4 月 11 日匈牙利舉行的
議會選舉和 2010 年 10 月 3 日舉行的市政競選。以致提交人長期被剝
奪公民權，不能參與選舉。

實質性問題：

給予平等有效的法律保護，防止基於殘疾原因對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
的歧視

程序性問題：

無

《公約》條款：

第十二條和第二十九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無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依據《公約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
為締約國未履行依據《公約》第二十九條本身，及其與《公約》第十
二條一併解讀所規定的義務。為此，委員會向締約國提出下列建議：

結論：

（a）關於諸位提交人：締約國有義務就諸位提交人名字被從選舉
登記冊中刪除之事採取補救措施，包括對因被剝奪了參與 2010 年
議會選舉權所蒙受的精神傷害以及為提交本來文所支付的法律開
銷提供賠償；
（b）常規情況：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的侵
權行為，包括：
（一）

鑒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6 款和基本法過渡條款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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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 2 款有悖於《公約》第十二條和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考慮
廢除上述法律條款；
（二） 增強承認不必經任何“能力評估”，所有身心障礙者均享
有選舉權的法律，包括那些需要更多支援的人，並為之提供更充
分的援助和合情合理的便利，以便身心障礙者可行使其政治權
利；
（三） 通過確保選舉程式、設施和材料均相宜、可訴諸和便於
理解和使用，以及在必要時，允許應要求協助選舉人他們所選擇
人選的方式，維護和保障身心障礙者依據《公約》第二十九條規
定，實際享有與他人一樣平等的選舉權。
二、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 條，締約國
應在六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一份書面回復，闡明包括任何關於參照委
員會《意見》和《建議》所採取行動在內的情況。締約國還必須公佈
委員會的《意見》，將之轉譯成締約國的官方語言，印製簡易冊本，
廣為分發，以使俾眾周知。

30

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5/2011 號

提交人：

Marie-Louise Jungelin （由瑞典視覺障礙青年人協會和瑞典視覺障礙
協會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盲人 （ICF：第二類）

所涉締約國：

瑞典

來文日期：

2011 年 2 月 18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
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的通過日期：

2014 年 10 月 2 日

事由：

徵聘程序以及對工作場所的適度變更和調整
提交人自出生起就患有嚴重的視覺障礙。她擁有斯德哥爾摩大學
的法律學士學位，以及各類工作崗位的多年工作經驗，包括在法斯塔
警察局將庭審錄音整理成文字和在 Folksam Rättsskydd 處理案件。她
善於依照需要調整的各種電腦和案件處理系統進行工作。2006 年 5
月，她向社會保險局（Försäkringskassan）申請擔任疾病補助和疾病
賠償申請評估員/調查員一職，並於 2006 年 6 月 21 日接受了面試。
2006 年 8 月 25 日，提交人被告知，雖然她在能力、經驗和推薦人方
面都達到了要求，但不考慮由她擔任這一空缺職位，因為社會保險局
的內部電腦系統無法為她的視覺障礙作出調整。據保險局稱，其資訊
技術部認為，在硬體上和軟體上都沒有將電腦系統中的資訊轉換成盲

事由描述：

文的工具。此外，即使採用各種技術輔助手段，部分電腦系統也無法
調整到提交人能夠使用的程度。
提交人向瑞典身心障礙問題監察員報告了這一案件，聲稱她擁有
從事調查員/評估員工作的必要資質；社會保險局本可提供技術輔助
手段和一名私人助理，將她的身心障礙影響降到一定程度，使之不致
影響到任命決定。因此，社會保險局未採取合理的支持性和適應性措
施讓她的工作條件與非身心障礙者相當並能從事這一職位的指定任
務，就是對她的直接歧視，違反了前《禁止工作生活中對身心障礙者
的歧視法》
（1999:132）
。她請求賠償 70,000 瑞典克朗作為一般損害賠
償金，另加這筆錢的利息和訴訟費。

程序性問題：

根據屬時理由可否受理的問題

實質性問題：

平等和不歧視；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工作和就業；事實和證據

《公約》條款：

第五條和第二十七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第二條第（六）款
結論：

1.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認為勞動法院在得出監察員建議的支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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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措施會給社會保險局造成不當負擔這一結論之前，全面客觀地
評估了提交人和社會保險局提交的所有材料；另外，提交人沒有提供
任何資料，可使委員會認定已開展的評估顯然具有任意性或相當於剝
奪公正。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無法認定在勞動法院判決時作出的決
定缺乏客觀合理的考慮依據。因此，委員會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現有事實並未顯示存在違反《公約》
第五條和第二十七條的情況。
2.附錄：5 位委員之聯合意見（反對意見）
（1）“合理便利”的具體目標之一就是彌補實際限制，以增進身心障
礙者的就業機會，因此雇主不能將身心障礙者在行使職能方面的實際
欠缺視為主要的聘用障礙。
（2）我們認為委員會本應認定：勞動法院的判決反映了對“不當負擔”
這一概念的寬泛解釋，對於必須調整工作環境使之適合身心障礙者需
求的崗位，嚴重限制了身心障礙者應聘的成功機會。我們認為，勞動
法院根據 1999 年法對所要求的支持性和適應性措施的評估，支持了
對合理便利的剝奪，導致事實上歧視性地不讓提交人獲得所申請的崗
位。委員會本應認定這一評估不符合《公約》序言部分第（九）和第
（十）段所載的一般性原則，違反了《公約》第五條和第二十七條。
3.達米揚•塔蒂奇的個人意見（反對意見）
我同意聯合個人意見，但不同意第 5 段第一和第二句表述的意見，即
有必要將合理便利對瑞典社會保險局今後聘用身心障礙員工的潛在
影響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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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7/2012 號

來文提交人：

Marlon James Noble（由律師 Phillip French 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所涉締約國：

澳大利亞

來文日期：

2012 年 4 月 12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2012 年 8 月 9 日
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6 年 9 月 2 日

事由：

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行為能力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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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描述：

