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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1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61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以信等 20 人，鑒於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下稱本法）中有關提供身心障礙者近用資訊、手語翻譯
及同步聽打之協助，皆以「公共資訊」或「公共事務」為要
件，此等要件限縮政府提供協助之範圍，亦不符《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完整參與各面向社會生
活之意旨。現行手語翻譯服務窗口係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然而因城鄉差距及資源分配不均等因素，各地辦
理情形有顯著差異，造成區域不平之差別待遇。為落實《憲
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保障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維護，扶助其自
立與發展之意旨，爰提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
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擴大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
使用資訊服務之範圍，並於第六十一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建立資源協調與輸送網絡，以整合並妥善分配各縣市手語翻
譯及同步聽打服務資源，俾平衡地區資源差距。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民國 88 年我國制定《地方制度法》並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將社會福利劃歸為地方自
治事項，地方制度法第十四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
，依辦理自治事項。」復社會服務之社會福利為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之自治
事項亦於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定有明文。有關提供聽覺、言語障礙
之支持服務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原旨在使地方政
府在公共福利之提供上，因地制宜、切合地方需求，針對地區內之身心障礙者人口結構，
規劃適當之福利服務，並兼顧地方政府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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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條於制定時，僅明文規定地方政府設立窗口提供服務，惟社會福利等自治事項，由地方
政府主責辦理，中央主管機關則依照全國社會福利資源進行調配，兩者誠然可並行不悖。
本法第三條針對中央主管機關之福利整合雖有原則性規範，惟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分配資
源之角色似有不足，且未有法源明確規範。
三、實務上，囿於城鄉發展差距、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不一，造成各地福利供給具顯著落差。
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 年 5 月 4 日公布之調查，各地方政府辦理手語翻譯及同
步聽打服務，除服務對象標準不一，服務範圍不一致，服務時數及次數之規定多有不同外
，各縣市具翻譯證照資格者及同步聽打員人數亦有所落差。如根據上揭統計，新北市有 37
名具翻譯證照資格者，然澎湖縣、連江縣均缺乏具翻譯證照資格者，連江縣政府雖有窗口
，卻無同步聽打員。
四、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明文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
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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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七項所明定。
五、為具體落實憲法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之意旨，避免特定地區身障人士缺乏參與社會生活之
服務，爰修法要求中央主管機關建立整合性之資源協調及輸送體系；地方遇有執行困難時
，應由中央適當補助之，以降低落差、弭帄區域差距。
六、並因應資訊時代科技變遷，本法第五十二條所列公共資訊設備亦應隨之調整。爰新增該條
第 3 項，增加電腦及智慧型行動裝置等設施，並於輔助及補助部分新增使功能障礙國民「
聯絡」無障礙之樣態，以確實協助身心障礙者完整參與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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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

正

第五十二條

條

文

各級及各目的事

現

行

第五十二條

條

文

說

明

各級及各目的事

一、本條第三項有關設施部分

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
，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

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
，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

增加電腦及多媒體設備；後
段提供輔助、補助措施部分

會：
一、休閒及文化活動。

會：
一、休閒及文化活動。

新增「聯絡」樣態。
二、政府所應確保之身心障礙

二、體育活動。
三、資訊及通訊傳播。

二、體育活動。
三、公共資訊無障礙。

者福利及服務，不應僅限於
近用公共資訊無障礙，而應

四、公帄之政治參與。
五、法律諮詢及協助。

四、公帄之政治參與。
五、法律諮詢及協助。

係完整參與社會生活之所有
資訊，爰參照身心障礙者權

六、無障礙環境。
七、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

六、無障礙環境。
七、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

利公約第九條有關無障礙/
可及性之第一項「為使身心

八、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
九、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

八、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
九、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

障礙者能夠獨立生活及完整
參與生活各個方面，締約國

會參與之服務。
前項服務措施屬付費使

會參與之服務。
前項服務措施屬付費使

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
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帄等基礎

