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學金暨才藝比賽頒獎典禮，由大

光國小學生直排輪演出的「華田喜事」

歡喜揭幕。此一活動由教育局主辦，社

團法人台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及

官田國小承辦，共頒發 76 位獲得本市身

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獎助學金學生、特

殊教育學生才藝比賽國中組及國小組榮

獲前三名及佳作之學生，及對社團法人

台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捐款 2 萬

元以上之學校等三個獎項。

教育局鄭新輝局長表示，藉由公開

表揚活動及頒發獎助學金，實際鼓勵身

心障礙學生奮發向上，肯定自我，也響

應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身心障礙宣

導週」捐款及補助，喚起社會大眾關懷支持

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工作，共同關注特殊教

育學生。

本次活動也邀請 108 學年度特教學生才

藝比賽個人組及團體組得獎的團隊學生上台

展現才藝。除了揭開序幕的國小團體組得獎

學校大光國小外，還有國小個人組得獎者中

洲國小李同學及文元國小毛同學的鋼琴演奏

與民族舞蹈表演。國中團體組得獎學校安順

國中表演舞蹈「一起做環保，地球才有保」

，國中個人組得獎有後港國中王同學的傳統

戲曲及大橋國中左同學的小提琴演奏。學生

們除了在台上賣力表現，還不忘關注環境保

護及生命教育議題，讓社會大眾看見特殊教

育學生努力展現才華的一面，也是肯定師長

在背後默默的付出與辛勞。 
社團法人台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

施宏彥理事長也表示，該協會自 84 年至 108
年底，累計資助學生共 2,487 人，資助金額

已逾 1,900 萬元，補助對象

以該協會所屬團體會員之身

心障礙學生為主。款項來源

主要為各界善心捐款，以及

每年舉辦關懷身心障礙者宣

導週，各國中小師生發揮愛

心慷慨解囊，點滴籌集所得

。藉由今天表揚活動，提供

特教學生平等參與活動的管

道及展現才藝的機會，讓更

多人看到特教學生綻放生命

光彩的能量！

比武招親，好膽你就來，特教頒獎，熱鬧登場
108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暨才藝比賽頒獎典禮

Awards Ceremony for Fellowship and Talent Competition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of 2019 in Tainan

施宏彥理事長頒發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獎助學金

鄭新輝局長公開表揚特殊教育學生才藝比賽
獲獎團隊並鼓勵學生發展優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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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進特教教學品質：配合教師課稅方案，108 

學年度第1期(9-12月)補助南新國中等148所

國中小調整特教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計

1,055萬221元。另108年度補助新民國小等28

校第2期(8-12月)學前特殊教育導師費差額及

教學輔導費計30萬8,237元。

2.課後及寒暑假照顧專班：108年度暑假專班，

共有46校開辦，開班數為67班，計有529位學

生受惠，補助經費計約779萬元；國中專班，

共有17校開辦，開班數為23班，計有193位學

生受惠，補助經費計164萬元；108學年度國

小專班，共有25校開辦，開班數為40班，計

有315位學生受惠，補助經費共計593萬元。

3.ADHD巡迴輔導方案：聘僱8名專業人員，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服務93名ADHD及情緒障礙