2001 年 10 月提交人是原住民男性 19 歲時被控對未成年人
進行性侵。2002 年初，提交人珀斯簡易法庭評估他有智力
障礙被還押候審。2002 年 7 月 18 日，被起訴兩項控罪，檢
察機關專家報告指出，提交人可能無控罪抗辯能力。檢察
官認為該報告不具結論性。檢方要求根據再進行一次精神
病評估。僅收到一份初步報告故要求休庭再審批准。提交
人再次被還押哈克監獄。2002 年 10 月 25 日，提交在地區
法庭出庭，法庭決定將在 2003 年 1 月 24 日進行一次應訴
能力聽證會。同一天，提交了 3 名精神病醫生的報告：兩
名醫生的結論是提交人無應訴能力，一名醫生建議再進行
一次評估。上次報告指出，提交人似乎理解對他的控罪性
質，他表示無罪申辯意願。雖然檢方和辯護方都未正式承
認提交人無應訴能力，但它們都對法院說，這種結果是可
能的。法院維持裁定。同時，提交人被還押哈克監獄。2003
年 3 月 7 日，提交人再次在西澳地區法庭出庭。他指出，
該次出庭的所有法庭記錄都已丟失或銷毀。1 法庭認為，提
交人無應訴能力，根據《精神障礙被告法》第 16 和 19 條，
對他下達了拘留令。因此，提交人沒有機會作出無罪抗辯，
法庭未作出有罪裁定。精神病患者被告審查委員會負責監
督對提交人的拘留令，該委員會裁定，提交人應被關押在
格里諾地區監獄。2 2003 年 3 月至 2012 年 1 月 10 日，共
有 10 年零 3 個月。2010 年 6 月 20 日，一名法醫心理學家
對提交人的智力功能再次進行了評估。他的結論是，只要
他得到適當援助，他能夠接受審訊。2010 年 11 月 5 日，法
庭駁回申請。審查委員會定期審查提交人的案件，本可建
議西澳大利亞州長無條件釋放提交人。它未這樣做，儘管
有證據表明，提交人受到嚴重司法不公，故提交人認為，
締約國侵犯了他根據《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十四條第二款和
第十五條享有的權利。

程式性問題：

依據屬時理由可否受理；用盡國內補救辦法；受害人地位

實質性問題：

訴訟權、精神和智力殘疾、行使法律能力、剝奪自由、因殘
疾理由的歧視、限制權利

《公約》條款：

第五條第一款、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二）
項、第十四條第二款和第十五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一條和第二條

1
2

律師指出，西澳大利亞州地區法院書記處於 2013 年 3 月 15 日告知他上述情況。
西澳大利亞懲教局管理的一個懲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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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締約國未能履
行它根據《公約》第五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二條第二款
和第三款、第十三條第一款、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和第十
五條承擔的義務。鑒此，委員會向締約國提出以下建議：
(a) 關於提交人，締約國有義務：
(一) 向他提供有效補救，包括報銷所產生的任何法律費

用，並作出賠償；
(二) 立即撤銷釋放提交人時附加的條件，給予他融入社會

所需要的一切必要支助措施；
(三) 公佈本意見，並以無障礙方式廣泛散發，使各階層人

口都能獲得；
(b)一般而言，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今後發生類似
侵權事件。在這方面，委員會提請注意其結論性意見
（CRPD/C/AUS/CO/1, 第 32 段）所載建議，並請締約
國：
(一) 與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密切協商，對《
（西澳大利

亞州）精神障礙被告法》和所有同等或相關聯邦和州
法律進行必要修正，以確保這些法律符合《公約》原
則和委員會關於《公約》第十四條的準則；
(二) 確保向有精神和智能障礙的人提供充分支助和便利措

施，使他們能在必要時在法院行使其法律行為能力；
(三) 確保向審查委員會工作人員、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以

及議會、司法官員和參與司法機構改革工作的人員提
供關於《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內容，包括有智
能和精神身心障礙者員行使法律能力問題的適當定期
培訓。
10.

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
條，締約國應在六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書面答覆，包
括根據本意見和委員會建議所採取的任何行動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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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來文提交人：
據稱受害人：

第 8/2012 號
X 先生（由律師 Valeria G. Corbacho 代理）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所涉締約國：

阿根廷

來文日期：

2012 年 6 月 22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做出的決定，於 2012 年 8 月 9 日
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4 年 4 月 11 日

事由：

拒絕給予軟禁，拘留條件，獲取醫療服務和及時、充分的康復治療

事由描述：

提交人因聖馬丁第一聯邦刑事法院對他的刑事審判而被審前拘留，
拘留地點在馬科斯巴斯第二聯邦監獄。經該法院授權，他於 2010
年 1 月 27 日接受了脊椎手術。該椎間盤是他 1999 年遭遇車禍之被
摘除的。2010 年 1 月 28 日，提交人發生中風，導致左同側偏盲，
這是一種感官平衡障礙和認知障礙，損傷了視覺空間定向能力。此
外，提交人稱，在脊椎手術期間，鋼板安插後來發生錯位影響食道。
直到轉至兒童神經系統疾病防治基金會（下稱“FLENI”）埃斯科瓦
爾研究所健康狀態才穩定。
2010 年 4 月 7 日，FLENI 研究所告知聯邦刑事法院，提交人的身體
狀況適合繼續作為日間留院病人接受康復治療方案。同日，提交人
提出申請，要求按照《刑法》第 10 條和第 24.660 號法律（經第 26.472
號法律修訂）第 32 條和第 33 條將審前拘留轉為軟禁。
2010 年 7 月 22 日根據第 22.431 號法律向提交人頒發了身心障礙
證。2010 年 8 月 6 日，聯邦法院拒絕了提交人提出的軟禁請求，並
下令將其轉移至布宜諾賽勒斯聯邦監獄中心醫院，之後 2011 年 12
月 29 日，聯邦刑事法院再次拒絕了提交人的軟禁請求，稱無論他被
拘留在何處，都需要前往康復中心；因此，其中蘊含的風險並不會
因為給予軟禁就能得以避免。此外，沒有證據表明，提交人在家能
夠得到充分治療，或者在家治療是避免前往康復中心所蘊含的風險
的唯一方式。2012 年 11 月 12 日至 20 日以及 2013 年 1 月 16 日。
提交人重申了他的申訴。
提交人聲稱，阿根廷違反《公約》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
十四條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二款、第十七條、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
六條，使他成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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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性問題：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合理的便利；平等和不歧視；無障礙設施；
生命、健康、適應訓練和康復的權利

實質性問題：

未用盡國內補救措施，未能證實指控

《公約》條款：

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二款、第
十七條、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

