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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本手冊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又叫做 CRPD。
這本手冊是國家報告*   CRPD 的易讀版，

總共有 4 本，這本是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

*國家報告就是政府向大家報告做了哪些事
*來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

手冊主要使用的對象是心智障礙者、

對閱讀文字有困難的人等。

手冊有電子版可以看，

也可以用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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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專家給台灣政府的意見，

就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結論性意見。

想要了解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2017 年結論性意見，

可以去看這本書。

2017 年台灣邀請 5 位
國外的身心障礙權利專家，

又叫做國際審查委員。

來看看我們國家有沒有
保障 障礙者的權利。

什麼是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國家報告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就是聯合國用來
保障*和支持
全世界障礙者的權利。

*保障就是保護的意思。

很多國家都有使用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台灣在 2014 年開始用。

2016 年台灣提出國家報告，

以後每 4 年都要提出報告， 
告訴大家政府做了哪些事
保障 障礙者的權利。



我們是老師我們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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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身心障礙者

我們是政府人員

我代表
台灣政府

我們是
身心障礙受刑人*

我們是
社會福利專業人員*

*受刑人：因為犯法要坐牢的人。

*社會福利專業人員：服務身心障礙者的人。                              
* 社會福利專業人員：例如：社工、教保員。

這本手冊會出現許多人物，

是一起參加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的
重要人物。



65

這本手冊會介紹，

為了讓大家
認識身心障礙者，

政府做了哪些事。

國外專家給
台灣政府的意見

政府向大家報告
做了哪些事

政府有做到

結論性意見就是

國家報告就是

政府有做到 政府有做到

政府應該注意 政府應該注意

政府有做到 政府有做到

政府應該注意 政府應該注意

這本手冊怎麼讀

衛福部社家署和易讀顧問，

邀請智能障礙、

自閉症的青年一起討論，

讓大家提出國家報告裡面
大家最關心、最重要的主題。

� 2 次國家報告
有 4 本不同主題的易讀手冊。

政府應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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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手冊的主題是
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

電視或網路資訊常常使用 
歧視的語言
來形容障礙者。

政府有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的
課本和課程，

讓在政府工作的人，

例如：警察、社工，

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台灣要提供上課、訓練，

讓大家認識障礙者，

不要使用歧視的語言
來形容障礙者。

電視節目和網路報導， 
都要遵守政府的規定，

不能有歧視精神障礙者的報導。 

如果有對障礙者歧視的內容， 
政府可以對電視台罰錢。

政府鼓勵電視台要做
讓視覺、聽覺障礙者，

可以看的節目內容。

例如：口述影像*、字幕。

*口述影像就是
  把看到的說出來， 
  例如：畫面上有什麼東西或動作等。

對電視節目的規定

政府有做到

政府有做到

政府應該注意政府應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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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大家身心障礙者的權利

政府有做上課和宣傳用的資料，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障礙者和
障礙者的權利。

學校會安排老師上課，

也會讓身心障礙學生和
不是身心障礙的學生一起上課，

讓大家認識障礙者。

政府會拍影片、寫書、

做廣播節目，

還有舉辦頒獎典禮，

讓大家了解每個人都不一樣。

政府有補助錢，

讓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
舉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的活動。

例如：拍影片讓大家認識障礙者。

要照顧到每個人有不同的需求，

政府把人權教育*，
規定為重要的課程，

安排很多人權教育的
講座和活動。

*人權教育：

  告訴大家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是都有一樣的權利。

政府有做到



政府要有一套標準， 
讓大家都用正確和一樣的方式
監督和建立無障礙環境。 
提供障礙者
在工作、交通、銀行等方面，

都能有無障礙的設施。 

例如：讓視覺障礙者
也能順利的使用網路銀行。

政府有規定無障礙環境的法律，

讓房子、學校、醫院診所、

交通、社會福利，

都要遵守規定。

各縣市政府也要成立委員會，

推動無障礙環境。

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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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做到

過馬路會經過很多人行道，

人行道常常有亂停的機車、變電箱。

小方是視覺障礙者，

走在人行道上很容易撞到變電箱。

阿光是坐輪椅的障礙者，

輪椅沒辦法上去人行道，

阿光只能在馬路上前進，差點被車撞到。

小方和阿光要求政府改善，

政府會把亂停的機車拖走、改善變電箱的位置，

讓大家可以安全的走人行道。

政府應該注意

安全的走人行道小故事
可以去大家會去的地方、
可以沒有障礙的知道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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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交通有無障礙設施，