學生。

4.相關就學補助：

(1)交通費補助：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

學生就學交通補助費共計補助217校1,546

名身心障礙學生，補助金額404 萬3,800元

。

(2)有聲書補助：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減免大字書、點字書、學障有聲書

補助120人，經費75萬4,554元整。

(3)學雜費補助：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就讀私立國中小學雜費補助14校187

人，經費56萬1,000元整。

(4)獎補助金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

礙學生獎補助金共計通過88校210人，經費

105萬元整。

5.在家教育代金：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補助36校

44人88萬7,500元整。

6.特教助理員補助：108年度9-12月特教學生助

理人員服務經費共計補助155校，經費1,716

萬2,673元整，9-12月(第二階段)共計補助42

校，經費195萬127元整。

7.跨階段安置：109學年度本市學前暨國教階段

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教育安置工作，入公幼

（含準公共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業於108

年12月2日至108年12月12日申請辦理；升小

一、升國一於108年12月16日至108年12月27

日由校方（園所)送件；跨階段相關庶務與學

生安置資料審核工作於109年1月展開，2月至

3月進行現場評估，3月完成安置評估工作，

確認學生下一階段安置學校，以維護特殊生

轉銜安置之權益。

8.學前兒童發展篩檢：108年度共計執行約6萬

6,000份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經費約9萬元

，配發公立幼兒園計197園1萬200人、私立幼

兒園計312園5萬5,670人，共計篩檢6萬5,870

人。其中未通過該檢核表且未至醫院評估之

幼兒計516人，經巡迴教師以「嬰幼兒綜合發

展測驗」進行複篩作業後，發現疑似發展遲

緩幼兒計393人。除通報本市三區兒童早期發

展服務管理中心，亦轉由成大、奇美、安南

醫院聯評中心進行醫療評估。

9.學前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為落實身心障礙

幼兒巡迴教育輔導工作之推展與服務，保障

身心障礙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利，

並建立身心障礙幼兒行政支援服務系統及巡

迴輔導服務模式，於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提

供1,476人學前階段特殊教育不分類巡迴輔導

，以促進身心障礙幼兒其身心健全發展，並

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

10.學習障礙鑑定：108學年度於108年11月23日

辦理學習障礙學生研判研習，隨即進行心評

個測；共分五區收件與初審，此次鑑定共有

300多位心理評量教師投入，於109年3月完

成各區綜合報告書與分區個案研討；預計4

月完成綜合研判確認身份並函文學校鑑定結

果。

11.情緒障礙鑑定：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情緒障

礙鑑定計有64人送件提報，經過心評教師進

行分案初評，入校訪談與觀察個案，並召開

鑑定研判會議，邀請學校代表、家長與會，

聽取綜合研判決議，提供輔導相關建議，於

109年1月完成鑑定。鑑定結果情障21人、疑

似情障29人、自閉症3人、疑似自閉症0人，

一般生(含移除)10人、學習障礙1人。108學

年度第二學期預計於4月受理學校送件。

行 政 檢 索
行政績效(108年12月~1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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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7歲的翔開始進入小學生活。但他僅有沿著虛線描寫的能力，無法在白紙上空寫出
任何數字、注音、國字，只能畫出一個長長的「│」。