《 任 擇 議 定 書 》 條 第二條第四款和第五款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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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013 年 3 月 12 日，締約國按照《任擇議定書》第二條第四款和第
五款宣佈本來文不可受理。委員會認為，提交人的申訴及其提供的
事實，可能在《公約》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二款、第十五
條第二款、第十七條、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之下引起問題，需
要加以審議；而且這些問題已得到充分證實，表明可予受理。因此，
在可否受理問題不存在其他障礙的情況下，委員會宣佈本來文可部
分受理，並接著審議案情。鑒於本案的情況，委員會認為，由於缺
乏無障礙設施和充分的合理便利，提交人被置於不穩定的拘留條
件，這有違《公約》第十七條所規定的權利。如果被剝奪自由的身
心障礙者有需要，而締約國沒有採取相關措施並提供足夠的合理便
利，則可能構成對《公約》第十五條第 2 款的違反。
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身心障礙者有權利不受歧視地享有可達
到的最高水準健康權；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
礙者能夠獲得醫療服務，包括與醫療有關的康復服務。此外，第二
十六條規定，締約國應當採取有效和適當的措施，使身心障礙者能
夠通過綜合性適應訓練和康復服務和方案，實現和保持最大程度的
自立，充分發揮和維持體能、智慧、社會和職業能力，充分融入和
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本案中，提交人需要醫療和康復服務。
委員會根據《公約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締約國沒有履行
《公約》第九條第一款（一）和（二）項、第十四條第二款和第十
七條規定的義務，因此向締約國提出下列建議：
a.關於提交人：締約國有義務為侵犯提交人在《公約》之下享有的
權利提供補償，對拘留地點加以改造，確保提交人能夠與其他囚犯
同等進入監獄的各種設施並使用監獄的各種服務。締約國還應當償
還提交人為申訴此案而承受的法律費用。此外，鑒於提交人健康狀
況脆弱，委員會請締約國在病人能夠自由選擇同意或拒絕醫學治療
的情況下，確保提交人得到與其健康狀況相符的適當和及時醫療服
務，以及定期接受適合的康復治療；
b.一般事項：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今後發生類似侵權行為，
包括：
(一) 採取相關措施並在收到請求時作出充分、合理的調整，以確保

被剝奪自由的身心障礙者能夠自主生活，並能夠在拘留地點充
分參與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 採取相關措施並在收到請求時作出充分、合理的調整，確保被

剝奪自由的身心障礙者能夠與被剝奪自由的其他人同等進入
拘留場所的設施並使用其提供的服務；
(三) 採取相關措施，確保被剝奪自由的身心障礙者可獲得醫學治療

和康復服務，從而不受歧視地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水準的健康；
(四) 確保缺乏無障礙設施與合理便利不會導致身心障礙

者拘留條件惡化，或造成更嚴重的生理和心理痛
苦，以致可能構成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並影響他們的身心健全；
(五) 向法官、其他司法官員及監獄官員，特別是醫療保

健工作人員定期進行關於《公約》及其《任擇議定
38
書》適用範圍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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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9/2012 號

來文提交人：

A.F. （由律師 Giuseppe Luppino 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罕見疾病: 高雪氏症是一種溶小體神經脂質儲積症，主要是由於 GC
（ glucocerebrosidase） 酵素基因的突變所引起的。症狀因人而異，
最主要為脾臟腫大，但通常不會感覺疼痛；其他症狀包括肝臟腫大、
經常性的鼻血、身體上的淤傷、骨頭酸痛、沒有精神等，並非每一
個患者都有上述症狀，而這些症狀也可能會出現在任何併發症中。
ICD-9-CM 診斷代碼：272.7
ICD-10-CM 診斷代碼：E75.22

所涉締約國：

義大利

來文日期：

2011 年 6 月 4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於 2010 年 9 月 20
日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5 年 3 月 27 日

事由：

招聘程式；歧視性適用關於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國家法規；事實和證
據

40

事由描述：

提交人自幼年起就患有高雪氏病，身體身心障礙達 50%，長期接受
治療。2005 年 12 月，提交人失業並在摩德納省的失業局登記。按
照關於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章程的 1999 年 3 月 12 日第 68/1999 號法
律，他的姓名被列入了失業身心障礙者名單。法律規定了社會保險
稅費減免，並且有為適應身心障礙者的需要調整場所和工作條件提
供資金的制度。根據該項法律第 3（a）條，員工人數超過 50 人的
公共部門雇主應當至少雇用 7%的身心障礙者。3 第 7 條第 2 款規
定，公共部門雇主應將這些職位的最多半數保留給通過競爭考試的
身心障礙者。2006 年，提交人在摩德納和勒佐艾米利亞大學的一個
技術部門任實習生工作。2006 年 5 月 2 日，該大學公佈舉辦一次 C
類競爭考試招收一名科學技工，考試結果於 2006 年 9 月 22 日公佈，
提交人排名第三，分數為 50.5/60。4 由於職位空缺只有一個，提交
人未被錄用。2008 年 4 月 17 日，該大學為一個類似職位，再次舉
辦公開競爭考試。由於該次考試是專門保留給退伍軍人的，所以提
交人不能參加。2007 年 2 月 17 日，提交人向博洛尼亞區行政法院
投訴，請求中止和取消這一公開考試，原因是違反第 68/1999 號法
第 7 條第 2 款。2007 年 5 月 7 日，行政法院駁回了提交人的申訴。
法院說，該大學有權在 2005 年 12 月 20 日同摩德納省失業局簽署的
限定範圍內行事填補 7%的名額，但該協定並不保證該大學挑選和任
用提交人。2008 年 6 月 4 日，提交人就這一裁決向最高行政法院提
出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2009 年 12 月 4 日駁回了提交人的上訴，指
出，為身心障礙者保留的 50%名額並不適用於所有公開競爭考試，
其目的是讓在公共實體中工作的身心障礙者達到某種一般性比例，
對於所涉職位的種類不予考慮。
提交人認為，該大學與摩德納省之間關於招聘身心障礙者的 2005
年協定事實上使《公約》第二十七條、
《憲法》和國內反歧視法的相
關規定失去了效力。

程式性問題：

根據屬時理由可否受理的問題；用盡國內補救辦法

實質性問題：

工作和就業

《公約》條款：

第二十七條

《任擇議定書》條
款：

第二條第（四）、（五）和（六）款

第 68/1999 號法律第 3 條規定，雇主應當視雇員人數而定，在企業中為身心障礙者保留一定名額：如
果企業員工人數超過 50 人，工作人員的 7%應是身心障礙者；如果企業員工人數在 36 人至 50 人之間，則
應有兩名身心障礙者；如果企業員工人數在 15 人至 35 人之間，則應有一名身心障礙者。（根據非正式譯
文。）
4
前兩名候選人的總分分別為 52.5/60 和 51/60 （見 2000 年 9 月 22 日第 595 號公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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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委員會認為，提交人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使委員會認定最高行政法院
的裁定具有明顯的任意性或等於剝奪公正。
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第五
條行事，認為現有事實並不構成違反《公約》第二十七條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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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11/2013號

