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草案）
Arts.
條文
Purpose and general
obligations (arts. 1–4)
第一至四條：宗
旨、定義、一般原
則及一般義務

Paragraph
點次

1(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provide the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on
the following.

請向委員會提供以下資訊。
臺灣何時能從身心障礙的醫學定義

When will the State be prepared to move beyond a medical
definition (ICF) of disability to accommodate social and
human rights models of disability?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
統，簡稱 ICF）邁向社會與人權模
式？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臺灣自 2012 年全面運用 ICF 進行身心障礙鑑定，已將 DE 碼（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納入資料蒐集範圍，經過 10 年資料蒐集
及修正量表，將自 2022 年將原有 ICF 中的 DE 碼評量分數，逐步納入鑑定系統之中，尤其是 D 碼（活動參與），目前有五種主
要的向度例如學習認知、日常生活、職業工作、人際互動及社會參與，希望能完整地納入障礙者的外部社會環境與障礙者個人
損傷層次互動的結果，讓身心障礙鑑定制度可朝向更深入的蒐集社會面向與環境面向的因素，兼顧量性資料的信效度與質性社
會層面的衡量，扣緊人權模型的基本精神，讓臺灣制度更為完整。
二、 臺灣對於有身心障礙情形的民眾依照不同法規提供服務，對於未主動透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簡稱《身權法》）向政府
申請並取得身心障礙證明的民眾，但因為個人身心狀況在相關生活領域需要協助時，可透過其他法規取得服務或金錢給付，例
如《特殊教育法》（簡稱《特教法》）服務對象包含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等 13 種，《長期照顧服務法》（簡稱《長服法》）服
務對象則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 6 個月以上者，如經診斷為失智症或 45 歲以上中高齡受僱者，可申請職務再設計服務以
繼續留在職場工作，其他尚有《軍人保險條例》、《兵役法》、《勞動基準法》（簡稱《勞基法》）等，均不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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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Purpose and general
obligations (arts. 1–
4)
第一至四條：宗
旨、定義、一般原
則及一般義務

1(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hat statutory guidelines are in place to implement, and
enforce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design in places of

為於就業、教育、衛生及交通等場
所，實施並執行通用設計原則（包括

employment, education, health, and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adoption of measures to ensure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採取能確保合理調整的措施），臺灣
已制定何種法定準則？

中文回應：
內政部
一、內政部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CRPD》）、《身權法》及《住宅法》等規範，並參照通用設計之「識別資訊」、「節省
體力」、「空間尺寸可及性與易使用性」等原則，訂（修）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內
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及《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等相關規定及設計手冊，作為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人行道環境、都市公園綠地及經內政部公告國家公園內場所、住宅環境等之基礎。
二、對於建築物無障礙環境之推動，是以公眾接觸使用密切之「公共建築物」為對象，非以公部門所有或為私部門所有。內政部已自
2013 年起要求所有新建與增建的建築物，不論所有者為公部門或私部門，均應設置無障礙設施。對於既有公共建築物，亦自
1997 年起推動無障礙環境改善，目前所列舉之公共建築物共包括 8 類、103 種使用用途，並逐步檢討擴大應改善建築物之適用範
圍。
勞動部
勞動部依據《身權法》第37條規定，訂定《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及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並透過專家學
者進入職場實地訪視輔導，提供專業協助評估工作需求、遭遇困難及障礙特性等因素，協助雇主及身心障礙者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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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及改善工作環境。另翻譯美國職務再設計資源網站內針對95種障礙排除之實務手冊，置
於勞動部職務再設計官網供雇主及身心障礙者參考運用。
教育部
一、在合理調整方面，《特教法》已明定各種保持彈性及適性調整規定，包括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階段、年級安排、教育場所、教育
實施方式、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等，均應保持彈性，得視實際狀況調整學生之入學年齡、修業年限等，且有規定應提供
考試適當服務措施。並據此訂有各項子法，包括《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
鑑定辦法》（應依學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項目）、《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課程、學習時數、學習內
容、歷程、環境及評量方式之彈性調整）、《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考試服務應衡酌考生之考試科目特性、學習優勢管道
及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試場服務、輔具服務、試題（卷）調整服務、作答方式調整服務等）。未來，教育部刻正修訂《特教
法》，修正草案條文已明定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設施應符合通用設計之精神。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2014年11月發布，其內涵即讓身心障礙學生與一般生能夠適用同一課綱，展現通用設計
的精神，並明定依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需求，提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支持性輔助及實施合理調整。另教育部2019年發布「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以學生在各領域學習功能的損傷情形，針對總綱部定各領域之課程提供調整的原則，
並訂定「身心障礙學生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調整建議篇及示例篇）」，其重點放在各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調整建議、個別化教
育計畫示例及教學示例，以利教師針對不同學習需求學生做調整及應用。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明定學校應提供符合通用設計之校園環境，並針對個別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合理調
整其學習環境。為促使大專校院、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持續建置及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訂有補助
規定，以協助學校及幼兒園加速改善環境。另亦訂有「教育部學前特殊教育推動五年計畫」，推動面向包括「強化支持系統與學
習環境」，引導幼兒園建構無障礙友善學習環境。
衛生福利部
醫院及衛生所之通路、出入口、斜坡道、無障礙廁所、扶手等項目，業考量通用設計原則，納入「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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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一、公路類：交通場站部分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無障礙運具（低地板公車）部分訂有《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
辦法》
，通用計程車係指《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設置輪椅區之小客車（不含客貨兩用車）
，並符合《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42 條及《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67 點等規定，交通部為鼓勵計程車業者服務行動不便者，訂定《交通部公
路公共運輸計畫補助通用計程車作業要點》
，提供購車及營運補助；另高速公路各服務區在通用設計之運用上均依《建築法》第 3
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 條辦理規劃設計，新建或增建之公有建築物應依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
二、鐵道類：鐵道場站與運具相關標準規範包含《高速鐵路車輛技術標準規範》、《高速鐵路建設技術標準規範》及《鐵路車站旅運與
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項》
，均已納入無障礙及通用設計理念，高鐵車廂內設有無障礙座位及無障礙廁所等設施，及與月台高度齊平
之車廂出入口。另於 2021 年 11 月實施《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通用設計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並邀請相關使用者及專家學者團
體代表提供專業諮詢及意見回饋，以完善鐵路場站、車輛通用化旅運服務，鐵路車輛車廂地板與月台齊平無階、客室依照《身權
法》及《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相關法令設置無障礙座位區（供停駐輪椅含固定裝置）
、多功能無障礙廁所及座椅把
手旁設置盲人點字座位號碼牌，供身心障礙者使用。
三、航空類：航空站均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提供無障礙升降設備、無障礙廁所及停車空間等無障礙設施供身心障礙者
使用。
註：確保合理調整的措施請參閱 2（c）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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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urpose and general
obligations (arts. 1–4)
第一至四條：宗
旨、定義、一般原
則及一般義務

Paragraph
點次

1(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hat measure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mainstreaming of
disability across relevant institutions and in particular, across

為於相關單位間，尤其是政府部會間
落實障礙主流化，臺灣已採取何種措

different ministries?

施？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交通部、內政部、教育部、文化部、考選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一、為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政策，由學者專家、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及各政府機關代表組成中央層級「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
小組」
，定期召開會議與各部會共同規劃及研商身心障礙者權益相關事項，確保各部會於推動政策時，妥善考量身心障礙者權益，
務必符合不歧視、機會平等及社會融合等重要原則。
二、中央機關尚有衛生福利部設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交通部設置「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勞動部設置「促進身
心障礙者訓練與就業推動小組」、考選部設置「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內政部設置「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生活環境考核小組」
，以及依據「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與「都市公園綠地無障礙環境督導計畫」組
成考評或督導小組等，皆有身心障礙者或其代表組織擔任委員。各級教育主管機關之特教諮詢會、特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以及各級學校之特教推行委員會，亦透過法規要求必須邀請身心障礙學生擔任委員，以及文化部設置「文化平權推動會報」亦聘
請身心障礙者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三、衛生福利部針對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辦理《CRPD》相關課程之示範性教育訓練，以利其就權責領域所涉第一線人員賡續辦理相關課
程，全面提升政府部門之障礙意識，並促請各部會建立涉及身心障礙者之政策應有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參與機制，例如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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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訂定無障礙相關規範及辦理無障礙環境相關業務抽查考評作業、衛生福利部辦理無障礙就醫改善計畫、教育部訂定推展學校適
應體育深耕計畫及修訂《特教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持續研議友善身心障礙者取得金融服務精進作法等過程中，均有邀請身心
障礙者共同參與擬訂、實施與監督，以確保身心障礙者於各面向參與身心障礙政策的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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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urpose and general
obligations (arts. 1–4)
第一至四條：宗
旨、定義、一般原
則及一般義務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How will the State prepare a National Action Plan to
implement the Convention, and how will the State

1(d)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臺灣將如何制定國家行動計畫，以確
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implement the various reforms the Convention requires, such 之實施？又將如何落實 CRPD 所要求
之各項改革，例如消除歧視、促進研
as eliminating discrimination, promoting research, use of
究、使用 ITC 技術及培訓專業人員？
ITC technologies, and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中文回應：
法務部
一、我國自 2009 年施行兩公約以來，各機關雖依兩公約及其施行法之規定落實人權保障業務，惟仍缺乏整體人權政策之指導綱領。考
量世界各國早已陸續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作為推動人權業務重要依據，行政院自 2018 年下半年指示法務部擔任幕僚機關，由行
政院政務委員共同邀集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召開多次會議，耗時 4 年共同完成，並於 2022 年 5 月 5 日通過我國首部國
家人權行動計畫。
二、我國首部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囊括8大人權議題、154項行動方案，其中於第四章第三節列出有關身心障礙者之平等與不歧視之行動，
並擬定具體之行動及應達成之關鍵績效指標，以確保落實改善相關人權缺失。有關的行動措施包括1、推廣合理調整概念，將合理
調整納入《身權法》，並研議於《特教法》明定在特殊教育方面合理調整之義務。2、推動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並加
強陸海空運通用無障礙服務設施。3、推動身心障礙者友善就醫之標竿學習案例。4、研議訂定易讀參考指南，推廣易讀概念，以
提升資訊可及性。
衛生福利部
一、臺灣於 2014 年立法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簡稱《CRPD 施行法》）
，並依該施行法規定，持續修正具有歧視性用語及影
響身心障礙者權益之法規、研議建立在地化人權指標，並將配合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於 2024 年前就重要權利項目擇定 5 至 10 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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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據以引導各部會落實至政策及定期監測公約落實情形、同時辦理公約之宣導及教育訓練以提升公私部門及社會大眾之障礙意
識，並建立定期提出國家報告及主動邀請人權專家審查制度，以全面檢視臺灣實施各種改革之成效。
二、為回應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各部會經與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交換意見後擬定各項行動計畫，透過「行政院身
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定期追蹤管考實施成效並公布於 CRPD 資訊網，供各界瞭解辦理情形並可提出相關建議；未來亦將針對
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研擬後續施政方針並追蹤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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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art. 5)
第五條：平等及不
歧視

2(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provide information on plans, through creation or
amendments of regulations, procedures, and legislation,

請提供資訊說明，為落實以下項目，
臺灣於制定或修訂細則、程序及包含

including the Constitution:
To add explicit provisions to prohibit discrimination and
obligate the State to enact positive measures for the
promotion of equality across the State;

憲法在內之法律之相關計畫：
增加禁止歧視之明文規定，並責成臺
灣政府採取積極措施促進全國平等；

中文回應：
法務部
一、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又《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 項規定：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
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又所謂平等，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4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
《憲法》第 7 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
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要求本質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
由之差別待遇。
二、我國現行反歧視或是平等保障之法律為散見於各種法律中，主要以「不得歧視」或「不得為差別待遇」之方式為立法上之規範，
相關法律如下：對「年齡」──如《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
《老人福利法》第 29 條：對「身心障礙」──如《身權法》第
16 條、
《精神衛生法》第 22 條、第 23 條；對「種族」──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1 條；對
「宗教」──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對「生理性別、性傾向──如《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 章、
《性別教育平等法》
；對「懷孕、
婚姻、親密關係」──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對「父母狀況」──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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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我國尚無針對反歧視或平等保障之綜合性法律，經國內人權團體倡議多年，又於相關人權公約之國家報告國際審查，迭有國際
人權學者專家建議應建立一部綜合性之平等法，故於 2018 年由行政院責成法務部辦理是否制定綜合性反歧視法之委託研究，2019
年 6 月完成研究報告，該報告並協助提出平等法草案，用以作為我國立法之參考，惟尚未諮詢學者專家、民間團體。2020 年 5 月
5 日我國通過「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將「制定綜合性之平等法」列為政府優先辦理之人權行動，未來將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
處主責研擬平等法草案，將明確規範直接歧視、間接歧視等定義，以及相關之禁止歧視事項，期於 2022 年至 2024 年間將草案送
至立法院審議。
衛生福利部
為消除法規或行政措施對於身心障礙者之貶抑用詞及實質權益影響，臺灣依據《CRPD 施行法》規定，於 2015 年起協同各級政府機關
辦理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作業，邀集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召開審認會議；經盤點須修正之法規及行政措施計 462 部，截至 2022 年 5 月
底，已完成修正計 449 部（97%）
，其中《法官法》
、
《律師法》
、
《醫師法》
、
《心理師法》
、
《助產人員法》
、
《呼吸治療師法》
、
《語言治療
師法》
、《營養師法》、《職能治療師法》、《獸醫師法》、《會計師法》、《社會工作師法》等法規，已修正因身心障礙而限制民眾領取執業
執照或執行職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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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art. 5)
第五條：平等及不
歧視

2(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o obligate the Executive Yuan to develop comprehensive
legislation to protect against discrimination, unjust or

責成行政院全面立法，以防止基於
年齡、身心障礙、種族、宗教、生

prejudicial treatment on the grounds of age, disability, race,
religion, sex, sexual status or orientation, pregnancy, marital,
relationship or parental status

理性別、性傾向、懷孕、婚姻、親
密關係或父母狀況所產生之歧視、
非正義或偏見待遇；

中文回應：
法務部
一、 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又《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 項規定：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
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又所謂平等，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4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憲法》第 7 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
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要求本質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
二、 我國現行反歧視或是平等保障之法律為散見於各種法律中，主要以「不得歧視」或「不得為差別待遇」之方式為立法上之規範，
相關法律如下：對「年齡」-如《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
《老人福利法》第 29 條：對「身心障礙」──如《身權法》第 16
條、《精神衛生法》第 22 條、第 23 條；對「種族」──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1 條；對
「宗教」──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對「生理性別、性傾向」──如《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 章、《性別教育平等法》；對「懷
孕、婚姻、親密關係」──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對「父母狀況」──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等。
三、 因我國尚無完針對反歧視或平等保障之綜合性法律，經國內人權團體倡議多年，又於相關人權公約之國家報告國際審查，迭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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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人權學者專家建議應建立一部綜合性之平等法，故於 2018 年由行政院責成法務部辦理是否制定綜合性反歧視法之委託研究，
2019 年 6 月完成研究報告，該報告並協助提出平等法草案，用以作為我國立法之參考，惟尚未諮詢學者專家、民間團體。2020 年
5 月 5 日我國通過「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將「制定綜合性之平等法」列為政府優先辦理之人權行動，未來將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
正義處主責研擬平等法草案，將明確規範直接歧視、間接歧視等定義，以及相關之禁止歧視事項，期於 2022 年至 2024 年間將草
案送至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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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art. 5)
第五條：平等及不
歧視

Paragraph
點次

2(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o ensure that the denial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is
recognised as discrimination and is incorporated into

確保將拒絕合理調整的行為肯認為
歧視，並將之納入相關法律及行政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at these obligations and
remedies are defined and stipulated in those laws and
remedies, including th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ights
Protection Act, Employment Service Act, and Special
Education Act.

機關發布之命令，同時在這些法律
與補救措施中（包括《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就業服務法》及
《特殊教育法》）述及相關的定義
與規定。

中文回應：
法務部
一、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又《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 項規定：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
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又所謂平等，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4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憲法第 7 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
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要求本質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
差別待遇。
二、我國現行反歧視或是平等保障之法律為散見於各種法律中，主要以「不得歧視」或「不得為差別待遇」之方式為立法上之規範，
相關法律如下：對「年齡」──如《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
《老人福利法》第 29 條：對「身心障礙」──如《身權法》第
16 條、
《精神衛生法》第 22 條、第 23 條；對「種族」──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1 條；對
「宗教」──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對「生理性別、性傾向」──如《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 章、《性別教育平等法》；對「懷
孕、婚姻、親密關係」──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對「父母狀況」──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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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國尚無完針對反歧視或平等保障之綜合性法律，經國內人權團體倡議多年，又於相關人權公約之國家報告國際審查，迭有國際人
權學者專家建議應建立一部綜合性之平等法，故於 2018 年由行政院責成法務部辦理是否制定綜合性反歧視法之委託研究，2019 年 6 月
完成研究報告，該報告並協助提出平等法草案，用以作為我國立法之參考，惟尚未諮詢學者專家、民間團體。2020 年 5 月 5 日我國通
過「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將「制定綜合性之平等法」列為政府優先辦理之人權行動，未來將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主責研擬平等
法草案，將明確規範直接歧視、間接歧視等定義，以及相關之禁止歧視事項，期於 2022 年至 2024 年間將草案送至立法院審議。
衛生福利部
一、考量合理調整是一項很新的概念，除了相當個別化、彈性化，亦涉及就業、教育、醫療、招考等不同領域，必須由各權責部會共
同著手修正法規及建立實務指引（國外多由就業領域、教育領域建立參考指引）
，故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我國為實施
《CRPD》在政府內指定的協調機制）已於 2020 年 11 月 19 日請各部會將合理調整及通用設計納入主責的辦法及計畫，另考量《身
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有合理調整相對應條文，請各部會就權責事項著手研訂合理調整參考指引及協商程序，目前已有法務
部於 2021 年發布矯正機關對身心障礙收容人合理調整參考指引。
二、《身權法》修正草案已明定機關、學校、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各項事項，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障礙需求，於不造成不成比例或
過度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之合理調整，修正草案經行政院於 2020 年 6 月、2022 年 3 月召開審查會議完竣，待送立法
院。
三、有關醫療相關面向：
（一） 醫院評鑑基準第1.5章訂有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及設置無障礙設施之規定。2019年申請醫院評鑑之醫院，達成該規定
之家數比率約80%，另2020至2022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醫院評鑑暫停辦理。
（二） 推動醫療院所無障礙獎勵計畫
1. 於2021年獎勵醫院隔離病房設置無障礙通路、無障礙廁所、電動升降病床、移位機、輪椅體重機與多元輔助溝通工具等
項目，並獎勵基層診所設置友善通路與廁所、多元輔助溝通工具及無障礙設施設備等項目。
2.

計有24家醫院（74間隔離病室）及1,384家診所符合獎勵條件（獎勵名單已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網站）
。未來將繼續規劃相關
獎勵作業，以逐步提升全國友善就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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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及醫療照護相關課程納入各類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成效如下：
1. 身心障礙婦女及女童之性教育及生育健康相關課程： 2020年底辦理課程達100堂，參與人數達2,200人次；2021年達110堂
以上，參與人數超過2,500人次。
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課程：2019年至2020年累計開辦30堂，參與人數達500人次；2021年達30堂以上，參與人數超過400
人次。
（四） 2021年12月20日預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9條修正草案，增訂診所友善設施規定，以「通路」
、
「廁所」
、
「結帳掛號櫃台及
服務台」為規範重點項目，並於2022年2月18日完成預告程序。因各界對修正草案仍有諸多意見，將持續辦理溝通，以凝
聚共識。
（五） 有關針對藥局無障礙目前已辦理：
1. 提升社區藥局對無障礙環境之瞭解：開設無障礙環境介紹課程、製作藥局無障礙環境指引、建置各縣市藥局無障礙環境
之諮詢窗口等，以強化藥事人員對無障礙環境之認知。
2. 調查社區藥局無障礙環境情形：持續調查藥局無障礙環境情形，將資料置於「健保快易通APP」，並置於衛生福利部open
data網頁，以利外界查詢、加值使用。
3.

瞭解身心障礙者需求：辦理與身心障礙團體之座談會、瞭解不同障別之需求，以利推動適切之無障礙環境。

提供送藥到宅服務：建立各縣市可提供送藥到府服務之藥局清冊或專線，並轉知社會福利單位，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取得
所需藥品。
未來規劃研擬修正相關法規，規範具有一定規模藥局之無障礙項目，並持續滾動修正相關措施，以逐步完善藥局無障礙環境。
4.

勞動部
一、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平等，依現行《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明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予以歧視，
雇主違反規定者，處罰鍰並公布其名稱、姓名。爰身心障礙求職人或受僱者遭受就業歧視情事，可逕向工作所在地勞動行政主管
機關提出申訴。至雇主如未提供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是否涉及就業身心障礙歧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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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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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動部依據《身權法》第37條規定，訂定《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及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並透過專
家學者進入職場實地訪視輔導，提供專業協助評估工作需求、遭遇困難及障礙特性等因素，協助雇主及身心障礙者改善工作設備
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及改善工作環境。另翻譯美國職務再設計資源網站內針對95種障礙排除之
實務手冊，置於勞動部職務再設計官網供雇主及身心障礙者參考運用。
教育部
教育部刻正修訂《特教法》，修正草案條文已明定各項學習及教學活動不得有歧視之對待，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應符合融合、個
別化、合理調整、通用設計、無障礙之精神，且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其入學或應試，並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包括應依學
生需求提供合理調整。另學校依據「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訂定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時，應納入通用設計理念，並依其
需求提供合理調整。

考選部
一、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於 2017 年訂定發布《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
，身心障礙者依該辦法規定，就
其身心障礙致影響活動機能、閱讀及書寫功能情形，依據自身個別需求，申請應試時所需協助性與必要性之權益維護措施。為審
議各類申請案件，遴聘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身心障礙團體代表組成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審酌整體考試公
平、公正性與申請人應試權益之維護與合理調整，經充分衡酌申請人之個別身心障礙狀況，決定准予各類申請案件之具體協助措
施；若申請非屬前揭法規規定之措施項目，在合理範疇內均會依申請人需求予以提供，以維護並合理調整其公平參與國家考試之
機會。
二、另除持續針對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相關權益維護措施執行情形進行檢討外，並於 2022 年修正發布前揭辦法，增加審議委員會遴
聘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代表委員人數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並放寬申請特定權益維護措施繳驗診斷證明書之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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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art. 6)
第六條：身心障礙
婦女

Paragraph
點次

3(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about:
Plans to amend the Gender Policy Guidelines to include

請針對以下事項向委員會說明：
修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計畫，

comprehensive and concrete measures and action plans to
address the disadvantages faced by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ir private and public lives including improved accessibility
in hospitals for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during
pregnancy and delivery;

納入全面性的具體措施及行動計畫，
解決身心障礙婦女（包括於懷孕、分
娩期間）私人與公共生活中面臨之不
利條件（包括改善醫院的無障礙設
施）；

中文回應：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性別平等政策綱領（2021 年 5 月修正函頒）
，係定位為我國性別平等工作上位之總綱要領，揭示性別平等整體性政策目標及策略方
向，其中，為促進原住民、新移民、高齡、身心障礙、農村及偏遠地區等女性、女童，以及 LGBTI 群體之權益，以「不利處境者」
統稱涵括上開對象，除於政策綱領前言敘及外，亦納入理念、政策目標，以及權力、就業、教育、人身安全、健康與環境等各領
域之推動策略中，引領各部會於權管事務中加強關注不利處境者處境並推動相關工作。
二、為落實性平綱領各項工作，各部會訂定 2022-2025 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其中，有關身心障礙女性各面向保障列舉如下：
（一）衛生福利部將「懷孕身心障礙婦女生育健康衛教諮詢」納入補助地方推動衛生保健工作考評指標，由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提
供身心障礙孕婦生育健康衛教諮詢關懷，另透過資料庫分析，瞭解身心障礙女性之乳房攝影檢查及子宮頸抹片檢查利用情
形，鼓勵地方政府衛生局及醫療院所加強衛教宣導，強化提供身心障礙女性癌症篩檢服務並適時依個案社褔需求轉介社政
相關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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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文化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多個權責部會針對交通場站、郵
局、國家風景區、國家森林育樂場域、學校、藝文場館等公共空間與設施，在身心障礙、性別、高齡及多元性族群的性別
友善性與使用需求，進行調查及檢討改善。
（三）此外，勞動部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一案到底個別化就業服務，並透過地方政府提供職業重建服務，協助女性身心障
礙者就業；教育部補助身心障礙學生參加國小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並推動身心障礙者體育活動等。
（四）前揭工作辦理情形已納入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三層級會議追蹤，亦透過性別平等業務評核，檢視推
動成效。
衛生福利部
一、 邀請婦女與兒童之身心障礙者代表團體，共同規劃制定公用版無障礙溝通資源，業完成身心障礙婦女友善就醫流程指引，以及
手術、麻醉與檢查同意書易讀版教材草案，刻正進行審稿作業，預計2022年下半年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網站，供民眾與醫事人員
參考。
二、 2021年推動醫療院所無障礙獎勵計畫，計獎勵1,384家診所設置友善通路、廁所、多元溝通輔助工具與相關無障礙設施設備等項
目。2022年下半年將成立無障礙就醫環境診斷小組，針對偏鄉地區及婦產科診所，進行就醫空間改善建議，併行輔導作業。
三、 2021年7月辦理「周產期照護網絡計畫」，補助資源較不足之8縣市8家醫院，統籌規劃轄區內周產期網絡運作，建立新生兒外接
團隊，強化高危險妊娠轉診與處置能力及新生兒加護照護；另有3家醫院辦理半開放醫院模式，使基層診所照顧之產婦可以使用
醫院設施生產，獲得連續完善的醫療照護。2022年擴大至10家醫院辦理「周產期照護網絡計畫」，2023年將爭取預算，補助參與
網路運作醫院，設置身心障礙產婦適用之設施設備。
四、 衛生福利部提供全國孕婦產檢（包括身心障礙者）第1孕期及第3孕期各1次之產前衛教指導，由醫事人員採一對一方式，提供懷
孕婦女衛教評估及個別指導。且為強化身心障礙懷孕婦女之生育諮詢，由各地方政府提供身心障礙懷孕婦女生育健康衛教諮詢
服務，衛生福利部並提供「身心障礙者懷孕手冊」予地方政府及醫療院所運用，以瞭解身心障礙懷孕婦女需關懷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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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omen with
Plans to provide support to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with their 為身心障礙婦女提供家庭、親職責任
及工作場域之相關支持計畫；
disabilities (art. 6)
household and parental responsibilities and in their
3(b)
第六條：身心障礙
workplaces;
婦女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婦女支持培力計畫」，以持續關注身心障礙婦女之需求與促進其社會參與；並於
輔具資源入口網設置「育兒小博士」專區，蒐集身心障礙者育兒照顧所需輔具供查詢，身心障礙者如有使問疑問，各地方輔具中心專
業人員可協助評估及教導使用，以支持身心障礙家庭育兒需求。
勞動部
一、依勞動部2019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女性身心障礙失業者找尋工作中，因體力無法勝任、待遇不符期望或工作地點不
理想而未能就業，而女性身心障礙非勞動力主要是因為找不到合意的工作、料理家務及家庭照顧而未投入勞動市場。勞動部以個
別化服務模式協助女性身心礙障者就業，依其需求開發彈性工作機會、協助在地就業、提供職前準備服務強化就業能力、連結社
政支持系統以解決家庭照顧問題等方式，協助其就業。2020年計協助女性身心障礙者1萬2,761人次就業、2021年計協助1萬2,950
人次就業，對於協助女性身心障礙者就業成效已有成長。
二、為提供細緻化女性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及關照其家庭、親職責任需求，勞動部於2020年12月調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支持性就業
服務流程，引導就業服務員應評估受服務對象之多元需求，2021年提供166名女性身心障礙者職務調整、115名職場環境條件改善
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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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art. 6)
第六條：身心障礙
婦女