因為他只能畫出「│」

，所以我開始思考如何增進

他的書寫能力。想起大學時

期曾經閱讀過李芳華、呂芳

正的〈書法教學應用於特殊

兒童―以啟聰班為對象〉一

文，裡面寫到「學生藉由書

寫動作的實踐，完成寫的內

容，經由操作研練中，尋求

正確和美觀，同時於學習過

程中得到成就感，並而感到

滿足。」於是，我開始觀察

並建立翔的書寫動作。

書寫動作要能持續與專

注，姿勢是一個很重要的基

本功。除了「頭正」、「身

直」，「臂開」也是一個很重

要的關鍵。一開始，我觀察到

翔總是用盡全身力氣在拿鉛筆

這件事上，所以手肘會夾緊身

軀，但手指頭無力抓緊鉛筆，

造成書寫動作上的不順暢，更

無法去理解書寫的內容。於是

，我會隨時輕拍兩手手肘處，

提醒他手臂放鬆，讓他的手臂

能輕鬆的張開，同時，一手拿

筆、一手壓紙。

肢體上的負擔減輕後，我

要求他負責壓紙的手，必須伸

出指頭指出行筆的方向。因為

翔在聽覺上的學習較為快速，

所以在書寫國字時，我使

用「永字八法」的口訣，一

邊唸一邊引導他書寫往哪個

方向，並請他壓紙的手伸出

一根手指頭，指出每個筆畫

最後的位置，幫助他記憶文

字的形體。當然一開始既慢

，也很容易指錯方向，但久

而久之，他逐漸習慣以壓紙

的手指頭作為方向引導，而

且覺得這樣的書寫模式較虛

線描寫更為容易，於是成功

的經驗促使他更有信心，他

開始主動要求「自己寫」，

並模仿我的一邊唸一邊引導

，逐漸學會書寫數字和自己

的姓名。

現在，我們仍持續進行這

樣的書寫練習，同時也帶入「

部件」的概念，幫助他提升識

讀文字的能力。期許有一天，

翔就能夠自己書寫出想寫的文

字。

自閉症兒童的書寫教學方式分享

The Teaching Experiences of Handwriting Skill for Autism

特教學生家長／李姎顄

圖：翔正認真的「以手指指出方向，
　　協助完成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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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不利奮戰
Fight Against Cultural Deprivation

臺南市東山國小資源班／蔡玄宗老師

溝通是教學過程中十分重

要的一個環節，是一個優秀老

師必須具備的一項能力。而隨

著現代通訊軟體的普及，老師

幾乎變成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

，時時要和家長、孩子溝通。

在溝通過程中，會發現很多問

題都起源於家庭，爆發於學校

，要解決家庭問題，老師又得

兼任社工角色，利用家訪、電

訪、會議、親職活動時、導護

、家長接送時與家長溝通，了

解學生情緒來源，在家生活作

息…等之類親師溝通工作。

與家長的對談中，發現有

些家長不是不管孩子，而是對

於學生的行為感到有心無力，

譬如鄉下地方常見的隔代教養

，或是單親家庭，乃至有些家

長根本看不懂聯絡簿，或因語

言因素無法與教師溝通。面對

這些家長，老師就得絞盡腦汁

努力再努力，務求能與家長良

好溝通。

曾經遇過一位學生有著改

不掉的偷竊習慣，而借住家庭

與這孩子沒有血緣關係，孩子

也自覺不被關愛，於是不管在

家裡或是在學校都有偷竊行為

，甚至連社區的便利超商都被

偷到受不了，不得不調出監視

器查明物品失蹤原因，這一查

不得了了，原來這孩子已經和

班上同學一起去偷了好幾次。

為了解決這位學生的偷竊

問題，老師不斷的和家長訪談

，但當時的借住家庭阿嬤是學

生母親現任同居人的媽媽，和

學生沒有任何血綠關係，在談

到對學生管教問題點時，她說

她使不太上力，學生抗拒她的

管教，常會把自己關在房裡、

廁所裡，甚至跑給腿腳不便的

阿嬤追。

而母親呢，一年到頭都在

外縣市工作，二、三個月才能

回來看孩子一次，導師要與她

電訪，卻發現語言不通，越南

籍的母親只會說簡單的國語，

聽的能力也有限，在這種語言

不通的情況下，導師無法讓學

生母親了解孩子面對的是什麼

樣的未來。

幾經思索，導師希望幫孩

子申請社工協助解決學生問題

，但學校端得先解決語言不通

的問題，因此決定申請越南語

教師協助與母親溝通。於是由

老師將問題寫給越南語教師，

再由越南語教師與母親對談，

所得到的回應再由越南語教師

講給國小教師，整個過程雖然

聽起來複雜，但也讓學校順利

的與母親取得對談，而且驚訝

的發現雖然無法以國語和學生

母親對談，但卻能以台語和老

師做簡單的對話，讓老師能與

學生母親先做基本的對話後，

再由社工協助後續處理。另外

越南語教師在得知學生遭遇後

，也十分同理這位學生，告訴

我們如果有需要幫助，她願意

再幫忙，讓我們在取得家長信

任上大大加分。

或許老天總愛在生命中來

個轉折，本以為可以集合大家

的力量來融化學生內心的冰塊

，但事與願違的是，學生與借

住家庭衝突越來越大，到最後

學生就在無預警狀態下被帶回

越南外婆家。每個故事總會有

個結局，與學生母親追蹤聯繫

中，發現學生在越南過得十分

快樂，因此這故事到現在為止

，還算是個喜劇收場。對於這

樣的結局，我們給予這個最大

的祝福，也希望下一次再見到

這位學生時，他會變得更好、

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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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你應該幫助身心障礙者的理由

