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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兩年的時間 COVID-19就影響了全世界，疫情起起落落，不知道下一刻會變

成怎樣，為了防疫，很多人都開始遠距上班、遠距教學、遠距開會…等等，彷

彿什麼事都逐漸變成遠距進行了，遠距離的生活似乎讓每個人變成「障礙者」，

體會到生活不便的感覺。至於對於障礙者來說，生活一定也會有所影響，也許

是一個新的機會，讓障礙者有更多機會可以參與社會，去了解那些遠距的解決

方案可以解決障礙者的「距離障礙」。然而自己身為身障者，也更加地體會到遠

距對我們的各種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 

1. 探討遠距工作、教學等方案對肢體障礙者的影響及機會 

2. 研究管理者有什麼遠距方案可以使身障者無障礙且達到工作、學習效能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遠距教學之優缺點 

(一)遠距教學之優點 

    可以獲取更多的學習資源，有很多學習平臺可供學生使用。並且線上學習

相對於傳統學習更為新穎，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學生們的學習興趣。簽到、點

名連麥等功能能夠很好地監督學生的考勤情況和上課狀態。並且對於學生來說

生活質量有明顯的提升。 

(二)遠距教學之缺點 

    上網課會受到網絡問題的影響，進而影響學習質量上網課對實踐課程的劣

勢明顯。上課受到的干擾相對較多、傳統的學習方式更易讓學生適應、自律性

差的同學，學習效果較差。跟在學校相比在家少了很多生活上的關照。 

二、遠距工作之優缺點 

(一)遠距工作之優點 

    地點的自由性——這是大家最嚮往的，一邊旅行一邊工作，聽起來好棒。

只要有電有網路，你都可以工作，你可以在背包客棧、在飛機上、在海邊、在

被窩、在任何你想要工作的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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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時又省錢——省掉通勤的時間、省掉通勤的錢、省下午餐晚餐外食時間

和金錢、省下被同事慫恿而加入團購的錢、省下不小心和同事聊天聊到忘我的

時間⋯⋯等等。 

    工作速度加倍——遠端工作的效率真的會比較好嗎？其實這樣看個人，有

的人很懶散，很容易分心，所以一不小心就會拖延工作，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很懂得時間管理的人，遠端工作確實能讓你更有效率。最大的原因就是：及早