例如：高鐵、捷運等。

政府規定沒有做到會罰錢。

高鐵、捷運的工作人員也要上課，

了解障礙者的需要。

政府規定銀行要有各種無障礙服務，

例如：銀行的工作人員
要上無障礙服務的課、

無障礙提款機、無障礙網頁*等。

*無障礙網頁就是把文字放大或
  用簡單的文字、可以用聽的，

  讓更多人可以上網。

交通的無障礙

銀行的無障礙

現在每個房子都應該要無障礙，

舊房子也可以修改成無障礙。

例如：政府會獎勵
有做無障礙設施的市場。

監獄要有無障礙設施或提供輔具，

給身心障礙受刑人使用。

環境的無障礙
政府有做到

13

政府有做到

政府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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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無障礙

政府推動職務再設計*，
讓改善無障礙環境的老闆，

可以得到政府補助的錢，

支持障礙者工作。

*職務再設計
  改善障礙者的
  工作環境、設備，

  可以調整工作方法。

政府有補助錢給學校，

改善無障礙設施。

讓身心障礙學生更方便上課。

政府有做到

江先生有小兒麻痺，

需要使用輪椅。

江先生工作的時候，輪椅會撞到辦公桌，

為了靠近辦公桌，江先生只好彎腰駝背，

讓江先生的背很痛。

老闆向政府提出職務再設計的申請，

買了升降的辦公桌，

這樣輪椅就不會撞到辦公桌，

江先生可以順利的工作。

職務再設計小故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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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無障礙

政府要讓障礙者和
其他人一樣有 
知道事情的權利。

例如：有字幕的電視節目，

也要製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的
易讀版本、台灣手語版本。

政府有做各種 
容易讀、容易懂的手冊。

在政府工作的人要上課， 
了解易讀服務和障礙者的權利。

政府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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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心智障礙者
無障礙資訊
小花是心智障礙者，

以前去博物館的時候，

簡介的字好多好難，

小花看不懂就不想去了。

後來朋友再邀請小花到博物館，

博物館有做易讀手冊，

讓小花可以認識很多展覽品！

原來政府有慢慢做不同的易讀手冊，

讓心智障礙者和大家一樣，

有知道事情的權利。

政府應該注意

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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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家認識台灣手語

*國家語言是在台灣 
  會使用的語言，

  包括國語、台語、客家語、 
  原住民語和台灣手語。

政府有做到

政府已經有
無障礙指引手冊
可以幫助在政府工作的
視覺障礙者和
肢體障礙者使用電腦。

政府規定
發生災害時，

所有手機
要發出警告的聲音或振動，

通過檢查的才能賣。

資訊的無障礙
政府有做到 政府應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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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手語是台灣聾人和
聽覺障礙者溝通的主要語言。

 國家要把台灣手語 
當作國家語言 *，
提供手語訓練和翻譯，

要鼓勵聽障兒童和
他們的父母 
早一點學會台灣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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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家認識台灣手語
政府有做到

台灣已經把台灣手語
訂為國家語言，

要多推廣台灣手語。

台灣法律規定
如果學生有需要，

學校要開台灣手語課程，

或提供手語翻譯服務。

政府舉辦手語的課程給家長，

讓家長和聽覺障礙的小孩
可以溝通。

台灣法律規定
特教老師要上台灣手語的課，

政府也有安排推動台灣手語。

例如：學校成立手語社團、

舉辦台灣手語的課程和活動。

台灣法律規定
政府要有讓大家申請
手語翻譯和聽打員的單位，

還要安排課程、補助的錢。

讓聽覺或語言障礙者
也可以參加開會和活動。

聽覺或語言障礙者在法院的時候，

可以請手語翻譯員幫助。

電視新聞播出重要的活動時，

電視螢幕要符合規定，

手語翻譯員不可以被遮住。



我看過什麼無障礙服務

升降設備

低地板公車

語音提款機 ATM

手語新聞

通用計程車斜坡

點字的電梯按鈕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導盲磚

易讀手冊

把看過的打勾

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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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還有什麼主題的易讀手冊想想看

可以寫下來或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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