來文提交人：

Gemma Beasley（由澳大利亞身心障礙法中心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聾人 （ICF：第二類）

所涉締約國：

澳大利亞

來文日期：

2013年4月29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70條做出的決定，於2014年6月7日轉交締約國
（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的通過日期：

2016年4月1日

事由：

聾人參加履行陪審團義務

事由描述：

提交人是聾人，她在與其他人正式交流時需要通過澳大利亞手語翻
譯。2012年10月30日，新南威爾士州行政執行官召喚她前往位於帕拉
馬塔的雪梨西部初審法院，擔任區刑事法庭或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
的為期三周的陪審員，時間於2012年11月28日開始。 2012年11月6
日，Beasley女士與行政執行官辦公室聯繫，她表示，她是聾人，參加
陪審員選任程式和履行陪審員義務，需要一個澳大利亞手語譯員。行
政執行官辦公室官員對她說，不能提供這樣的支援。提交人以這種說
法構成基於她的身心障礙對她的歧視為由，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

程序性問題：

申訴的可受理性

實質性問題：

平等和不歧視；合理便利；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表達意見的自由；
政治參與

《公約》條款：

第二、四、五、九、十二、十三、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九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第二條第（四）和（五）項
結論：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締
約國未能履行《公約》下列條款規定的義務：第五條第一和三款；第
九條第一款；第十三條第一款單獨及與其一併解讀的第三條、第五條
第一款和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以及第二十一條第二款單獨及與其一併
解讀的第二、四條及第五條第一和三款。為此，委員會向締約國提出
下列建議：
(a)

締約國對提交人有義務：
(一) 為她提供有效的補救，包括償付她的任何法律費用，並進行

補償；
(二) 讓她能夠參加履行陪審團義務，在陪審團成員選任和法院訴

訟程式的所有階段，以符合法律程式保密規定的方式以提供
澳大利亞手語翻譯的形式為她提供合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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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總而言之，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的侵權行
為，包括：
（一） 每次召喚身心障礙者履行陪審員義務，確保對他（她）
關於調整的請求進行全面、客觀和綜合的評估，適當地提供
所有合理便利，使他（她）能夠充分參與；
（二） 與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性組織進行密切磋商，對有關法
律、法規、政策及方案進行必要的修改；
（三） 確保對諸如行政執行官、司法官員及參與協助司法工作
的工作人員等地方當局人員進行關於《公約》及其《任擇議
定書》範圍的培訓，包括關於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的培訓。

二、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 條，締約國
應在 6 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書面答復，其中包括關於根據委員會的本
《意見》和建議採取的行動的任何資料。委員會還請締約國公佈《意
見》，將《意見》翻譯為締約國的官方語言，以可獲得的格式廣為傳
播，以使各個領域的人口都周知此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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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012/2013 號

來文提交人：

A. M. （由澳大利亞身心障礙法中心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提交人聽覺障礙者 （ICF: 第二類）

締約國：

澳大利亞

來文日期：

2013 年 4 月 18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於 2013 年 6 月 7 日轉
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決定通過日期：

2015 年 3 月 27 日

事由：

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獲得司法保護；表達意見的自由；獲得資訊
的機會；參與公共生活。

事由描述：

提交人是失聰者，需要通過澳大利亞手語（Auslan）翻譯與他人
交流。自 2002 年或更早以來，他就作為積極分子投入了聾啞群體的
努力，要求新南威爾士州司法行政官和政府重新考慮排斥需要手語翻
譯的聾啞人擔任陪審員的立場。
根據“1912 年新南威爾士州選民和選舉法”，提交人被登記為新南
威爾士州立法議會選舉人。因此，按照“1977 年新南威爾士州陪審團
法”第 5 條，他有在新南威爾士州履行陪審義務的資格和責任，提交
人說，新南威爾士州的司法行政官一貫認為，對於在庭審和陪審團商
議過程中需要澳大利亞手語翻譯的失聰者，因身心障礙免除其陪審義
務有“正當原因”，即使這些人自己並沒有要求這種免除。 按照“陪審
團法”第 14A 條（b）款，“如果與某人相連的某種身心障礙使得該人
在沒有合理照顧的條件下不適合或無能力有效擔任陪審員，該人就有
被免除履行陪審義務的正當原因。
提交人說，此侵犯他在《公約》第二十九條下權利的行為。他認
為，總監和司法行政官拒不允許庭審和陪審團議事的澳大利亞手語翻
譯，等於侵犯了他的如下權利 （a） 享有政治權利，即參與公共事
務的權利和獲得公共服務的權利；和 （b） 不受歧視地享有政治權
利，即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和獲得公共服務的權利。
締約國認為，提交人的說法並沒有證明他是違反《公約》條款行
為的受害人。締約國認為，《任擇議定書》第一條第一款要求一個人
事實上是侵權行為的受害者；理論上或假設某人受到一種措施的影響
是不夠的；民眾之訴不屬於《任擇議定書》第一條第一款的範圍。
締約國認為，挑選陪審團程式的任何階段都沒有涉及提交人，事
實也沒有表現出提交人由於一項非自願免除他履行陪審義務的決定
而受到影響，或按照“陪審團法”的規定受到傳喚或聘請的立即可能。
因此來文涉及到的事件純屬假設，按照所提到的任何立法都無法把提
交人看作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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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問題：

缺乏受害人地位。

實質性問題：

平等和不歧視；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表達意見的自由；參與公共
生活。

《公約》條款：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和第二十九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一條第一款和第二條第（四）項。

結論：

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因此決定：
（a） 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一條第（一）項，本來文不予受理；
（b） 本決定將通知締約國和提交人。

46

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13/2013 號

來文提交人：

Michael Lockrey（由澳大利亞身心障礙法律扶助中心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所涉締約國：

澳大利亞

來文日期：

2013 年 4 月 8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於 2014 年 6 月 7 日轉交
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6 年 4 月 1 日