Paragraph
點次

3(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ans to improve support to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who are 針對受暴力侵害之身心障礙婦女之支
victims of violence, especially through improved accessibility 持的改善計畫，尤其是以改善關懷熱
線、庇護所與重新安置措施之可及性
of hotlines, shelters and resettlement measures.
為方向。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強化 113 保護專線服務效能：為讓身心障礙者更便利取得資源與接受訊息，我國 113 保護專線除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免付費
電話諮詢，並於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網站設置線上諮詢及簡訊諮詢功能，該網站已通過無障礙標章認證，並於 2020 年 12 月將
網站之驗證圖碼增設語音報讀功能，以利視覺障礙者使用。2021 年 113 保護專線共受理 12 萬 4 千餘通諮詢電話；其中以網路及
簡訊對談計 1,356 通。另將持續加強 113 專線人員身心障礙專業知能與敏感度訓練，提升服務品質。
二、 提升庇護服務之可近性：全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緊急短期及中長期庇護處所計 46 處，2021 年接受庇護之身心障礙婦女計 71 人，
占庇護總人數比率 9.8%。為降低遭身心障礙婦女使用庇護服務之障礙，地方政府已建置 24 小時緊急連絡窗口，及時提供所需服
務。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係經主責社工評估後安排入住庇護處所，以具體掌握個案身心障礙樣態及服務需求，並於其入住
後會同相關專業人員再行審視評估，提供個別性及多元支援服務，如陪同就醫、媒合輔具資源、支持性就業、媒合其他資源等。
另為強化各處所無障礙環境之營造，政府運用經費補助購置活動式無障礙木板、緊急鈴、安全扶手（柵欄）
、止滑墊等設施設備、
改造房屋格局等措施，將持續輔導逐步改善庇護處所之無障礙環境，或另覓合適房舍。此外，業將身心障礙相關知能納入社工人
員在職訓練課程，以增進其對身心障礙者需求之瞭解，並依障別、障礙程度、理解及表達功能等，評估連結相關資源予以妥適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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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遭受性騷擾之身心障礙婦女相關服務：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21 條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地方政府，
於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得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或提供心理輔導及法律協助，爰針對遭受性騷擾之身心障愛婦女，
社政主管機關得依其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提供個別化心理輔導、法律協助、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經濟服務與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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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針對以下事項向委員會說明：
Children with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disabilities (art. 7)
About what measures are being taken to ensure that children’s 現正採取何種措施以保障兒童表達意
4(a)
第七條：身心障礙
見之權利；
right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re protected;
兒童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簡稱《兒少法》）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規定，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已聘請一
定比例兒少代表參與政府決策與協調過程。衛生福利部與各部會、地方政府、兒少代表及民間團體共同推動：擴充兒少參與管
道、法制保障兒少參與權利、營造社會尊重兒少意見意識、以適宜之方式與環境保障特殊處境兒少表意及參與權、培養兒少參
與能力、提供兒少參與支持措施。
二、 為保障身心障礙兒少參與公共事務與表達意見之權利，衛生福利部除定期調查各縣市身心障礙兒少參與情形，並編寫《身心障
礙者融合式會議及活動參考指引》、《保障兒少表意權之策略與注意事項》，提醒各機關（構）應按兒少身心障礙狀況安排適
當協助措施，包含會議場地與軟硬體設施、會議進行方式、以及培力、陪伴與輔助人員的協力等，同時，與身心障礙者及其代
表團體密切聯繫，規劃適合身心障礙兒少參與之方式。
三、 衛生福利部業邀請身心障礙兒童代表團體，共同規劃制定公用版無障礙資源，業完成2式醫病共享決策易讀版衛教單張（初診/複
診就醫提問單）、3式易讀版知情同意書（手術、麻醉與檢查）、20式流程圖卡（例如:量血壓、聽力檢查等流程圖說），刻正進行
審稿作業，預計2022年下半年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網站，供民眾與醫事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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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8條規定，醫師應將病情、安寧緩和醫療之治療方針及維生醫療抉擇告知末期病人或其家屬。若為
身心障礙兒童，目前由醫院以內部已有之身心障礙溝通資源進行溝通，協助兒童了解內容及表達意見，未來規劃委託機構整合
各院執行方式及工具後，提供各院所參考使用。
教育部
一、教育部2019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依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需求，實施相關支持
性課程，包括生活管理、社會技巧、溝通訓練…等科目，其目標在於培養身心障礙學生生活自理能力，融入家庭、學校與社區生
活，並得以展現自我覺察、自我管理、自我選擇和自我決策的行為與態度，使身心障礙學生不因生理、心理及環境因素，影響其
認知、溝通、動作、生活自理及學業學習。
二、政府及學校依據身心障礙學生需求，提供可協助其表達意見之輔助器材及服務，包括視覺輔具、聽覺輔具、閱讀與書寫輔具、電
腦輔具、手語翻譯等，使學生能透過語言或非語言進行理解或表達。
三、教育部2020年修訂《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9條明訂，學校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參與其個別化計畫（簡稱 IEP）之訂
定，落實其表意權利：
（一）教育部於補助地方政府身心障礙教育經費時，要求應將督導各校 IEP 落實情形納入特殊教育工作計畫中。
（二）編製 IEP 易讀版本，使身心障礙學生能瞭解自己參與 IEP 之權利並參與 IEP 的擬定。
（三）教育部為了解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長參與 IEP 會議之情形及比率，已完成調查系統，將於2022學年度請學校填報，並定期
督導考核。
四、《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明定身心障礙學生對鑑定、安置及輔導有爭議，或於學生學習、輔導、管教、支持服務或其他學
習權益受損時，得由學生本人，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依法向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事宜。另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申
訴評議會」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且作成之評議決定書，送達特殊教育學生及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以保障其權益。
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有關辦理學生代表委員遴選，訂有性別、原住民等身分保障名額規定，並得應
學生代表委員之需要，協助其蒐集各身分別及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對課程綱要內容之意見。
六、我國設置「青年諮詢委員會」，強化青年公共參與及溝通，提供青年於政府政策形成中之參與管道。該委員會內青年代表以十八
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之本國籍在學學生或社會青年為原則，其中亦有納入身心障礙學生。
七、教育部刻正修訂《特教法》，修正草案條文已明定各主管機關設立之特殊教育諮詢會、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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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設立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均應有身心障礙學生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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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Children with
About measures being taken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parents 現正採取何種措施以提高雙親與兒童
對 LGBTI 議題之認識；
disabilities (art. 7)
and children regarding LGBTI issues;
4(b)
第七條：身心障礙
兒童
中文回應：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政策面：行政院於 2021 年 5 月修正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國家性別平等政策發展之上位指導方針，為促進不利處境者之權
益，包括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與偏遠地區等女性、女童，以及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與雙性人等，除納入綱領之權力、就業、
教育、人身安全、健康及環境等各篇之推動策略外，並相應提出性別平等重要議題（2022 年至 2025 年）
，由相關部會提出具體做
法，納入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
二、措施面：有關提升民眾對 LGBTI 議題認識一節，業經納入行政院層級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以
「促進民眾對 LGBTI 群體及多元化家庭之認識」為目標，由權責部會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相關策略，以 4 年為期，落實推動。具
體措施列舉如下：內政部製播跨性別者及同性婚姻之新住民故事；教育部研發多元性別及家庭等議題教案；交通部自製增進民眾
對多元性別與家庭認識之宣導品，於交通運輸場站宣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補助辦理媒體識讀教育研習活動，提高民眾對多元
性別等議題之認識等。前開工作辦理情形已納入相關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三層級會議追蹤，亦透過各部會
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評核，檢視推動成效，並適時滾動檢討。另為協助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庭認識 LGBTI 議題，促進親子一同瞭解，
並提供身心障礙兒童相關協助措施，行政院將請相關部會整體規劃，提出具體做法，納入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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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一、依據2019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性別平等教育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教學之內
涵，包括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平等、性別的成長與發展、性別認同、性別角色的學習與突破、性別的關係與互動、性別平等權
益相關議題等，其中目標在於引導學生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並付諸行
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教育部亦已研發身心障礙學生特殊需求社會技巧與生活管理等
課程之性別平等教育教材，以融入身心障礙學生教學課程，另已研發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案示例，其中有
性別多樣性的認同與尊重及雙性人之議題及權益相關主題，以供教師教學參考運用。
二、教育部2017年出版「性別意識成長數位學習課程手冊」及2019年出版「與孩子的青春同行-青少年性教育及情感教育家長親職教
育學習光碟」，內容皆包含「認識性別特質、性別認同與性傾向」（含 LGBTI）議題，提供家長陪伴孩子成長的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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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現正採取何種措施以評估隔離學校中
Children with
About what measures are being taken to evaluate the
身心障礙兒童性侵害盛行率，以及目
disabilities (art. 7)
prevalence of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4(c)
第七條：身心障礙
前有何制定中的計畫可防止身心障礙
segregated schools and what plans are being developed to
兒童
兒童性侵害。
prevent such abuse.
中文回應：
教育部
一、有關評估特教學校中身心障礙學生性侵害發生率：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學校知悉發生校園性平事件後，需於24小時完成校安
通報及社政通報，並鼓勵疑似被行為人提出申請調查。教育部於2012年底設置「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回覆系統/
統計管理系統」並推動上線，據統計，特殊教育學校2014年至2022年間所通報性侵害案件占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之比率，於
0.1%至0.3%間浮動。透過此機制，可掌握性平事件的通報情形，並由教育部專人檢核特教學校校園通報有關性平事件，即
時督導各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調查、妥處案件，請學校適時提供學生輔導。
（二）教育部每四年辦理特殊教育學校校務評鑑，將性別平等教育推動與性平事件防治工作項目列入評鑑指標及訂定相關效標，
以評估、檢視特殊教育學校性別平等相關業務辦理情形。
（三）教育部刻正修訂《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將矯正學校納入該法適用對象，有關性平事件的處理按該法相關規定辦
理。
二、有關防治特殊教育學校性平事件措施：
（一）教育部每季均會統計國立特教學校有關疑似性平事件之通報數，針對案件通報件數較高之學校，不定時辦理性別事件處理
控管會議，檢討及督導學校依規定調查、妥處，並協助各校檢視性別平等教育狀況、校園性別平等無障礙環境以及處理性
平事件之流程與結果，據以營造性別友善、安全、平等的教育環境，以杜防類似事件的發生。
（二）教育部2018年起編製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及處理教師參考手冊（身心障礙篇），並辦理特教學校教師性別意識培力研習，以
27

協助學校建立友善校園的性別平等氛圍，並協助建立身心障礙學生有關防範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的意識及知能，以保
障學生之安全與權益。
（三）教育部每年持續辦理「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輔導工作──特教部分教師助理員暨住宿生管理員性別平等教育及危機處理知能研
習」及「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教部分人權性平親師研習」，以增進特教學校相關人員有關人權、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知能，防範校園性平事件的發生。
三、為避免學校處理性平事件有怠惰、隱匿情事，相關罰則如下：
（一）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知悉發生校園性平事件後，如學校人員未於24小時內通報，將依法裁罰新臺幣3萬至15萬元。
（二）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教師法》，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
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應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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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Awareness-raising
(art. 8)
第八條：意識提升

5(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measures
taken:

請向委員會說明所採取的相關措施：
為改善主流媒體對身心障礙者之歧視

To renew and reform processes against discriminatory and
restrictive actions and limited portrayal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mainstream media;

與特定描述，目前採取何種更新與改
革程序；

中文回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電視事業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評鑑作業要點》及《電視事業申請換發執照辦法》，將電視業者促進視覺及
聽覺障礙者媒體近用之作為列為換照、評鑑審查加分項目之一，結合評鑑、換照之鼓勵性機制，鼓勵業者促進視覺及聽覺障礙
者媒體近用，同時保障身心障礙者避免受到歧視性報導。並將「公司協助公共事務活動及擔負社會責任事蹟」列為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評鑑換照之鼓勵性加分事項。
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分別於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將臺北市衛生局公告之《報導精神疾病六要與四不要原則》及於 2021 年
12 月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身心障礙者議題報導注意事項》，轉予媒體公（學）會，要求業者恪守相關規範，共同強化社會大眾
對於身心障礙者傳播權益等議題之認知。
文化部
一、 為提升社會大眾障礙意識，文化部已於 2022 年 1 月就衛生福利部研訂之「身心障礙者議題報導注意事項」
，轉知各出版產業及從
業人員參考；並且不定期彙整相關法令，如《身權法》
、
《精神衛生法》等，業於 2021 年 1 月、9 月函請地方政府加強輔導平面媒
體，落實相關作用法之執行，並督促所轄平面媒體公協會轉知所屬會員業者，加強新聞自律，避免歧視性報導及內容；並預計於
29

2022 年 10 至 12 月間規劃委託媒體業者團體辦理媒體報導自律宣導活動時，納入 CRPD 宣導或訓練內容。
二、 此外，將促請主管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事業文教基金會，加強宣導所製播之視聽內容，避免呈現歧視性言論及行為。如公視人文
紀實節目《極樂世界》探討身心障礙女性、文化平權、無障礙旅遊、熟齡長者等議題，希望帶給國內觀眾對身心障礙議題不同層
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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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wareness-raising
(art. 8)
第八條：意識提升

Paragraph
點次

5(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o encourage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to
extend its responsibilities to deal with emerging social media

鼓勵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擴大其處理
新興社群媒體與線上平台之職責，針

and online platforms in order to protect citizens with
disabilities by initiating actions and implementing sanctions
against offensive and ignorant discriminatory commentary
and publicize these actions;

對攻擊性與無知的歧視性評論採取行
動並加以制裁，以此保護身心障礙民
眾並使上述行動廣為知悉；

中文回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網際網路內容包羅萬象，大多係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刊載違法或不當內容衍生後續問題，因此，我國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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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依權責處理。為避免中央各主管機關對於網際網路內容之相關權責分工不
明，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資通訊環境及網際內容安全組訂定「網際網路內容管理基本規範及分工原則」予以推動另衛生福利部已在
《身權法》修正草案、《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增加網際網路及其他媒體業者不得使用歧視性描述或評論，以及罰責。
二、因應我國政府組織改造，通傳會的組織法修正草案新增網路傳播政策的制修訂等業務，另外該會可能成立專責的財團法人，將現
有的兒少網路申訴機制（iwin）擴大，基於治理精神，讓政府、新興媒體與線上平臺、學界及公民團體共同增進產業自律與問題
處理之跨界溝通，對於穩固安全可信賴的網路環境，可望發揮加乘效果。通傳會也將研究和參考先進國家對於網路上歧視性語言
的治理方式，希望未來能和相關部會建立一個機制共同處理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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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Awareness-raising
(art. 8)
第八條：意識提升

5(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o promote awareness among the media on the general
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 of the Convention, such as issues

為提高媒體對 CRPD 理念和原則之認
識，例如不歧視、融合式學校及工作

of non-discrimination, inclusive schools and workplaces or
independent living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community;

場所或社區中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生活
等議題；

中文回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為提高媒體對身心障礙者傳播權益之認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2020 年 7 月、8 月、9 月邀請社團法人台灣障礙者權利促進會
及傳播學者以「身心障礙者權利及法規與實務」、「從 CEDAW 與 CRPD 看如何尊重多元」為主題辦理 5 場課程；2021 年 8 月、9
月邀請傳播學者以「從廣播節目探討性別平等、身心障礙」為主題辦理 5 場課程，為廣電媒體從業人員提供身心障礙者傳播權益
等議題之專業訓練課程。
二、我國對於廣電內容監理係以自律、他律及法律形成共管制度鐵三角，其中電視業者所成立之「中華民國電視學會」及「中華民國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針對新聞報導身心障礙者訂定相關自律規範，以避免新聞媒體使用歧視性文字或身體與心理特
徵標籤化身心障礙者。此外，媒體業者亦應遵循報導精神疾病之準則，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權益，發揮正面的傳播功效。
文化部
一、 文化部持續委託媒體業者團體辦理媒體報導自律宣導活動，規劃於 2022 年納入《CRPD》一般性原則相關內容之宣導，提升媒
體從業人員對 CRPD 之認識。
二、 此外，將促請主管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事業文教基金會，加強宣導所製播之視聽內容，避免呈現歧視性言論及行為，亦鼓勵製
32

播有關身心障礙者於社會自力更生之專題報導及節目等內容，如公視製播真人實境節目《誰來晚餐》邀請視覺障礙藝術家、盲
人街頭歌手以及特雷氏症寶寶家庭，記錄身心障礙家庭所面臨的挑戰及困境，以及如何於社會自力更生的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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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Awareness-raising
(art. 8)
第八條：意識提升

5(d)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o provide the legal profession, including judges, police, and
correctional officers and the teachers with the regular training

為包括法官、警察、矯正人員在內之
法律工作者及教師，定期提供障礙意

of disability awareness workshops and disability equality
trainings, in which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and delivery.

識工作坊及身心障礙平等培訓，此類
培訓課程的設計與施行需納入身心障
礙者的參與。

中文回應：
司法院
一、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迄今，於 2011 年 9 月、10 月辦理「兒童或心智障礙被害人特殊訊問專業課程初階及進階班」
、2011 年 7 月辦
理「
《CRPD》專題研究」
、2011 年 4 月辦理「人權保障研習會（精神障礙者專題）」
、2011 年 12 月辦理「弱勢保護與友善法庭研習
會」等，為法官提供身心障礙意識研討會及身心障礙平等培訓課程。
二、為提升少家法庭工作團隊（含法官、少年調查官、心測（輔）員、家事調查官、程序監理人）執行《CRPD》之專業知能，加強渠
等對身心障礙兒少行為、情緒之認知與訊問技巧，本院曾於法官學院辦理研習課程，包括「人權系列-從兒童權利公約、《CRPD》
談兒少特殊身心需求」、「身心障礙少年之識別及照顧需求」、「身心障礙少年之社會資源簡介及連結」、「與身心障礙少年之會談技
巧」
、
「從兒童權利公約、
《CRPD》談司法少年之權益保障」
、
「《CRPD》引介」
、
「從精神醫學診斷談少年之非行歷程與處遇建議」
、
「兒少思覺失調徵狀、診斷及治療」
、
「調查訪視與晤談技巧系列之分組演練（四）身心障礙者（含智能障礙者）
、精神障礙」
、
「以
個案研析調查報告撰寫方法及模擬習作與講評（四）身心障礙者（含智能障礙者）
、精神障礙」
、
「（《精神衛生法》工作坊）談司法
在精神衛生法的角色與功能」
、
「
《精神衛生法》強制措施的法律界限：
《憲法》與聯合國《CRPD》的觀點」
、
「未成年精神疾患Ⅰ（兒
童及青少年時期常見發展障礙）
、
「個案研討-特殊個案（如：帶往國外、有意識能力無表達能力、精神疾患之受監理人等）及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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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保護事件之處理模式」等，並曾邀聘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相關機構、團體派員擔任講座。
三、有關國民法官相關措施部分：將於未來設計國民法官相關培訓課程時，納入提升對身心障礙意識之內容。目前並無任何培訓課程
排除身心障礙者之參與。
法務部
一、矯正署自 2018 年起，初任矯正人員訓練課程皆安排「《CRPD》之認識」，並每年定期舉辦精神疾病專業研習課程，為提昇矯正
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者需求之理解，除專家學者外，未來亦積極邀請身心障礙者參與授課。
二、法務部規劃於檢察官在職專業訓練課程，適時邀請兼具障礙者身分之法學專業人員，講授認識「《CRPD》」相關課程，以提升
檢察官之障礙意識。
內政部
一、內政部定期派員參加衛生福利部辦理相關工作坊或是地區性講習，或提供專業師資名單供所屬機關辦理講座，以共同提升對於身
心障礙者、罕見疾病或特殊疾病類人權保障之認識。另於常年訓練學科講習及勤前教育，納入「身心障礙者平等培訓」課程，並
持續於各種集會加強宣導，以持續提升員警人權意識。
二、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於司法警察人員偵辦刑事案件時之刑事訴訟程序權利，內政部業訂定「警察機關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
場辯護注意事項」及「警察機關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辯護作業程序」，作為員警執行依據。另每年定期就警政刑事人
員幹部、基層員警等辦理培訓，施教內容結合法律條文及實際案例並針對缺失部分加強教育，並責由地方警察機關將相關課程納
入年度常年訓練課程，使員警及幹部均能熟稔流程規範。
三、內政部規劃自 2023 年起，請所屬警察機關於辦理有關身心障礙議題之培訓課程設計與施行，應邀請身心障礙者共同參與，並每
年調查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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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ccessibility (art. 9)
第九條：可及性／
無障礙

Paragraph
點次

6(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On how the State ha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eneral

請向委員會說明下列事項:
臺灣對於將聯合國 CRPD 委員會針對

Comment No. 2 on Accessibility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mprehensive accessibility legislation covering built
environments,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elevision, Wi-Fi and smartphones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an action plan with timetable;

可及性／無障礙（Accessibility）的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納入考量，以制定涵
蓋城市與鄉村地區的環境、大眾交通
及通訊（包括電視、無線網路及智慧
型手機）全面可及性之立法及行動計
畫之時程；

中文回應：
內政部
內政部業訂（修）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建築技術規則」、「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等涵蓋全國城市及鄉村地區
之規範，並持續就建築物及人行道部分，推動以下行動措施：
一、建築物部分：
(一)對於建築物無障礙環境之推動，係以公眾接觸使用密切之「公共建築物」為對象，非以公部門所有或私部門所有為推動範
圍。內政部已自2013年起要求所有新建與增建的建築物，不論所有者為公部門或私部門，均應設置無障礙設施。另既有公共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則以公眾接觸使用密切之公共建築物為強制要求對象，且逐步擴大適用範圍，截至2019年12月，列
管案件數共計5萬1,380件，已改善完成之比率為62%，較2016年改善率提升12%，並將由各地方地方政府持續依轄區實際需
求考量城鄉差異訂定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逐步進行改善，並邀集相關團體與公會成立改善諮詢審查小組，
提供諮詢與進行替代計畫審查，遇有設置困難時，得以因地制宜、因案調整不同方式改善環境與設施；另外，2016年至2019
年補助騎樓整平共計2億5,917萬元，優先選擇商圈街廓、醫療院所、旅遊路線、公共交通轉運點或社區通學等具有迫切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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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路段。
(二)為有效推動建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積極督促地方政府及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落實執行清查及改善工
作，並自2004年起，逐年就該等機關進行業務督導，以貫徹執行成效。
二、人行道部分：
（一）每年辦理「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督導地方政府確實養護市區道路及推動建構市區道路人行道之無
障礙環境，並積極督促各地方政府落實執行清查及改善工作，以提升市區道路服務品質及提供用路人尊嚴、安全、舒適、
無障礙之人行環境。
（二）鑒於我國現有路口路型種類眾多且行人穿越道線劃設位置不一，視障者常無法於人行道接近路口處辨視穿越口路之位置，
目前「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訂有「整齊邊界線」及「警示帶」相關規定，以利視障者安全前進，另針對路口
導盲設施，訂有「市區道路人行道路口導盲設施設計指南」，並推動行人穿越道視障引導標線，以導引視障者安全通過路
口。
交通部
一、交通部藉由執行公路公共運輸相關計畫，持續改善市區及公路客運無障礙運輸服務，截至 2022 年 3 月市區客運無障礙路線比率為
75%，公路客運無障礙路線比率達 99%，另為提供行動不便者更多行動自主之選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推動｢愛接送-預約式通用計
程車｣，鼓勵地方政府及輔導業者投入通用計程車服務。相關服務透過評鑑制度，適時邀請身心障礙者以秘密客身分實際搭乘及評
分，以期更符合實際需求。
二、為縮短城鄉差距，改善全國各地之公共運輸服務，交通部自 2010 年起推動「公路公共運輸計畫」至今，給予財政不佳之縣市較高
之補助，協助其建置公共運輸環境及提升服務品質；另考量部分偏鄉地區公共運輸服務不足，交通部近年來亦推動「幸福巴士計
畫」
（即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Demand Responsive Transit Service）
，針對客運業者無意願經營之地區或路線，導入多元、彈性之營
運模式，滿足偏鄉地區最後一哩之民行需求。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為落實身心障礙平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持續依無障礙通訊傳播近用行動方案，統計取得審定證明且具近用功能之電信終端設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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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於職掌電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及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技術規範明定無障礙近用功能（如：多重語言字幕、多重音軌輸出
等）。未來將持續依循《CRPD》之理念、辦理無障礙通訊傳播近用環境行動方案之具體措施及滾動式檢討職掌法規，建立無障礙之通
訊傳播近用環境，以落實身心障礙者通訊傳播近用權。
經濟部
一、依標準法第 4 條：「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爰國
家標準係各界自願性選用符合之標準，並非為強制性法規。
二、經濟部標準局參考 ISO 國際標準及國際先進標準，並考量在地化需求，邀集產官學研共同研商制修訂高齡及身心障礙者相關輔具
國家標準。截至 2021 年 12 月止，已完成制修訂 CNS 16170「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輔具之一般要求」等 139 種國家標準，包含輔
具 81 種（輪椅 32 種、手杖與助行器 10 種、義肢與矯具 14 種、個人照顧與保護 25 種）、無障礙設計 50 種、無障礙設備 8 種，
並持續滾動檢討。2022 年至 2023 年將參考 ISO 7176-19：2022 Wheelchairs──Part 19: Wheelchairs for use as seats in motor vehicles
等，制修訂為 CNS 14964-19「輪椅──第 19 部：作為機動車輛座椅之輪型移動裝置」等共計 14 種國家標準。
三、有關無障礙個人載具（個人使用汽、機車等交通工具）部分，各國係以法規來管理。依交通部公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 條
第 1 項第 7 款「特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包括……身心障礙者特製車……。」及第 23 條與其附
件 15 為該部公告「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規定」。經濟部標準局針對高齡及身心障礙者相關輔具，會持續關注 ISO 國際標準或國際先
進標準動態，適時評估制修訂為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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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ccessibility (art. 9)
第九條：可及性／
無障礙

Paragraph
點次

6(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he consideration the State has given to adopting measures

臺灣對於要求官方出版物及資訊以各

that would require official pub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in all
accessible communication formats (print, visual, oral or
electronic) .

