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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身心障礙者的來看身心障礙者的

人權問題人權問題

（詳細資料請卓參王增勇教授之報告）（詳細資料請卓參王增勇教授之報告）



王增勇教授王增勇教授將身心障礙者人權指標
分為六項指標：包含有

「生存權」、
「健康照顧權」、
「教育權」、
「工作權」、
「司法權」

 
、

「社會參與權」



「生存權」「生存權」

包含對身心障礙者在經濟包含對身心障礙者在經濟  
安全、照顧養護、個人尊安全、照顧養護、個人尊  
嚴、生活機會、自主決定事嚴、生活機會、自主決定事  
項等權利。項等權利。



「健康照顧權」「健康照顧權」

主要希望瞭解身心障礙國民在主要希望瞭解身心障礙國民在
 

身心健康的維護上是否得到所需的身心健康的維護上是否得到所需的
 

照護與診療、是否有良善的醫病互照護與診療、是否有良善的醫病互
 

動、是否得到必要的資訊與輔具、動、是否得到必要的資訊與輔具、
 

照顧關係中是否享有自主性、個人照顧關係中是否享有自主性、個人
 

差異是否受到尊重等。差異是否受到尊重等。



「「教育權教育權」」

身心障礙者在學前及國民義務教身心障礙者在學前及國民義務教
 育上的育上的

受教權益、受教權益、
教育資源配置、教育資源配置、
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教育計畫、
師資專業、師資專業、
教學設備與輔具等面向。教學設備與輔具等面向。



「工作權」「工作權」

身心障礙者在身心障礙者在

應考、應考、

求職進用、求職進用、

個別化職訓服務、個別化職訓服務、

工作薪酬與工作薪酬與

職場安全衛生職場安全衛生  等人權議題。等人權議題。



「司法權」「司法權」

在司法體系中，或溯及既往的警察訊問中，其障在司法體系中，或溯及既往的警察訊問中，其障
 礙程度與特性能否被尊重，特殊需要是否被回應，礙程度與特性能否被尊重，特殊需要是否被回應，

 並在此基礎上真正做到「法律之前人人平等」（並在此基礎上真正做到「法律之前人人平等」（王王
 增勇教授增勇教授）。）。

王增勇教授王增勇教授評估問項中「司法權」係指「身心評估問項中「司法權」係指「身心
 障礙者在現行司法制度是否有效保障個人安全、自障礙者在現行司法制度是否有效保障個人安全、自
 主及尊嚴」，主及尊嚴」，

以及「司法部門是否在涉案或出庭時提供身心障礙者以及「司法部門是否在涉案或出庭時提供身心障礙者
 必要之協助」。及必要之協助」。及

司法體系對合法立案機構是否提供進駐權益的保障。司法體系對合法立案機構是否提供進駐權益的保障。



「社會參與權」「社會參與權」

此項指標乃廣泛探究身心障礙者在此項指標乃廣泛探究身心障礙者在
社會生活中，社會生活中，

社會接納、社會接納、
文化資源、文化資源、
休閒娛樂設施、休閒娛樂設施、
與交通運輸工具的使用、與交通運輸工具的使用、
政治參與等面向政治參與等面向

 
的人權問題。的人權問題。



調查對象調查對象

調查採用菁英評估人問卷調查法，將調查對象設定調查採用菁英評估人問卷調查法，將調查對象設定
 為對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人權現況有深入觀察與瞭為對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人權現況有深入觀察與瞭
 解的人士，進行立意抽樣。問卷郵寄對象分為五解的人士，進行立意抽樣。問卷郵寄對象分為五

 類，分別是類，分別是

（一）政府部門；（一）政府部門；

（二）身心障礙福利非營利組織；（二）身心障礙福利非營利組織；

（三）身心障礙者；（三）身心障礙者；

（四）家屬團體；（四）家屬團體；

（五）特殊教育教師；（五）特殊教育教師；

（六）學者；（六）學者；

((七七))其他不具名之評估人。其他不具名之評估人。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身心障礙人權歷年來各項指標得分身心障礙人權歷年來各項指標得分