事由：

聽力障礙者參加陪審

事由描述：

提交人是一位聽障者，正式交流時需要即時速記字幕才能與他人交
流。
新南威爾士州司法官傳召提交人於 2012 年 3 月 26 日擔任陪審員（第
一次傳召）。在 2012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9 日期間，提交人多次給
司法官辦公室寫信，要求為他提供即時速記字幕，以便他能夠與他
人一起平等參加陪審團遴選程式。但未得到回復。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26 日，提交人透過電子郵件與傳真信件向司法官辦公室提
出請求，沒有作用。另收到司法官寄來的一封信，說他請求免除陪
審義務的要求已被拒絕。但提交人從未提出這樣的要求。2012 年 3
月 28 日，他通過電話與司法官辦公室取得聯繫。再次請求提供即時
速記字幕。他的請求被拒絕。2012 年 5 月 24 日傳真信件中，提交
人通知司法官，聲稱他符合陪審條件、能夠且願意擔任陪審員，並
要求提供速記字幕以滿足他的實際需要。他堅持要求司法官提供速
記字幕，否則他將根據 1992 年《身心障礙歧視法案》向澳大利亞人
權委員會提出申訴，指控澳大利亞歧視身心障礙者。5 但未得到回
復。2012 年 7 月 27 日，司法官拒絕了提交人的請求，以 1977 年《陪
審團法案》第 48 條不允許陪審團成員在陪審室審議期間使用即時字
幕，會影響審議過程保密原則拒絕。提交人認為，拒絕允許提供速
記字幕構成侵犯他的以下權利：
（a） 他按照《公約》第十二條第三
款獲得所需支持以便行使法律行為能力以履行陪審義務的權利；
（b）
他按照《公約》第五條和第十二條享有的不受歧視地享有法律行為
能力的權利；
（c） 他按照《公約》第二十一條享有通過自己選擇的
交流形式尋求、接受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自由。

5

除非另外說明，《身心障礙歧視法》系指 1992 年的國內《身心障礙歧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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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性問題：

權利主張可否受理

實質性問題：

平等和不歧視；合理的便利設施；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言論自
由；參與公共生活

《公約》條款：

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二十
一條和第二十九條

《任擇議定書》條
款：

第二條第（四）和第（五）項

結論：



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採取行動，認為締約國未能
履行其根據《公約》第五條第一和第三款、第九條第一款、第
十三條第一款單獨以及結合第三條、第五條第一款和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以及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單獨以及結合第二條、
第四條和第五條第一和第三款所承擔的義務。因此，委員會向
締約國提出以下建議：





關於提交人：締約國有義務：


提供有效補救辦法:償還提交人實際發生所有法律費用並
提供賠償



提供速記字幕:為了使他能夠參加陪審應以此形式為他提
供合理便利，使他能夠在尊重訴訟保密原則的情況下參與
陪審團遴選和法庭訴訟所有階段的工作

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日後發生類似侵權行為，其中包
括：



確保在每次傳召身心障礙者履行陪審義務時，對其調整請求進
行徹底、客觀和全面的評估，並適當提供所有合理便利設施，
以使其能夠充分參與；



與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進行密切協商，對相關法律、規章
制度、政策和方案進行必要的修訂；



確保就《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的適用範圍問題向司法官
等地方當局以及參與便利司法機構工作的司法官員和工作人員
提供適當和定期培訓，包括就身心障礙者的無障礙設施問題進
行培訓。



結論: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 條，締
約國應在 6 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一份書面答覆，包括與根據委
員會的當前意見和建議所採取一切行動有關的所有材料。還請
締約國公佈委員會的意見，並將其譯成締約國官方語文且以可
訪問的格式進行廣泛傳播，以便各類人都能瞭解這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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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14/2013 號

來文提交人：

D.R.（由律師 Phillip French 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所涉締約國：

澳大利亞

來文日期：

2013 年 8 月 14 日（初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己於 2012 年 8 月 9 日轉
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分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7 年 3 月 24 日

事由：

把有智能與精神障礙者安置在專門機構；獲得社會性住宅

事由描述：

52 歲男性因智能及精神疾病居住於過渡型慢性康復中心，自 1998
年入住至 2000 年 7 月被告知可出院，但由於無法配對到符合提告人
需求的社會住宅，且無可配合之身心障礙者支助服務已至於 2010
年 8 月仍無法離開該機構，因此提告者認定個人自由被剝奪且不具
有個人隱私。提交人的律師還向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提出指控，指
稱澳大利亞政府和昆士蘭州政府的行為和做法侵犯了提交人根據
《公約》所享有的權利。侵犯了他根據《公約》第十四條、第十八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和第二十八條單獨解讀和
與《公約》第四條和第五條第二款一併解讀所享有的權利。

程式性問題：

可受理性――用盡國內補救辦法

實質性問題：

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法律行為能力的行使；剝奪自由；限制權利

《公約》條款：

第四條、第五條第二款、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二條、第二十六條和第二十八條

《 任 擇 議 定 書 》 條 第二條
款：
結論：

委員會因此決定：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第（四）款，來文不
可受理；本決定應遞送締約國和來文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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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19/2014 號

來文提交人：

Fiona Given （澳大利亞身心障礙者法律中心律師 Phillip French 代
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第三類 涉及
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肢體障礙+語言障礙=多重障礙類（腦性麻痺無語言）

所涉締約國：

澳大利亞

來文日期：

2013 年 11 月 27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於 2014 年 2 月 10 日轉
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8 年 2 月 16 日

事由：

無記名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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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描述：

2013 年 9 月 7 日在北悉尼選區投票站，提交人患有腦性麻痺，
因此她的肌肉控制能力和靈活性受限，且沒有言語能力。她使
用電動輪椅助行，並利用電子言語合成設備交流。當日依照澳
大利亞國內《選舉法》規定，通過郵寄投票、投票站和提供視
障者電子輔助投票等方式選舉參、眾議員。提交者選擇根據《選
舉法》第 234 條行使她作為身體身心障礙者的權利，請求投票間
主管給予協助填寫選票、折疊選票，並將選票投入票箱。然而，
該主管以自己“太忙”為由，拒絕了提交人的協助請求，並指示
提交人向她的護理員尋求協助。提交人設法通過她的電子通信
設備做出回應：她不希望把投票意向透露給護理員。該主管堅
持要求提交人請她的護理員協助投票，她最終不情願地照辦。
在無法利用電子投票系統的情況下，提交人更希望由一名不相
識的選舉工作人員提供協助，但這仍然令人反感，因為這種選
項不能讓她進行無記名投票。
她無法獲得有效的國內補救辦法，以處理締約國侵犯她權利的
行為。1992 年《身心障礙歧視法》和 1977 年新南威爾士州《消
除歧視法》禁止在特定的公共生活領域以身心障礙為由歧視，
某些例外情形不在此限。然而，提交人辯稱，根據這些法律質
疑她無法利用電子投票平臺一事，是沒有希望成功的，因為《選
舉法》明確規定，選舉委員會只能向視力障礙者提供電子投票
方式。她進一步辯稱，關於主管拒絕向她提供協助一事，根據
《身心障礙歧視法》或《消除歧視法》，就基於身心障礙的歧
視提出的任何指控主張都沒有希望成功，因為《選舉法》第 234
條規定，投票場所主管應向“未能”指定另一人的有資格投票人
提供協助，而不是僅僅應有資格投票人的請求提供協助。