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可以提早“下班”了！你不用等到下班時間才能打卡走

人，只要工作完成，時間都是你的了！ 

    工作更專注——少了辦公室的噪音、同事走來走去、他人大聲談話或做事

被打斷的等等干擾，你能更專注一次完成一項任務，一心多用不只會降低專注

力和效率，研究也顯示，只要一件正在進行的事情被打斷，效率就會減少

20%！ 

    面對上司與同儕的壓力降低——當你不用真的看到老闆的臉色、不用面對

不喜歡的同事，你自然少了辦公室帶來的壓力，心情當然也有機會會好很多，

可以運用自己的步調，訂定適合的午餐時間和休息時間。 

    更有彈性兼顧私生活的品質——這一點雖然要看不同產業與不同公司的工

作量，但是比起八小時以上被綁在辦公室的上班族，遠距工作者確實有更多的

彈性能夠兼顧私生活，如果工作屬性是責任制或任務制，也比較能夠自由拆解

工作時程。 

(二)遠距工作之缺點 

    需要很自律與強大的時間管理技能——剛開始踏入遠距工作圈，有些容易

分心且很不會管理時間的人，要達到「優點 3」所描述的效率，不只要有強大

的自律能力，也很需要進入“勿擾模式”，花一點時間觀察，你的時間都去哪

了？ 

    沒網路或沒辦法充電就沒辦法談——如果你剛好是正在旅行的遠端工作

者，應該懂這樣的困境⋯⋯到了一間咖啡廳，永遠都會先看有沒有插座？如果遇

到網路很差的環境，很多事都會無法完成，效率也會跟著降低。不過如果是在

家工作，這樣的問題能少很多。 

    無法及時有效的溝通——常常有問題敲同事，卻等好久都沒人回？（尤其

是那種沒得到回覆，就無法繼續進行的工作啊！）遠端工作的弊端之一，就是

沒有那麼即時，尤其如果你配合的是外商公司，更有可能有時差的問題。 

三、遠距教學應用在特殊教育的實證研究 

    遠距教學在特殊教育的實證研究在英國身心障礙學生中有十分之一在空 

中大學就讀，大約有七千位身心障礙學生當中有一千人喜歡其他的媒體甚於印

刷體(Salmon,2000)。也就是說多媒體的遠距教學比過去單用函授方式的遠距教

學更受學習者的青睞，有些國家已為身心障礙者立法使其能在最少的限制下利

用多元性的教材學習，而電腦媒體視訊（Computer Mediated Confer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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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能呈現個人的思想，而對其年齡，種族，外表，性別，甚至殘障可以一概

不知(Go1d,1998)。這對於因年齡，種族，外表，性別，甚至殘障因而被歧視產

生的自卑退縮的現象可望降到最低，Salmon (2000)指出身心障礙的使用者樂於

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卻不須受旅途勞頓或物理環境上近用的限制，或多或少可

以使用 CMC來從事學習，然而他們在其思想上與貢獻上是有其價值的。而此特

性無異是身體病弱或不良於行的肢體障礙學生在學習上的一大福音。CMC 可能

為肢體障礙者開啟學習的一扇門，CMC 提供一個比較容易和其他人'遨遊'約定

和學習的機會，只要提供可適用的教材或過程，當然科技可能是助益，但是對

肢體障礙或身體病弱的學生如果無法使用這些新科技當作學習的一種工具，也

可能是多一重的阻礙，端看我們如何去使用這種新科技在教學上。 

    姜得勝（1999）也在其研究中指出有些因素影響一些人學習進修的機會，

如生理障礙者如肢體障礙、聾啞、視障等身心障礙同胞之學習權與受教權，常

因為本身生理障礙而受到不合理的剝奪，導致不得不放棄進修。而肢障學生由

於身體上的限制導致行動不便，不像一般學生一樣可隨心所欲的到任何地方上

課，或常因病請長假必須在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或在家休養，或者由於課程需要

跑教室而無障礙環境又無法配合以致於無法與同學一起上課等種種因素，導致

肢障學生錯失了許多平等的受教權益，也讓他們的教育權受損，遠距教學系 

統利用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ing)系統進行兩地間，面對面即時教學，其

特色是將教師授課內容即時傳播至遠端電腦上，提供學生與教師間即時教學互

動，一位老師可同時教好幾班的學生，包括了地處偏僻的學生(黃仁耽、 

游寶達，1995)。遠距教育主要的特點，它提供學習者另類的受教管道，如果沒

有它，學習者便沒有機會接受教育，也就是學習的管道對殘障者而言是非常的

重要（趙美聲，1999）。 

四、疫情之下，管理者如何協助身障員工在家工作？ 

    詢問在家工作支持計畫——居家工作時員工的輔助或無障礙需求可能會發

生變化，建議主管和員工開放對談，了解每個人的需求，最好一開始就有支持

計劃，協助員工工作、健康以及安全注意事項。主管們也要考慮是否聯絡員工

的照顧者或其家人。 

    尋求在家工作遇到問題的解方——員工如果需要輔助科技或在居家工作的

其他需求，主管們要尋找臨時方案、重新調整支持計畫、或向其他機構求助。

主管們也要考量：重新設計職務內容、讓員工承接其他工作內容、或到其他部

門工作、帶員工學習新的技能和發展機會。 

    對於在家工作彈性措施保持彈性——主管應保持「開放與彈性」的態度，

但同時也保有角色工作和責任，員工的工作時間也要能達成共識，若遇到問題

也能把工作時間拉長。主管也要考慮員工個人情况以及自身障礙以外可能會遇

到的問題、定期檢視工作規劃，透過調整工作內容確保員工、主管和工作場所

不斷變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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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居家工作過程中保持溝通——居家工作時定期溝通以及清楚溝通的管

道，例如電話、信箱或影片，能讓員工感覺到和公司維持聯繫、被支援和被參

與的感覺是很重要的。主管應確保所有員工在線上工作時都能取得資訊，詢問

員工最適合哪種溝通管道；用會議紀錄摘要或在會後跟個人傳達重要訊息；也

鼓勵員工設定定期休息的時間，定期確認員工在感到焦慮時有安撫或調整適應

的時間；主管也能騰出時間與員工一對一聯繫，確認輔助科技能讀取文件資料

是否數位無障礙化。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結果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訪了實踐大學一位肢體障礙老師、一位肢體障礙學生、一位聽力