Ten Reasons about We Should Help People Who with Disability
臺南市玉井國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黃奕偉老師

九月剛開學時，我的朋友

很沮喪地告訴我，他為身障學

生所安排的小天使不願意繼續

幫忙，家長甚至直接致電給導

師，希望導師可以讓孩子專注

於學習。雖然我所遇到的大部

分學生、家長都樂於伸出援手

，但偶爾我們還是會遇到需要

說明的時候，以下是我個人在

特教宣導場合，對國中生說明

十個應該幫助身心障礙者的理

由，或許可以提供大家作為參

考。

身為學校老師，我不容許

同學受人欺負，更厭惡見到同

學欺負別人，以下我想討論的

是你不僅不應該恃強欺弱，更

應該積極地關懷比你弱勢的人

，特別是身心障礙者。我想用

十個理由來說服你積極地關心

需要幫助的人，不管你原本的

態度如何，我都邀請你繼續讀

下去，接受我的挑戰。

理由零：關心他人不需要理

由。

這是最簡單明瞭的說法，

就像你看到餓肚子的流浪動物

、不小心跌落地面的雛鳥，你

自然會竭盡所能協助牠們一樣

，主動地關心生活上、課業上

需要你協助的身障者，也應該

是自然而然、不用理由的。

不過，我們都很清楚，現

實狀況並非如此。我仍然經常

觀察到班級中有人受到排斥、

沒有得到你們的關心，可見這

個訴諸本能的說法效果有限，

接下來我要開始說服你，關心

身障者實際上對你有絕對的好

處。

理由一：我們早晚都是身

心障礙者。

為什麼我們應該對居於弱

勢的身障者伸出援手？很簡單

，長期來看，早晚我們每一個

人都會是身心障礙者。我們都

會老，大部分人年紀大時，身

體機能都會退化，重聽、行動

不便、記憶減退就會找上門來

。天生聽力缺損、肢體不便、

認知功能衰退的人只是提早經

驗到我們每一個人年老時會遇

到的現實，幫助你目前遇到的

身障朋友，實際上是在幫助未

來的自己。

理由二：我們都有障礙的事

實使我們更認識自己。

我們不僅都有一天會是身

心障礙，我們隨時可能、甚至

現在就有一些障礙，只不過我

們不太願意承認、也總是極力

掩飾這個「有限」的事實。身

心障礙提醒我們兩件事：一是

我們的人生是有限的；其次是

我們自己都不完美、都有某種

程度的限制。生命有限除了指

我們有一天會老、會生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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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們隨時有可能遇到意外