程式性問題：

用盡國內補救辦法；證實主張

實質性問題：

《公約》一般性義務；平等和不歧視；無障礙及參與政治和公眾
事務

《公約》條款：

第四條第一款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和第（七）
項，第五條第二和第三款，第九條和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 1、
第 2 和第 3 目

《任擇議定書》條款：第二條第（四）和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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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締
約國未履行根據《公約》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 1
和第 2 目（單獨解讀，以及與第五條第二款，第四條
第一款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和
第（七）項以及第九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七）項一
併解讀）應履行的義務。因此，委員會向締約國提出
以下建議：
(a) 關於提交人，締約國有義務：
(一) 向她提供有效的補救措施，包括補償提交本來文

過程中發生的任何法律費用；
(二) 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提交人在締約國今後所有選

舉和公投中，有機會利用能讓她以無記名方式投
票，而不致被迫將投票意願透露給任何其他人的
投票程式和設施；
(三) 公佈本意見，並以無障礙格式廣為散發，以供所

有群體查閱。
(b)總體而言，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今後發
生類似侵權行為。在這方面，委員會要求締約國：
(一) 考慮修訂《選舉法》，以確保電子投票選項對所

有有需要的身心障礙者都可得、易得，而不分殘
障類型；
(二) 根據《公約》第二十九條要求，通過確保投票程

式、設施和材料適當、無障礙並易懂易用，在實
踐中維護和保障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
基礎上投票的權利，並通過使用輔助技術保護身
心障礙者的無記名投票權。
(三) 考慮修訂《選舉法》，以確保在可能需要另一人

協助投票人投票的情況下，提供這類協助的人員
有義務對該項投票保密。
10.

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 條，
締約國應當在 6 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一份書面答覆，包
括提供資料說明根據委員會本意見和建議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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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21/2014 號

提交人：

“F”（由 Volker Frey 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盲人 （ICF：第二類）

所涉締約國：

奧地利

來文日期：

2014 年 3 月 24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做出的決定，於 2013 年 6 月 7 日轉
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的通過日期：

2015 年 8 月 21 日

事由：

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在公共交通設施上無障礙獲得即時資訊
提交人是盲人，依靠公共交通工具進行日常的私人和商業活動。他經
常搭乘林茨市有軌電車 3 號線，這條線路由林茨線路有限責任公司管
理，該公司為林茨市所有，負責該區域所有公共交通設施的運營。

事由描述：

2004 年 3 月，林茨線路有限責任公司開始為該市的電車站配備數位音
頻系統，可提供關於電車行進方向、抵站和離站時間以及運行故障的
即時資訊，在 2009 年 6 月之前，已經安裝了 40 多個數位音頻系統，
使視力障礙者能夠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獨立搭乘電車。2011 年 8
月，林茨線路有限責任公司延伸了有軌電車 3 號線的軌道網。然而，
3 號線延伸軌道網上的車站沒有配備數位音頻系統，乘客只能通過視
覺獲得資訊。因此，提交人不得不詢問路人以獲取資訊，這讓他很難
找到前往新車站的路，阻礙了他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使用電車。

程序性問題：

申訴的可受理性

實質性問題：

獲取資訊和通信技術；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用向公眾開放的設施
和服務；享有個人行動能力權和獨立生活權

《公約》條款：

第二條、第五條、第九條、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第二條第（四）款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締
約國沒有履行《公約》第五條第二款，以及第九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第
（六）和第（八）項規定的義務。因此，委員會向締約國提出下列建
議：
結論：

（a）關於提交人，締約國有義務針對無法在電車軌道網所有線路
上無障礙獲得可視資訊提供補救。締約國還應就提交人在國內訴
訟期間產生的法律費用以及為提交本來文所產生的開支給予充
分補償。
（b）一般而言，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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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包括：
（一） 確保現行的公共交通無障礙最低標準，保證所有視力障
礙者和患有其他類型障礙的人獲得為電車和所有其他形式
公共交通的其他使用者提供的即時的可視資訊。委員會建
議締約國建立一個立法框架，設定具體、可實施並且有時
限的基準，以監測和評估為使視力障礙者獲得可視資訊而
必需作出的逐步調整和修改。締約國還應確保所有新建設
的公共交通網對身心障礙者完全無障礙；
（二） 確保對所有參與公共交通網設計、建設和設備提供的服
務供應商定期進行關於《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適用
範圍的培訓，以保證今後依照通用設計原則建設網路和配
備設施；
（三） 確保在涉及交通和購物等領域的非歧視性出入問題的
身心障礙者權利法中，納入關於無障礙獲得資訊和通信技
術以及這些技術提供的許多對現代社會而言十分重要的商
品和服務的規定。委員會建議，在審查和通過這些法律和
規章時，必須依照《公約》第四條第三款與身心障礙者及
其代表組織，以及包括學術界成員和建築專家協會、城市
規劃者、工程師和設計師在內的其他相關利益攸關方進行
密切協商。應當在立法中納入通用設計原則，並根據通用
設計原則制定立法，還應規定強制性適用無障礙標準，並
對不遵守這些標準的人進行制裁。
二、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 條，締約國
應在 6 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書面答復，其中應提供資料說明根據本《意
見》和委員會的建議所採取的行動。委員會還請締約國公佈委員會《意
見》，將它譯為締約國的官方語言，並以便於查閱的形式廣為分發，
以使眾人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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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26/2014 號

來文提交人：

Simon Bacher （由他的孿生姐妹和合法監護人 Viktoria Bacher 代
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唐氏症+慢性肺部）

所涉締約國：

奧地利

來文日期：

2014 年 2 月 8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0 條做出的決定，已於 2015 年 3 月 19 日轉
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8 年 2 月 16 日