障礙學生，分別了解他們對遠距教學與工作有什麼想法及對他們的影響，並結

合自身的感受去探討。 

 

第二節 研究結果 

    第一位受訪的同學是肢體障礙學生，身體狀況是右腳膝蓋以下截肢，平時

裝義肢並持柺行動，障礙使他行動時必須要花很大的力氣，平時不能遠距離行

走，常常回家時裝義肢的地方都會磨到出現傷口。所以平時來學校上課的時候

都是搭復康巴士通勤，搭車的錢就成了一筆負擔，並且實體上課時在教室移動

會不太方便，有些課上廁所還要跑去有無障礙廁所的樓層上。自從遠距上課

後，他覺得他省下了通勤及移動的時間，讓他擁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充實自己，

並也可以在家好好的養傷並避免長時間移動造成傷口惡化。家裡對他來說是方

便且可以好好學習的地方。 

    第二位受訪的同學是聽力障礙的學生，身體狀況是重度聽障，平時配戴助

聽器，上課時會有聽打員輔助。他認為實體上課會比遠距教學更好，他覺得因

為很多東西不是需要聽打員協助，就是要交代的更清楚，聽障生們才知道課程

在上什麼或是工作要做什麼，實體面對面更能讓他清楚狀況，聽不清的時候更

能及時詢問。但他覺得遠距教學也有優點，像是因為疫情的影響這一兩年來大

家都需要戴口罩講話會讓聽障生無法看到說話者的口型來判斷對方想要表達的

內容！那藉由遠距上班上課的方式，大多人在家就不需要戴上口罩，聽障者們

也更容易看到說話者的嘴型也能利用遠距的通訊設備來設置即時字幕或是即時

對談，對於聽障生都是較為方便的。還有實體上課可能會有課堂以外的干擾，

像是同學們在講有趣的事或是課堂瑣事等等，聽打員未必能及時聽打，造成他

不太知道當時的狀況，但遠距教學可以避免這個問題，並可以讓他更加的專注

於課堂，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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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受訪者是肢體障礙老師，身體狀況是成骨不全症，平時以輪椅代

步，行動不是很方便。遠距上班對他來說也是方便的，上班時的會議變成線上

的形式，讓他不用多跑一趟，他很擅長使用電子產品，當他在家上班的時候他

可以使用電腦等設備去執行他該做的工作並可以更有效率的解決。他認為變成

遠距上課或是上班的方式，讓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變成可以解決的問題，更大

縮短了交通的時間與心力，更能讓身心障礙者將時間花費在遠距的內容上，也

可利用遠距的方式，讓身心障礙者在跟人與人的交流和溝通上更便利！儘管現

階段是因為疫情影響所導致很多事務都採用遠距離的方式，但是不是之後未來

如果有較嚴重的身心障礙者學生或是上班族，學校及公司是否也能配合他們的

身體狀況考量，讓他們也能使用遠距離的方式來達到學習及替公司達到產能。 

 

第四章 延伸議題 

 

    由於經濟情勢對台灣有利，政府稅收水漲船高，可以預見台灣的福利政策

也會大幅改善，接下來將會有更多協助障礙者參與社會與生活扶持的福利措施

及項目，引進更多先進國家的服務內容。所以進而去思考哪些是我們迫切需要

的，為什麼需要？且障礙者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族群的需求，我們若能熱心參

與推動福利政策，貢獻必定更大；那麼該怎麼做？如何參與？ 

    社會上有許多社福團體，長期辛苦推動與遊說，才讓我們得以享受新創福

利或補助項目，協助我們成長與求學；我們是否也該想辦法回饋社會？可以怎

麼做？ 所以我探討以下問題： 

1.探討障礙者需要的生活福利措施與如何協助參與社會活動 

2.研究障礙者如何參與推動社會福利政策 

 

(一)障礙者需要的生活福利措施與如何協助參與社會活動 

    (規範性 vs.表達性需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需求類型之實證分析/林昭吟) 