年 度

九十一

 
年

排序

九十二年

排序

九十三年

排序

九十四年

排序

評估項目

生存權
2.5 5 2.36 6

2.32
6 2.48 6

健康照顧權

2.72 2 2.68 2

2.61

3 2.71 1

教育權
2.68 3 2.65 4

2.67
2 2.69 2

工作權
2.4 6 2.51 5

2.55
5 2.51 5

司法權
2.58 4 2.79 1

2.74
1 2.68 3

社會參與權

2.74 1 2.67 3

2.6

4 2.61 4

平均 2.6 2.57 2.54 2.62



與歷年人權指標之比較與歷年人權指標之比較
 

三年間整體平均是提升的。如果以三年間整體平均是提升的。如果以
 

單指標來看，雖然生存權一直名列最單指標來看，雖然生存權一直名列最
 

後，但改善最大；惡化的是司法權，後，但改善最大；惡化的是司法權，
 

可能反映的是台灣去年發生多起身心可能反映的是台灣去年發生多起身心
 

障礙機構被社區排斥事件有關。障礙機構被社區排斥事件有關。



針對生存權的建議與討論針對生存權的建議與討論



A.A.以樂生療養院為例以樂生療養院為例
 

以往對於居住在機構內的身心障礙者以往對於居住在機構內的身心障礙者
 

的人權，通常以維持生命基本需求為的人權，通常以維持生命基本需求為
 

標準以及免於被虐待的恐懼為主標準以及免於被虐待的恐懼為主。。



B. B. 師大教授李天佑跳樓自殺悲劇分師大教授李天佑跳樓自殺悲劇分
 

說明身心障礙者家庭長期提供照顧，說明身心障礙者家庭長期提供照顧，
 

但在缺乏社會制度提供後續照顧，造但在缺乏社會制度提供後續照顧，造
 

成家庭照顧者重大負荷的事實。成家庭照顧者重大負荷的事實。



這件悲劇充分說明，障礙者長期依賴這件悲劇充分說明，障礙者長期依賴
 

家庭提供照顧，但在缺乏社會制度提家庭提供照顧，但在缺乏社會制度提
 

供後續照顧，造成家庭照顧者重大負供後續照顧，造成家庭照顧者重大負
 

荷的事實。荷的事實。



C.C.障礙者親密關係需求與身體自主障礙者親密關係需求與身體自主
 

權尚未被重視，容易陷入被恐嚇、詐權尚未被重視，容易陷入被恐嚇、詐
 

騙與虐待的危險與恐懼中騙與虐待的危險與恐懼中。。



去年三月時，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去年三月時，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討論修法時，即通過討論修法時，即通過智障者絕育智障者絕育的法的法
 

條，這雖然解決許多照顧者面對成年條，這雖然解決許多照顧者面對成年
 

智障者滿足親密關係時的困擾，但卻智障者滿足親密關係時的困擾，但卻
 

未能兼顧障礙者在親密關係與性需求未能兼顧障礙者在親密關係與性需求
 

的身體權益。的身體權益。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2579075.shtml


針對健康照顧權的建議與討論針對健康照顧權的建議與討論
 

A.A.醫療資訊無法即時掌握影響身心障醫療資訊無法即時掌握影響身心障
 

礙者權益礙者權益



B.B.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被忽略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被忽略