事由：

締約國當局在鄰居間私人糾紛範圍內促進實現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的
責任

事由描述：

巴切爾先生出生時患唐氏症。他也有泛自閉症障礙，有時需要
坐輪椅。他還患一種慢性肺部疾病和免疫缺陷症，需要定期醫療説
明，為此他經常去因斯布魯克大學醫院就醫。
為了讓巴切爾先生順利就醫，他的父母在人行道上修築 35 米長的
木製臺階，冬天易損壞故於 2011 年 11-12 月建造了一個頂棚。但鄰
居 R 先生認為侵犯他的通行權故向法院舉發 2004-2005 反覆上述未
果。
2014 年 5 月，巴切爾先生的家人與翁佩市市長聯繫，向市長報告，
鄰居開始經常使用這條道路。市長拒絕採取任何行動，建議巴切爾
先生的家人與施瓦茨區法院法官聯繫。2014 年 5 月 28 日，法官答
覆稱，這一案件“與身心障礙人權利毫無關係”，6 是該家的使用損
壞了道路。

程式性問題：

屬時管轄權；用盡國內補救辦法；屬事管轄權

實質性問題：

無障礙；合理便利；《公約》規定的締約國的一般義務

《公約》條款：

第三、九、十四、十九、二十五、二十六及二十八條

《任擇議定書》條
款：

第二條第三、四及六款

6

法官 2014 年 5 月 28 日信函原德文文本的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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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0. 委員會依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締約國未能履
行單獨解讀和與《公約》第三條一併解讀的第九條規定的義務。
因此，委員會向締約國提出以下建議：
(a) 關於巴切爾先生，締約國有義務向他提供有效的補救
辦法，特別是：
(一)
考慮巴切爾先生作為身心障礙者的特別需求和在本
《意見》中確定的標準，促進與使用該道路有關的衝突的解決，這
條道路是通往巴切爾家的唯一路徑；
(二)

為巴切爾先生遭受的侵害提供經濟賠償；

(三)
償還提交人在國內訴訟程式中和在本來文處理過程中
發生的合理的法律費用；
(b)
締約國也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今後發生類似的
侵權行為。在這方面，締約國應該：
(一)
確保對負責監測無障礙標準實施情況的地方當局和法
院持續進行能力建設；
(二)
制定有效的監測框架，建立具有足夠能力和適當授權
的有效的監測機構，確保實施和執行無障礙計畫、戰略及標準化標
準；
(三)
將委員會的《意見》翻譯成締約國的官方語言，以無
障礙格式公佈並廣泛分發，以使所有人口都可查閱。
11. 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 條，締約
國應在 6 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一份書面答覆，包括關於根據委員會
本《意見》和建議所採取的一切行動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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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27/2015號

來文提交人：

L.M.L.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在接受椎間盤切除手術期間，提交人脊髓膜破裂，導致罕見的手術
併發症時發生脊髓液流失，致使她遭受了一系列複雜的健康問題。

所涉締約國：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來文日期：

2015年2月12日（初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70條作出的決定，於2015年3月9日轉交締約
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7年3月24日

事由：

獲得醫療衛生服務

事由描述：

來文提交人L.M.L.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國民。2007年，
在接受椎間盤切除手術期間，提交人脊髓膜破裂，導致罕見的手術
併發症時發生脊髓液流失，致使她遭受了一系列複雜的健康問題。
提交人聲稱，締約國侵犯了她根據《公約》第五條、第十條、第十
二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七條和
第三十條享有的權利，使其淪為受害者。提交人請委員會要求締約
國發放資金，支付診斷檢查、治療和康復以及任何其他必要的醫療
服務引發的醫療費用。
《任擇議定書》於2009年9月6日對聯合王國生
效。

程序性問題：

用盡國內補救辦法；證實申訴

實質性問題：

獲得醫療衛生服務的權利；獲得適應訓練和康復服務的權利；平等
和不歧視；生命權；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免受殘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保護人身完整性；融入和參與社會；尊重家居
和家庭生活；受教育權；工作和就業權；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

《公約》條款：

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
二十三至第二十七條和第三十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二條第（四）和第（五）款
結論：

委員會決定：
（a） 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第五款，來文不予受理；
（b） 將本決定通知締約國和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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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31/2015 號

來文提交人：

D.L.（由 G.L.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提交人被診斷患有“自閉症並伴有中度發育障礙”（ICF: 第一類）

締約國：

瑞典

來文日期：

2015 年 7 月 8 日（初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已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決定通過日期：

2017 年 3 月 24 日

事由：

禁止在學校使用輔助交流法作為交流方法
提交人被診斷患有“自閉症並伴有中度發育障礙”。他是瑞典哥德堡市

事由描述：

赫格斯博達兒童特殊教育高級中學的學生。在學校，提交人使用“輔
助交流”方法作為在校時的交流工具，以便與教職人員及其他學生互
動。瑞典學校監督委員會在 2014 年 12 月 19 日的一項決定中下令哥
德堡市確保該市的任何活動中均不使用輔助交流法。哥德堡市政府執
行了上述決定。提交人辯稱，學校監督委員會禁止使用輔助交流法以
及哥德堡市政府對此項決定的執行驟然減少了他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的機會。提交人提出，這一禁令降低了他所受教育的水準，也使他無
法證明自己已經實現了課程所確立的目標。提交人聲稱，禁用輔助交
流法是其學業發展的障礙，構成對其受教育權的侵犯。

程序性問題：

未用盡國內補救辦法

實質性問題：

受教育權；《公約》的宗旨；合理便利；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無障
礙；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表達自由和見解自由；獲得資訊的機
會

《公約》條款：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二和第三款、第九條、第十二條、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第二條第（四）項
委員會決定：
結論：

（a） 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第（四）項，來文不予受理；
（b） 本決定須通知締約國和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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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34/2015 號

來文提交人：

V.F.C.（由西班牙身心障礙者代表委員會和地方身心障礙者
警官融入工作場所協會代表）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締約國：

西班牙

來文日期：

2015 年 10 月 16 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已於 2015 年
11 月 2 日轉交締約國