隨著社會變遷與身障權益意識的提升，身障福利服務已不僅是傳統的就學、就

醫、就業、就養服務，尚包括各種新興的福利服務，如自立生活支持；以及因

應新興的議題所衍生的服務，例如成年監護服務（戴瑀如、林昭吟，2018）。

因此，近年來各種身障福利服務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這也促使政策制定者與

研究者在這個階段進行福利服務需求的盤點與整理。以 2016年新北市身心障

礙者福利服務為例，各項基本生活的補助仍是民眾較為迫切的需求，例如健保

費補助；其次為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的補助方案，例如無障礙 

設施及輔具購買補助，而這些項目大都是身權法第 70及 71條所列之攸關身心

障礙者經濟安全保障。第三大類的福利服務需求為各種新興福利項目，例如生

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區居住等等，而這些項目也大都是身權法第 50及 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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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之關於身心障礙者及其主要照顧者所需之支持與照顧。由此可見，法定的

規範性需求與民眾的表達性需求有一定的對應性，但是在討 論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時，不能僅著眼於身權法的第 50及 51條的支持與照顧服務，尚要注意到身

權法第 70及 71條的經濟安全保障。 

    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項目之認知利用與未來需求為依據各福利項目的

平均數由高至低排序。在認知利用度方面，最高的三項為「愛心及愛心陪伴悠 

遊卡」、「身心障礙者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付保費補助」、以及

「身心障礙生活補助」；最低的三項為「社區居住」、「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以及「自立生活支持」。在未來需求度方面，最高的三項為「身心障礙

者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付保費補助」、「身心障礙生活補助」、以

及「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最低的三項為「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視覺

障礙者定向行動暨生活自理能力訓練服務」、以及「手語翻譯暨同步聽打服

務」。由描述統計可發現在認知利用與未來需求最高的前三項身障福利項目完

全一樣，均為生活費補助、健保費補助與交通費補助，可反映生活維持、醫

療、交通為受訪者最關心的需求項目。然而在認知利用與未來需求最低的三項

則略有不同，與社區化有關的身障福利項目或許由於推動時間較晚，例如社區

居住與自立生活支持，其認知利用度較低；而屬於特定身障人口群使用的服

務，例如視障者的定向訓練及聽障者較常利用的手語翻譯等，其整體的未來需

求度較低。值得注意的是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俗稱小作所）雖然在近年來快速

增加，但在整體認知度與需求度都偏低，此是否因為小作所仍偏重於有一定工

作能力的身障者，或者是官方使用的福利項目名稱與一般民眾認知的名稱有落

差而無法聯結，都可以做進一步的了解。 

    『社會參與』是人們扮演社會角色、從事社會活動，以及和他人互動。例

如當志工、參加體育活動、休閒活動、參與政治活動、社區服務、捐獻等等。

在過去，身障者常被認為需要被保護及照顧，加上各方面環境的不友善，限制

了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機會。聯合國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是國際性公約中頭一次以保護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公約，此公約

的目的在於促進、保護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

並促進身障者固有的尊嚴。自此，世界各國開始重視心障礙者各層面的需求及

參與機會。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2條規定，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辦理 1. 休閒及文化活動 2. 體育活動 3. 公共資訊無障礙 4. 公平之

政治參與 5. 法律諮詢及協助 6. 無障礙環境 7. 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 8. 社會

宣導及社會教育 9. 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

參與社會。2012 年起我國新制身心障礙分類納入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

系統(簡稱 ICF)，並將其評自 2008 年起，衛生福利部社會暨家庭署( 前身為內

政部) 於每年 10 月 1 日至 12月 10 日間，搭配『國際身心障礙日』，舉辦國

際身心障礙日系列活動，期望透過舉辦表揚、宣導、才藝、運動、藝文等活

動，鼓勵身心障礙及民眾共同參與，增進身障者社會參與的機會，並期待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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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身心障礙各項權益的重視，建立一個友善無礙的社會。雖然政府近來致