C.C.「重醫療、輕照顧」的制度設計造「重醫療、輕照顧」的制度設計造
 

成身心障礙者淪為極大化健保給付的成身心障礙者淪為極大化健保給付的
 

籌碼籌碼



針對針對教育權教育權的建議與討論的建議與討論
 

A.A.克服城鄉差距與向上延伸到高等教克服城鄉差距與向上延伸到高等教
 

育是身心障礙者教育權未來的重要議育是身心障礙者教育權未來的重要議
 

題題



B.B.污名化的就學歧視仍在污名化的就學歧視仍在



針對針對工作權工作權的建議與討論的建議與討論

A.A.  受訪者對於政府近年來落實身保法受訪者對於政府近年來落實身保法
 

之規定有相當高的滿意度。之規定有相當高的滿意度。



B.B.喜憨兒事件顯示身心障礙就業政策喜憨兒事件顯示身心障礙就業政策
 

的缺乏規劃的缺乏規劃



C.C.身心障礙者就業典範的身心障礙者就業典範的  
日益出現日益出現



針對針對司法權司法權的建議與討論的建議與討論

A.A.國家缺席，助人者受害國家缺席，助人者受害

玻璃娃娃學生顏旭男摔死案件玻璃娃娃學生顏旭男摔死案件



B.B.身心障礙機構進駐社區頻頻受阻，身心障礙機構進駐社區頻頻受阻，
 

立法與司法部門加把勁！立法與司法部門加把勁！



針對針對社會參與權社會參與權的建議與討論的建議與討論

A.A.選舉與決策權是基本參與選舉與決策權是基本參與



B.B.休閒育樂設施可近性有待加強休閒育樂設施可近性有待加強



C.C.無障礙環境成為口號無障礙環境成為口號



建議政府在「身心障礙者人權」上  
最優先應做的事：

在所有有作答的問卷中，提到
「工作權」(工作機會、就業方面)  
的最多；
其次是「無障礙空間的設置」；
「教育權」居三。



對於工作權的強調，反映了受訪者對於障
 礙者在社會中享有人權，需要工作所帶來
 的經濟基礎與社會認同的重視，而這也是
 目前政府最應該加強之處。而無障礙空間
 是障礙者與一般人享有同等機會的基本條
 件，政府雖然推動多時，但是仍有許多要
 努力之處。教育權雖然評分稍高，但是目
 前以義務教育為主的方向需要改以縮短城
 鄉差距與延伸到大學甚至研究所教育。



身心障礙者的性教育

資料引自賴富美



根據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95年1-
 12月之性侵害人數統計資料顯示：身心障礙類別（疑

 似身心障礙多重障礙、智障、精神病患、語障、聽
 障、肢障、視障、其他）共有455件，而其中智障者占

 230件；這些都是成功轉介到性侵害防治中心的數字，
 而心智障礙者實際受到性侵害的案件應該會更高。近

 日新聞有報導「色狼闖校園
 

性侵智障女學生」（中時
 電子報，2007/04/03）、「國小男工友性侵好友智障

 女」（自由時報電子報，2007/05/04）、「疑遭弱智
 父性侵

 
弱智女

 
看到性愛畫面就驚恐」（中時電子

 報，2007/07/20）、「性侵輕度智障女
 

更生人辯稱你
 情我願」（ETtoday，2007/08/11）。而美國NCC在

 2000.12.18的報導指出，心智障礙者成為性侵害的比
 率，為非心智障礙者的四倍以上，超過75％的心智障
 礙女性曾遭受性侵害或暴力。



（一）性侵害定義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係指

 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
 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
 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
 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本法所稱加害人，係指
 觸犯前項各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人。刑法第十條第五
 項對性交的定義為：（1）以性器進入他人性器、肛門

 或口腔之行為。（2）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
 物進入他人性器或肛門之行為。而猥褻則是指性交以

 外滿足色慾之行為。
 

故凡是違反個人意願的性交行為
 及利用個人從事色情表演、拍A片或裸照，即為個人性
 侵害。性侵害已侵害到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及性

 自主權（兒童性侵害防治
 

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
 網）。



（二）性侵害種類
根據兒童性侵害防治

 
國民小學教師在職

 進修網
 

將性侵害的種類做以下的介紹：

1.性交行為
包括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

 之行為，以及以性器之外的其他身體部
 位，或身體以外的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

 身體或腔門之行為；即包括肛交、口交、
 手指插入、異物插入及性器接觸等性行

 
為。



2.性騷擾

（1）即不受歡迎的性侵犯、性要求、具「性涵意」的
 言語或行為、態度。其中包括強暴性別歧視的言論、

 身體的接觸、姿態、張貼的海報、圖片等。
（2）違反當事人自由意願，且具性本質的侵犯、歧

 視、不適當行為或言語。
（3）以性活動或與性有關的行為交換報酬之承諾，具

 冒犯性但不具脅迫性的性表達。
（4）性歧視言論
（5）隱約向他人示好，對他人有「性」的興趣，提出

 性要求並給他人壓力
（6）有性意味的碰觸
（7）做出具有性暗示的姿勢



3.猥褻

性侵犯的行為，如摸胸、大腿、臀
 

部，強吻，貼身、裸露陽具等。

4.調戲

不正當的言語動作，欲挑引性慾，包
 

括黃色言語攻擊、色情圖片。



性侵害發生之可能原因

（一）家庭功能不佳，支持系統

（二）生理的需求與發展

（三）過度服從與依賴，易受誘惑

（四）教育單位未盡通報職責



性侵害預防之道

（一）家庭資源方面

（二）教育系統方面

（三）社政系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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