決定通過日期：

2019 年 4 月 2 日

事由：

在維持或繼續就業方面不受歧視的權利（指派經調整的職
責）

事由描述：

2009 年 5 月 20 日，提交人遭遇交通事故，導致終身肢
體身心障礙。2010 年 7 月 20 日，勞動移民部宣佈，提交人
具有“不能從事其職業的終身身心障礙”。 由於這一認定結
果，他被強迫退休，並被當地員警部隊開除。2010 年 7 月
30 日，提交人向巴賽隆納市政府提出申請，請求市政府為他
指派“經調整的職責”，並確定一個適合其身心障礙狀況的職
位。他還申請薪金付款及補繳自地方員警部隊開除他之後停
繳的社會保障金。提交人的申請依據的是加泰羅尼亞自治區
1991 年 7 月 10 日第 16/1991 號法（《地方員警法》）的規定。
2010 年 9 月 15 日，巴賽隆納市政府根據巴賽隆納市警察局
《職責調整條例》
（法令）第 7 條第（2）款，駁回了提交人
的申請。提交人聲稱，前述《條例》第 7 條第（2）款是無
效的，因為它侵犯了工作和職業康復（《憲法》第 35 條和第
40 條）
、身心障礙者融入社會（《憲法》第 49 條）
、獲得並保
留公職（第 23 條）以及人的尊嚴得到尊重（第 10 條）等基
本權利。提交人還強調了自治區法律（第 16/1991 號法）和
上述條例之間的衝突，前者允許指派經調整的職責，後者則
對其進行限制。
締約國指出，提交人沒有用盡西班牙法律為保護他聲稱受到
侵犯的基本權利而規定的所有司法補救辦法。具體而言，締
約國指出，提交人沒有滿足用盡所有國內法律上訴途徑的要
求，包括向保障基本權利的最高法院――憲法法院提出保護
憲法權利的申請。為證明上述情況，締約國指出，由於可歸
咎於提交人的原因，提交人沒有提出“撤銷訴訟程式的申
請”。締約國認為，根據《地方員警法》（第 16/1991 號法）
實施條例第 7 條第（2）款，導致提交人被強制退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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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許為他指派經調整的職責或其他工作。《公職條例》也
支持這一點，該條例規定，公務員由於被認定為“終身完全
身心障礙”等原因進入完全退休狀態時，即喪失其公務員身
份。締約國認為，問題不在於具有“終身完全身心障礙”地位
的人在生理上是否有能力完成與其通常職業不同的任務
或職責，而在於規定對這種行政身心障礙類別不應指派經調
整的職責的第 16/1991 號法實施條例是否得到正確適用。根
據西班牙法律，不能為不再是公務員的人指派經調整的職
責。
程序性問題：

用盡國內補救辦法；證實申訴

實質性問題：

《公約》之下的一般義務；平等和不歧視；工作和就業；合
理便利

《公約》條款：

第三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
項；第四條第一款第（一）、第（二）和第（四）項及第五
款；第五條第一、第二和第三款；第十三條第二款；第二十
七條第（一）
、第（二）、第（五）、第（七）、第（九）和第
（十一）項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二條第（三）和第（四）項

1.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締約國未能
履行本國根據《公約》下列條款承擔的義務：第二十七條第

結論：

（一）
、第（二）
、第（五）
、第（七）
、第（九）和第（十一）
項單獨解讀及與第三條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和第（五）項一併解讀；第四條第一款第（一）、第（二）
和第（四）項及第五款；以及第五條第一、第二和第三款。
因此，委員會向締約國提出以下建議：
（a）關於提交人，締約國有義務：
（一） 向其賠償提交本來文過程中所產生的任何法
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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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來文編號：

第 39/2017 號 （No.5）

來文提交人：

Iuliia Domina 和 Max Bendtsen （由律師 Eddie Kawaja 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提交人障別：

車禍導致永久性腦部損傷 （ICF：第一類）

所涉締約國：

丹麥

來文日期：

2017 年 1 月 6 日（初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64 和第 70 條作出的決定，已於 2015 年 1 月 9
日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分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事由：

家庭團聚

事由描述：
申請人是

烏克蘭國民 Iuliia Domina 和丹麥國民 Max Bendtsen，他們均生於
1989 年，為已婚夫婦，育有一子，生於 2015 年。Bendtsen 先生因為
2009 年的一場車禍導致永久性腦部損傷，無法透過就業維持生活，
因此他從 2009 年 5 月起領取社會福利。2013 年 5 月 30 日，兩位申
請人以其婚姻為由，申請在丹麥家庭團聚及 Domina 女士之居留許
可，遭到丹麥的移民局（Danish Immigration Service）拒絕其申請。
因為丹麥《外國人（團聚）法》
（Aliens （Consolidation） Act）第 9
條第 5 項規定，依家庭團聚為由提交的居留許可申請規定，若申請人
的配偶在申請提交之前三年內曾領取社會福利，則申請不得准予。因
Bendtsen 先生在可准許家庭團聚之日前三年內曾領取社會福利，不符
合此一規定因而申請遭到拒絕。

2015 年， 東部高等法院（the Eastern High Court）認定移民問題上訴委員會的
決定違反《CRPD》。依據《CRPD》，應該免除關於本案中生活在丹
麥的配偶須能在經濟上自立的要求，此外，法院對 Bendtsen 先生的
健康狀況進行評估，認為 Bendtsen 先生沒有經濟自立的可能，因此
法院認為，基於 Bendtsen 先生的障礙，移民主管機關要求 Bendtsen
先生滿足經濟自立，已使他無法與他人平等地享有家庭生活權。
最高法院於 2016 年 12 月 22 日做出裁定，推翻東部高等法院裁
定，指出 Bendtsen 先生曾可選擇獲得特殊的彈性工作機會，因此
Bendtsen 先生有機會滿足經濟自立的要求，且未受到有違反《CRPD》
或《歐洲人權公約》的歧視。因此，申請人向 CRPD 委員會提出個
人申訴，認為丹麥《外國人（團聚）法》第 9 條第 5 項規定和丹麥
移民主管機關的政策侵犯了他們基於《CRPD》第 5 條和第 23 條享
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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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問題：

證實訴求

實質性問題：

尊重家居和家庭；以身心障礙為由歧視

《公約》條款：

第五條和第二十三條

《任擇議定書》條
款：

第二條第（五）項

結論：

一、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行事，認為締約國未能履行
本國根據《公約》單獨解讀和結合第二十三條第一款一併解讀的第
五條第一和第二款承擔的義務。因此，委員會向締約國提出以下建
議：
（a）就提交人而言，締約國有義務：
（一） 向其提供切實補救，包括賠償提交本來文過程中所產生
的任何法律費用；
（二） 不要將 Domina 女士驅逐回烏克蘭，並確保提交人在締約
國的家庭生活權得到尊重；
（三） 以無障礙形式公佈並廣為散發本意見，以便各人口階層
均能查閱。
（b）總的來說，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防止將來發生類似的侵權情
事。就此，委員會請締約國確保消除國內法律法規中身心障礙者與
他人一樣平等地享有家庭生活權方面存在的障礙。
二、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 條，締約國
應在六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一份書面答復，其中提供資訊說明締約
國根據本意見和委員會的建議所採取的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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