用者，應予以減免費用。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資訊

用者，應予以減免費用。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公共

上，無障礙地進出物理環境
，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

及通訊傳播，係指應對利用
網路、電信、廣播、電視、

資訊無障礙，係指應對利用
網路、電信、廣播、電視等

及通訊傳播，包括資訊與通
訊科技及系統，以及享有於

電腦及智慧型行動裝置等設
施者，提供視、聽、語等功

設施者，提供視、聽、語等
功能障礙國民無障礙閱讀、

都市與鄉村地區向公眾開放
或提供之其他設施及服務。

能障礙國民無障礙閱讀、觀
看、轉接、聯絡或傳送等輔

觀看、轉接或傳送等輔助、
補助措施。

」統一文字為資訊及通訊傳
播。

助、補助措施。
前項輔助及補助措施之

前項輔助及補助措施之
內容、實施方式及管理規範

三、有鑑於資訊科技快速發展
與通訊設備不斷推陳出新，

內容、實施方式及管理規範
等事項，由各中央目的事業

等事項，由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現行僅就網路、電信、廣播
、電視等設施提供輔助、補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除第三款之服務

第一項除第三款之服務
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

助，與一般生活情態已有落
差，對新式設備如智慧型手

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
其內容及實施方式制定實施

機缺乏補助法源依據，將不
利於身心障礙者獲取資訊之

其內容及實施方式制定實施
計畫。

計畫。

近便性，爰將電腦及具概括
性之智慧型行動裝置入法。
四、考量「聯絡」亦是使用上
述設備近用公共資訊之慣常
行為樣態，其帄等權亦應具
體入法，爰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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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設置申請手語翻譯

第六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設置申請手語翻譯

一、本條第一項參與公共事務
所需之服務調整為「完整且

服務窗口，依聽覺功能或言
語功能障礙者實際需求，提

服務窗口，依聽覺功能或言
語功能障礙者實際需求，提

有效的社會參與及社會融合
」；增訂第三項，原第三項

供其完整且有效的社會參與
及社會融合所需之服務；並

供其參與公共事務所需之服
務；並得依身心障礙者之實

移列第四項，並刪除「應於
本法公布施行滿五年之日起

得依身心障礙者之實際需求
，提供同步聽打服務。

際需求，提供同步聽打服務
。

」之日出條款。
二、政府所提供身心障礙福利

前項受理手語翻譯或同
步聽打之服務範圍及作業程

前項受理手語翻譯或同
步聽打之服務範圍及作業程

，旨在確保身心障礙者在支
持服務下能完整且有效的社

序等相關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序等相關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會參與及社會融合，此為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條所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立

依第一項規定提供手語
翻譯服務，應於本法公布施

明文規定。手語翻譯乃聽覺
功能或言語功能障礙者參與

手語翻譯、視訊同步聽打等
服務之行政支持網絡，並依

行滿五年之日起，由手語翻
譯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擔

及維持各項社會生活之重要
支持服務，不應僅限於公共

據各直轄市、縣（市）之實
際現況及需求整合及妥善分

任之。

事務。且實務上，各地方政
府所提供之服務範圍，亦已

配相關資源，必要時應編列
經費補助之；其支持網絡之

含括洽公、醫療及就學等等
各項廣義之社會參與行為。

聯繫與運作方式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三、本法第五十二條有關提供
身心障礙者服務之規範既以

依第一項規定提供手語
翻譯服務，由手語翻譯技術

「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
為宗旨」，有關提供手語翻

士技能檢定合格者擔任之。

譯與同步聽打之條文，亦宜
以相同目標提供協助。為符
合身心障礙者實際需求，爰
比照身心障礙者公約第三條
一般原則第一項第（c）款
「完整且有效的社會參與及
社會融合」取代原用詞參與
公共事務。
四、本法第三條第八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含括全國身心障礙者資料統
整及福利服務整合事項。參
酌原立法理由可知，為落實
各項身心障礙福利業務之規
劃及執行相關事宜，因而規
定中央主管主掌福利整合事
項。
五、本條原文明訂手語翻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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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聽打服務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設立服務窗口，
惟實務上因城鄉差距及資源
分配不均等因素，造成各縣
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資源、
服務範圍及內容皆有顯著落
差。為緩解地區性的服務失
衡，爰此增列本條第三款，
明確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地方
政府整合及分配相關資源，
並適時提供補助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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