種可及性／無障礙的傳播形式呈現
（印刷、視覺化、口述或電子化）所
採取之措施。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教育部、文化部、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法務部、勞動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一、為確保政府部門在辦理會議或活動前，能夠自我檢視軟、硬體等各方面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的多元性，以確保其參與無礙，衛生
福利部邀集相關部會、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共同討論後，於 2019 年 6 月彙編完成《身心障礙者融合式會議及活動參考指引》
，
該指引主要是以聯合國出版的身心障礙者融合式會議操作指引為基礎，納入身心障礙者的多元性，透過說明不同障礙類別身心障
礙者及可能的需求，例如：為使視覺障礙者掌握訊息，寄送邀請卡或會議通知時，應將 QR CODE 置於何處，或手語翻譯人員提
供服務時應站立位置，並增加我國一些實例進行說明，以使資訊得以各種可行性/無障礙的傳播形式呈現。
二、各部會官方網站為傳遞重要訊息的管道，均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規定的無障礙網路標章，讓視覺障礙者使用其他替代方式（如
閱讀機、點字顯示器等特殊裝置）取得資訊，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亦於 2022 年 3 月要求各部會就政府宣導影片加上字
幕為基本原則，並就與「生活便利」與「權利保障」相關的宣傳影片優先加上手語，以保障所有閱聽人的權益。
三、在各類可及性格式中，易讀格式也是較新穎的概念，衛生福利部邀請我國易讀領域的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及心智障礙青年共同
參與，於 2022 年 2 月出版《臺灣易讀參考指南-讓資訊易讀易懂》
，該參考指南主要是參考 Inclusion Europe 的「歐盟易讀資訊製作
指標」及英國心智障礙倡權組織 CHANGE 發行的「如何使資訊具可及性：製作易讀文件的指引」，並依據我國製作易讀資訊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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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情況調整內容。希望讓易讀資訊的製作單位能有所依循，鼓勵將政府資訊轉譯，以保障身心障礙者的資訊近用權。
四、針對身心障礙者就醫需求、用藥安全及疫情資訊可及性部分，已開發特殊需求者適用之公用版無障礙就醫資源，包含 3 式易讀版
知情同意書、2 式易讀版衛教單張、20 式易讀版就醫流程圖，並於 2016 年公告「西藥非處方藥仿單外盒格式及規範」，規定非處
方藥品外盒於特定位置需新增 QR Code，供視覺障礙者使用手機掃描 QR Code 後，透過手機語音應用程式獲知藥品資訊內容，製
藥業者已分年分階段於 2019 年底全數依公告完成外盒變更作業，目前市面上之非處方藥外盒皆印製有 QR Code 供視覺障礙者應
用。另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持續每日發布新聞稿、製作單張、影片等素材，透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已通過無障礙標章認證）、大眾傳播媒體，以及 Facebook、LINE、Instagram 等多元新媒體管道向全民提供疫情說明並加強防疫
宣導。
五、針對身心障礙者交通、報稅資訊及文化平權部分，推動公路公共運輸計畫已有提供具語音播報功能附掛式 LED 智慧型站牌之補
助，以協助視覺障礙者取得乘車資訊，新改版之 iBus 公路客運 APP 亦針對各項文字、標題及圖標（icon）設置語音導讀內容。全
國性稅務宣導影片已提供手語和字幕，另臺灣於 2021 年修訂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於授權項目中增列 ePub 檔案格式之轉製參考，
並將鼓勵推動 ePub 電子書，俾利於可及性資訊製作傳輸。同時，設置國立臺灣圖書館為身心障礙專責圖書館，建置無障礙閱讀資
源整合查詢系統、開發無障礙閱讀 APP、製作電子點字書、有聲書、雙視圖書（一般圖書加貼點字）
、手語電子繪本（影片）等出
版品。為能更加提升身心障礙者族群之藝文可近性，文化部所屬館所陸續依據各類障礙者需求，將訊息轉化為其可理解的內容，
以弭平獲取資訊的障礙。例如透過建置視障導覽 APP，使用口語化詞彙，結合口述影像及定向行動指引；提供相關易讀功能，同
步於展場設置觸摸輔具等措施，輔助視覺障礙者參觀；以及考量聽覺障礙者需求，開發《點字數位有聲書》系列及配合手語導覽
等協助其獲得資訊、進行數位學習；針對心智障礙者部分，2018 年起分別與心智障礙者代表團體合作完成相關常設展易讀手冊等。
註:災防告警相關資訊請參閱 8(c)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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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Right to life (art. 10)
第十條：生命權

Paragraph
點次

7(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update the Committee:
About steps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and measures to

請向委員會說明最新情況：
廢除死刑之步驟，以及確保智能或心

ensure that no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or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is sentenced to death or executed;

理社會障礙者不被判處死刑或處決之
措施；

中文回應：
法務部
一、廢除死刑是近年來的國際趨勢，也是我國長期努力的方向。惟死刑的存在，與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複雜因素有關，
相關配套措施非一蹴可幾，由英、法、瑞士、義大利等歐盟國家，歷經長久時間，方達成此目標，即可證明。因此，我國死刑
政策係採取「逐步廢除死刑」，現階段則是「減少使用死刑」、「審慎執行死刑」，以兼顧社會正義及人權保障。
二、法務部於 2017 年 12 月重啟「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迄今已召開過 8 次會議，最近於 2020 年 3 月邀請德國刑事法學者
就「重大犯罪及危險犯罪行為人之死刑替代方案」發表專題演講，作為研擬死刑替代措施之參考；復於 2021 年 5 月邀請台灣司
法精神醫學會理事長，就「從精神醫學觀點探討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死刑受刑能力之問題」進行專題報告，俾自精神醫學觀點
探究停止執行死刑之要件，以更審慎執行死刑。
三、為推動我國逐步廢除死刑之政策目標，參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 6 條與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該
公約第 6 條生命權所提出之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下稱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於 2022 年「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提出（一）檢察
官審慎求刑（二）研究分析民意對死刑制度與替代方案之態度及意見（三）研訂死刑之替代方案等 3 項具體行動，以落實生命
權之保障。
四、2020 年 7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執行死刑規則第 2 點立法理由說明，審核死刑案件有無「心神喪失」之事由，應參酌第 36 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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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見（第 49 段），綜合審慎評估，以作為執行與否之依據。故死刑犯之精神狀態係執行死刑應予審核之事項，以避免智能障
礙者或社會心理障礙者被執行死刑。
註：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在國內泛稱精神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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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Right to life (art. 10)
第十條：生命權

Paragraph
點次

7(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確保 2016 年頒布並於 2019 年生效之
About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 enacted in 2016 and effective from 2019, is in compliance 《病人自主權利法》符合 CRPD 之措
施。
with the Convention.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為使身心障礙民眾仍可完成意願簽署，衛生福利部於2019年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臺灣）安寧照顧基金會編撰工作手冊，並
提供「意思能力評估」工具予醫療機構，作為相關人員判定參考；若為身心障礙民眾，則由各醫院以身心障礙溝通資源進行溝
通，協助其了解內容及表達意見，未來規劃委託機構整合各院執行方式及工具後，提供各院所參考使用。
二、 醫療委任代理人若解任後，則由意願人或其監護人執行預立醫療決定，未來視臨床執行情況，研議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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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Situations of risk and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art.11)
第十一條：風險情
境及人道緊急情況

8(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update the Committee about:
How the safe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s ensured in

請向委員會說明最新情況：
如何在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之參

practice within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DPP)
plans, based on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Ac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與下，基於《災害防救法》之災害防
救計畫實施保護身心障礙者之安全；

中文回應：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基於災害防救計畫1保護身心障礙者安全之實踐：
一、減災：
（一）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之第二編「災害防救基本對策」與第三編「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擬定重點」之減災、應變項次中
規定需檢視、確保身心障礙者及社福機構之安全條件與防護能力，並優先處理身心障礙者之急難照顧，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各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於修訂災害防救計畫時均已邀請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共同參與討論，並將意見納入各災害防
救計畫中修訂（附件 1），以完善計畫多元性需求，並將成果反映在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1.5（降低各種災害造成之損失，特
別需要保護弱勢與低所得族群，附件 2）之中。

1

災害防救計畫：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害防救計畫係指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各項災害
防救計畫於一定期限內（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為 5 年、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為 2 年）進行勘查、評估，檢討災害防救計畫。其中災害防救基本
計畫為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綱要性指導計畫，並規定該二計畫之撰擬重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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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火災及水災災害等災害，已製作簡單易懂之防災知識宣導素材，包括手語版防震、防颱宣導
短片、易讀版防震手冊、水利防災手冊（附件 3）等，並透過災防相關網站，提供身心障礙者瞭解防災知能。
（四）各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對於權管災害類型的相關防災政策及防災資訊皆已公開於官方網站，且各網站皆已通過「無障礙
標章」認證（附件 4），提供身心障礙者必要的災害資訊。
二、整備：
（一）各級政府在進行防災演練時，已邀請身心障礙者加入演練，並汲取相關建議滾動修正演練規劃，以全面完善相關配套措
施。
（二）地方政府已將轄內身心障礙者造冊列管，並妥善規劃疏散避難動線、避難收容處所之空間配置與友善措施，以利災時能及
時疏散轄內身心障礙者，並提供必要的協助。現已列入年度訪評項目中。
三、應變：
（一）災時優先疏散撤離身心障礙者，保護其安全。
（二）提供災防告警訊息之特殊聲響、振動並透過手機內建的 Talkback（適用 Android 手機）或 voiceover（適用 iOS 手機）功能
朗讀其訊息，供視覺障礙者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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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Situations of risk and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art.11)
第十一條：風險情
境及人道緊急情況

Paragraph
點次

8(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Measures to establish a targeted humanitarian emergency
framework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如何建立人道主義緊急架構，特別
是在 COVID-19 疫情造成公共衛生

with disabilities and specific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ulting from COVID-19 pandemic,
including measures to ensure continuous access to support
and mainstream community services, including in-home care
and personal assistance; to provide equal access to health
care, including life-saving measures; and to ensure that
disability pensions and social benefits are guaranteed at all

事件之背景下，以確實保障身心障
礙者權利，包括確保持續獲得支持
與主流社區服務之措施（包括居家
照護與個人助理），提供平等之醫療
保健管道（包括保命之措施），以及
確保身心障礙年金與社會福利之持
續保障（尤其根據新的《嚴重特殊

times, particularly under the new Special Act for Prevention,
Relief and Revitalization Measures for Severe Pneumonia
with Novel Pathogens;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之規範）所採取之措施；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為因應 COVID-19 疫情，臺灣 2020 年 1 月即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情報、作戰、後勤」3 大範
疇下設 10 個執行分組，快速整備各項防疫應變措施，並陸續訂定相關處置指引供各地方政府遵循，使服務單位落實各項防疫措施，
保障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之權益，各項重點防疫與紓困措施如下：
一、防疫口罩配送情形：臺灣於疫情發生初期即實施口罩實名制，考量身心障礙者健康風險及就醫需求比一般人高，針對列冊之獨居
且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獨居長輩自 2020 年 2 月起提供「關懷口罩」，由各縣（市）政府就近關懷及發送，倘於防疫期間因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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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特殊狀況難以購買口罩，將由地方政府派員訪視評估其個別化需求，媒合相關資源與服務（如：連結社區志工隊、鄰里長協助
購買口罩）。另考量特殊教育學校中、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學生體質較弱且上下學大都搭乘學校專車或復康巴士（密閉空間），指揮
中心爰參考教育部通報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將身心障礙學生所需口罩數量配送至全臺特殊教育學校提供學生使用。
二、照顧服務方案安全執行及不中斷
（一）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相關居家式、社區式照顧服務皆在遵守防疫相關規範、穿戴必要防護裝備及專業協助之原則下持
續提供服務，不得無故中斷服務為原則，倘遇有身心障礙相關服務設施暫停服務，則會針對無力照顧身心障礙服務對象之
家庭提供相關緊急支援措施，例如緊急安置、或轉介居家式長照服務、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等。至於機構式服務，亦已強
化機構相關防疫資源整備工作，透過查檢機制促使各類社福機構落實防疫措施，強化防疫量能，保障機構式服務對象的健
康安全。
（二）為支持前開服務方案人員持續提供服務，已將其列入疫苗優先施打對象，及提供公務用防疫口罩等防疫裝備。另外，透過
獎勵補助居家式服務人員、衛生福利機構照顧及護理人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任職之照顧服務員等必要人力高風險津貼，
以鼓勵其配合防疫工作，調用支援檢疫隔離場所或到宅照顧服務。
三、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措施
（一）為因應疫情衝擊人民經濟，針對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等對象，亦提供弱勢加發生活補助，於 2020 年 4 月至 6 月及 2021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每人每月加發新臺幣 1,500 元，加強關懷身心障礙者，以安頓其生活。
（二）針對原有工作因疫情請假或無法從事工作導致家庭生計受影響之民眾，2020 年及 2021 年均提供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
困，符合資格者，每一家戶發給 1 至 3 萬元。
四、身心障礙者疫苗施打原則
（一）臺灣公費 COVID-19 疫苗之各類接種對象及優先順序，係由「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審酌國內外疫情
趨勢、各類對象感染風險以及維持國家醫療照護與防疫量能、社會運作及國家安全等因素研訂及滾動式調整，並視疫苗供
應期程與數量，依序逐漸擴大至全體國民皆能公費接種原則辦理。
（二）依據指揮中心 2021 年 6 月 21 日更新之 COVID-19 疫苗公費接種對象，已包含感染後容易產生嚴重併發症或導致死亡者（50
歲以上成人、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19 至 64 歲具有易導致嚴重疾病之高風險疾病者）
，或是感染風險較高者（如機構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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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照顧系統之人員及其受照顧者），故身心障礙者倘符合前開脆弱性因素，已納入疫苗施打優先對象。另指揮中心宣布自
2021 年 7 月 13 日起，開放 18 歲（含）以上民眾於「COVID-19 公費疫苗預約平台」進行意願登記，符合預約資格或收到
簡訊提醒，即可登錄預約接種。
（三）為降低 COVID-19 感染後中、重症風險，確保醫療量能，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起推動 65 歲以上長者、長照機構住民及 18
歲以上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且病情穩定者已接種第一次追加劑滿 5 個月後，可接種第二次追加劑。
五、為提升醫療無障礙環境，衛生福利部於 2021 年獎勵醫院隔離病房設置無障礙通路、無障礙廁所、電動升降病床、移位機、輪椅體
重機與多元輔助溝通工具等項目，並獎勵基層診所設置友善通路與廁所、多元輔助溝通工具及無障礙設施設備等項目。計有 24 家
醫院（74 間隔離病室）及 1,384 家診所符合獎勵條件。未來將繼續規劃相關獎勵作業，以逐步提升全國友善就醫環境。
六、衛生福利部已撰擬「身心障礙族群大型傳染病（COVID-19）因應指引」（草案）
，提供身心障礙者、其照顧者（包括機構、家屬）
及提供身心障礙者醫療服務之衛生醫療人員等對象，於 COVID-19 疫情期間，可迅速參考運用之因應指引，以保障身心障礙者之
權利。將於送請行政院身心障者權益推動小組委員及公共衛生專家學者完成審閱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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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Situations of risk and
humanitarian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easures taken to provide accessible warning systems and
provide official information about emergency measures,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為提供可及性／無障礙的預警系統，
並以各種形式提供有關緊急措施之官

方資訊（包括颱風、地震與萬安防空
emergencies (art.11)
8(c)
including typhoons, earthquakes and Wan An air defense
第十一條：風險情
演習），目前採取何種措施。
drill, in all formats.
境及人道緊急情況
中文回應：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一、 多元災防告警與相關訊息：
（一）各災害類型皆以災防告警系統（PWS, Public Warming System）告警，當手機接獲災防告警訊息時，除訊息內容外，尚有特
殊可資識別之特殊聲響、振動，可供身心障礙者辨識。另視覺障礙者亦可透過手機內建的 Talkback（適用 Android 手機）
或 voiceover（適用 iOS 手機）功能朗讀災防告警訊息，俾及早掌握離災、避災等因應作為。
（二）針對聽覺障礙者之災害風險溝通與災害訊息傳遞，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之記者會同步手語翻譯。
二、 提供易讀、易懂版之防災知識宣導素材：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
、火災及水災等災害，已製作簡單易懂之防災知識宣導素材，
提供身心障礙者瞭解防災知能，並透過災防相關網站，提供民眾及各級地方政府政府宣導使用。包括：
（一） 針對行動不便者（使用枴杖、行動輔具或輪椅），製作簡單易懂之地震避難演練動作圖檔、海報等防災知識宣導。
（二） 針對聽覺及視覺障礙者製作有關防颱及防震手語版宣導短片、易讀版及有聲版防震須知手冊。
（三） 編撰完成水利防災易讀手冊（大雨一直下我家淹水了，附件3），將水利防減災訊息，轉換成容易閱讀手冊，並搭配圖畫
轉換成易讀易懂的圖文。並推動於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機構，讓身心障礙者也能進行防續整備工作，取得淹水警戒
資訊及安全應變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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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
一、國防部於空襲及防空演習發布防情狀況，並以「空中威脅告警系統」發送手機告警訊息，而內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揮管制所接獲防
情狀況後，即發放防空警報，並透過電視臺、廣播電臺、村里、學校及警車廣播等聲音、文字之訊息傳遞，地方政府之民防團隊亦
提供人員引導及協助，以多元管道提供相關預警資訊。
二、各種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的可及性預警方式：
（一）視覺障礙者：
1、發送文字（聲響）警訊：接獲手機告警訊息時，尚有特殊可資識別之特殊聲響、振動，可供視覺障礙者辨識；另視覺障
礙者亦可透過手機內建的 Talkback（適用Android手機）或voiceover（適用iOS手機）功能朗讀告警訊息，俾及早掌握避
難因應作為。
2、電視臺、廣播電臺、村里、學校及警車廣播：利用電視臺、廣播電臺、村里、學校及警車廣播等方式，以「聲音」傳達
告警訊息。
3、人員引導：由地方政府之「民防團隊」於現地實施人員引導，協助進行避難。
（二） 聽覺障礙者：
1、發送文字警訊：接獲手機告警訊息時，以「文字」傳遞防空演習或飛機（彈）來襲時間、地區之告警訊息。
2、電視臺：由電視臺或內政部消防署災防告警系統於電視畫面播送防空演習或空襲之「文字」佐以「手語」傳遞告警訊息
。
3、人員引導：由地方政府之「民防團隊」於現地實施人員引導，協助進行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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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解釋下列事項：
Equal recognition
Please explain to the Committee:
before the law
How the draft amendments to the Mental Health Act reported 2022 年 1 月媒體報導的《精神衛生
（art.12）
法》修正草案，將如何提升 CRPD 第
9(a)
on in the media in January 2022 will enhance respect for the
第十二條：在法律
12 條、第 1 號一般性意見所保障的身
will and choice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s protected in
之前獲得平等肯認
心障礙者之意願及選擇之尊重；
Article 12 of the CRPD and General Comment No.1;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現行《精神衛生法》第36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或於病人住院時，應向其本人及其保護人說明病情、治療方針、預後情形、住
院理由及其應享有之權利等有關事項；另第38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於住院病人病情穩定或康復，無繼續住院治療之必要時，應通知
本人或保護人辦理出院，不得無故留置病人。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2位專科醫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者，由其保護人
協助辦理住院，惟病人拒絕住院時，為確保病人之健康權與醫療人權，尚非不得以法律予以強制住院。另為保障其人權，已定有司法
救濟程序。另考量強制住院涉及人身自由限制，2022年《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已將強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並增訂強制住院病人緊
急安置期間，應由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通報法律扶助機構，以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並搭配司法救濟，保障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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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現正採取何種措施以教育法官，應以
Equal recognition
What steps are being taken to educate judges on the need to
「個人意願及偏好之最佳解釋」取代
before the law
replace the concept of “best interests” with “best
（art.12）
「最大利益」的概念；
9(b)
interpretation of will and preferences”;
第十二條：在法律
之前獲得平等肯認
中文回應：
司法院
邀請學者專家講授《CRPD》精神及內涵，尤其第 12 條相關議題，俾法官瞭解身心障礙者之保障，應尊重身心障礙者本人權利、意願
及偏好，而非採取最佳利益概念。

52

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現正採取何種措施促進支持性決策而
Equal recognition
What steps are being taken to promote supported decision
非替代性決策；
before the law
making in place of substitute decision making;
（art.12）
9(c)
第十二條：在法律
之前獲得平等肯認
中文回應：
法務部
一、2019 年民法增訂意定監護制度，本人得依其意願預先選定未來之監護人、監護人執行事務之範圍、方法等，更加尊重當事人自
主意思及本人利益，並完善民法監護制度。
二、關於我國成年監護制度與 CRPD 之對應及調適，法務部就民法總則編監護及輔助宣告規定有無修正必要，委託專家學者進行各國
法制比較及國內相關制度調和之研究。目前國內對於是否應完全採納 CRPD 之精神、如何因應 CRPD 相關規定之調整，各界仍
有不同意見，且成年監護制度之運作及調整與否，尚涉及其他法規及制度配套措施等業務執行事項（法院宣告裁定程序、醫學專
業鑑定、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等），法務部規劃持續蒐集、整理文獻資料、相關法制實務現況等資料，並邀請學者、專家、相關
機關及焦點團體提供意見及建議，研議成年監護法制之政策方向。

衛生福利部
一、 依據《醫療法》第 63 條、第 64 條規定，其主要之意旨在課予醫療機構之醫事人員踐行實施手術及檢查前應盡之告知程序。據此，
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手術或檢查之知情同意，醫療相關法規並未對於同意書之簽署區分身心障礙者與否，均得適用。爰醫療機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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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踐行實施手術前或檢查之告知程序，應考量身心障礙者（不論障礙類別）及法定代理人之情形，提供適切之衛教及相關
說明。
二、 依現行《優生保健法》規定得施行人工流產及結紮手術之要件前提為「依本人之自願」
，若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則需得法定
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另亦規定醫師應於手術前後給予適當之諮詢服務，以確保受術者知情同意之權益，爰依據現行法規，任
何人均不得對他人施以強制流產及結紮手術。
三、 為提供精神疾病病人行使法律能力之相關支持，保障病人之權利，2022 年《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增訂執行治療時，就受監護宣
告或輔助宣告者，須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充分資訊，並應尊重其意願。
四、 為使身心障礙民眾可完成預立安寧緩和或醫療決定意願之簽署，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臺灣）安寧照顧基金會編撰
工作手冊，並提供「意思能力評估」工具予醫療機構，作為相關人員判定參考，並由各醫院透過內部資源，協助其了解內容後完
成預立安寧緩和意願或預立醫療決定。
五、 衛生福利部業邀請身心障礙者團體與代表，共同規劃制定公用版無障礙溝通資源，完成 3 式易讀版知情同意書（手術、麻醉與檢
查）、2 式醫病共享決策易讀版衛教單張（初診/複診就醫提問單）、20 式流程圖卡（例如：量血壓、聽力檢查等流程圖說），刻正
進行審稿作業，預計 2022 年下半年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網站，供民眾與醫事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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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現正採取何種措施避免金融及其他機
Equal recognition
Steps being taken to ensure that financial and other
構剝奪身心障礙者於支持人員或監護
before the law
institutions do not deny the righ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t.12）
人不在場之情況下代表自己之權利；
9(d)
to act on their own behalf without a support person or
第十二條：在法律
guardian;
之前獲得平等肯認
中文回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一、為確保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基本、平等及合理便利之金融服務，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前已與身心障礙者團體、銀行公會及金融機
構溝通，請銀行公會訂定「銀行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及「金融友善服務作業問答集」，銀行為提供身心障礙者金融友善服務，
依不同類別身心障礙者之需求，應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如對身心障礙者申請開戶，應尊重身心障礙者之選擇，給予協助，
且應提供適當形式之協助，如手語翻譯、遠端視訊或其他溝通輔具等專屬諮詢服務，使身心障礙者能表達意見，行使其權利。
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請銀行建置無障礙網頁並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證標章，提供無障礙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之約定及非
約定轉帳功能，行動支付亦應符合無障礙設置標準，以上措施均有利於身心障礙者在沒有支持人員或監護人的情況下代表自己行
事的權利。
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請銀行應督導並教育基層行員理解身心障礙者類型與處境，不宜於身心障礙者意思表示需反復確認\或表達
能力不順暢時，直接拒絕其開戶申請，或未提供充分且必要協助措施，即自行認定意思表示存有瑕疵，逕建議當事人須辦理監護
宣告或輔助宣告等事。
四、依據《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7條第1項第11款有關保險業訂定其內部之核保處理制度及程序應包括「評估風險及計收保
費應基於保險精算及統計資料作為危險估計之基礎，且不得對特定承保對象，或僅因被保險人為身心障礙者而有不公平待遇。」，
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基本權利。身心障礙消費者原則無須在有支持人員或監護人的情況下才可洽辦保險服務，依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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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所訂「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實務作業問答集，視覺障礙消費者親簽文件確有困難時，可依民法自行選擇由2位
見證人簽名證明，以維護視覺障礙消費者之權益。
交通部
一、身心障礙者辦理儲匯業務，於意思表示不順暢惟仍有意思表示能力時，得請其親友協同臨櫃辦理，或透過書寫方式受理，未由窗
口人員自行認定其意思表示存有瑕疵，而建議當事人應辦理監護或輔助宣告。
二、身心障礙者辦理簡易壽險業務時，安排專人協助填具相關投保、申請理賠或變更契約文件，將相關作業流程，以手寫或其他適當
方式向客戶說明與解釋清楚。如視覺障礙者無法親簽時，可依民法規定選擇由 2 位見證人簽名證明。
三、中華郵政公司已將「無障礙服務櫃檯」納入營業廳設計規劃項目，以提供身心障礙人士友善用郵環境。另將加強窗口人員金融友
善教育訓練，理解身心障礙者類型與處境，並提供其所需之協助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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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最近對《刑法》第 87 條有關延長監
Equal recognition
The recent amendment of article 87 of the Penal Code
護期限的修正。
before the law
regard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of guardianship.
（art.12）
9(e)
第十二條：在法律
之前獲得平等肯認
中文回應：
法務部
有關《刑法》第 87 條延長監護處分期限之修正，說明如下：
一、 刑法部分：
《刑法》第 87 條監護處分改採定期延長、第一次延長為 3 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為 1 年以下，無次數限制，已
於 2022 年 2 月 18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二、 配合修正保安處分執行法：
(一)多元處遇：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得以依受處分人情況予以多元處遇，視受處分人治療、照護、輔導等情況予以彈性變更;另執
行監護處分期間內，每年應將受處分人送請精神專科醫師鑑定、評估，以審認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二)分級分流：鑑於精神醫療及司法資源之有限性，並視受監護處分人之病況給予適當處遇，應依其嚴重程度，分流分級，嚴重者
收治於司法精神醫院，一般者可收治於各地區之精神醫療機構，輕微者則或可交由門診處置或付保護管束。
(三)轉銜機制：執行監護處分期滿 3 個月前，由檢察機關召集收治院所之醫事人員及當地衛政、社政、警政、勞政、更生保護會及
相關單位人員共同進行期滿前的轉銜會議。透過結合法務、社福、心理衛生、教育、就業及警政等有關部門合作建立機制，提
供個案更生保護、持續治療、社區治安與關懷、就學及就業服務等。
有關《刑法》第 87 條延長監護處分期間之修正，程序上如何兼顧受監護處分者之意願及相關救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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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刑法》第 87 條第 4 項規定，執行監護處分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又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6
條之 1、第 46 條之 2 規定， 檢察官於指定、變更監護處分方式及決定有無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時，得參酌評估小組意見及
徵詢受處分人之最近親屬及實際從事醫療照護之人等，另依評估小組作業辦法第 8 條，評估小組認有必要於會議前派員面審受處
分人，以兼顧受處分者之意願。
二、監護處分為保安處分之一種，受處分人對於監護處分不服，其救濟途徑，應視不服內容之標的而定，若就法院宣告監護或延長監
護之裁定不服， 得提起抗告（現行《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28 條）
。受處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
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 48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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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Access to Justice
(art. 13)
第十三條：近用司
法
中文回應：
司法院