，在生命歷程中我們並無法為

所欲為，而總是受到許多未知

的因素所限制。

我一直記得我過去的一位

學生，國一時調皮搗蛋，經常

捉弄同學，國三的某一天告訴

我他要到醫院動小手術，要到

醫院玩一個月（他真的是這樣

告訴我！），沒想到我再見到

他時，他卻因為手術失敗，左

小腿截肢，得要坐輪椅才能到

學校上課。

即使撇開嚴重的個案，我

們自己實際上都有一些限制或

障礙，沒有人是完美

的，我們總是有些

部分較強、有些

部分較弱，就像

我的歷史比地理

好很多，看到地

圖就好像在看天

書，我很樂意用教歷

史來交換有人教我地理

。關心身障者，實際上幫助我

們接納自己的限制、也接納生

命有限的事實。

理由三：因為障礙／限制，

我們的生命可以更豐富。

接受自己早晚都是、隨時

可能、現在就有一些障礙，會

不會太過悲觀消極？如果你同

意我前面所說，限制是人生的

常態，那麼否認這些限制，並

無法改變我們生命的實景，也

不會讓你有機會變好，反倒是

看清、接納這些限制，讓我們

開始珍惜現有的一切，也開始

設想更多元的方式來豐富我們

有限的人生。而主動關心你周

遭的身心障礙者，實際上幫助

你去設想如何在有限制的現況

下，豐富他們的、以及你自己

的人生。我猜你一定從未想過

，正是因為有身心障礙者，我

們所處的社會條件、生活環境

因此變得更好，繼續看下去。

理由四：因為障礙，而有生

物和文化的多樣性。

你在生物課時應該學過，

生物多樣性有利於生態環境的

永續發展。同樣的道理也可以

用在人類社會，因為身

心障礙者所提供的多

樣生物特質和文化

變異，

實際上也

有利於人類

整體文明的發展。隨便舉幾個

例子，人類在腦神經科學的進

展就受益於各種類型的腦傷和

智力特異的當事人；如果不是

有人色盲，人類永遠不會知道

感知亮度與感知顏色是兩種不

同的視神經細胞；聾人所構成

的獨特文化以及手語機制，就

如同各種原始部落一樣吸引了

許多人類學家以及語言學家的

注意。

理由五：因為有限，而營造

以互助為本位的社會。

因為身心障礙者帶來的文

化多樣性，再加上前面所提到

人生的有限本質，身心障礙者

群體也挑戰了我們對「正常社

會」的想像，邀請我們進到一

個互相幫忙、以關係為本位、

團隊合作的社會。在西方的個

人主義思維下，我們都被期許

要獨立自主、單打獨鬥，然而

因為關心身心障礙者，我們

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有限、

也意識到人的實況是要互

助，而不僅是互相競爭，

社會可以是雙贏、甚至多贏

的，而不一定要把別人踩在腳

下才能出頭。所以你可以見到

公車上的博愛座、人行道上的

導盲磚以及餐廳的導盲犬友善

標誌，都是基於互助理念的社

會進步標示。

理由六：因為有限，所以採

取通用設計。

將障礙經驗視為是多元文

化的一種，以及社會互助理念

的延伸，就會更進展到通用設

計的想法，這指的是讓所有人

都能使用的設計理念，最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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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把一些教學心得或其他相關想法

