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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COVID-19 為自 2019 年底於中國武漢發生之新興傳染病，疫情於 2020 年初

開始蔓延，現已成為全球大流行。為防止疾病進入社區造成後續傳播，我國透過

嚴密的社區防線，有效切斷疾病傳播鏈，相關措施包含強化疑似病例通報、啟動

擴大社區監測方案、及早發現確診個案，搭配後續隔離治療，隨時掌握病例狀況。

針對具感染風險對象制定適合之追蹤管理機制，配合智慧科技及跨部會合作，落

實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作業。訂定對於人潮密集場所或活動之防疫指引及相關建

議，補強高傳播風險場域之防疫措施。同時透過多元管道及形式，強化對民眾的

風險溝通，加深國人防疫意識等。經全國人民同心防疫，以及嚴格邊境管制，我

國疫情於穩定控制中，並自 2020 年 6 月 7 日起大幅鬆綁防疫措施及限制，使民

生及產業逐步恢復正常運作。最後，為因應未來必將調整的邊境管制措施，須使

個人防護習慣深化入民眾生活，除密切監控疫情外，持續鼓勵大眾力行「防疫新

生活運動」，並視疫情變化及時調整防疫策略，以降低我國社區傳播風險，維護

國人健康。而身為肢體障礙者的我們，平常生活與社交活動就比一般人艱辛，幾

乎花了漫長的幾十年適應與這個社會互動，並發展個人的自立生活。但就突如其

來的病毒爆發，幾乎把整個社會的生活打亂掉，當然障礙者所受的衝擊更是如天

難料！不幸的是，疫情幾乎近兩年內無法完全消逝，讓生活回到正常。因此我們

更知道，肢體障礙者在疫情緊張期間與起伏難測的未來，該如何適應與調適自我，

才能在疫情下也能夠順利的保護自我及正常生活……。 

 

貳、研究目的 

本文以身障者為研究主體，從今年 COVID-19的疫情來看待台灣對於障礙者

的服務與制度，並進一步探討其影響因素。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疫情影響障礙者不便的原因。 

2. 政府因應疫情對於障礙者的措施。 

3. 障礙者面對疫情該如何防範。 

 

貳、 疫情影響障礙者不便的因素 

根據不同情況因疫情影響導致各類障礙者不便的因素如下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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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障礙者 疫情影響障礙者不便的因素 

肢體障礙者 1、政府宣導疫情期間應避免去大醫院就診，但障礙者往往無法去社區小診所看病，因為診所大多沒

有規劃無障礙設施，行政機關對於診所無障礙化，應儘快提出具體規劃及實現期程。 

 

2、各級醫院普遍也缺乏適當的移位與照護輔具，普通或負壓病房也缺乏通用設計的衛浴設備。當障

礙者需要入院治療或隔離時將造成照護上的困難。 

 

3、由政府寄發口罩資格應不限獨居障礙者，需同時考慮難以自行領取的障礙者（包括難以自行外

出、口罩領取地點缺乏無障礙設施或是太過偏遠難以到達、難以長時間排隊.....等），皆可申請此

服務。另外，若身心障礙者在精神、體力較弱或不便時，現場出示身心障礙證明可優先領取。 

 

聽障者 1、藥局或領取口罩處，須有告示牌顯示文字，告知人數已達上限…等現場資訊，以免讓聽障者無法

掌握狀況，跟著排隊，造成不必要的等待，增加染病的風險。 

 

2、聽障者被隔離後，相關單位還是以電話訪視聽障者生活狀況，希望以視訊及文字溝通，避免不必

要的誤解。 

 

3、宣導各縣市的聽障者可以通過撥打 SKYPE、LINE "1999" 視訊或文字取得疫情資訊，或在臉書

「疾病管制署 - 1922防疫達人」留言、私訊。 

 

4、政府所發布訊息及記者會結束後應提供彙整訊息，且要有手語版本及易讀版本。例如：每日相關

新聞、如何預防病毒、洗手及戴口罩步驟、澄清假消息、假消息的罰則、如果遇到疑似案例該如何

應對⋯等，以落實障礙者資訊平權。 

 

5.因疫情影響社會大眾紛紛戴起口罩，但同時也導致會讀唇語的聽障者無法分辨他人給予的訊息。 

 

精神障礙者 1、由於疫情期間的社會氛圍緊張、變動率大，加上每天各種新聞言論充斥於生活，造成心理社會障

礙者，心理壓力提昇，目前在身心科看診人數比平常看診多出 3 成。建議在原有 1922 疫情通報諮

詢專線及 1925民眾心理諮詢服務專線之外，增設「疫情安心」專線。由於 1925安心專線提供全年

無休的「急診」服務，著重於日常生活急性處理、緊急情況的排除，業務已相當沉重，故建議另外

設置「疫情安心」專線，以減低心理社會障礙者因疫情導致的不安及恐懼、對未知的無助挫折感及

被隔離的孤獨感受。 

 