10(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provide the Committee:

請向委員會提供下列資訊：

With the procedures (for example Rules of Court) governing
the provision of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in the criminal
and civil justice proceedings;

在刑事與民事司法程序中，所提供的
關於程序調整之步驟（例如《障礙者
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

為尊重身心障礙當事人之障礙情形，使其有效、均等、無障礙參與訴訟程序，在民事司法程序中，對身心障礙者所提供的特定措施與
保障如下：參與辯論人如為聽覺、聲音或語言障礙者，法院應用通譯（《民事訴訟法》第 207 條第 2 項）；因精神障礙不解具結意義及
其效果之人為證人者，不得令其具結（《民事訴訟法》第 314 條、非訟事件法第 3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14 條）。
有關刑事司法程序對身心障礙者保障如下：
一、選任及指定辯護人部分：
(一)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法院應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
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得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第 3 項前段參照）。
(二)當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於審判中未自行選任或其他得為選任辯護人之人而未選任者，審判
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參照）。
(三)另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未經選任辯護人時，檢察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訊問或
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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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佐人部分：
(一)為加強被告訴訟權益之保障，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
得向法院以書狀或於審判期日以言詞陳明為被告或自訴人之輔佐人（《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參照）。
(二)輔佐人重在充實被告或自訴人事實上之攻擊或防禦權利，與辯護人強調法律上之防禦能力不同；輔佐人得為之訴訟行為，如
於法院陳述意見、聲請調查證據；亦或是代理受輔佐人收受文書之送達及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等（《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2 項、第 55 條第 1 項、第 110 條及第 163 條第 1 項之規定參照）。
三、停止審判：當被告有心神喪失或因疾病不能到庭之情況，法院應主動依職權調查被告能否有效參與審判與接受審判，亦即被告是
否具有於審判程序中為自己辯護，進而保護自己利益之能力，如認被告不具備前述能力，法院應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參照）。
四、具結：法院應命證人具結，但因精神障礙，不解具結意義及效果者，不得令其具結（《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參照）
。
五、通譯：當被告為身心障礙或語言不通者，法院應準備通譯傳譯之；必要時，並得以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或告知被告得請求
通譯（《刑事訴訟法》第 99 條第 1 項參照）。
六、為確保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司法院已修正法院刑事庭傳票，於注意事項欄增列「六、因身心障礙或其他需無障礙服務者，請向本
院訴訟輔導科（聯合服務中心）詢問。」並函知各法院更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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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ccess to Justice
(art. 13)
第十三條：近用司
法
中文回應：
司法院

Paragraph
點次

10(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Information on whether the State has carried out an audit of
disability accessibility of all courtrooms in the State, from the

從工作人員（包括法官）、當事人、
證人與觀察人員的角度檢視，臺灣是

perspective of staff (including judges), parties, witnesses and
observers;

否已對國內所有法庭之可及性／無障
礙化進行稽核的相關資訊；

一、司法院於 2021 年函送「法院各類法庭設置無障礙席位之指引」予各級法院，並請各級法院參考前揭指引設置無障礙法庭席位，以
確保身心障礙者之司法近用權。
二、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建物於興建期間取得使用執照時，均需符合當時各所在地政府規範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另為
強化司法空間無障礙環境，司法院於 2019 年已函請所屬各機關於後續新建或改善工程時，需依內政部最新頒訂「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規劃，而近期司法院為國民法官法新制實施所需之法庭，委由專業單位協助檢視 22 所地方法院相關空間，迄今已完
成 10 所法院 12 間法庭改造，除滿足新制法庭活動所需外，亦一併強化其相關之無障礙設施及環境指引，預計待 2022 年底時將共
計有 21 所法院 28 間法庭完成改造，未來將持續請各機關依「法院各類法庭設置無障礙席位之指引」分期檢討、編列預算及整建
改善。
三、為因應《國民法官法》自 2023 年施行，使國民法官安心參與審判，各地方法院已著手打造國民法官法庭與以多元運用原則規劃的
國民法官選任會場、國民法官詢問室、國民法官評議室、國民法官休息室及安全通道等相關連空間，且配備「無障礙設施」
。前述
空間均參酌《CRPD》之理念規範（如無障礙、高齡、性別友善空間等）及考量包括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等情形為適切
設計，以確保身心障礙者之司法近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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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ccess to Justice
(art. 13)
第十三條：近用司
法
中文回應：
司法院

Paragraph
點次

10(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Information on how many qualifie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including those with Class B license, are available;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目前合格手語翻譯員（包括持有乙級
執照的翻譯員）之數量；

目前法院已建置具有乙級或丙級手語翻譯證照之手語通譯備選人 23 名，供法院審理案件有傳譯需求時選任。

62

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ccess to Justice
(art. 13)
第十三條：近用司
法

Paragraph
點次

10(d)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An explanation of how criminal and civil judges have been
trained in the provision of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to

請說明如何培訓刑事與民事法官於刑
事與民事訴訟中，針對具身心障礙身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ho are parties or witnesses in
criminal and civil proceedings and advise of the curriculum of
such training; which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involved in developing the
curriculum and delivering the training; by when all judges will
have completed such training; and how disability accessibility
is included in the induction training for new judges.

分之當事人或證人提供程序調整，以
及針對此類訓練課程之建議。並請說
明參與課程制定及提供培訓之身心障
礙者及其代表組織之名單、所有法官
完成此類培訓之時程表，以及如何將
可及性／無障礙化課程納入新進法官
之職前訓練。

中文回應：
司法院
一、有關培訓課程部分：自 2020 年 12 月迄今，於現職法官研習課程中規劃辦理《CRPD》相關課程，另於遴選法官職前研習班安排
2021 年 12 月辦理「監護、輔助宣告及保護、安置事件（含如何落實《CRPD》精神、落實當事人或關係人聽審請求權及表意權之
保障）」課程，以便現職法官及律師轉任法官者，參加身心障礙意識研討會及身心障礙平等培訓課程。並於 2021 年 12 月邀請身心
障礙者擔任講座，分享身心障礙者無障礙需求及協助相關議題。
二、少年事件部分：對於身心障礙少年於司法程序上之知情權、表意權保障，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之 1 第 3 項、第 4 項規定，如
少年有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無法為完全陳述之情形，少年法院認有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衛生或其他專業人士提供協助，
若少年不通曉詢問或訊問之人所使用之語言者，應由通譯傳譯之。其為聽覺、語言或多重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外，並得以文字、
手語或其他適當方式詢問或訊問，亦得許其以該等方式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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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事事件部分：。
(一) 對於當事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有關係之人，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之外，並得依其選擇以文字訊問，或命
以文字陳述（《家事事件法》第 19 條但書參照）。
(二)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時，必要者，法院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
適當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法院得隔別為之，並提供友善環境、採取適當及必要措施，保護意見陳述者及陪同人員
之隱私及安全請求（《家事事件法》第 11 條參照）。
(三) 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無意思能力者，除有事實足認無選任之必要外，法院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家
事事件法》第 165 條參照）
。又法院認有保護受輔助宣告人利益之必要時，亦得依職權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事件法》第 15
條第 1 項參照）。
(四) 法院就未成年子女親權或交付子女事件，如有身心障礙者，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
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並於必
要時，得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事件法》第 108 條、第 109 條參照）。
四、為提升少家法庭工作團隊（含法官、少年調查官、心測（輔）員、家事調查官、程序監理人）執行《CRPD》之專業知能，每年於
法官學院辦理相關培訓課程情形參點次 5（d）之回應內容，並於渠等新進與在職期間依規定培訓，以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
五、將於未來設計國民法官相關培訓課程時，納入提升對身心障礙意識之內容。目前並無任何培訓課程排除身心障礙者之參與。有關
國民法官相關措施，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程序調整部分：針對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身心障礙者，法院必須在可能的範
圍內儘量規劃相關措施，使不同情形、程度的身心障礙者藉由適當協助，即能理解證據內容，參與評議討論，進而做出決定，如
此始能同時兼顧公平審判、證據裁判等刑事審判正當法律程序之最基本要求。
法務部
一、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之司法官培訓課程，於正式派任前，與身心障礙者有關之課程計有兩堂。其一是與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合
作，以使用者角度出發，設計「
《CRPD》及兒童權利公約介紹」課程；課程除由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講授上開公約，更邀請
具身心障礙身分之助教與學員交流，從使用者角度分享我國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設計之相關無障礙、可及性措施之使用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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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員感同身受上開公約之實際意涵。其二與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合作，規劃「詢問身心障礙及幼齡者應注意事項」課程，由臺灣
大學心理學系趙儀珊副教授主講使學員認識應如何對具身心障礙身分之當事人或證人提供程序調整，以及詢問過程應注意之權益
保障內容。
二、參與課程制定及提供培訓之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之名單：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 3 位具身心障礙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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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rson (art.
14）
第十四條：人身自
由及安全

11(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Of any commitment by the State to the “least restrictive

請向委員會說明下列事項：
臺灣對「最少限制環境」之照護與支

environment” modality of care and support and whether
implementation plans have begun, to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supported to live in a community of their choice
in the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持模式之承諾，以及為確保在最少限
制環境下支持身心障礙者於其選擇之
社區中生活，是否已實施相關計畫；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依據《長服法》規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其人員應對長照服務使用者予以適當之照顧與保護，不得有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
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有違反者處予罰鍰。此外，衛生福利部亦將「強化社會參與」、「促進自立支援」、「表達生活安排意願」
等精神納入社區式長照機構評鑑基準參考範本，並請各地方政府訂定社區式長照機構評鑑基準時參考，以強化失能身心障礙者維
持自我照顧能力、融入社會並自由表達需求及意見之權益。
二、另《身權法》規定，對身心障礙者不得有遺棄、身心虐待、限制其自由等行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若有前述情形，依同法第90條
處罰鍰，並限期改善。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指標要求機構需保障身心障礙者可參與決定與其有關之活動及決策，且透過社區
資源連結，使機構內身心障礙者融入社區，以使其在機構中受到最少的限制。
三、為讓身心障礙者能在最少限制下，選擇於社區中生活，衛生福利部積極督促各地方政府布建社區式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資源，並
核定各縣市「第 2 期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資源布建規劃（2021 年─2024 年）」，以各縣市服務涵蓋率每年成長 2%為目標，布建社
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社區居住、家庭托顧及身心障礙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並自 2021 年起積極布建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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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資源，協助精神障礙者融入社區。
四、自 2012 年起辦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
，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訂定自立生活目標，
並得使用個人助理之人力協助，以協助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於社區。另為增加身心障礙者外出活動近便性，減少社區生活之限制，
提供復康巴士、輔具支持服務及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五、2020年起開始補助民間團體推動「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
，提供自主生活指導服務及多元居住選擇，協助精神病人
復歸社區。另2022年《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亦將社區支持之政策規劃、推動及資源布建等納入，以利後續據以編列相關預算
落實推動。
六、為保障被照顧者之安全與照顧品質並維護外籍家庭看護工（以下稱外看）請（休）假權益，衛生福利部與勞動部共同規劃聘僱外
看家庭申請擴大喘息服務，分階段放寬使用條件，自2020年12月1日起，被照顧者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等級第2級（含）
以上者，可於所聘外看因故無法照顧（如請（休）假等）期間申請喘息服務，已不受30天空窗期限制，與未聘外看失能個案相同。
經統計2021年聘僱外看家庭使用喘息服務人數為1萬7,225人，較2020年（1萬177人）成長69.3%，已逐年成長。另2022年1月至3月
使用喘息服務人數為1萬551人，較2021年同期（6,866人）成長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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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rson (art.
14）
第十四條：人身自
由及安全

Paragraph
點次

11(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Of the rationale for the amendment [27 January 2022] to the
Mental Health Act’s provision for a national "mental health

於 2022 年 1 月 27 日修正之《精神衛
生法》中，關於「全國精神照護指揮

care command center” and explain its functions and how it
could restrain or protect and advance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中心」規定之緣由，並解釋該中心之
職務以及其如何約束或保障、促進身
心障礙者之權利；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目前尚在立法院進行修法程序，修正草案中並無明定「全國精神照護指揮中心」之條文。「全國精神照護指揮中心」
主要規劃係為強化精神病人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後續將配合《精神衛生法》修法，搭配通報及緊急處置機制及社區精神病人照護等
服務方案，並與醫療及公衛體系密切合作，提供主動或社區照護，提升精神病人在社區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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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rson (art.
14）
第十四條：人身自
由及安全

Paragraph
點次

11(c)i)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How:
The State intends for a judicial court to review the lawfulness

臺灣如何規劃司法法院審查關於拘留
患有精神障礙者（此處為醫療問題而

of detention for persons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a medical,
not judicial matter).

非司法問題）之合法性。

中文回應：
司法院
一、有關患有精神健康問題之被告為犯罪行為時，是否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影響其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
《刑法》第 19
條已有規範，依其立法說明，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可區分為生理原因及心理結果，前者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
後者則由法院參酌鑑定之結果作成判斷，以決定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
二、法院為停止羈押、暫行安置之審查時，如認被告有送精神鑑定之必要，得依《刑事訴訟法》關於鑑定之規定辦理，例如得選任就
該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之人或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
鑑定；當鑑定結果為書面報告，法院於必要時得使鑑定人以言詞說明，以符裁判上認事用法之適當性及妥速性，並保障身心障礙
者之權益（《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第 206 條第 3 項、第 208 條第 1 項參照）。
衛生福利部
考量強制住院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為呼應《CRPD》精神及法官保留原則，《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已將強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另
因涉及醫療專門領域，為廣納多元觀點，修正草案中將改由法官與參審員（精神科專科醫師及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共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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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rson (art.
14）
第十四條：人身自
由及安全

11(c)ii)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How:
Each person subject to unlawful restriction on their

受到非法限制無法與外界交流及／或
在精神醫療機構中被剝奪自由之個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 or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in a mental facility can access an independent
informed specialized legal representative free of charge, to
challenge the lawfulness of their deten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detention.

體，如何免費獲得獨立之知情且專門
之法律代表，以質疑拘留他們的合法
性及拘留條件。

中文回應：
司法院
一、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關於提審之聲請，法院係就逮
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進行審查；有關提審案件審查程序之法律協助，依《提審法》第 8 條規定係準用其他相關法律
規定之程序。
二、又《精神衛生法》所訂嚴重病人經許可強制住院者，除可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強制住院外，亦可依前揭提審法規定，向法院聲請
提審。為因應《提審法》施行，法律扶助基金會已成立「提審案件律師陪同專案」
，針對受扶助對象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
拘禁（包括《精神衛生法》
、兒少緊急安置等）時，可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之律師，協助保障其人身自由權利無須審查受扶助對象
全戶之資力及案件情況。
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
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因此警察機關有拘提、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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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身心障礙者之情形，即會依上開規定主動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提供法律協助。
衛生福利部
嚴重精神病人於緊急安置期間，可透過行政、司法之雙重救濟管道，提出訴願或向法院聲請停止緊急安置，以確保病人人權；另於《精
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增訂嚴重病人緊急安置期間，應由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通報法律扶助機構，以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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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Freedom from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on:

請向委員會說明下列事項：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15)
第十五條：免於酷
刑或殘忍、不人道

Data available to monitor the use of, and reduction of practices
involving seclusion and restraint;

監督採取隔離與約束之做法及減少此
類做法之相關資料；

12(a)

或有辱人格之對待
或處罰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依據《身權法》規定，對身心障礙者不得有遺棄、身心虐待、限制其自由等行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若有前述情形，依同法第
90 條處罰鍰，並限期改善。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每年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至少辦理 2 次不預先通知查核，監督機構對於服務對
象是否有不適宜的活動限制或身體約束。另外，在精神科醫院部分，則藉由定期評鑑機制，查核監測精神科醫院中針對精神病人
使用隔離、約束等做法之品質及妥適性等狀況。
二、依據《老人福利法》規定，對老人不得有遺棄、虐待、妨害其身心健康情形；老人福利機構若有前述情形，應依同法處罰鍰，並
公告其名稱與負責人姓名及限期令其改善。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對所轄老人福利機構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無預警不定期聯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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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構對於服務對象是否有不適宜的約束。
三、行政院前於 2007 年公布一般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範本、2012 年通過老人養護（長期照護）機構定型化契約及其應記載與不得記
載事項，已載明使用約束準則及同意書，前述準則已規範機構必須保存約束的使用記錄，以作為日後的參考與檢討，另長照機構
之定型化契約範本刻正訂定中，亦將納入前開規定。有關行政機關監測情形，透過例行性督導考核、評鑑、不定期稽查等方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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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Freedom from
torture or cruel,

How the State is preventing the use of degrading and inhuman
practices, such as seclusion and restraint (both physical and

臺灣如何預防採取有辱人格與不人道
之做法，例如（藉由肉體上或藥物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15)
第十五第十五條：
免於酷刑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pharmaceutical) and instead ensuring that staff utilise less
restrictive options (i.e. behavioural 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in particular living
arrangements and/or with acute mental health issues;

的）隔離與約束，並確保工作人員在
與具有特定生活安排及／或有急性精
神障礙之身心障礙者應對時，採取限
制較少之做法（即行為管理技能）；

12(b)

之對待或處罰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透過每年至少辦理 2 次不預先通知查核，其中權益保障項目明定查核人員應檢視機構對於服務對象是否有不
適宜的活動限制或身體約束之情形，以確保機構內身心障礙者無受到不恰當之隔離或約束。同時，針對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之身
心障礙者，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指標訂有特殊支持措施項目，要求機構針對有行為支持需求者，應提供行為觀察及支持策略；
另透過「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計畫」
，其專業行為輔導團隊提供機構工作人員專業知能，並協助工作人員以行為輔導
措施處理嚴重情緒行為個案問題，以避免機構採取約束措施。
二、對老人福利機構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無預警不定期聯合稽查，其中權益保障項目明定查核對住民約束，有無取得本人或家屬同意，
以確保機構內服務對象無受到不恰當之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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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精神衛生法》規定及精神科醫院評鑑基準，規範提供因精神病人治療需要的隔離、約束措施，以確保病人安全機制，重點包
括：
（1）應訂定實施行動限制的作業常規。（2）約束病人身體或限制其活動範圍應有醫囑。（3）對約束中的病人照護，須定時探
視且能提供病人生理需求、注意呼吸及肢體循環並防範意外事件發生。
（4）執行前應確認病人或家屬充分瞭解限制行動之必要性，
並取得病人或家屬同意書。
四、一般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範本及老人福利機構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已載明使用約束準則及同意書，明定：約束的使用是
為了防範住民自傷或傷人，絕對不可以作為懲罰、替代照顧住民或方便員工而使用；應以無約束或最少約束為原則，住民倘有傷
害自己或他人之行為或常有跌倒或其他情事，而有安全顧慮之虞之行為，經勸阻、疏導無法制止，且無其他替代照顧措施者，並
經醫師診斷或有臨床護理工作 3 年以上護理人員參酌醫師既往診斷紀錄，得於必要時經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必須向住民或住民
家屬說明，應事先取得同意，並簽定約束同意書。
五、衛生福利部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基準之「住民隱私權及居家情境佈置情形」指標，業要求機構應加強個人空間隱私之維
護，倘機構於維護長照服務使用者安全之必要範圍內，經使用者或其家屬、法定代理人等同意，得採設置熱影像照護技術等方式，
以兼顧住民之安全及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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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Freedom from
torture or cruel,

Any plans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and other
Ministries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ies to introduce policies

衛生福利部及其他部會與人群服務機
構是否有制定任何計畫，以引入可監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15)
第十五第十五條：
免於酷刑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that monitor, promote best practice and prevent, reduce and
where safe and possible, eliminate the use of seclusion and
restraint in all settings.

測、促進最佳實踐，同時預防、減少
隔離與約束的政策，進而在安全、可
能的情況下，於所有環境中消除隔離
與約束政策的使用。

12(c)

之對待或處罰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持續透過評鑑及不定期查核機制，監督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對於住民之約束，是否確實經醫師診斷或護理人員專業判斷及個別化評
估，且取得服務對象、家屬或委託人之同意；亦得透過機構住民家屬回饋機制，督管機構除依所訂約束流程執行外，並應定期（每
季）進行分析及檢討改善，儘量消除機構內約束之行為，同時兼顧住民安全權益及照顧品質。另衛生福利部辦理「住宿式服務機
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已訂有提升服務對象自我照顧能力之促進或完成擬訂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藉以達到監測及促進最佳實踐，
同時亦可預防、減少並在安全、可能的情況下，消除在所有環境中使用隔離與約束的政策。
二、持續透過每年至少 2 次不預先通知查核，監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對於服務對象是否有不適宜活動限制或身體約束之情形；並委託
專業行為輔導團隊，協助機構以行為輔導措施處理嚴重情緒行為個案問題，儘量消除機構內約束行為。在精神科醫院部分，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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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辦理精神科醫院評鑑機制，監測精神科醫院中針對精神病人使用隔離、約束等做法之品質及其妥適性，以助於防範或逐步減少
在醫療環境中，對精神病人使用非必要之隔離與約束措施。
三、持續透過每年至少 1 次之無預警不定期聯合稽查，查核老人福利機構對於服務對象是否有不適當身體約束之情形。另於衛生福利
部辦理老人福利機構評鑑之指標，納入服務對象約束及監測情形，檢視是否確實經醫師診斷或護理人員專業判斷及個別化評估，
且取得服務對象、家屬或委託人之同意，無不當約束之情形。另衛生福利部自 2018 年將「加強老人福利機構自立支援照顧服務培
訓方案」納入獎助項目，鼓勵民間單位透過系統性的輔導，培力老人福利機構導入自立支援照顧服務模式，從基本核心照顧理念
的認識到落實執行，以及執行期間督導訪視機制，強化培訓效益，翻轉老人福利機構以服務提供便利性為主的照顧模式，改以提
升老人自主生活能力為目標。
四、一般護理之家部分，若未依一般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範本已載明使用約束準則及同意書等規定辦理，濫用約束、未確實記錄使用
約束情形等，則違反契約規定。所致權利侵害，得循司法途徑請求賠償。有關行政機關監測情形，透過例行性督導考核、評鑑、
不定期稽查等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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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Freedom from

Please provide the Committee with:
The current statistics of reported abuse, neglect, sexual assault,

請向委員會提供下列資訊：
目前通報的資料中，身心障礙者遭受

exploitation,
violence and abuse
(art.16)
第十六條：免於剝
削、暴力及虐待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domestic violence of victims who
ar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timing and range of follow up
actions, including punishment for the perpetrator, duly
compensating the victims,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human
rights by providing, for example, shelters;

虐待、疏忽、性侵害、性別暴力與家
庭暴力的統計資料、後續行動的時程
與範圍，包括對加害人的懲罰、對受
害者的適當賠償以及透過提供庇護等
保障身心障礙受害者人權的措施；

13(a)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2016 年至 2020 年身心障礙者遭受不當對待通報人數如表 13.1。
二、 依《身權法》第 75、76 及 77 條規定，身心障礙者倘遭受身心虐待、限制其自由、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發生危
險或傷害之環境等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礙者為不正當之行為，地方政府皆須於知悉或接獲通報後 24 小時內訪視調查，並
應於受理案件後 4 日內提出調查報告，俾及時提供相關協助。另依該法第 77 及 78 條規定，倘身心障礙者有生命、身體之危難或
生活陷於困境之虞者，地方政府得依申請或職權，經調查評估後，予以適當保護安置。調查以訪視身心障礙者為原則，並由主責
社工人員視個案身心障礙狀況及個別性需求提供或轉介相關身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經濟扶助、法律服務、就
學服務、住宅輔導、就業服務。
三、 針對加害人懲罰一節，依《身權法》第 95 條規定略以，對身心障礙者進行不當對待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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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公告其姓名。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照顧者或家庭成員違反者，地方政府應令其接受 8 小時以上 50 小時以下之家庭教育及輔導；
拒不接受家庭教育及輔導或時數不足者，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
加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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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2016 年至 2020 年身心障礙者遭受不當對待通報人數
年別

家庭暴力
親密關係
暴力

性侵害
兒少保護

直系血親卑親
屬虐待 65 歲

其他家庭成
員暴力

身心障礙者遭
受機構人員
不當對待

小計

其他

以上尊親屬
2016

2,460

725

803

1,802

6,938

955

19

997

2017

2,600

813

881

1,892

7,403

1,080

20

1,142

2018

2,705

804

967

1,963

7,858

1,113

24

1,219

2019

2,756

586

992

3,906

8,240

650

35

1,304

2020

2,941

659

1,257

4,303

9,160

714

42

1,398

2021

3,063

959

1,422

4,617

10,061

730

52

1,28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說明：
1.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接受通報有《身權法》第 75 條、或身心障礙者遭受《兒少法》第 53 及 54 條、《老人福利法》第 41 及 42 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定情事。