，以文章的方式跟臺南市的朋友分享。

1.歡迎特教班與普通班老師、相關專業治療師

、社工師及關心特教的朋友、家長們投稿。

2.稿件請以電子檔(word檔)，字型大小為12點
，行距為1.0的格式寫作；每篇以不超過三千

字為原則(兩頁以內)；並註明標點，稿末註

明真實姓名、服務單位與現職、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及郵局帳號。

3.本刊對來稿有刪修權，若不願被刪改者，請

事先聲明；作者文章請自行負責，不代表本

刊意見。

4.來稿請註明「特教風稿件」，並寄到電子信

箱tainanse@gmail.com。

5.未經刊登之作品如需退稿，請註明告知，否

則一律不予退稿。

Welcome Submissions特教風
  邀稿篇

的就是以坡道取代樓梯、將廁

所內的扶手及警示器視作是標

準配備、交通號誌則會加裝蜂

鳴器。通用設計希望讓所有身

心狀況的人都能使用，你可以

想像如果某一天你摔斷腿、又

拉肚子，有充分無障礙設施的

廁所有多重要。關心身心障礙

者的需要，使得所有人都能生

活得更好、更便利。

理由七：你的協助，可以為

整個社會爭取最大限度的自

由。

積極地關心身障者，或許

會需要你付出時間、精力，社

會制度與公共措施的調整更需

要大筆的經費與資源，但是群

體中每個成員共同地、小量地

犧牲自由，卻能夠一起為社會

整體爭取更大的自由。就像你

在公車上讓座，你可能會背痠

腿麻，有所犧牲，但卻因此讓

其他有需要的人有位子坐，也

因此你們可以一起使用大眾運

輸工具，發揮了公車的最大效

用，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資源浪

費，你主動的關心，將讓社會

整體獲得更大的效益，也讓社

會中的所有成員能一同享有最

大的自由。

理由八：因為障礙，所以更

多元、社會更平等。

因為關心身心障礙者，我

們可以經驗到更多樣的人、更

豐富的文化差異，以及更多元

的互助關係，我們的視野將會

更開闊，社會也會更加平等。

就像今天的你，絕對知道這個

社會雖然主要是由生理男性和

生理女性所組成，但是性別的

關係已經無法簡單地看成兩性

關係，而應該有更寬廣的性別

視野，我們也應該

平等地看待、尊重

與我們有所不同的

所有人。

最後，做個簡

單的結語，關心身

心障礙者實際上讓你成為更

好的人（理由九），也進而

讓社會成為更好的社會（理

由十）。因為有身心障礙者，

我們可以學習認識、關心、接

納與我們有所不同的人，而不

會自以為是，用井底之蛙的眼

光去認識世界。除此之外，經

由關心身心障礙者，我們也得

以認識自己身上可能有的限制

，放下自我中心和自以為是，

學習接受別人的幫助。而我也

相信，能夠關心別人，也能夠

謙卑地接受別人的關心，這將

使得社會成為更好的社會。

(本文部份內容曾刊登於

107年11月9日國語日報特殊教

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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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童

畫 話
Paintings and Articles

介紹語
孩子們充滿無限想像力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創意，經常讓我們在繁忙的輔導過程中，增添了不少色

彩。希望藉著孩子們的圖畫、創意作品或在上課中發生的小故事，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紓解壓力。歡

迎將班上這些小天使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並由衷感謝特教老師們及相關專業人員平日默默的付出。

主　　題：兔子愛吃紅蘿蔔

學　　校：大光國小

指導老師：黃淑婷

學生姓名：莊允祺

學生姓名：黃瑞俞

創作概念：

　　可愛的兔子家庭吃飯囉～看看誰吃

的最認真！透過造型摺紙變化出可愛作

品，讓難度較高的摺紙活動也能充滿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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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豆豆貼畫
學　　校：鹽水國小

指導老師：官素玲

創作概念：

　　學生挑選自己喜歡的圖案，利用豆子創作貼畫，

並讓學生說一說自己喜歡的豆類點心(紅豆餅、綠豆

湯…)，真的是好玩有趣的課程！

學生姓名：

顏子媛

學生姓名：

李亦秦

學生姓名：黃莉芹

學生姓名：李緯豪

學生姓名：

洪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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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畫童話投稿須知：Information for Authors
對象：臺南市特教學生、老師

及相關專業人員。

規格 :圖畫紙／電子檔

　（作品照片原檔及敘述）。

主題 :配合各班教學之相關作品。

來稿請註明姓名、學校、主題、

創作理念，並寄至臺南市特教

資源中心或電子信箱

tainanse@gmail.
com。



活 動 集 錦
Events Collection

▼臺南市108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團參訪活動
(108年12月2日至108年12月3日)

▼臺南市108年度國中小學生獨立研究競賽頒獎典禮(109年12月5日)

　　此次輔導團參訪活動，特別參訪「國立臺東大學
附屬特殊教育學校」，該校為國內第一所設立於國立
大學之附屬特殊教育學校，除具規劃完善且功能齊全
的無障礙友善優質校園外，更秉持個別化、適性原則
，發揮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及轉銜的功能。透過
學校特色簡報分享、校園參訪及身障輔具體驗等活動
安排，讓團員們更加認識該校對特教學生的用心及軟
硬體設施的建置服務，期能提升本市特教輔導團員在
特教服務上的成長精進及執行力。