障礙者 1、多數機構目前禁止探視，障礙者無法與家屬親友直接見面連繫，導致家屬親友無法掌握情況，應

建立可連繫的道管及機制。 

 

2、許多障礙者頭、臉形大小和一般人不同，無法使用成人口罩，應開放特殊需求者也可以購買兒童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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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政府因應疫情對於障礙者的措施 

身心障礙族群是社會處境不利的群體之一，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服務不論是

透過私人單位提供，還是國家提供的，若沒有被注意到，就容易被排斥邊緣

化。因此以下透過 PEST 環境分析來看這次因應疫情對於障礙者的措施: 

 

1. 政治(Political) 

⚫ 【身心障礙證明到期重新鑑定延長至 10月 31日】 

    為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策略，減少身心障礙者出入醫療機構等

高風險場域，如果身心障礙證明在 109 年 8 月 31 日(含)之前到期須到醫院

重新鑑定的話，政府會統一將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之完成期限延長至

109 年 10月 31 日，您可以選擇較適當時間再到醫院進行重新鑑定。 

 

2. 經濟(Economic) 

⚫ 【行政院加發弱勢民眾生活補助每人 4-6月每月 1,500元】 

    為因應疫情，加強照顧弱勢，行政院已核定「防疫期間關懷弱勢加發生

Political

[政治因素]

Economic

[經濟因素]

Social

[社會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疫情下的無障礙

服務與制度

 

3、因有些障礙者未開通 ATM、線上付款服務或無法申請信用卡，「健保快易通 APP」使用預購口罩

時，希望增加如貨到付款等多樣化支付管道，增加取得口罩的便利性。 

 

4、由於身心障礙者屬於易被感染和成為重症之高風險群，同儕支持員訓練課程或障礙者職訓、相

關教育和訓練課程應減少群聚、採取線上教學或延期、擬定替代方案，減少感染風險。若確有照

常舉行之必要，應加強量體溫、消毒、動線控管等防疫措施，以維持健康安全。 

 

1. 【行政院加發弱勢民眾生活補助每人

4-6 月每月 1,500 元】 

2. 【受隔離、檢疫者和其照顧者防疫補

償金（照顧失能者、身心障礙者）】 

1. 【1922 防疫專線新增聽語障服務】 

2. 實名制口罩販賣機 

1. 【新北市政府部分輔具線上評估】 

2. 【列冊獨居且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

者，地方政府提供關懷口罩】 

1. 【身心障礙證明到期重新鑑定延長至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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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補助計畫」，衛福部已請縣市政府將 4 月份之 1,500 元生活補助加發金撥

予民眾，預計 4月至 6月約 87萬人受惠。 

補助計畫之加發對象為：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低收入戶兒

童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以未滿 18 歲兒少為限)，以及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將於 4 月至 6 月間加發生活補助，每人每月

1,500元。衛生福利部表示，這項加發，為簡政便民，民眾免申請，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檢核符合資格者，政府會主動匯款至民眾帳戶，存摺上會註明

「行政院加發補助」、「行政院補助」或「行政院發」字樣。各縣市政府已於

4月 20日起開始陸續發放 4月份之每人 1,500元。 

 

⚫ 【受隔離、檢疫者和其照顧者防疫補償金（照顧失能者、身心障礙

者）】 

    受隔離、檢疫者發給每日 1,000元的防疫補償金，於 3月 23 日起可於受

隔離或檢疫結束日之次日起 2年內申請，並可線上申辦。 

防疫補償的對象分為五類，包括：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集中隔離者、

集中檢疫者，以及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受隔離或檢疫者而請假或無法從事

工作的家屬，但該期間支領薪資或依其他法令規定性質相同之補助者，不得

重複申請。若未遵守防疫相關規定就不能申請防疫補償。 

有關照顧生活不能自理者是指：照顧失能等級第 2 級至第 8 級者的失能者、

持有診斷證明書之失智者、國小學童或未滿 12歲的兒童、就讀國高中或五專

前 3 年級的身心障礙者、接受社區照顧或個人助理服務的身心障礙者、所聘

外籍看護工經醫師確診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或其他因素不能提供服務等

5種情形。 

 

3. 社會(Social) 

⚫ 【新北市政府部分輔具線上評估】 

    民眾可先透過電話聯繫以確認符合遠距評估資格，接著預約評估時間並

先填寫【遠距評估自評表】，中心評估人員即可透過通訊軟體等視訊，由個案

本人或在旁協助者配合呈現所需要的畫面或資訊，評估完成後將立即傳送補

助核定通知電子檔案或郵寄紙本。 

 