2. 2019 年起保護資訊系統已介接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統計已排除疑似身心障礙者人數。
3. 有關家庭暴力事件，各該年度內曾受暴人數，同一人在同一年度中，不論通報幾次皆計 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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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Freedom from
exploitation,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Data relating to how often local authorities conduct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of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and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地方政府對住宿式機構進行突擊檢查
的頻率，以及是否能夠確實遵守相關

violence and abuse
whether they are able to ensure relevant regulations / standards 法規／標準的相關資料；
13(b)
(art.16)
are followed;
第十六條：免於剝
削、暴力及虐待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已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不預先通知檢查，並結合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長照機構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每年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至少辦理 2 次不預先通知查核，監督機構對於服務對象是否有不適宜的活動限制或身
體約束，2021 年度未查獲機構有不適當之約束行為。
三、為加強提升老人福利機構服務品質，衛生福利部業督請各地方政府應聯合社政、衛政、消防、建管及勞動等單位，對所轄老人福
利機構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無預警不定期聯合稽查。如查有不符規定者，應依法裁處限期令其改善、罰鍰及停辦等，並追蹤列管至
改善為止；相關查核結果及裁處情形，並應按季函送衛生福利部。為督促地方政府落實辦理前開查核機制，業將辦理情形納入中
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之指標，包括辦理無預警聯合輔導查核情形，及查有違規或不當之裁處情
形。
四、《精神衛生法》已規定病人保護及權益保障，另藉由執行精神照護機構不定時追蹤輔導訪查，持續監督機構加強業務管理；若機
構發生重大違規或爭議案件（如有明顯違反法令、醫學倫理、影響住民安全等情事）時，得即時實地訪查，監督並協助提供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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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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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Freedom from
exploitation,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Information on whether the State has ever undertake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xtent to which persons with

臺灣是否曾對身心障礙者於工作場
所、機構或特殊學校遭受身體、情

感、經濟或性別虐待、暴力、霸凌及
violence and abuse
disabilities are subject to physical, emotional, financial or
13(c)
歧視或剝削之程度，進行系統性審查
(art.16)
gender abuses, violence, bullying and discrimination or
第十六條：免於剝
之相關資訊；
exploitations in workplaces, institutions or special schools;
削、暴力及虐待
中文回應：
勞動部
一、依勞動部統計，2018至2019年止，就業身心障礙歧視案件共計3件，為身心障礙受僱者求職人於「招募、甄試、進用」及「離職、
解僱」階段，遭雇主以身心障礙為由予以歧視，分別為2件、1件；其餘案件因申訴人撤案、查無違法事證、移轉管轄機關、非屬
就業歧視申訴案件或其他因素，評議為不成立。
二、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34條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7條至第11條、第13條、第21條或第36條規定時，向地方主
管機關申訴後，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10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
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
三、為保障庇護工場庇護性就業者之人身安全，庇護工場僱用專職、兼職人員、庇護性就業者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應向所在地勞動
行政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查閱應徵者或應從事服務者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另勞動部訂有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與就
業服務機構及庇護工場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以協助地方政府督導庇護工場處理內部疑似性侵事件。
衛生福利部
一、依《身權法》第 76 條規定，執行身心障礙服務業務人員，知悉身心障礙者有同法第 75 條遭受遺棄、身心虐待、限制其自由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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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主管機關受理通報後，進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另《身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增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發現其收容安置之身心障礙者有受遺棄、身心虐待等事實，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及未落
實通報規定之罰責，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有影響身心障礙者權益之情形，除裁處罰鍰外並公告機構名稱與負責人姓名。針對情節
重大致身心障礙者死亡者，加重罰鍰，必要時得令其停辦或廢止其設立許可，並限期轉介安置所收容之身心障礙者。
二、依《身權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規定，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警察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
執行身心障礙服務業務人員，知悉身心障礙者有遭受不當對待者，應於 24 小時內填具通報表，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
方式通報地方政府；情況緊急時，得先以言詞、電話通訊方式通報，並於 24 小時內填具通報表，送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知悉或接
獲通報後 24 小時內訪視調查，並應於受理案件後 4 日內提出調查報告。相關通報數據詳見點次 13（a）表 13.1。
三、衛生福利部訂定「重大性侵害事件檢討及策進實施計畫」
，針對發生在教育、安置收容場所之性侵害事件，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進行檢討，透過廣泛蒐集資訊及檢視體制面之缺失與改善，以強化校園與機構等場域之性侵害三級預防工作。
四、《精神衛生法》已規定病人保護及權益保障，另衛生福利部訂有精神照護機構評鑑機制，將學員/住民權益維護措施落實於評鑑條
文，定期辦理實地查核評鑑，輔導機構落實住民權益。藉由精神照護機構評鑑，協助監測機構中針對精神病人使用隔離、約束等
做法之品質及妥適性，以防範或逐步減少在醫療照護環境中，對精神病人使用非必要之隔離與約束措施。
五、「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評鑑基準」訂定機構內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防治機制建置情形指標，以落實及加強機構工作人員責
任通報機制與責任。另各類機構如發生身心障礙者保護案件應依相關規定通報至保護司。
六、衛生福利部為強化護理人員針對身心障礙者剝削、受暴問題、通報及性別平等相關知能，尚無針對臺灣是否曾對身心障礙者在工
作場所、機構或特殊學校遭受身體、情感、經濟或性別虐待、暴力、欺凌及歧視或剝削的程度，進行系統性審查的相關資訊。
教育部
一、教育部每季統計國立特教學校有關疑似性平事件之通報數，針對案件通報件數較高之學校，並召開專案會議檢討及督導學校依規
定調查、妥處，給予學生關懷與輔導。
二、教育部訂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明訂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
霸凌防治教育」及「校園霸凌防制工作」，並就校園安全規劃、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校園性平事件及校園霸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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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等面向訂有相關規定，且於法條明定主管機關督導機制，責請學校於校園性平事件及校園霸凌事件
調查處理完成後，將處理情形、處理程序之檢核情形及調查報告等資料報所屬主管機關；且主管機關應定期對學校進行督導考
核，將校園安全規劃、校園危險空間改善情形、學校防治、調查處理霸凌事件之成效等項目列入定期考核事項。
三、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規定，教師若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十款所列霸凌學生情事，學校
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展開調查；另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有體罰學生情形，應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審
議。若經調查結果確認確有霸凌、體罰學生事實，經提教評會審議通過並陳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即針對該不適任教師予以解聘。

85

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Freedom from
exploitation,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Specific measures in place to enhance the human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uch a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ate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為提高身心障礙者人格尊嚴而採取之
具體措施，例如臺灣在處理心理社會

障礙者相對於「非自願」之「自願」
violence and abuse
administers “voluntary”, as opposed to “involuntary”
13(d)
進入機構之程序上，其行政管理之範
(art.16)
admission procedures for 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第十六條：免於剝
圍為何。
disabilities.
削、暴力及虐待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現行《精神衛生法》規定，住院期間之各種醫療措施皆告知病人或保護人並獲其同意；在診斷治療病人過程，應適當說明病情、處置
及治療方式，並依規定取得病人同意。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常因無病識感、缺乏適當就醫管道或無規律就醫，而出現傷人或自傷行為，
為確保嚴重病人安全，使其獲得妥善醫療照護，於《精神衛生法》中訂定強制住院制度，為保障病人權益，強制住院審查遇疑義案件
時，會啟動視訊、訪查或電話使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必要之說明並澄清嚴重病人是否放棄陳述意見之權益；另 2022 年《精神衛生法》
修正草案已將強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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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rotecting the

Please provide the Committee:
With an update about the amendments to the Genetic Health

請向委員會提供下列資訊：
有關《優生保健法》與《精神衛生

integrity of the
person (art. 17)
第十七條：保障人
身完整性

Act (Eugenic Health Act) and Mental Health Act regarding
coerced medical procedures, including sterilizations and
abortions (see, para. 49 of the initial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from 2017);

法》針對強制醫療處置（包括絕育及
墮胎）修訂之最新情形（見 2017 年
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見第 49 點）；

14(a)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考量強制住院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為呼應《CRPD》精神及法官保留原則，2022 年《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已將強制住院改由法
院裁定。
二、衛生福利部業參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及《CRPD》精神，擬具《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將法案名稱修
正為《生育保健法》
，並刪除「有礙優生」此具歧視意味之用詞；刪除人工流產與結紮手術之配偶同意及規定，保障女性生育自主
決定權， 並明定醫療機構實施人工流產或結紮手術，均應依本人意願為之，同時刪除現行規定醫師應勸告患有有礙優生疾病者，
施行人工流產或結紮手術之規定，回歸病人自主決定之原則，避免有強制或鼓勵施術之意味。該修正草案業於 2022 年 3 月完成法
案預告作業，將依蒐集意見進行法案研修後，依法制程序進行修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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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person (art. 17)
第十七條：保障人
身完整性

Paragraph
點次

14(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safeguards available to ensure that

目前確保身心障礙者，尤其是有心智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intellectual
and/or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are not subjected to forced
involuntary medical treatment, including forced steriliz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ir impairment and upon the advice or the
request of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their guardian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與／或心理社會障礙者，不會因為其
損傷及第三方（包括其監護人與醫療
專業人員）之建議或要求，而受到強
迫性之非自願醫療（包括強迫性絕
育）之相關資訊。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依《病人自主權利法》規定，病人對於病情、醫療選項及可能成效及風險預後等，有知情及決定之權利。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
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8 條前段規定，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醫療決定。另外，《醫
療法》並未明文限制身心障礙者之醫療決定權。
二、 依現行《優生保健法》規定得施行人工流產及結紮手術之要件前提為「依本人之自願」
，若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則需得法定
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另亦規定醫師應於手術前後給予適當之諮詢服務，以確保受術者知情同意之權益，爰依據現行法規，任
何人均不得對他人施以強制流產及結紮手術。2022 年亦將完成編製「結紮手術及避孕諮詢參考指引」，以簡易圖文呈現之簡易版
本，提供醫護人員運用，並請相關醫學會納入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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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berty of
movement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提供下列資訊：
Please provide the Committee:
An update on plans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Act to ensure the 修訂《入出國及移民法》以確保身心
障礙者自由進出臺灣的最新情形；
freedom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enter and leave the

nationality (art.18)
15(a)
第十八條：遷徙自
State;
由及國籍
中文回應：
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含刪除第 18 條第 1 項第 8 款有關精神疾病之禁止入國事由），歷經行政院 7 次會議審查完
竣，後續循法制作業程序提行政院院會審查通過後，報立法院審議，並持續配合立法院審議情形，積極推動修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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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berty of
movement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Information on current considerations of changes to the
Nationality’s Act in order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為使身心障礙者得享有同等機會成為
公民，目前有無考量修正《國籍法》

以消除歧視性之規定。
nationality (art.18)
15(b)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becoming citizens or receiving
第十八條：遷徙自
supports and services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由及國籍
中文回應：
內政部
依據《國籍法》規定，我國固有國籍之取得以屬人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出生地、身心障
礙，均可取得我國國籍。對於身心障礙者國籍之取得、喪失、回復及撤銷並無不同之規定。
一、按《國籍法》第 3 條規定略以，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須具備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
要件，以確保當事人在國內享有最基本之經濟保障，避免增加我國政府社福支出及財政負擔。查多數國家針對外國人申請歸化亦
有類似規範，非屬歧視性規定，為各國立法通例。
二、此外，
「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要件，依據《國籍法施行細則》規定，包含申請人及其在國內設
有戶籍之父母、配偶、配偶之父母具備以下情形之一：「（一）最近 1 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 2 倍者。（二）
國內之動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 500 萬元者。（三）我國政府機關核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文件。（四）入出國
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定為我國所需高級專業人才，經許可在臺灣地區永久居留。（五）其他經內政部認定者。」即可
提出申請，以滿足不同條件申請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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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being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 (art.
19)
第十九條：自立生
活及社區融合

16(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provide the Committee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measures which the State will take to

請向委員會提供下列資訊：
臺灣確保身心障礙者之個人照護、家

ensure coordination of assistanc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or personal care, household 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and in emergencies, and to provide direct payment to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so that they can manage their own
support;

庭管理、就業、並在緊急情況下提供
其整合性援助，以及直接提供身心障
礙者現金給付，以利其管理自我生活
之相關措施；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為支持身心障礙者於社區中生活，臺灣積極推動社區式日間照顧、社區居住等服務，並提供輔具費用服務與補助、復康巴士之交
通接送等服務，使身心障礙者得自立生活於社區。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民眾，可由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人員了解依據障礙者年齡
的發展階段及需求，協助轉介適合的服務，如果障礙者本身資源使用能力欠缺或家庭照顧功能失衡，無法妥善管理自我生活，則
可透過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予以協助。
二、長期照顧服務計畫 2.0 納入全齡失能身心障礙者為服務對象，基於維護身心障礙福利並擴大長照服務，在不增加身心障礙者負擔
原則下，整合身心障礙及長期照顧補助，積極精進服務流程及資源，並強化支付誘因。身心障礙者經評估符合長照使用資格，可
使用相關長照服務。為避免較難照顧之失能身心障礙者被拒絕服務，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制度設計政策鼓勵服務機制，提供服務
費用加計，以鼓勵服務機構配合政策提供特殊個案長照服務。
三、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經濟安全，政府訂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申請資格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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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產在一定金額以下者（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2.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 倍）等 3 類，民眾可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公所提出申請，並依其家庭
經濟狀況及障礙程度，核發符合資格者每人每月 3,772 元至 8,836 元不等的生活補助費，用於個人日常生活所需事項。
四、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緊急情況援助，如身心障礙者遭逢急難致生活陷於困境，得依《社會救助法》第 21 條規定，檢同有關證明向
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急難救助，以提供及時援助，紓解民眾經濟急困。另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針對遭逢生活急困之弱勢民眾，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給予救助外，並結合當地村里辦公處、民間公益團體及鄉（鎮、市、
區）公所訪視認定及關懷救助。
勞動部
一、各級勞動主管機關依《身權法》規定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各項職業重建相關服務，由專責人力依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需求，
整合並連結社區照顧、家庭支持、就醫、就學及社會福利等服務資源，並提供適當轉銜服務，以利其就業與自立生活。
二、關於緊急情況之援助，例如於 COVID-19 疫情期間，在職身心障礙勞工可透過勞動部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安心就業計畫等多項
措施，幫助其維持生活；對於失業勞工開辦安心即時上工計畫、安穩僱用計畫等，以協助就業；對於近身產業、工作風險較高之
視覺障礙按摩師，提供工作補貼，以紓緩因疫情導致工作收入減少之情形。
三、凡特定對象（含身心障礙者）之失業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
甄選錄訓，其所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另針對遭遇職業災害勞工提供之協助：
(一) 職業災害勞工部分
1. 現金/實物給付部分：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將提供職業災害勞工給付及補助，其保險給付包括醫療、傷病、失
能、死亡及失蹤給付等。津貼補助包括，器具補助、照護補助（含住院治療期間之照護及失能後照護）
、鼓勵職業災害勞工
配合專業人員積極參與強化訓練提供之職能復健津貼等。另對於未參加保險之職業災害勞工，考量其無法獲得保險給付保
障，亦提供勞工及其家屬適度之補助。
2. 權益需求：於各地方政府之職業災害勞工服務窗口，提供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就權益問題、家庭困境或重返職場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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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與轉介服務。
3. 身心重建需求：職業災害勞工至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職能復健專業機構，依其狀況提供功能性能力評估、工作分析或增進生
理心理功能強化訓練服務，協助早日重返職場。
(二) 提供雇主之協助誘因
1. 雇主於協助職業災害勞工恢復原工作，或按其健康狀況及能力安置適當之工作有困難時，得向認可職能復健專業機構申請
協助職業災害勞工擬定復工計畫，以利重返職場工作。
2. 雇主依認可職能復健專業機構開立之復工計畫或評估報告書建議，提供職業災害勞工輔助設施，協助其復工，得向各地方
政府申請補助。
3. 雇主僱用本事業單位或他事業單位達一定失能程度之職業災害勞工，得向地方政府申請僱用補助。
(三) 其他協助措施
1. 中央主管機關每年均補助勞工團體、雇主團體、醫療機構、學術及研究機構等相關團體辦理推動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
勞工重建之宣導及研究等事項。
2.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認可之醫療機構辦理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性服務及職業傷病通報等事項，以利早期介入職業災害勞工病程
並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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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Plans to review the current assessment tools used to determine
eligibility for services and to streamline the process for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針對當前用於確認服務資格之評估工
具及使各項服務及支持流程更為流暢

之相關計畫；
being included in
accessing various services and supports;
the community (art.
16(b)
19)
第十九條：自立生
活及社區融合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民眾，如有依《身權法》申請個人照顧服務需求，會由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人員了解身心障礙者在「學習與
知識應用」、「一般任務需求」、「溝通」、「行動」、「自我照顧」、「居住生活」、「人際互動與關係」、「主要生活領域」、「社區、社交
與公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形，並針對身心障礙者年齡的發展階段，整體評估從生活角色實際生活是否有困難或遭遇到哪些問題，
及說明相關服務性質及服務方式後，透過與身心障礙者討論及協助轉介適合的服務，例如社區式日間照顧、社區居住等服務。
二、長期照顧需要等級（CMS）係由縣市照管中心人員按「照顧管理評估量表」進行日常生活功能（ADLs）
、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IADLs）
、
溝通能力、特殊及複雜照護需要、認知功能、情緒及行為型態、居家環境、主要照顧者負荷等 6 大構面的評估，是共同評估失能
者及家庭照顧者，並依面訪案家之實際狀況鍵入個人資訊，並經複合因子之邏輯（非以單一項目或分數作為等級判定依據）產出
長照需要者失能等級。
三、身心障礙者如因為失能而有長期照顧服務使用需求，則除了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需求評估，須再進行長期照顧服務評估，由於身
心障礙者福利服務需求評估和長期照顧服務評估二者在評估目的、所需評估專業與後續連結之資源等各方面不同，故評估工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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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異，為讓服務流程更為流暢並減低重複蒐集資料，政府已透過資訊安全交換機制，協助不同服務體系人員可更完整掌握民眾
資源使用情況，且依照實務經驗，民眾產生兩種服務體系需求的時間點不一，同時接受兩類評估作業的比率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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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Plans to ensure that social work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receive training on how to support 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確保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員接受培訓，
以利其瞭解如何基於人權模式而非醫

療模式，以支持心理社會障礙者之相
being included in
disabilities in ways that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not based on a
關計畫；
the community (art.
16(c)
medical model;
19)
第十九條：自立生
活及社區融合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基於人權模式，考量身心障礙者之就醫需求與提供適切協助，已完成開發 4 部適用醫事人員教育訓練之數位學習影片，其中 2
部已於衛生福利部網站公布，餘 2 部刻正進行審稿作業，預計 2022 年下半年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網站，供醫事人員參考。另為
強化醫事人員以人權模式理解身心障礙者之知能，醫事人員繼續教育開辦《CRPD》相關課程，2021 年達 10 堂以上，參與人
數達 400 人次以上。
二、 依據《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規範，以《CRPD》為內容，推動身心障礙相關繼續教育訓練，提供護理人員是類
課程（含實體、通訊及網路課程），以確保獲取相關知識，瞭解如何保障權利。
三、 為完備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相關醫事人員、關懷訪視員及心理衛生社工等教育訓練，未來將規劃納入人權教育相關課綱。
四、 每年度辦理公職社會工作師訓練，包含《CRPD》與身心障礙福利政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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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Plans to ensure that budgets for supports in the community are
not less than for hospital treatment and to ensure that funding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確保撥給社區支持之預算不低於醫院
治療之預算，以及確保其自立生活之

資金不依賴公益彩券，而是列入官方
being included i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is not dependent on Public Welfare
the community (art.
16(d)
Lottery Funds but rather become an official budget allocation; 預算分配額之相關計畫；
19)
第十九條：自立生
活及社區融合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2020 年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民間團體推動「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
，提供自主生活指導服務及多元居住選擇，
於 2022 年起納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並規劃逐年增加公務預算補助，預計至 2025 年其預算已超過強制住院醫療治療預
算。
二、依《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規定，公益彩券回饋金應全數由財政部編入歲入預算，並由獲配回饋金機關編入其公
務預算之歲出預算，爰公益彩券回饋金係政府整體預算資源之一環，其財源正式且穩定。自 2012 年起開辦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已
將其納入社會福利基金之國家正式預算，並逐年提升預算。另刻正研提「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布建中長程計畫」
，並將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納入該計畫，以爭取納入公務預算辦理，穩定服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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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The total number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urrently in
various institutional care, including mental hospitals, and what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目前於各種機構（包括精神醫療機
構）接受照護之身心障礙者總數，以

及臺灣為減少照護人數而非新建住宿
being included in
efforts the State has mad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式長期照護型機構所做之相關嘗試；
the community (art.
16(e)
care rather than establishing new long-term care residential
19)
institutions.
第十九條：自立生
活及社區融合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長期照顧服務十年計畫 2.0，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針對居家式、社區式或機構住宿式服務
有不同之補助策略及方式，為鼓勵民眾使用居家及社區照顧服務，透過長期照顧服務給支付制度，引導長照失能者在家、在社區
接受長照服務，回應長輩在地終老之需求；惟對於須有相關照護設備及密集照顧之失能者，則以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之策略滿足
其密集照顧需求。衛生福利部將持續廣布並均衡各地居家及社區式服務量能，滿足失能身心障礙者在社區中接受長照服務之需求，
保障其在地生活之權益。依《長服法》設立之住宿式長照機構係於 2019 年初開始逐案設立，截至 2021 年底，於前開機構中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之人數，分年為 2019 年約 160 人（占 62%）、2020 年約 550 人（占 50%）及 2021 年約 1,000 人（占 50%）。
二、針對精神病症狀穩定，有復健潛能病人，從住院治療漸進式提供社區復健，以強化其社區適應，包括日間留院、精神復健機構，
截至 2021 年底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服務量為 2,960 人，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服務量為 6,030 人。
三、依據衛生福利部辦理醫事機構服務量調查統計年報，最新資料至 2020 年底。2016 年至 2020 年底一般護理之家照護具有身心障
礙證明之人數分別為 23,976 人、25,100 人、26,837 人、28,876 人及 30,571 人。
98

四、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國住宿式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計服務 1 萬 3,115 名身心障礙者，已較 2016 年 1 萬 3,411 人減少約 2.21%。
衛生福利部於社會福利績效考核，要求各地方政府需輔導轄內全日型住宿機構之服務使用者轉銜至社區式服務，需辦理事項包含
訂定輔導策略及實施計畫、辦理機構在職教育、輔導機構盤點符合資格個案及聘請專家學者至機構實地輔導等，同時積極協助地
方政府布建社區居住等社區式服務資源，使身心障礙者能生活於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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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Information on the plans to revise the “Regulations on
Subsidization f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Auxiliary Appliances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修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
法》使（包括身心障礙兒童之）助聽

器、輪椅等輔具脫離醫療模式，並符
being included in
for the Disabled” regarding the assistive devices, such as
the community (art.
16(f)
hearing aids and wheelchairs, including those for children with 合 CRPD 規定之相關計畫。
19)
disabilities, to move away from the medical model and be
第十九條：自立生
compliant with the CRPD.
活及社區融合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現行身心障礙輔具補助制度係以身心障礙者需求為基礎，並採以下 2 種機制，以使補助機制切合民眾需求：
（一） 評估機制：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取得適切之輔具，輔具評估人員評估時除考量個案身體功能、構造外，尚包含所需之相關活
動及參與，同時考量實際使用的環境等面向後，給予建議使用之輔具，並適時依其需求轉介相關資源。因此，輔具評估係
以使用需求為導向，考量身心障礙者個人、活動及使用情境等面向後提供綜整建議。
（二） 專案機制：《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 4 條第 5 項規定，輔具使用未達最低使用年限、申請項目已超過 2 年 4 項
或未符補助資格但因特殊情形具急迫使用需求者，個案得專案提出申請。
二、另外界反映身心障礙輔具補助對象以醫療鑑定之障礙程度等意見，經查現行輔具補助項目 172 項中，計有 59 項之補助對象設有障
礙等級限制之條件，經檢討後將刪除障礙等級之項目計有 31 項，其餘 28 項雖保留障礙等級限制，惟身心障礙者如因未符合補助
資格但因特殊情形具急迫需求，可透過前述專案機制提出申請。另為輔導地方政府落實專案機制，後續將邀集地方政府與相關團
體檢討與研商如何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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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福利部刻正研修《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已完成預告程序，2022 年 2 月至 4 月針對預告期間之意見召開 7 場溝通
會議。後續將進行法制作業，預計於 2022 年底實施。本次修法方向係參考市售產品，蒐集價格及身心障礙者需求等意見，調整補
助規定，包含補助項目、金額、使用年限等，修法重點如下：
(一) 增加補助項目數量：現行 172 項調整至 243 項，計增加 71 項。
(二) 納入具綜合功能項目：因應科技發展，將同時具綜合功能之產品納入補助項目。
（例如：智慧型手機及平板可提供視覺障礙者放
大、語音報讀等功能）
(三) 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特殊需求：增加兒童使用輔具需求（例如：擺位型推車）
、配合成長需求縮短申請使用年限（例如：上下肢矯
具、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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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ersonal Mobility
(art. 20)
第二十條：個人行
動能力

Paragraph
點次

17(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explain to the Committee:
How a person with a mobility disability can be ensured of free

請向委員會解釋下列事項：
如何確保行動不便者對其輔具獲得免

or affordable regular servicing/maintenance of their assistive
devices;

費或可負擔之定期服務/維護；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勞動部、教育部
政府為減輕身心障礙者使用輔具之負擔，現行採取之給付措施，除補助購置外，另有補助租賃、二手輔具租用、借用及媒合贈予等多
元管道。為使身心障礙者獲得免費或可負擔之輔具服務，政府依其不同生涯階段提供以下作為：
一、 就學階段：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免費借用教育輔具，借用前須經由專業人員評估及指導；若輔具需改裝或正常使用損壞之維修服務，
亦可免費提供。
二、 就業階段：
（一） 提供身心障礙者改善職場工作環境、工作設備、工作條件、購買就業所需之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所需費用。依雇主或身心障
礙者者之申請，進行書面審查、現場訪視，每一個案補助費每年最高 10 萬元，但有特殊需求經評估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 為排除身心障礙者工作障礙，職務再設計除提供就業輔具外，依實地訪視評估結果，進行工作場域環境或設備設計改良、改
裝、製作及維修、輔具使用訓練、試用評估及後續追蹤輔導等服務。
（三） 勞政與社政輔具補助整合機制：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輔具如同時兼具工作與生活之用途，同一項輔具可由勞政、社政共同補助
費用，減輕障礙者負擔。
四、就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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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心障礙服務體系：
1. 身心障礙生活及醫療輔具費用補助購置，補助金額依個案家庭經濟狀況分級補助，低收入戶為最高補助金額之全額、中
低收入戶為最高補助金額之 75%、一般戶為最高補助金額之 50%。另醫療輔具可依個案需求選擇補助租賃。
2. 各地方政府皆有設置地方輔具中心，並配有輔具評估人員、維修技術人員等專業人員，提供民眾免付費輔具評估、使用
訓練、回收等服務，亦提供可負擔之二手輔具租借、媒合贈予及簡易維修，以延長輔具使用年限。另針對複雜性較高之行
動類輔具維修服務，衛生福利部補助臺北榮民總醫院免費提供。
(二) 長照服務體系：長照服務需要者經評估有輔具需求，可至地方政府特約社區藥局或醫材行購置或租賃輔具，補助費用依個案
經濟狀況區分部分負擔比率，低收入戶免部分負擔、中低收入戶負擔 10%及一般戶負擔 30%，個案僅須支付部分負擔後由
特約單位向地方政府辦理請款，並按《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給付組合內容（含括輔具諮詢、選用建議、輔具各項
尺寸調整配置、定期追蹤使用狀況、清潔消毒、運送、回收整備及相關服務）提供服務。另為利地方政府推動輔具租賃服務，
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8 月 9 日公告「長期照顧輔具租賃服務原則」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輔具租賃服務
契約書參考範本」，針對長照輔具租賃服務提供原則及內容已訂有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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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ersonal Mobility
(art. 20)
第二十條：個人行
動能力