　　「臺南市108年度國中
小學生獨立研究競賽」分別
於108年11月16、17日在新
東國中和鹽水國小辦理完成
，並於12月5日下午於鹽水
國小舉辦頒獎典禮，由鄭新
輝局長親自表揚本年度獲獎
團隊，以嘉許各校團隊師生
之努力與研究成果。

團員們進行身障輔具體驗活動

團員大合照參觀設備新穎、完善的知動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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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8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暨
才藝比賽頒獎典禮(109年1月2日)

▼南市109學年度特殊教育跨階段安置現場評估會議(109年02月)

▼特教學生視覺輔具需求評估(109年3月12日)

特教學生才藝比賽團體與個人組表演~
左上：大光國小「華田喜事」
右上：安順國中「一起做環保，地球才有保」
左中：中洲國小李同學鋼琴表演
右中：文元國小毛同學民族舞蹈表演
左下：後港國中王同學傳統戲曲表演
右下：大橋國中左同學小提琴表演

　　現場邀請心評人員、教師、治療師、社工師等專業人員與學生及學生家長了解實際學習狀況
、輔具需求評估，並共同討論學生未來的適切安置安排。

　　現場邀請視障輔具評估人員、教師、治療師等專業人員與學生及學生家長實際了解學習狀況
，並共同討論未來學生教學方式及輔具使用需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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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CRPD)

「CRPD」正視身心障礙者為社會的一分子，並保障各種性別、各種膚色，各種宗教

以及各種障礙類別的身心障礙者能夠順利生活的各種事項，包含權利、自由、平等

、不歧視、無障礙、自立生活、交通、健康、教育……等等內容，期待能消除社會

中的歧視與障礙，達成一個符合國際人權的社會。

公平參與‧機會平等‧權益保障

只要在一起，沒有一樣不一樣，別讓你的心有障礙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CRPD宣導網頁

https://crpd.sfaa.gov.tw/

生命權
‧身心障礙者跟所有人一樣享有生存的權利。(§10)
‧身心障礙者在危險的情況下應該獲得生命的保障及安全。(§11)

平等權
‧身心障礙者不會因為身心障礙而遭受歧視或不平等待遇。(§5)
‧身心障礙者跟所有人一樣受到法律的保護，在生活各方面都有行使權利的能力。(§12)

健康權 ‧政府應提供身心障礙者跟其他人一樣的醫療及復健服務。(§25)

適足生活水準 ‧身心障礙者有獲得適足之食物、衣物、住宅及持續改善生活條件的權利。(§28)

自由權
‧身心障礙者擁有人身自由，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因為身心障礙而被剝奪。(§14)
‧身心障礙者不會因為身心障礙而無法進出本國以及任何國家。(§18)

自由表達意見
以及近用資訊

‧身心障礙者能自由表達意見，以及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21)
‧政府應協助身心障礙者能夠無障礙的利用資訊及通信技術獲得資訊。(§9)

受教育權 ‧身心障礙者有平等受教育跟終身學習的機會和環境。(§24)

組成家庭 ‧身心障礙者跟一般人一樣有結婚、組成家庭、生育、養育子女的權利。(§23)

自立生活與
融合社區

‧身心障礙者享有各種居家及社區支持服務以融入社區生活。(§19)
‧ 政府應提供身心障礙者需要的適應訓練與復健服務，讓障礙者參與及融入社區。(§26)

工作與就業權 ‧身心障礙者跟一般人一樣有平等的工作機會與環境。(§27)

參與政治、公共、
文化與休閒生活

‧身心障礙者也有參加投票或是擔任選舉候選人等參與公共政治活動的權利。(§29)
‧身心障礙者也有欣賞表演、從事休閒活動等參與文化與休閒活動的權利。(§30)

CRPD 保障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