⚫ 【列冊獨居且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者，地方政府提供關懷口罩】 

    因應疫情延燒及口罩實名制上路，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應優先配給口罩給

有需求的身障者及獨居長者。對此，臺北市政府 6 日決議，因延後開學，原

分配給學校的口罩，將優先提供給身障、獨居長者。針對弱勢民眾的口罩發

放，臺北市副市長兼代社會局長蔡炳坤表示，因口罩數量有限，依據中央規

定發送對象為「行動不便的獨居身障、長者且有就醫、復健需求」作為篩選



6 
 

標準。北市府符合資格的長者約 1600人、身障者約 300人，並於 7 日上午開

始陸續通知符合資格的民眾。蔡炳坤強調，針對口罩實名制上路後，北市府

先其他單位調配口罩源，盼中央能盡快將配給地方政府的口罩數量補足，避

免出現防疫空窗。 

 

4. 科技(Technology) 

⚫ 【1922防疫專線新增聽語障服務】 

為服務更多的民眾，疾病管制局自今年起，將免付費疫情通報與諮詢專

線「1922」的服務對象，擴大到聽語障族群，提供免付費傳真電話：0800-

001922，讓聽語障朋友即使身處無聲世界，也能獲得 1922的優質服務，取

得防疫資訊不落人後。 

 

⚫ 實名制口罩販賣機 

    口罩實名制販售通路再進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與臺北市政府攜手

合作防疫，自 4 月 12 日起於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試辦「實名制口罩自

動販賣系統」，比照藥局、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販售模式，從民眾插入健保

卡進行身分驗證、使用行動支付，到領取口罩，全程由民眾自行操作，提供民

眾多元購買通路，也善用科技輔助防疫，減輕醫事人力負擔。對於身障者更便

利，不需要至藥局，大排長龍，甚至有些藥局的無障礙環境不佳，導致身障者

無法購買口罩，有了口罩自動販賣機更大大提升了身障者的便利性。 

陸、 障礙者面對疫情該如何防範 

日本爆發一則機構群聚感染事件：千葉縣身心障礙設施「北總育成園」58人

確診 （後又擴大為 86 例確診 ）。這樣的機構群聚感染，肇因於 1 位 40 多歲在

身心障礙設施廚房工作的女性染疫，於備膳的過程，傳染給機構內多位職員及住

民。疫情期間，政府為因應各種問題疲於奔命，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往往不小心被

忽略，身心障礙者屬於身心較孱弱的高危險群，任何的疏漏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傷

害，無論是站在防疫的角度，抑或是保障身心障礙者的角度，都應該對身心障礙

者給予更多的關注。因此我認為障礙者在面對疫情時該做好與他人的基本防範。

當然因自身障礙而無法做好防範時，政府必須制定好一系列的制度及規範，來使

身障者在防範上也能做到與他人一樣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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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在病毒肆虐的社會，新冠肺炎正在加深不平等的惡果。疫病流行時，社會經

濟地位的脆弱性究竟如何加劇新冠病毒的傳播風險及死亡率？ 世界上有超過

50％的農村人口和 20％以上的城市人口缺乏醫療保健資源。此外，更有 22億人

缺乏水、42 億人無法獲得基本衛生設施與最基本的衛生服務。醫療保健體系與

衛生資源的結構因素，影響了不同國家面對傳染病風險的承受及處理能力。 

新冠病毒看似影響所有人，但風險程度經常沿著特定社會因子滲透。自全球疫情

爆發以來，位處社會經濟脆弱度高的老年人、孩童、女性、身心障礙患者及慢性

疾病族群等承受了相對嚴重的打擊。其中，老年人感染新冠肺炎而致命的風險特

別高，尤其是罹患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長者。國內外相關

研究顯示，身心障礙群體的老化過程比一般人開始得早，又因各種障礙、環境因

素影響，會比一般人經歷較差的健康狀態，因此 COVID-19 的傳播力對身心障礙

者及家屬來說威脅更大。 

然而，政府在防疫措施或資源服務規劃上，卻經常忽略身心障礙者的多元需求、

社會不平等處境，以及無障礙設施服務等。以上防疫經驗的疏漏，凸顯了長期以

來公私部門均缺乏無障礙環境思維（無論線上或實體社會），而此可能造成了在

身障族群處境在疫情險境下，在資訊或服務上都可能被拋下並淪入孤立無援的困

境。台灣身心障礙總人數已超過 117多萬人。面對新冠疫情的挑戰，我們必須將

健康視為一項基本人權，身心障礙患者應擁有獲取更高健康服務的權益。這代表

政府在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規劃各項防疫措施上，必須更加重視身心障礙者的多元

特性、環境障礙因素、社經地位不平等處境，甚至提供無障礙資源的「超前部署」，

或許更是這場全球健康戰役過後的重要學習。 

 

捌、 資料來源 

1. https://changyuchieh.com/2020/04/05/iryohoukai/5/ 

2.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121019/4447811 

3. https://www.enable.org.tw/news/detailType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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