Paragraph
點次

17(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How provid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e.g. shops, cafes,
restaurants, libraries, and healthcare providers) are compelled

法律如何強制要求商品與服務提供者
（例如商店、咖啡廳、餐廳、圖書館

in law to allow a guide dog to accompany a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on their premises;

與醫療保健提供者）允許導盲犬陪同
身心障礙者進入其場所；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2007年《身權法》明文規定，視覺功能障礙者由合格導盲犬陪同或導盲犬專業訓練人員於執行訓練時帶同幼犬，得自由出入公共場所、
公共建築物、營業場所、大眾運輸工具及其他公共設施。前項公共場所、公共建築物、營業場所、大眾運輸工具及其他公共設施之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對導盲幼犬及合格導盲犬收取額外費用，且不得拒絕其自由出入或附加其他出入條件。另2015年修正《身
權法》
，增加視覺功能障礙者由導盲犬陪同進出前項場所發生如發生拒絕情事，可向合格培訓單位檢舉或向所在地地方政府反映，依法
應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接受四小時之講習。
衛生福利部2019年起透過導盲犬著色比賽、導盲犬前進校園體驗活動、製作導盲犬宣導影片及時事哏圖貼文等多元宣導活動，為強化
社會大眾對導盲犬的認識且落實向下扎根教育，拒絕導盲犬案件由2020年的22件，逐年減少為2021年的12件（含處罰鍰1件），2022年
截至3月底為3件，未來將持續以多元宣導及推廣方式，提升社會大眾對導盲犬之認識與接納，以營造導盲犬與視覺障礙者行進安全的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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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ersonal Mobility
How many of the funded assistive technology projects, are run 受補助之計畫中，由身心障礙者經手
之輔助技術計畫及其聘僱身心障礙者
(art. 20)
b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employ persons with
17(c)
第二十條：個人行
之數量；
disabilities;
動能力
中文回應：
科技部
科技部計畫補助對象係國內大專院校及學研機構之專任人員，近 3 年補助科技研究計畫約 150 件，其中有 9 位身心障礙學者提出申請
並獲科技部補助，計畫內聘用身心障礙者 2 人。
經濟部
一、經濟部工業局「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係補助業者導入新技術與設計美學，開發具市場性新產品，2016 年至 2019
年補助 17 家業者開發先進輔具產品（多以人因工程及復健醫療角度，開發如輪椅、醫療床等相關輔具），惟本計畫為共通性補助
計畫，補助對象為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申請資格並未限制個案計畫須由身心障礙者經手或業者需聘用身心障礙者，故無相關
統計數據，惟審查時本計畫審查委員已就獲補助業者開發標的是否符合身心障礙需求及市場性之評估內容進行審議。
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係補助中小企業所提創新研發計畫，無限制研發領域或研發題目，另為減少業
者申請計畫之負擔及造成標籤化等困擾，並未調查申請計畫是否由身心障礙者經手或有聘用身心障礙者，爰並無相關數據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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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ersonal Mobility
(art. 20)
第二十條：個人行
動能力

Paragraph
點次

17(d)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hy an individual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must choose a
device on a State approved list, rather than choosing assistive

臺灣規定身心障礙者必須選擇國家核
准清單中之輔具而非滿足其需求，以

devices that meet his/her needs, as well as why the State limits
the number of assistive devices to four per person, when a
person may need five or more devices to live independently
and be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及在部分身心障礙者可能需要五項以
上之輔具方能自立生活並與他人在平
等基礎上融合社區之情況下，臺灣限
制每人選擇至多四項之理由；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為因應個案對於輔具之多元需求，衛生福利部有身心障礙與長期照顧之兩大體系提供。政府在身心障礙生活及醫療輔具、長照輔
具整體補助經費支出逐年增加，自 2018 年 11 億元上升至 2021 年支出 15 億元。（表 17.1）
二、衛生福利部係以身心障礙者基本生活最需要的輔具訂定補助項目但並未限制輔具之廠牌、型號，民眾可依需求購買並申請補助，
或可自費購置非政府所列補助項目；補助上限以每人每 2 年補助 4 項為原則，補助項目如屬該項輔具之附加功能或配件、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之項目，同時申請時可併計 1 項次；若個案屬多重障礙具多元需求者、或因初次發生障礙、身體狀況改變等因素，
需要第 5 項以上輔具者，可申請專案機制或運用不同管道與資源，說明如下：
（一）專案機制：《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 4 條第 5 項規定，輔具使用未達最低使用年限、申請項目已超過 2 年 4 項
或未符補助資格但因特殊情形具急迫使用需求者，個案得專案提出申請。
（二）二手輔具資源：各地方輔具中心提供二手輔具租借、媒合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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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照輔具：長照需要者如同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得同時申請長照輔具（3 年 4 萬元）及身心障礙輔具（2 年 4 項），惟同
項目於使用年限內不得重複申請。
（四）就業輔具：職務再設計補助範圍包括提供就業輔具，係為排除個案工作障礙，增加、維持或改善個案就業能力之輔助器
具。
（五）教育輔具：依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及申請，提供免費借用輔具。
三、衛生福利部刻正研修《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修正草案之補助項目增加 71 項，為因應輔助科技產品日新月異，未來將
縮短檢討時間、並研議建立補助品項增修之審議機制，包含新品項納入補助之申請管道。
表 17.1

（單位：千元）
單位：千元

年度

2018

2019

2020

2021

身心障礙生活輔具

755,083

653,820

619,762

564,875

身心障礙醫療輔具

50,808

61,214

66,426

68,922

長照輔具

304,795

706,199

913,821

955,425

1,110,686

1,421,233

1,600,009

1,589,222

類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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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ersonal Mobility
(art. 20)
第二十條：個人行
動能力

Paragraph
點次

17(e)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easures taken to review restrictions on driving licens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ther than those with epilepsy.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除癲癇患者外，限制身心障礙者持有
駕駛執照之相關審核措施。

中文回應：
交通部
一、 為解決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行的需求，交通部訂有《身心障礙者報考汽車及機車駕駛執照處理要點》
，讓體格體能適當的身心障礙
者，依其活動能力將車輛適度改裝或調整機件操控位置後能安全操控車輛，以考領駕照。
二、 公路監理機關視情況需要邀請醫師或職能治療師的參與身心障礙者報考駕照之資格鑑定，對法規執行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可以
兼顧。在處理身心障礙者報考汽車及機車駕駛執照之申訴案件時，得依個案情形組成鑑定小組辦理，並得邀請身心障礙團體參與、
協助。
三、 身心障礙者報考汽車或機車駕駛執照，對公路監理人員按章審核考照資格結果有異議，可以口頭或書面向該監理機關表達要求有
醫學專家參與，重新作考照資格鑑定。由該公路監理機關洽請具有相關專長特約之骨科、神經內外科、復健科專科醫師、職能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等任一類科之專家參與，身心障礙者認為有必要可自行邀請所信賴之身心障礙團體參與，於安排的日期進行考照資
格鑑定，實測身心障礙者是否具備自立行動上下車、操控車輛之能力，以評估其報考駕照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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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Please explain to the Committee:
The provision of visual aids an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解釋下列事項：
如何為政府諮詢專線（例如孕產婦關

懷諮詢專線、全國家庭與教育諮詢專
opinion, and access
for public hotlines (such as the Pregnant Women's Support
線、自殺防治專線）與金融服務領域
to information (art.
Hotline, National Family and Education Hotline, and Suicide
18(a)
提供視覺輔具與手語翻譯（例如當身
21)
Prevention Hotline) and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to
第二十一條：表達
心障礙者在申請抵押貸款或購買保險
enabl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for example, apply for a
與意見之自由及近
之情況下）；
mortgage or buy insurance;
用資訊
中文回應：
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一、針對政府諮詢專線部分：為讓身心障礙者更便利取得資源與接受訊息，政府諮詢專線因應障礙者需求陸續建立不同功能，例如：
113保護專線於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網站設置線上諮詢及簡訊諮詢功能，2021年共受理12萬4千餘通諮詢電話，其中以網路及簡
訊對談計1356通。1922防疫專線則設有 Email 電子信箱及聽語障服務免付費傳真服務，並透過 Line@疾管家協助聽覺障礙者更便
於獲取資訊。至於委員專注到的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目前係結合孕產婦關懷網站所置諮詢信箱提供服務。安心專線（自殺防治
專線）及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目前尚未建置即時視訊及手語翻譯功能，但未來將考量發展多元化服務方式，以提供聽覺障礙者
所需服務。
二、針對金融服務提供視覺輔具與手語翻譯部分：
（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督導銀行公會於金融友善服務準則中規範，銀行對於聽覺及視覺障礙者提供下列服務：
1、聽覺障礙者開戶時，透過書寫方式、提供手語翻譯或其他溝通輔具（例如：起身面對面使能清楚看見說話者嘴型唇型、
一對一、正常音量、確保接收語音訊息、用較慢較短的句子說明或以簡單手勢加以引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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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視覺障礙者申辦貸款，銀行可提供放大鏡或其他儀器輔助觀看，並可依視覺障礙者之需求，以影印放大之方式提供契約
及各種申請表單。
3、銀行會依不同類別之身心障礙者需求，提供書寫、手語翻譯、遠端視訊或其他溝通輔具等諮詢服務。
（二）銀行文件多已放置銀行官網可供下載閱覽，可協助身心障礙民眾事先或當場瞭解金融相關約據，亦可配合行動裝置等輔具
語音播放協助瞭解相關內容，另亦有銀行於開戶或申請文件提供 QR Code，供客戶掃描至手機閱讀。
（三）目前已有銀行與相關團體合作以視訊方式提供聽障民眾手語即時翻譯服務，此外亦有提供真人文字客服方式，以利身心障
礙者取得金融服務。
（四）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2022年3月29日函報「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修正條文，針對保險業對身心障礙客戶之
關懷措施，明訂應依其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如提供保險電子商務、線上服務或到府服務等，並引導其採
用合適之服務方式，如臨櫃、書面、電子郵件、電話、簡訊、文字客服、視訊通話等，並建立主動關懷通知機制。另2021年
8月31日及12月21日舉辦與身心障礙者團體溝通座談會，座談會上身心障礙團體針對肢體障礙、聽覺障礙者之保險友善服務
提出建議，刻由產、壽險公會彙整業者所提新增回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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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the system whereby the State audits (or 'spot checks') public
websites (including 'fourth level agencies such as high schools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臺灣審核（或抽查）公共網站（包括
高中與地區衛生所等四級機構）的可

及性／無障礙措施，並在向公眾發佈
opinion, and access
and district health centres) for accessibility and tests apps on
行動化應用軟體前，由身心障礙使用
to information (art.
users with disabilities before launching the apps to the public;
18(b)
者測試之相關機制；
21)
第二十一條：表達
與意見之自由及近
用資訊
中文回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依據《身權法》第 52-2 條規定，各級政府及其附屬機關（構）、學校所建置之網站，應通過第一優先等級（以上）之無障礙檢
測，並取得認證標章。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各級機關機構學校網站無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辦法》，免費提供各政府機關或學校申請網站無障
礙檢測及核發認證標章。並透過本會無障礙空間服務網提供相關服務資源，可由網站管理者或開發者透過目前視覺障礙者網站測
試服務單位聯繫與洽詢，請視覺障礙使用者進行測試，符合無障礙使用需求。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各級機關機構學校網站無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辦法》執行身心障礙者抽查具有無障礙認證標章之網
站，將結果通知原申請者，並提供查詢瀏覽，經統計 2019 年度至 2021 年度共抽檢 2,500 筆標章，分別為 800 件、800 件、9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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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how the State engage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encourage and
require them to ensure their websites meet accessibility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臺灣如何與私營部門合作，鼓勵並要
求私部門確保其網站符合 CRPD 第 4

條第 1 款 e 項規定的可及性／無障礙
opinion, and access
standards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4(1)(e) of the CRPD;
標準；
to information (art.
18(c)
21)
第二十一條：表達
與意見之自由及近
用資訊
中文回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每 3 年辦理 1 次身心障礙者網站使用需求調查，包含日常民生使用及一般企業網站等使用情形，藉此了解
不同障別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之需求與效益。2021 年度調查內容有關身心障礙者使用上網設備、各類網站使用率及障礙等，共
回收有效問卷 177 份，完成訪談 6 位身心障礙者，包含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或多重障礙等類型。
二、為推動民間企業積極參與，2020 年起持續辦理「網站符合性評估檢測」，挑選非政府機關網站，包括國內百大企業與民生日常使
用網站如交通、醫療、購物及育樂等類型網站，主動進行網站無障礙符合性評估檢測，並將網站檢測報告提供業者參考調整修
正，提供更友善、包容的無障礙網站服務。2021 年度共檢測 205 個網站，依據網站無障礙規範檢測等級 A 規定，檢測結果限期
改善 22 件，不符合規範要求 183 件，不合格率約 89%，並以電子郵件寄送檢測報告，提供業者參考調整修正。未來將推動國內
上市上櫃公司以秉持「企業應對國際公認之人權的保護給予支持與尊重」之原則，提供企業網站無障礙化，共同擔負企業社會責
任（CSR），推動資訊平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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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How the State has communicated public health guidance and
measures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those who live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臺灣如何向身心障礙者（包括居住於
COVID-19 疫情相關的集中照護環境

中的身心障礙者）傳達公共衛生指導
opinion, and access
in congregate care settings in relation to the Covid-19
與措施，以及如何滿足與疫情相關之
to information (art.
pandemic, and how pandemic-related apps meet accessibility
18(d)
行動化應用軟體（包括全民健保及公
21)
standard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pp, and
第二十一條：表達
共運輸行動版應用程式）之可及性／
public transport apps.
與意見之自由及近
無障礙標準。
用資訊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為因應疫情，持續透過網站、APP、社群媒體等各種途徑向民眾傳達公共衛生指導與防疫措施，並考量身心障礙者之需
求：
一、「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及「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已通過無障礙標章認證；「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則已建置
「文字智能客服」，以利聽覺障礙者使用，並有提供「語音朗讀功能」、「文字大小選擇功能」，以利視覺障礙者使用，建置期間，
並經障礙者測試，以瞭解障礙者之需求，目前正在進行改版作業，將考量障礙者之需求納入設計規範，並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 APP 無障礙開發指引，於評估技術開發可行性及可投入資源下，逐次改善無障礙功能服務，並於修改期間，邀請障礙者進行
測試，以利 APP 能切合障礙者之需求。
二、持續因應 COVID-19 疫情及政策發布新聞稿，並製作簡單易懂之文宣及宣導影片，透過疫情記者會直播、官方網站、傳統大眾傳
播媒體（如電視台及廣播頻道）以及多元新媒體（如 Facebook、LINE、Instagram）等管道露出，以觸及各地及各年齡層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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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礙者，且疫情記者會直播時皆有提供手語翻譯及即時字幕，向全民提供疫情及相關政策說明，並適時加強防疫衛教。此外，
政府與機構針對 COVID-19 之介紹、疫情狀況、預防措施、疑似感染時之因應作為等，業已出版「碰到 COVID-19（新冠肺炎）
你應該知道的事」及「安安告訴你如何成為防疫小幫手」共 2 本易讀手冊，並於 2020 年 7 月放置於臺灣的 CRPD 資訊網，供各
界下載運用。
交通部
一、為避免民眾於防疫期間前往人潮擁擠熱區，政府藉由大數據資料進行各熱區人潮示警，並利用「高速公路 1968」App 提供民眾
查詢，相關服務於 2020 年 4 月完成上架；後考量國內疫情趨緩，2020 年 6 月已將上開防疫人潮資訊下架。
二、針對身心障礙者交通資訊部分，推動公路公共運輸計畫已有提供具語音播報功能附掛式 LED 智慧型站牌之補助，以協助視覺障
礙者取得乘車資訊，新改版之 iBus 公路客運 APP 亦針對各項文字、標題及圖標 （icon）設置語音導讀內容。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鑑於行動裝置普及帶動網路內容瀏覽方式多元化趨勢，為確保任何使用者（含身心障礙者）皆能無障礙使用行動
化應用軟體（APP）所提供的服務，已於 2021 年辦理行動化應用軟體無障礙功能檢測服務，共完成 202 件 APP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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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Respect for privacy
(art. 22)
第二十二條：尊重
隱私

Paragraph
點次

19(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explain to the Committee:
The legal basis for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smartphones and

請向委員會解釋下列事項：
限制精神醫療病院／病房患者使用智

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by
patients in mental health hospitals/wards;

慧型手機及其他與外界通訊方式之法
律依據；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第 25 條已規定住院中之精神病人可自由與外界溝通，並訂有相關罰則。並將精神照護機構收治個案之權益維護措施
（含自由通訊）納為評鑑基準項目，以督核機構落實《精神衛生法》有關權益維護之規定。另依同法第 28 條病人或其保護人，認為精
神照護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侵害病人權益時，得向精神照護機構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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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Respect for privacy
(art. 22)
第二十二條：尊重
隱私

Paragraph
點次

19(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hether the State considers that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media should be restricted from commenting on a

根據《精神衛生法》，臺灣是否認為
在特定情況下應限制媒體在未經本人

person's disability or mental health status without that person's
consent, based on the Mental Health Act.

同意之情況下，不得評論其身心障礙
或心理健康狀況。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為落實《CRPD》第五條平等與不歧視精神，《精神衛生法》規範傳播媒體之報導，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述，並
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者歧視之報導，以防止汙名化與歧視精神病人，如有違反規定，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法裁處，並限期更正；
屆期未更正者，按次連續處罰。2016 年至 2021 年，共 2 家媒體因違反規定，由地方政府衛生局予以裁罰及限期更正，1 家媒體疑涉違
反規定，已自行下架報導。為使病人權益保障更具全面性，2022 年《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擴大規範至各類傳播媒體（宣傳品、出版
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之報導，並訂有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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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Respect for home
and the family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Please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Committee:
On steps being taken to gather data on reproductive health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提供下列資訊：
為蒐集有關身心障礙者生殖健康服務

(art.23)
20(a)
services and educ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plans to 與教育之資料而採取的相關步驟，以
第二十三條：尊重
及徹底解決歧視問題之計畫；
address any discrimination;
家居及家庭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為瞭解身心障礙接受節育措施之情形，業於 2021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納入相關題項，至有關身心障礙者易面臨
受迫絕育問題，衛生福利部參考相關國際文獻建議之因應作為，業委託編製「結紮手術及避孕諮詢參考指引」
，完成後將納入相關
繼續教育內容，另亦製作「心智障礙者性健康教育家長手冊」
、
「心智障礙者性健康教材」及簡易版衛教素材，供障礙者、照顧者及
專業人員運用瞭解。
二、 衛生福利部補助身心障礙團體於 2020 年出版身心障礙者懷孕手冊、2021 年出版身心障礙者育兒手冊。為利於心智障礙者閱讀及
理解，衛生福利部已參考該 2 本手冊架構、內容並轉譯編製易讀易懂版，預計 2022 年 11 月底出版。
三、 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人員確認障礙者所提「婚姻及生育輔導」的需求內容，若是有生育需求，則連結衛政單位提供服務，如有婚
前及婚姻教育需求，則可連結在地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服務。另為提升服務提供單位之專業人員對身心障礙者兩性交往及性教育之
相關專業知能，衛生福利部督導地方政府針對所轄身心障礙服務專業人員，應定期參加身心障礙性教育或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課程，
使其提供身心障礙者適切資源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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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一、於特教網路中心之性別平等教學媒材處掛載「身障學生性教育&情感教育&親職教育優良案例」，供高中以下學校教師下載參酌、
運用於教學中，以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對性教育議題、性教育知識的認知。
二、2018年起委託大學編製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及處理教師參考手冊（身心障礙篇），並辦理特教學校教師性別意識培力研習，以協助
學校建立友善校園的性別平等氛圍，並協助建立身心障礙學生有關防範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的意識及知能，以保障學生之安
全與權益。
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4條之1規定，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教育部2021年修正《懷孕學
生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學校應提供協助之重點如下：
（一）學校應於相關課程、教育活動、集會或研習，納入維護學生懷孕受教權及情感教育相關議題之宣導、訓練，每學年應辦理
至少1場宣導或訓練。
（二）學校應修正學則、各種章則、成績考核或評量之相關規定，納入彈性辦理請假、彈性處理成績考核、保留入學資格、延長
修業期限、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之輔導協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
（三）學校應視情況，尊重懷孕學生之意願及需求，將其轉介至地方政府社會局（處）或相關機關（構）。
四、另為減輕懷孕學生經濟負擔，自2020年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條例》將流產或分娩所支出之掛
號、門診費用納入保險給付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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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Respect for home
and the family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hy a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re 在數量上不成比例之身心障礙兒童接
受家外安置或被收養之原因，以及臺
placed outside the home or adopted and plans to increase
灣增加家庭支持之計畫。
supports to families.

(art.23)
20(b)
第二十三條：尊重
家居及家庭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經查 2020 年身心障礙兒少受暴率（受虐身心障礙兒少/身心障礙兒少）為 2.08%，相較一般兒少受暴率 0.32%高，為加強身心障礙
兒少保護，避免其再度遭受不當對待，兒少保護社工人員提供家庭處遇時並連結身心障礙兒少照顧專業資源、喘息服務等，以紓
緩家庭照顧壓力，提供身心障礙兒少妥適照顧。
二、依衛生福利部於 2022 年 1 月頒布「兒少替代性照顧政策」，為防止兒少出現不必要的家外安置，實施策略目標一「讓兒少留在原
生家庭生活成長」
，布建與整合社區照顧資源，依個案家庭之需求，連結身心障礙服務及資源，協助家庭改善照顧能力，使兒少繼
續留在家中生活，降低被安置之機率。
三、特別要提到，政府關注到出養係改變親子關係之重大決定，須慎重為之，爰《兒少法》第 16 條規定，兒少須經機構評估父母無法
對其負扶養義務、有出養必要性後，始得與收養人媒合。實務上，兒少出養原因含受虐、未婚生子、意外懷孕、子女數過多、單
親扶養困難等，且機構會優先結合地方政府提供經濟協助、托育資源、育兒指導、安置照顧、親職教育、物資等資源，使父母有
能力親自養育子女。相關支持資源介入後，經評估父母確實無法照顧孩子，需透過收養始得讓兒少得到妥善照顧時，才會協助出
養，故兒少不會單純因身心障礙而被收養。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6 年至 2019 年被收養之 1,094 位兒少中，僅 3.83%（31 位）
有身心障礙狀況，所佔比例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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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依《兒少法》第 56 條、第 57 條及第 62 條規定，身心障礙兒少有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之虞者，或家遭重大變故，
經法院裁定或經主管機關主責社工人員評估有安置之必要，始得進行安置。分析安置原因包括身心障礙兒少未獲適當養育、遭受
虐待、性侵害、疏忽、遺棄或性剝削，以及因父母死亡、失蹤、入獄、藥酒癮、罹患嚴重疾病等。
五、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脆弱家庭係以家庭整體及不同家庭成員多元需求面向，辨識家庭需求並媒合導入跨領域、跨網絡的資源，
讓家庭獲得所需的幫助。倘脆弱家庭之家中成員有身心障礙兒少具有特殊照顧需求，致主要照顧者難以負荷或照顧困難有疏失之
虞，社工透過訪視評估依家庭需求提供及連結育兒指導、早期療育、特殊照顧、兒少家外安置服務、喘息服務、收出養服務等服
務資源或網絡，以減輕家庭照顧負擔。為協助家庭強化兒童照顧支持措施，衛生福利部自 2019 年起結合民間團體辦理育兒指導服
務方案，其服務育有 6 歲以下兒童且有育兒指導需求之家庭，並優先服務脆弱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新手父母家庭、未滿 20 歲
父或母、經社工評估有需求之家庭，主要提供育兒諮詢、到宅育兒指導、提升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及技巧等服務，藉由支持
與陪伴育兒家庭，以提升兒童受照顧品質。
表 20.1
2021 年身心障礙兒少家外安置統計表：

全國兒少人數(A)

3,517,700

全國身心障礙兒少人數

身心障礙兒少占全國

(B)

兒少比率(B/A)

52,142

身心障礙兒少安置數
兒少安置總數(C) 身心障礙兒少安置數(D) 占兒少安置總數比率
(D/C)

1.48%

4,735

表 20.2
全國兒少安置率(C/A)

0.13%

全國身心障礙兒少安置率(D/B)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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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9%

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Education (art. 24）
第二十四條：教育

Paragraph
點次

21(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Committee:

請向委員會提供下列資訊：

On plans to eliminate special classes and schools in order to
conform with 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inclusive education as
described in General Comment No.4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有關取消特殊班級與學校的計畫，以
符合 CRPD 第 4 號一般性意見中所述
之融合教育規範內容。

中文回應：
教育部
一、經查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之集中式特教班比率，於學前、國小、國中階段分別為6.1%、8.7%、9.3%，至於在高中職階
段，我國為強化國中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機會，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多元入學管道。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
導辦法》，身心障礙學生除了免試入學、特色招生之外，亦有依學生個人潛能所設置之適性安置入學管道，可分為安置特殊教育
學校、安置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及安置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班等3種方式，學生得依其興趣及專長，選擇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服務
群科（約佔16.9%）或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教育部已向各地方政府宣導辦理鑑定安置時，應以對學生最有利的發展角度思考，
審慎評估學生學習狀況後，提供最適切之就學環境，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二、教育部持續推動融合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就讀特殊教育學校已逐年降低，自2016年至2021年由6%降至4%，目前特殊教育學校所
招收多為重度障礙學生，大多數學生照護需求高於就讀於普通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且教育部召開相關會議或座談會，蒐集特殊
教育及普通教育教師、校長、主任、身心障礙、人權團體、專家學者、中央及地方政府教育行政人員等各界意見後，考量重度身
心障礙學生之需求，現階段特殊教育學校仍無法即刻取消。惟配合融合教育之推動，經各方研議特殊教育學校定位及發展方向，
教育部修訂《特教法》，修正草案條文已將強化特教學校與普通學校及社區合作、促進身心障礙學生社會參與及社會適應，及設
立區域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供社區及學校相關資源與支持服務等納入法條，以減少特殊教育學校之封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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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刻正積極推動融合教育，透過精進師資、強化支持服務及推廣 CRPD 精神等面向，提升融合教育的品質，讓更多家長願意
將學生安置於一般學校普通班級，以逐步減少集中式特教班及特教學校之學生人數：
（一）補助地方政府加強辦理普通班教師增能研習，並建置線上課程，提供教師於課餘時間依需求選擇課程，以因應教學現場需
求。
（二）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於班級中生活自理及學習需要，補助地方政府聘任特教助理人員、相關專業人員及輔具租借用等經費，
由學校依學生需求及個別化計畫提出申請。
（三）製播特殊教育微電影、辦理特殊教育專刊及辦理 CRPD 研習，持續增進學校教職員及師生融合教育意識，共同營造同理、
友善、接納的校園環境，確保身心障礙學生能於融合環境中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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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Education (art. 24）
第二十四條：教育

Paragraph
點次

21(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he causes of slow progres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 terms of
percentage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t the senior high

就高中以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
校／普通班級之比例，說明融合教育

school level or below attending regular school/regular class;

進展緩慢之原因；

中文回應：
教育部
一、經查高中以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之普通班比率，自2016學年度至2021學年度，由82%提升至86%，其中學前及國教階段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比率相當高，查學前、國小、國中各階段比率分別為92.9%、90%、88%，高中職階段則相對較低，為
70.7%。究其原因，係因我國以發揮身心障礙學生潛能為優先考量，提供國中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多元入學管道及多元安置機
會，學生得依其意願及專長，選擇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或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從而影響高中職階段就讀普通班之比率。
二、教育部刻正朝融合教育方向推動，強化相關配套措施，使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能夠順利：
（一）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明定提供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所需相
關資源及服務。
（二）2022年規劃研編校園落實《CRPD》手冊，將側重蒐集學校教學現場所遇實務案例，引導學校教師、教職員瞭解如何將
CRPD 精神及融合教育理念落實於校園環境、課程調整、教學輔導及班級經營上，建立友善的融合教育環境。
（三）精進師資，加強辦理對普通班教師之特教知能研習，以期於教學現場給予身心障礙學生有效的輔導與協助，另 2021年啟
動之《特教法》修法草案，新增明定鼓勵師資培育大學於師資職前教育階段開設特殊教育相關課程。
（四）成立特殊教育輔導團，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綱，推動普教教師及特教教師教學合作事宜，提供學生有效教學
及輔導。
（五）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學習及參與學校生活需要，提供輔具需求申請、評估、操作訓練、諮詢等服務。
（六）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計畫之評估需求，核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時數，提供諮詢、治療或訓練服務。

123

（七）訂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審核主管學校申請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參考原則」，依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需求，核給
特教助理人員服務時數，以協助學生在校生活自理、課堂學習等需求。
三、教育部將持續積極推動融合教育相關措施，提升融合教育品質，讓家長願意將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級就讀，以持續提升身
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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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Education (art. 24）
第二十四條：教育

Paragraph
點次

21(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How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is being
applied through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not only for learners

通用學習設計之概念如何應用於教育
系統中，而非僅適用於身心障礙學習

with disabilities;

者；

中文回應：
教育部
一、關於特殊教育課程綱要之演變，最早從1988年頒布智能障礙類課綱，到2000年開始實施各障礙類別課綱，然後在2011年試行新課
綱（除了認知功能缺損學生之特教課綱，其他學生均採用與一般學生相同之課綱，已逐漸形成融合概念），到了2014年發布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2019年施行），即已納入通用學習設計之概念，所有學生包括身心障礙學生，均使用相
同之課綱，再為有特殊需求學生擬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並訂有各種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如社
會技巧、溝通訓練、定向行動、輔助科技應用等）。
二、在學前階段課程與教學之實施，也已將通用學習設計（差異性）之概念於課程大綱中明定。教育部2012年修正發布「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於2017年實施），其基本理念之一「幼兒的生活環境中存在著種種差異，包括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社經背
景、不同種族、不同身心狀態等多元現象，教保服務人員宜將『差異性』視為教保活動課程的資源，並納入課程的考量，以增廣
幼兒的學習視野。」；另實施通則中「依據幼兒發展狀態與學習需求，選擇適宜的教材，規劃合宜的教保活動課程」及「嘗試建
構學習社群，以分齡、混齡或融合教育的方式進行，在協同合作溝通中，延展幼兒的學習」。
三、在教學環境上，教育部推動建構適用於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之學習環境與活動空間，採用「無障礙教室」之空間設計，如教
室出口設置自動門或水平移動的滑門、教室內的動線預留較大空間，便於使用輪椅的學生移動；於學生桌面或教室側面牆壁上設
置白板或電子螢幕，便於師生及普、特學生間之溝通互動。國教署2010年度補助主管高中職共45校建構多功能之通用設計理念學
習教室，以建構普通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可共同選修、互動之共融教學空間。未來規劃補助地方政府國民中小學學校，擴大推動
營造友善、便利之課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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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Education (art. 24）
第二十四條：教育

Paragraph
點次

21(d)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How the concept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is being
promoted throughout the school syste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如何於整體學校系統中推廣合理調整
概念，減少各級普通學校對身心障礙

exclusion of learner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regular schools at
all levels.

學生之排除；

中文回應：
教育部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年發布）於擬訂時即已納入通用設計與合理調整內涵，使身心障礙學生與一般生能
夠適用同一課綱，展現通用設計之精神，同時明定應依學生之個別需求，提供支持性輔助、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及實施合理調整。
教育部為提供教育現場落實課程調整，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在特定領域科目有學習功能缺損者，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身心障礙學生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提供教師在進行領域科目課程調整的參考，其重點放在各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調整建
議、個別化教育計畫示例及教學示例，並已積極辦理相關研習，積極培訓各直轄市及縣市國民教育階段教師，了解課程調整之內
涵並運用於教學中。
二、教育部2022年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修訂《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就學生
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調整措施提供參考，包含教師提供學生適當之評量調整措施後，可依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彈性調整及
格基準、考試服務等。
三、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學校應提供符合通用設計之校園環境，並針對個別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合理
調整其學習環境。為促使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持續建置及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教育部持續補助所轄學校及地方政府無障
礙設施相關經費，如無障礙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停車空間、無障礙標誌、無障礙通路出入口、坡道、扶手等。
四、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均已成立特殊教育輔導團，協助特殊教育、普通教育之合作，並辦理研習促進特殊教育、普通教育教師間之交
流、互動，使普通班老師了解合理調整之應用，以減輕對身心障礙學生之疑慮，另因應近年來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等學生就讀
普通班比例之增加，教育部2022年已規劃委請大學辦理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人員培訓研習，並將輔導地方政府成立情支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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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以協助學校處理情障及自閉症學生於普通班之教學及輔導，包含合理調整之應用及班級經營策略，減少普通班師生對身心障
礙學生的排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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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Education (art. 24）
第二十四條：教育

Paragraph
點次

21(e)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hat measures are being implemented to eliminate the need
for families to pay for support services in order for their

為使家庭不必再為讓家中孩童得以上
學而需自行支付支持服務費用，臺灣

children to be allowed to attend school.

目前採取何種措施。

中文回應：
教育部
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就學權益，教育部已有下列相關支持服務，以減輕身心障礙學生家庭之負擔：
一、為利身心障礙幼兒就學即獲得特殊教育及支持服務，教育部每學年度依身心障礙幼兒人數，補助地方政府學前教育階段專業團隊
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經費，以提供教保服務機構專業諮詢，協助教保服務人員照顧身心障礙幼兒，地方政府並得視轄內身心障礙
幼兒之實際需求統籌運用，或由受理各機構申請，核予服務時數及費用，家長無需自行提出申請或付費。
二、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規定，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者子女，其最近一年度家庭年
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幣220萬元者，依其身心障礙程度減免就學費用。
三、身心障礙學生經專業評估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者，且學校提供交通服務確有困難者，補助其交通費。
四、依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審核主管學校申請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參考原則」，且依據個別化計畫之評估需求，作為核給學
生特教助理人員服務時數。近年來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漸增，聘任特教助理人員的需求增加，所需經費龐大，故教育部
自2020年起已大幅調增補助地方政府特教助理人員經費。
五、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學習及參與學校生活需要，提供可改善其學習能力之教育輔助器材，包括視覺輔具、聽覺輔具、行動移位
與擺位輔具、閱讀與書寫輔具、溝通輔具、電腦輔具及其他輔具，該些輔具於優先運用或調整校內既有教育輔助器材仍不足時，
由學校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教育部依各該主管機關申請給予補助。
六、為提供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更完善、安全且保障的照護支持，自2018年度起，賡續補助各縣市所提之維生設備需求，其中包含化
痰機、血氧監測器、行動氧源、抽痰機等相關設備，並加強提升特教助理人員專業培訓，以服務有需求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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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Health (art. 25)
第二十五條：
健康

Paragraph
點次

22(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請向委員會說明下列事項：

Of the proportion of medical facilities in the State that have
been audited for disability access and whether there is a
process to obligat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o priorit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rrier-free medical environments with
universally accessible medical services and equipment e.g.
accessible bathrooms and beds, examination tables, birthing
beds, transfer aids, X-ray and scanning equipment and weight

臺灣接受可及性／無障礙審核的醫療
設施之比例，以及是否責成衛生福利
部實施無障礙醫療環境及普遍可及之
醫療服務與設備（例如無障礙浴室與
床、檢查台、分娩床、移轉位輔具、
X 光與掃描設備以及體重測量設備）
的程序，同時確保對流程與程序進行

measuring equipment, as well as ensuring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to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and whether the
such data on these needs, and measures taken to address them,
are published and made availabl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合理調整；關於上述需求之相關資料
以及義務方為處理上述需求所採取之
措施，是否已公開並提供給身心障礙
者；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2015年訂定「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視障及聽障友善就醫流程」，業函各部屬醫院實施，且全臺26家部屬醫院之網路掛號系統具
提供視覺障礙或聽覺障礙特殊服務之選項（如：可安排手語翻譯員預約申請、專人陪同、準備特殊輔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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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院評鑑基準第1.5章訂有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及設置無障礙設施之規定。2019年申請醫院評鑑之醫院，達成該規定之家
數比率約80%，另2020至2022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醫院評鑑暫停辦理。
三、 推動醫療院所無障礙獎勵計畫
（一） 於2021年獎勵醫院隔離病房設置無障礙通路、無障礙廁所、電動升降病床、移位機、輪椅體重機與多元輔助溝通工具等
項目，並獎勵基層診所設置友善通路與廁所、多元輔助溝通工具及無障礙設施設備等項目。
（二） 計有24家醫院（74間隔離病室）及1,384家診所符合獎勵條件，並於2022年4月29日將名單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網站。未來
將繼續規劃相關獎勵作業，以逐步提升全國友善就醫環境。
四、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及醫療照護相關課程納入各類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成效如下：
（一） 身心障礙婦女及女童之性教育及生育健康相關課程：2020年底辦理課程達100堂，參與人數達2,200人次；2021年達110
堂以上，參與人數超過2,500人次。
（二）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課程：2019年至2020年累計開辦30堂，參與人數達500人次；2021年達30堂以上，參與人數超過400
人次。
五、 2021年12月20日預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9條修正草案，增訂診所友善設施規定，以「通路」、「廁所」、「結帳掛號櫃台及服務
台」為規範重點項目，並於2022年2月18日完成預告程序。因各界對修正草案仍有諸多意見，將持續辦理溝通，以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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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Health (art. 25)
第二十五條：健康

Paragraph
點次

22(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o what extent the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of
MOHW has developed an implementation report on the 33

針對《2020 年健康國民白皮書》所列
之 33 項身心障礙者健康政策目標，

health policy objectiv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State that are listed in their "2020 Citizen Health White Paper"
and whether there is a strategy to adapt and develop a strategic
plan and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ver the next five and ten years;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制訂實施報告
之進度為何，以及是否調整並制定策
略計畫及相關政策，俾使於未來五年
與十年內促進身心障礙者之健康與福
祉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
《2020 健康國民白皮書》係我國行政院衛生署（現衛生福利部）於 2009 年出版，該白皮書超越醫療與衛生的層次，在「健康」與
「平等」之基礎下，以「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健康生活」以及「消弭健康不平等」做為我國公共衛生政策之施政目標，並匯集了各
項影響群體健康的因素，包含衛生醫療、內政、教育及社會福利等面向。該白皮書出版時，我國公共衛生、醫療及社會福利工作分
屬行政院衛生署及內政部社會司等管轄。為有效提升衛生及社福體系服務效能，2013 年成立衛生福利部進行上述部門功能整合，
不論是建立整合性全人照顧體系、完善全民健康保險、周延社會福利支持系統及布建長期照顧體系等各重要政策，均已考量可能影
響兒少、老人與身心障礙者等族群健康之因素。
二、衛生福利部係以民眾不同生命階段提供各式預防保健服務，有關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追蹤監測及相關服務成果，對於身心障礙
者提供的基本健康權利保障、就醫環境無障礙、復健服務及輔具服務等，已於《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第 7 條、第 20 條及第 25
條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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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Health (art. 25)
第二十五條：健康

Paragraph
點次

22(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If the State intends to survey the prison population to
determine the propor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mong

臺灣是否規劃調查監獄人口以確定身
心障礙受刑人之比例，以瞭解其教

inmates, so as to comprehend their education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medical and other need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supports, interventions, medical and rehabilitation
resources.

育、支持、心理、醫療等需求，並提
供適當的支持、介入、醫療與復健資
源。

中文回應：
法務部
一、為掌握矯正機關身心障礙者之比例，收容人入監（所）時均應行健康檢查，包含生理調查、理學檢查及身心障礙證明持有情形等，
且《監獄行刑法》第 13 條及羈押法第 11 條明文規定，收容人不得拒絕受檢。實務執行上，矯正機關醫事人員於收容人入監時，
透過其證明持有情形或口頭詢問等方式，了解收容人身心障礙概況，並將查調結果登載於獄政資訊系統，以利機關及矯正署即時
掌握身心障礙收容人之比例及障礙情形。截至 2022 年 4 月底，矯正機關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數計 2241 名，占在監收容人人數約
4.18%。
二、矯正機關提供身心障礙者之具體服務如下：
（一） 為強化是類收容人之處遇品質，辦理新收講習時，透過有聲書、圖表、手語或其他支持方式，使其充分瞭解生活手冊之內容、
各項權利義務及應遵守事項。
（二） 依是類收容人之屬性，安排適當之集體教誨、生命教育及適性團體等教化課程，期以完成矯治教育之目的。
（三） 除教輔人員個別晤談外，由專業心社人員進行個案關懷；經心理師評估有需要進入諮商程序之個案，依其實際狀況進行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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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無需者，則轉介其他志工持續給予支持。
（四） 視收容人實際就醫需要，協助其接受治療，並視個案病情定期看診、追蹤及輔導。此外，機關得依障礙類別、障礙程度及個
人實際需要情形，適時對其實施衛教宣導、預防保健及服藥遵從性等事項，促進收容人對相關疾病之認識、預防、處理與自
主健康管理等觀念。
（五） 宣導《CRPD》的精神，使一般收容人對身心障礙有正確觀念，以平等、尊重之態度和諧相處，減少因錯誤認知而引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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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Habilit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rt.
26)
第二十六條：適應
訓練及復健

Paragraph
點次

23(a)
23(b)
23(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The extent to which habilit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are

請向委員會說明下列事項：
為最終達成個人自立生活目標，臺灣

directed to equipping individuals with knowledge, skills and
equipment needed for eventual independent living;
Whether the services are predominantly medical and if not,
what other services are available;
To what extent services are promoting full inclusion and
individual control of services.

所提供之生活適應與復健服務，朝向
使其具備所需之知識、技能與設備之
程度；
上述服務是否主要為醫療服務；若
否，則其他可行之服務為何；
上述服務促進充分融合及個人對其掌
控之程度為何

中文回應：
勞動部
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增進工作技能，針對身心障礙者生理、心理發展及障礙類別程度不同，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開設身心障礙者專班職
業訓練，另提供協助身心障礙者與一般民眾共同參與多元化之職業訓練課程，使其在職業訓練職類、時間及地點上有更多元的選擇，
並依身心障礙者特性，提供無障礙設施、個別輔導及教材教具、手語翻譯等職務再設計服務，排除參訓障礙。
衛生福利部
一、全民健保之復健治療，係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事故或生育時，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提供保險醫療服務，應依第 41 條第 1 項訂定之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下稱支付標準）規定辦理。另依據同法第 62 條
第 1 項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依據支付標準，向保險人申報其所提供之醫療服務之點數。」故全民健保之復健治療，係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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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醫療服務費用。
二、復健治療之健保給付項目：
（一）支付標準訂有復健治療章節，包含一般復健檢查及治療，其中治療包含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及心理社會復健，
通則規範說明如下：
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及語言治療：針對符合疾病適應症範圍者，按治療項目內容、數量及時間分為簡單、中度及複雜
治療，分別給予不同給付。
2、 心理社會復健治療：適應症包括肢體損傷、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發展異常、慢性疼痛或其他先天後天疾患經評估有心
智功能下降、情緒困擾或行為異常，導致社會適應功能不良需心理治療者。
（二）復健治療章節各節訂有執行各項診療項目須符合至少有專科專任醫師如復健科、神經科、骨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或耳
鼻喉科等之支付規範
三、為協助中途致障者重新建構其獨立生活能力，並復歸社會，衛生福利部督導各地方政府依據《身權法》第 50 條，積極推動生活
重建服務，由專業人員與服務對象共同擬訂重建計畫，並依服務對象需求提供日常生活能力培養，及社交活動及人際關係之相關
訓練及服務，其服務性質、內涵與醫療復健與訓練不同。衛生福利部自 2012 年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
畫」， 2021 年全國計 22 個單位提供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服務人數 1,233 人。自 2016 年起迄今已補助 2 億 3,229 萬餘元。
四、我國依據《身權法》第 50 條推動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並導入同儕支持服務，透過身心障礙者、同儕支持員及社工共同擬定自立
生活計畫，讓身心障礙者能參與自我選擇、決定、負責，協助建立其自主生活方式；再依計畫提供所需之同儕支持服務，例如經
驗分享、心理支持等，培力及引導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區），達到自立生活之目標。其服務性質、內涵與醫療復健與訓練不
同。
五、社區精神復健係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態度、心理重建、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能
力等之復健治療。
六、精神復健機構需評估精神疾病學員/住民復健需求，依其評估結果，擬定符合個人之目標與復健計畫，以強化其社區適應能力；
為提供精神病人精神復健服務及維護品質，定期辦理精神復健機構評鑑，輔導機構提供住民適當之復健項目及各項服務。另外，
透過提供學員/住民之復健工作訓練相關服務，可提供已康復個案院內或機構內工作機會或工作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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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延緩失能個案惡化及縮短臥床時間，長照 2.0 創新納入專業服務照顧組合，置入復能（reablement）觀念，以具學習能力、具
配合復能服務之動機、近期內日常生活功能明顯退化之個案為對象，並應徵得個案同意，始啟動服務，並由專業人員依個案及家
屬期待之生活目標訂定訓練目標，藉由環境與日常活動調整策略，透過短時間且密集性之介入服務，指導個案及主要照顧者，達
到訓練目標、學習照顧能力以協助並支持個案，使個案有機會恢復獨立生活能力。因此，長照專業復能服務與醫療院所提供對個
案進行身體基本功能缺損之治療或預防疾病對個案功能所造成的限制之復健治療有所不同。另研究呈現，同一專業服務目標，以
導入 9-12 次服務，可達成之成效較為顯著。倘有新訓練目標之需求且為同代碼之照顧組合則需間隔 90 天，俾利原目標之訓練學
習能在生活中常態化，再啟動下一階段新的訓練目標，循序漸進達成訓練與學習成效，將訓練成效融合在個案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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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解釋下列事項：
2019 年身心障礙者就業人數增長率較

Please explain to the Committee:
The low growth rate of employment of persons with

2016 年為低之原因；
27)
24(a)
disabilities in 2019 compared with 2016 ;
第二十七條：工作
及就業
中文回應：
勞動部
2019年身心障礙就業人數增加率較2016年低的原因，應與近年15-64歲全體國民人口數遞減，而15-64歲身心障礙人口亦呈減少趨勢有
關，2019年底15-64歲身心障礙人口為63.5萬人（占15歲以上身心障疑者之55.3%）
，較2016年底減少2.7萬人，由於15-64歲年齡組為主要
勞動力來源，其人數減少使身心障礙就業人數增幅趨緩。惟2019年身心障礙勞動力參與率20.7%、就業率19.0%，仍較前次調查分別增
加0.3個百分點、0.5個百分點。
表24.1

調查資料
年月
2016年12月
2019年5月

15歲以上身心障礙人口勞動概況

身心障礙就業
較前次調查增 較前次調查增減 勞動力參與率 較前次調查增減
人數
加率
人數
百分點
千人

千人

%
209
215

10.6
2.9

百分點

%
20
6

20.4
20.7
137

0.7
0.3

就業率

較前次調查增減
百分點

%

百分點
18.5
19.0

1.0
0.5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6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勞動部2019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說明：勞動參與率＝15歲以上勞動力人數/15歲以上民間人口數×100；就業率＝15歲以上就業人數/15歲以上民間人口數×100。

表24.2 15歲以上身心障礙及全體國民人口結構
單位：千人

15歲以上身心障礙人口①
年底別
2016年底
2019年底

總計
1,131
1,149

較前次調 15-64歲 較前次調
查增減數
查增減數
32
18

662
635

-1
-27

15歲以上全體國民人口②
65歲
以上
469
513

較前次調
查增減數
33
44

資料來源：①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②內政部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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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0,398
20,593

較前次調 15-64歲 較前次調
查增減數
查增減數
241
195

17,292
16,986

-56
-306

65歲
以上
3,106
3,607

較前次調
查增減數
297
501

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Whether there is a legal provision stating that the failure to
provide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in the workplace (whether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當工作場所（無論是公共、私人或志
願部門）未能提供合理調整時，是否

存在相關法律條款聲明此舉構成對身
27)
24(b)
in public, private or voluntary sectors) constitutes unlawful
第二十七條：工作
心障礙者之非法歧視；
disability-based discrimination;
及就業
中文回應：
勞動部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平等，依現行《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明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予以歧視，
雇主違反規定者，處罰鍰並公布其名稱、姓名。爰身心障礙求職人或受僱者遭受就業歧視情事，可逕向工作所在地勞動行政主管機關
提出申訴。至雇主如未提供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是否涉及就業身心障礙歧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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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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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Why people working in sheltered workshops do not receive the
minimum wage and what would be the implications (on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庇護工場工作者未獲得最低薪資之原
因，以及要求庇護工場支付最低薪資

之可能影響（對身心障礙者、社會、
27)
24(c)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n society, on the economy) of
第二十七條：工作
經濟之影響）；
mandating minimum wage in sheltered workshops;
及就業
中文回應：
勞動部
一、我國《身權法》立法意旨，係對於具有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者，應
依其職業輔導評量結果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產能低於競爭性就業市場者，基於不同工者不同酬之原則，
庇護性就業者未達相同產能時，得依其產能核薪，由進用單位與身心障礙者議定之，並由進用單位報地方政府核備。至其他勞動
條件及勞資關係等，仍應適用《勞基法》之規定，並明定雇主應依規定為身心障礙者投保相關之社會保險。
二、有關庇護工場強制最低工資的影響一節，庇護工場多由非營利組織籌設，且為自負盈虧的經營者，其經營事業兼具提供庇護性就
業者工作機會，創造產能及照顧輔導庇護性就業者之角色，庇護員工工作能力（勞務價值）與薪資報酬為對價關係，如要求庇護
工場需給付最低基本工資，將增加經營成本，影響庇護工場設立及經營，減少庇護性就業職缺之提供，另僱用庇護員工之工作能
力要求亦將同步提高，將衝擊產能不足之身心障礙者多元化就業安置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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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Work and
employment (art.
27)
第二十七條：工作
及就業

24(d)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hy a large number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report being
mistreated in the workplace due to their disabilities, but local

大量身心障礙者舉報於工作場所因其
障礙遭受不當對待，然而地方勞動行

labour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found only 2 cases under the
Employment Service Act of discrimination violations and what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reported, and what the local labour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determined.

政部門根據《就業服務法》僅發現 2
起案件，造成身心障礙者舉報之內容
與當地勞動行政部門確認之內容間存
在落差之原因為何？

中文回應：
勞動部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平等，依現行《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明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予以歧視，雇
主違反規定者，處罰鍰並公布其名稱、姓名。爰身心障礙求職人或受僱者遭受就業歧視情事，可逕向工作所在地勞動行政主管機關提
出申訴。至雇主如未提供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是否涉及就業身心障礙歧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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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地方勞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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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不成立之原因，包含：申訴人
撤案、查無違法事證、移轉管轄機關及經查非屬就業歧視申訴案等，如雇主或申訴人對地方主管機關所為處分有異議，得提起訴願；
如對訴願結果仍有異議，得進行行政訴訟。為落實職場平權相關法令，勞動部每年與地方勞動行政主管機關共同辦理「職場平權及性
騷擾防治研習會」，加強宣導各界對就業歧視禁止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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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social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Whether the State provides a disability pension and how the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說明下列事項：
臺灣是否提供身心障礙年金，以及臺

灣如何保障身心障礙者享有適當之生
protection. (art. 28)
State guarantees a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to persons with
25(a)
第二十八條：適足
活水準；
disabilities;
之生活水準及社會
保障
中文回應：
勞動部
一、 實際從事勞動工作並依法參加勞保者，如其加保後因傷病致失能，其失能程度經審定符合終身無工作能力（包含經個別化專業評
估，工作能力減損程度達70%以上，且無法返回職場者）
，得請領失能年金給付，另對其符合資格之配偶及子女定有加發眷屬補助
規定；此外，符合老年年金給付請領條件者，亦得選擇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最多可提前5年請領）
，以保障渠等長期經濟生活。又
身心障礙者整體經濟安全，依《身權法》所定多層次社會安全保障機制落實辦理。
二、 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4條之2規定，勞工未滿60歲，領有或符合得請領《勞工保險條例》所定之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
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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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者，
得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但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衛生福利部
一、國民年金保險提供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被保險人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每月新臺幣 5,065 元，相當於累計國保
21 年年資所領之金額，已提供基本保障，且無排富條件限制；如有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需求，另可尋求相關資源；無工作之身心
障礙者可以持續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以累積保險年資，俾年滿 65 歲時，可擇優領取較高之老年年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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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我國經濟處境不利民眾，主要是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後，提供相關社會救助。但為進一
步保障處境不利身心障礙者之經濟安全，政府訂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
，審核標準包含家戶每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
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動產及不動產，其中每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不動產標準會依照各地方政府轄內生活水準
有所不同。如審核通過者，依其家庭經濟狀況及障礙程度核發生活補助費，如為低收入戶之身心障礙者，可同時請領低收入戶生
活扶助及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但不得超過基本工資。
三、身心障礙者如符合低收入戶之情形，得依照款（類）別請領家庭生活扶助及兒童生活扶助，並提供就學生活扶助及醫療補助等。
除現金給付外，身心障礙者如符合低（中低）收入戶之情形，得依需要向地方政府申請相關服務措施，如孕（產）婦營養品提供
（含未婚媽媽新生兒營養補助）及生育補助等服務，以確保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基本需求之滿足。
四、臺灣也提供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含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購買停車位貸款利
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助、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者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身心障礙者維生器材及生活輔具用電優惠、稅捐減免
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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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social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About average incom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s compared
to average wage earners in the State;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身心障礙者平均收入與全體國民平均
收入之比較；

protection. (art. 28)
25(b)
第二十八條：適足
之生活水準及社會
保障
中文回應：
勞動部
依勞動部《2019 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
，2019 年 15 歲以上身心障礙就業者每月經常性薪資或收入為 2 萬 8,274 元，低於同
期全體國民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之 4 萬 4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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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social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hether the State has ever undertaken a study of poverty rates 臺灣是否曾對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口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ompared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之貧窮率進行比較研究。

protection. (art. 28)
25(c)
第二十八條：適足
之生活水準及社會
保障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依 2021 年統計，我國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人數計有 9 萬 527 人，中低收入戶人數計有 3 萬 812 人，分別占身心障礙者總人數
7.52%、2.56%；高於低收入戶人數 29 萬 5,901 人、中低收入戶人數 31 萬 2,355 人占全體人口數 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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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Please explain to the Committee:
The State’s plans to ensure that persons under guardianship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解釋下列事項：
臺灣確保受監護人得以行使其投票權

與擔任候選人之相關計畫；
life (art. 29)
26(a)
will be able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vote and stand for
第二十九條：參與
election;
政治及公共生活
中文回應：
內政部
有關受監護者能夠行使其投票權與擔任候選人之相關辦理情形及規劃，分別說明如下：
一、 有關受監護宣告者之投票權部分，內政部擬具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刪
除受監護宣告者無選舉權之規定，於 2020 年 6 月函報行政院，經行政院於 2021 月 3 月審查完成，將持續配合後續函送立法院審
議情形，積極推動修法事宜。
二、 有關受監護宣告者得否登記為候選人部分，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於候選人消極資格定有明
文，其中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係不得登記為候選人。又考量民選公職人員涉及公權力行使及國家資源分配，目前尚無檢討修
法相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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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How each of these new voters will be informed abo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can exercise their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如何促使上述之新選民對其政治參與
及行使投票權之方式充分知情；

life (art. 29)
26(b)
right to vote;
第二十九條：參與
政治及公共生活
中文回應：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一、 為利身心障礙選舉人瞭解選舉相關資訊，已提供下列協助措施服務：
（一）便利視覺障礙選舉人瞭解候選人政見，供行使投票權參考，選舉委員會依紙本選舉公報內容錄製有聲公報光碟（含國、台、
客語）提供使用。
（二）編製易讀版投票指南手冊，提供智能障礙者投票易讀資訊。
（三）印製「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協助措施」宣導資料，函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轉發轄內社政單位或相關身心障礙
團體加強宣導，另請各全國性身心障礙團體轉發所屬會員協助宣導。
（四）公職人員選舉辦理身心障礙選舉人模擬投票，協助其瞭解投票程序、投票注意事項及協助措施。
（五）中央選舉委員會於網站建置「無障礙專區」
，以利身心障礙選舉人取得選舉相關資訊，網站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障礙
網站標章認證。
（六）中央選舉委員會於網站建置之投票所查詢系統提供無障礙使用服務，以利聽覺障礙及視覺障礙選舉人查詢投開票所地點。
二、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規定，選舉人領取選舉票後應自行圈投。但因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
依其請求，由家屬或陪同之人 1 人在場，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或陪同之人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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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 1 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投票所工作人員依上開規定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另
投票所備置溝通圖卡，協助投票所工作人員向選舉人說明投票程序及投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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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How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is mandated to make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for candidates with disabilities,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中央選舉委員會被授權採取何種方式
為身心障礙候選人提供合理調整，包

括為政治活動提供無障礙舞台或場
life (art. 29)
26(c)
including providing barrier-free stages or venues for political
第二十九條：參與
所，以及確保所有投票所在未來皆具
events and ensuring that all polling stations are accessible in
政治及公共生活
有可及性／無障礙措施；
the future;
中文回應：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一、為政治活動提供無障礙舞台或場所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13條規定，主辦選舉委員會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得依本辦法訂定相關
作業規定。其立法目的係為使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政見發表會時更具彈性，得視候選人實際情況及需求訂
定公辦政見發表會作業要點。該要點須經提報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函報本會備查。目
前各選舉委員會於選舉期間多有訂定公辦政見發表會作業要點。
（二） 考量身心障礙類別多元，為因應身心障礙者參加公辦政見發表會實際需求，本會於選舉期間，將函請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於辦理候選人登記時，應主動瞭解候選人是否為身心障礙者，及其身心障礙類別，以提前規劃在公辦政見發表會
時之需求與協助，適時增訂相關作業規定於政見發表會作業要點中，保障身心障礙者政治參與權益。
（三） 另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辦理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時，手語翻譯人員視窗為電視畫面三分之一，以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
另提供即時聽打字幕部分，由於政見發表會及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係以直播方式於電視及網路同步進行，聽打人員或 AI 即
時字幕皆可能有錯漏字或與講者速度落差等問題，進而影響候選人、代表人權益，本會將審慎研議，以保障候選人、代表
人及身心障礙者權益。
二、確保所有投票所都有無障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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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7條第2項規定，投票所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使
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成投票。
（二）辦理投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由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投票所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場地注意事項」及「投票
所無障礙設施檢核表」確實督導所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無障礙設施檢核作業，如有未符合者，應另覓其他適當場
所，或研提改善方案。
（三）投票所以圖示及文字標示提供指引，例如「請出示國民身分證」、「請提供印章」等，引導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
（四）設置身心障礙圈票處遮屏，其隔板面積增加，有利身心障礙選舉人置放選舉票及進行圈選，以方便其投票。
（五）視障選舉人如不擬使用投票輔助器投票，仍可由其家屬或陪同之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或陪
同之人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六）為確保所有投票所都有落實無障礙設施，選務人員教育訓練將以下列方式予以精進：
1、於選務幹部人員講習安排「身心障礙者選舉權保障之現況與趨勢」課程，增進選務幹部人員協助身心障礙者行使投票權
相關知能。
2、加強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教育訓練，將實務上發生之案例納入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訓練教材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手冊作成教案，於講習時加強宣導，以提升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變處理能力。
3、投票所無障礙環境納入投開票所作業程序動畫教材宣導重點，加強宣導並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確實依規定執行職務。
4、將佈置投票所時，應備妥無障礙圈票處遮屏、視障者投票輔助器、徵詢視障選舉人是否使用視障者投票輔助器圈蓋選舉
票、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等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協助措施納入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執行任務確認表，由主任管理員
據以確認已確實完成各項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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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Why there is no provision for a voter with disabilities to cast
an absentee, postal or other alternative ballots.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缺乏允許身心障礙選民進行不在籍投
票、郵寄選票或其他投票方式之相關

條例的原因為何。
life (art. 29)
26(d)
第二十九條：參與
政治及公共生活
中文回應：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一、有關公民投票之不在籍投票，查2018年1月3日修正公布之《公民投票法》第25條規定，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得以不在
籍投票方式為之，其實施方式另以法律定之。為保障投票權人之投票權益，規範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之實施，中央選舉委
員會研擬之「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業報經行政院於2021年9月30日核轉立法院審議。在我國，不在籍投票之實施
歷經多年討論，對於制度內涵及實施方式各方意見不一，考量公民投票結果是人民意志之展現，不在籍投票則為積極保障人民投
票權之作為，在確保公民投票結果不受外力干預及國人對公民投票結果之信賴之前提下，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動，社會各界已
具有共識。基於移轉投票已有現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於工作地投票實施經驗，此機制係由投票權人本人、親自、在投票日當日、
前往投票所投票，可有效維護投票秘密及投票結果公平性，爰上開行政院版草案以採行移轉投票方式實施不在籍投票，基於公平
原則，有投票權人一律納入適用，符合投票權人資格者得備具申請書，以書面或以線上申請方式向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提出申請，如經完成立法，身心障礙選民自得依法申請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
二、不在籍投票依各國國情，採行多元投票方式，如通訊投票、提前投票、設置特別投票所投票、移轉投票、代理投票等，服務不同
需求之民眾，本會擬具之「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基於移轉投票已有現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於工作地投票實施經
驗，且可有效維護投票秘密及投票結果公平性，爰以移轉投票方式實施不在籍投票。至於通訊投票，由於投票權人並非在投票所
進行投票，是否在個人自由意志下所作之決定，尚有疑慮，且恐較難確保投票的秘密性；提前投票，因於投票日數日前依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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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前往投票所先行投票，其有延長投票期間、增加選務成本及公投票保管安全維護等問題；特設投票所投票，投票人會否在資
訊遭受壟斷情形下行使投票權，投票秘密能否有效維護等問題，社會各界仍有疑慮，考量不在籍投票是一項積極保障人民投票權
之作為，公民投票結果是人民意志的展現，在能確保國人對公民投票結果的信賴，以及公民投票結果不受外力干預之前提下，以
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動，社會各界則具有共識，為確保制度成功施行，公民投票之不在籍投票爰採循序漸進方式，先行推動實施
移轉投票，至通訊投票等其他不在籍投票方式，未來將視不在籍投票推動進程，再予納入研議規劃。
內政部
一、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3 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7 條規定略以，選舉人，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
投票。如開放身心障礙選民得郵寄選票或其他投票方式，涉及不在籍投票制度之推動。
二、內政部曾多次召開不在籍投票公聽會，對於不在籍投票之適用對象及實施方式進行討論，基於平等保障原則，不在籍投票之適用
對象係規劃納入身心障礙者，亦即在國內之身心障礙者均得以國內選舉人之身分，申請移轉投票。至針對身心障礙者未採行如通
訊投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內特設投票所等不在籍投票方式，係考量前開投票方式存在未能確保投票秘密、選舉公平性及身心障
礙者能否依其自由意志投票等疑慮，因此現階段並未納入考量，內政部並將於全國性公民投票穩健實施不在籍投票後，視其實施
狀況，作為未來選舉制度納入不在籍投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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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life,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Please explain to the Committee:
How museums are accessible for hearing impaired persons and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解釋下列事項：
博物館如何為聽覺障礙者與行動不便

者提供可及性／無障礙措施；
recreation, leisure
those with mobility difficulties;
and sport (art. 30)
27(a)
第三十條：參與文
化生活、康樂、休
閒及體育活動
中文回應：
文化部
一、有關博物館之文化平權推動，文化部除要求所屬博物館之空間設施須符合無障礙設施相關法規外，近年亦請各館檢視與提升相關
軟硬體服務，另於展覽及教育推廣活動策劃時，需納入文化平權精神，例如透過拍攝、製作博物館建築及常設展手語導覽影片，
或提供常設展手語導覽服務，或針對展場當期展覽作品規劃設計生動活潑的互動式導覽教案，與手譯員共同協作呈現之創作工作
坊形式，使啟聰學校學生對作品更深入的認識等措施，以利聽覺障礙者更容易理解並獲得資訊。
二、另以通用設計概念完成展場更新，於空間方面，展示臺降低高度或退縮、加大走道寬度，讓輪椅使用者更親近，或於動線導引標
示方面，利用主要動線地面和牆面，標示參觀方向與友善設施相關位置；並搭配提供輪椅、參觀拐杖椅、娃娃車、放大鏡等設備
租借服務，以提升友善參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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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life,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Any regulation and monitoring of barrier-free seats in movie
theatres;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是否針對電影院之無障礙座椅進行規
範與監管；

recreation, leisure
and sport (art. 30)
27(b)
第三十條：參與文
化生活、康樂、休
閒及體育活動
中文回應：
文化部
一、有關電影院無障礙座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5 條規定，建築物設有固定座椅席位者，須依比例設置輪椅觀
眾席位。文化部為促進民間電影院提供無障礙服務，除每年度要求各地方政府針對轄內電影映演業者進行查察外，更派員對電影
映演業進行隨機臨場查驗，如業者未符合規定者，則責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予以輔導改善，以保障身心障礙者觀賞電影之權利。
二、例如 2021 年因應疫情影響，電影院依據中央政府命令停業，命令停業期間結束後，仍有部分戲院尚未復業，惟為維護身心障礙
者之觀影權利，仍請各地方政府進行查察，尚無查獲重大違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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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life,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The progress in developing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inclusive playgrounds;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於制定共融式遊樂場設計指南上之進
展；

recreation, leisure
and sport (art. 30)
27(c)
第三十條：參與文
化生活、康樂、休
閒及體育活動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因應國內兒童共融遊戲場發展需求，衛生福利部於 2021 年 9 月諮詢相關專家學者、地方政府，瞭解地方政府共融遊戲場規劃情形，並
著手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後，擬訂「兒童共融遊戲場設計指引」
（草案）
。2022 年 4 月與內政部營建署、國家標準審查委員、職能治療
師及身心障礙團體進行研商，目前刻正依據各界意見修編指引內容，預計 2022 年底前可完成指引，供各界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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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life,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Whether the State intends to amend the National Sports Act to
ensure that design of facilities, equipment and programmes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臺灣是否考慮修改《國民體育法》以
確保設施、設備與計畫之設計顧及身

心障礙者之多樣性。
recreation, leisure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sport (art. 30)
27(d)
第三十條：參與文
化生活、康樂、休
閒及體育活動
中文回應：
教育部
一、目前我國《國民體育法》第44條第1項已明定：「各級政府為推行國民體育，應普設公共運動設施，並提供適性適齡器材；其業務
受各該主管機關之指導及考核」，並於2018年5月21日發布其子法《公共運動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依該辦法第4條規定，各級政
府於規劃配置公共運動設施時，除應符合建築相關法規、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法規外，亦應依教育部公告之運動設施規範及
分級分類參考手冊辦理，且空間、動線規劃及運動器材設備配置，不應妨礙民眾之進出及使用，並於出入口及適當動線處應標示
相關運動設施資訊（含無障礙設施與服務資訊）；另依該辦法第5條規定，應提供適性適齡、無障礙及合格且可正常使用之運動器
材設備，未經檢驗合格之運動器材設備，不得提供使用。有關委員所提顧及身心障礙族群的多樣性之建議，前開辦法內所謂設置
公共運動設施應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相關法規，以及應提供適性適齡、無障礙之運動器材設備部分，已將考慮身心障礙者之
多樣性精神納入，惟條文未臻明確部分，將納入我國未來修訂《公共運動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規定參考。
二、教育部於《CRPD》初次國家報告研提期間，已結合學術單位與身心障礙團體，辦理「營造特需族群友善運動環境」專案，共同
協助消弭場館歧視性規定，目前該專案已執行至第4年，並陸續編撰「運動場館工作人員引導身心障礙者之服務手冊」、「運動場
館友善設施設置及服務人員使用指引」及擴編「無障礙運動設施資訊彙編」，廣泛蒐集國內外各類運動場館可進行的身心障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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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項目（如綜合球場提供地板滾球、坐地排球、盲人門球、輪椅籃球等使用），整理各類身心障礙運動所需的場地設施及設備規
格，如：「聽障運動項目必須仰賴視覺提示，如燈號、旗幟等器材」、「視障游泳項目必需要有點頭棒、聲音提示等設備」、「輪椅
運動場地必需要規劃輪椅移動的淨空間」等，並將相關資訊集結成冊，提供地方政府運用，讓場館能提供並規劃更友善的運動環
境，同時每年度辦理相關研習會，邀請地方政府運動設施相關人員參與，向其宣導於運動設施場館興整建規劃時，應將無障礙設
計納入運動場館空間規劃，以及遇到不同身心障礙者時應如何應對與提供適當服務等，另設置「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提供民
眾查詢全國各運動場館之名稱、簡介、設施項目、無障礙設施、聯絡及交通資訊，以提升身心障礙運動者服務品質及參與運動意
願。
三、現階段，教育部透過各項公共建設計畫，已協助各地方政府改善無障礙運動環境，如無障礙廁所、坡道、通道、標誌、觀眾席、
淋浴間、更衣室、置物架、停車格、照護床、入水升降椅等友善設施。持續輔導各地方政府辦理運動場館空間規劃及營運管理
時，將身心障礙者權益納入整體考量，秉持尊重與保障身心障礙者運動參與權利，積極提供安全、平等及便利的運動環境。
四、適應體育為體育課程之一環，已明列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健體領綱）之體育課程實施內容，由各校自行規劃課程。
另教育部體育署推展下列事項：
（一）為營造友善的適應體育教學環境，落實 CRPD 融合教育，除已於《國民體育法》第12條及第14條明定，各運動場所應規劃
無障礙空間和設施，學校也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適應體育」教學課程，以確保身心障礙族群的運動平等權。
（二）體育署自2017年起推動「推展學校適應體育計畫」，以倡議、教師增能研習、遴選適應體育標竿學校為主軸。2021年起推
動學校適應體育深耕計畫，計畫內各項子計畫皆以回歸主流及融合教育為核心理念，補助各校推動一般學校結合特教專業
建置融合友善之體育教學，同時鼓勵特教學校加強與周邊一般學校之體育運動交流，如跨校社團交流或跨校共融式趣味運
動競賽，以落實適應體育（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的融合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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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Statistics and data
collection (art. 31)
第三十一條：統計
及資料蒐集

Paragraph
點次

28(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provide the Committee: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the proposed “human rights

請向委員會提供下列資訊：
有關擬議之「身心障礙人權指標架

indicator framework” (para. 275 of the Second Report), and in
particular, how it relates to the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and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on the CRPD, both developed by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構」（第二次報告的第 275 點）之詳
細資訊，尤其涉及該架構與聯合國人
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制定之人權指
標及 CRPD 人權指標有何關係；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於 2017 年辦理《CRPD》人權指標研究案，參採丹麥黃金指標架構及聯合國 2012 年《人權指標：測量與執行指引》14 項
權利範例指標，期建立符合我國國情之《CRPD》人權指標。研究結果共產出「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健康權」、「工作與就業權」、
「平等不歧視」、「多樣性與意識提升」、「可近性與外出移動交通」、「人身自由與身心完整性」、「獲得司法保護及司法體系近用」、「教
育權」
、
「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及「政治參與與公共事務」等 11 個權利項目，為使上開研究結果能形成國家政策，爰於 2019 年
與主管部會、專業學者、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進行討論，2021 年邀請各主管部會針對各項權利項目可發展之時程，進行更細緻的
討論中，未來也將配合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於 2024 年前就重要權利項目發展 5 至 10 個指標，定期監測公約落實情形。臺灣人權指標研
究計畫與聯合國《CRPD》人權指標雖有時間上的落差，仍已有努力參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辦公室發佈《CRPD》人權指標要素進行
調整，以實踐公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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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Statistics and data
collection (art. 31)
第三十一條：統計
及資料蒐集

Paragraph
點次

28(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With the plans to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PD, including disaggregated data on

蒐集更多實施 CRPD 之相關資訊的計
畫，包括關於性傾向、性別認同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SOGI), and
immigration status.

（SOGI）以及移民身分之分類資料。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經查衛生福利部已將「新住民」及「多元性別」身分，納入每 5 年辦理 1 次之全國性「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調查問項，
2021 年調查結果將於 2023 年 4 月底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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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t. 32)
第三十二條：國際
合作

29(a)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Please explain to the Committee:
How the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publications,

請向委員會解釋下列事項:
如何公布及分析國際性會議及出版物

such as UNESCO’s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and
the Global Disability Summits are promulgated and analyzed;

之成果，例如 UNESCO 全球教育監
測報告及全球身心障礙高峰會；

中文回應：
教育部
一、教育部對諸如 UNESCO 的全球教育監測報告及全球身心障礙峰會決議紀錄、出版品等可讓臺灣同步與世界接軌之重要資訊有需
求時，將指派適當駐外教育組進行資料、文件蒐集、整理及摘譯，以提供相關單位運用。另由隸屬之國家教育研究院分析前述所
蒐集之國際會議及出版物的內容，據此發布相關文宣。
二、教育部參據國際間之統計指標，於網站定期發布「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書刊，供各界參考運用。另視規劃相關政策需求，
委託學術單位研究或蒐集相關資料，如於2021年委託辦理「臺灣與各國融合教育的發展分析」，請教育部駐境外機構協助蒐集加
拿大、美國、比利時、英國、立陶宛、芬蘭、日本、南韓、新加坡、澳洲等10個國家資料，並分析臺灣參與 OECD 教學與學習
國際調查（TALIS）結果，了解學校學習環境及教師工作情形。
衛生福利部
為體現《CRPD》的目標與精神，特別是促進身心障礙者之社會參與，消除生活各方面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與偏見，並保障身心障礙者
的權利，臺灣政府定期蒐集 WHO 及全球醫衛相關新聞，持續關注聯合國、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所發佈之文獻及出版物。
於制定相關指引時，皆參酌國際障礙聯盟資料，並邀請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共同參與。透過參照國際組織之相關出版品及促進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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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之社會融合，俾使臺灣之相關政策符合國際標準。例如 2019 年起，臺灣陸續參照聯合國、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國際
障礙聯盟及歐美國家所發表的指引及文獻，製作《身心障礙者融合式會議及活動參考指引》
、
《認識身心障礙者特質與需求》手冊及《臺
灣易讀參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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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How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P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re ensure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t. 32)
第三十二條：國際
合作

English version
原文

29(b)

執行官方發展計畫中，尤其是在執行
被視為實施目標 3.8、9C、11.2 及

offici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in particular the measures 11.7 的措施中，臺灣如何確保 CRPD
與永續發展目標（SDG）之落實；
envisaged to implement the targets 3.8, 9C, 11.2. and 11.7;

中文回應：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聯合國 2030 年議程與永續發展目標的核心承諾是不遺落任一人（Leave No One Behind,LNOB），而要達到 LNOB 承諾的行動框架係以
消除不平等與歧視為核心。台灣永續發展亦重視 LNOB，對象包含身心障礙者；永續發展目標對身心障礙者的保障與協助，涵蓋就業、
就學、交通以及生活補助等層面，各層面均設有相關指標及 2030 年目標（詳表 29）
，各項指標的推動進展，永續會秘書處每年均進行
執行檢討，以確保目標的達成。
表 29 永續發展目標身心障礙各面向指標
面向
生活補助
就學

指標內容

2030年目標

指標1.3.9：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受益人數占身心障礙人口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受益人數占身心障礙人口比率
比率
30%
指標4.5.5：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學就業比率指標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畢業一年內就學就業比率達
50%
維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達100%

指標4.5.6：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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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4.5.7：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服務身心障礙學生概 具就業潛能應屆畢業學生之就業率達72%
況
指標4.a.2：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通過需用評估後取得輔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通過需用評估後取得輔具的比
具的比率
率達100%
指標4.a.3：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在學學生申請通過需用評估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在學學生申請通過需用評估後取得
後取得輔具的比率

輔具的比率為80%

就業

指標8.5.3：推介身心障礙者就業

2021 年至2030 年推介身心障礙者累積17 萬人就業，
協助推介就業率66%

交通

指標9.3.1：市區無障礙公車比例

市區無障礙公車比例達100%

指標9.3.3：完成臺鐵車站無障礙電梯建置改善的車站比例 （1）完成臺鐵 182 站車站無障礙電梯建置改善，占
（服務對象占全部旅客比例）
臺鐵車站數 75.5%（服務對象占全部旅客 98.5%）。
（2）環島幹線之新（改）建車站皆會建置無障礙電梯。
指標9.3.4：高鐵增設列車無障礙座位電動輪椅充電插座的 未來新購列車組，亦將無障礙座位電動輪椅充電插座
列車數指標

納入建置，維持目標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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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t. 32)
第三十二條：國際
合作

Paragraph
點次

29(c)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How the Stat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heon Strategy to
“Make the Right Real”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sia

臺灣實施「以促進亞洲及太平洋身心
障礙者確實享有權利的仁川戰略」

and the Pacific may strengthen the strategy of disability
inclusive development.

後，如何加強身心障礙者融合發展之
策略。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臺灣非屬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會員，未將仁川戰略 10 個目的（goal）
、27 個目標（target）及 62 項指標（indicator）列
入追蹤管考項目，但持續關注仁川戰略目標，並以《CRPD》一般性原則搭配 SDGs，以落實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並促進社會融合。

164

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National
Please update the Committee:
implementation and
About 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National
monitoring（ar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NHRC), independent monitoring
30(a)
33）
mechanism, in the monitor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第三十三條：國家
CRPD;
執行及監督
中文回應：
本案權責機關為國家人權委員會，請委員參閱國家人權委員會問題清單回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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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請向委員會說明下列事項之最新情
況：
關於新成立之獨立監督機制「國家人
權委員會」（NHRC）在監督 CRPD 施
行中之作用及職能；

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art.
33）
第三十三條：國家
執行及監督

30(b)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The demar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different organs
within the Executive Yuan,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Team for

包括被指定為協調機制之行政院身心
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身心障礙者權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f the
Executive Yuan (PTRIPDEY), that has been designated as the
coordinating mechanism, the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PRPD),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OHW) as well as the
Human Rights Divi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利促進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
人權處等行政院內不同機構之權責劃
分；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是為推動《CRPD》所設立的單一指定協調機制，目前由衛生福利部擔任幕僚單位，臺灣提交英文國家
報告時翻譯為 CPRPD，並未另外成立身心障礙者權利促進委員會。另外，行政院人權處尚在規劃成立，朝向統籌涉及各公約共通性上
位政策規劃之功能，至各公約已成立之協調機制將繼續運行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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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之內容
Arts.
條文

Paragraph
點次

English version
原文

Mandarin version
中譯

臺灣將如何確保衛生福利部與各部會
National
How the State will ensure holist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RPD by ensuring not onl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及機構將身心障礙者納入其權責範圍
monitoring（art.
but all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includ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下的政策決策，以確保全面落實
30(c)
33）
CRPD。
in the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their jurisdiction.
第三十三條：國家
執行及監督
中文回應：
衛生福利部
一、「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定期召開會議研商身心障礙者權益相關之重要議題，倘有需精進、改善之事項，亦會持續追
蹤直至小組委員認有改善並同意解除列管，並促請各部會建立涉及身心障礙者之政策應有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參與機制。
二、中央機關尚有衛生福利部設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交通部設置「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內政部設置「營建署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考核小組」，以及依據「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與「都市公園綠地無障礙環
境督導計畫」組成考評或督導小組、考選部設置「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文化部設置「文化平權推動會
報」等，針對不同領域之政策進行研議，而各地方政府亦依《身權法》規定，設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或委員會，關注
於轄內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事宜。上開小組或委員會皆有身心障礙者或其代表組織擔任委員，共同推動身心障礙相關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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