力於推動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與，但目前的社會環境及法規體制仍無法完全的

以人權的觀點去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相關的休閒活動，使得許多政策法規立意

雖美，但實際效果有限，這的確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地方。 

定結果做為後續福利服務獲得的基礎。此概念認為物理、社會、和態度都可能

對個人功能造成障礙，而個人社會參與的程度，是身心障礙者本身的因素及其

所處環境的互動的結果。 

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現況與限制 

    截至 2016 年 3 月底止，台灣地區身心障礙人口數為 115 萬 7,731 人，占

總人口數的 4.93%( 衛福部統計處，2016)，且有逐年增加趨勢。雖然目前政府

單位有各項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活動與機會，但依據衛福部「100 年身心障

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身心障礙者平常休閒活動主要為

「看電視、錄影帶」，占 53.79%，其次是「散步」，占 19.18%，多以靜態活動

為主，缺乏較動態的活動，如戶外運動、社交活動等。另相關媒體也曾報導，

身心障礙者在參與休閒活動時，常因為無障礙環境設 

施不足、人員拒絕進入、等因素，使得身障者無法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社會活

動。 

    Kennedy、Austin and Smith(1987)將身心障礙者休閒參與的阻礙因素分為

三方面， 包含（1） 內在的障礙(IntrinsicBarriers)：可能存在於身障者本

身，其對既有的節目、設施或服務等缺乏認識，或習於身體及心理上倚靠別

人，或者因遠離人群而缺乏有效的社交技能(Bammel &Burrus-Bammel, 1996)。

（2）環境的障礙(Environmental Barriers)：為身心障礙者面臨的外在限制，

包括別人的態度、建築、交通、經濟、法律規則、自然環境等障礙（3）溝通的

障礙(Communication Barriers)：來自身障者本身與社會環境交互作用之結

果，包括表達時的困難與聽的人無法接受清晰的訊息。 

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6年 3 月底止，花蓮縣身心障礙人口

數為 2 萬 6,284 人，占總人口數的 7.93%，身障者比例高居全國第一，各項身

心障礙服務措施的建置亦是刻不容緩。本會自 1998 年 7 月起接受花蓮縣政府

委託辦理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各項身心障礙服務；1999年 1 月

開辦「中低收入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基於每位身心障礙者都是獨特

的個體，有權利參與社會的前提下，結合各項專業、半專業人員及志工，透過

各項活動方案，提供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機會。目前 

門諾基金會所提供促進身障者社會參與活動如下： 

(1)重障住民志工服務 (2)重障住民社區適應活動 (3)身心障礙者社區樂活補給

站 (4)身心障礙者綜合服務 (4)居家身心障礙者的社區外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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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障礙者如何參與推動社會福利政策 

    (從慈善邁向權利：臺灣身心障礙福利的發展與挑戰/張恆豪、顏詩耕)聯合

國的「障礙者權利公約」，在 2008 年 5 月正式生效。公約中確認障礙者要與

一般人同樣受到公平機會待遇，充分享有參與公民、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

生活等各層面的權利和自由。同時，確立障礙者的人權地位與國家政府的責任

與義務。（廖福特，2008；王國羽，2009）。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也在 2008 

年依公約的精神下，簽署「臺灣身心障礙者權利宣言」，宣示積極保障障礙者

權利。與 1980 年前的臺灣相較，我國的身心障礙福利有顯著成就。概念上，

社會政策也漸漸從殘補式的慈善觀點，轉變為以個人權利導向的社會福利政

策。從福利資源的增加上可以看到國家對身心障礙權利的重視。教育上，從教

育零拒絕後，融合教育、特教助理員的增設也逐漸在教育體制中被實踐。在無

障礙環境的推動上，新的大眾交通系統如捷運、高鐵都開始把無障礙的設計考

慮進去。復康巴士、低底盤公車也逐漸納入公共運輸設計的一環。建築物與公

共設施的無障礙環境也受到了法律的規範。在工作權的保障上，定額進用的額

度歷經幾次調整，也讓越來越多的障礙者有機會進入勞力市場。雖然這些政策

在實際執行與監督上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2007 年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在立法精神上已經接近聯合國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精神了。然而，王國羽

(2009)指出，我國過去的政策基本上是站在「有條件與前提的給付」，而非

「無條件的人權保障」，要真正邁入積極保障障礙者的權利，必須全面、根本

的改變現行的政策設計與原則。再者，廖福特(2008)也指出，現行的制度缺乏

獨立監督機制與權利救濟管道。本文認為要邁向權利模式的障礙政策，障礙應

該被理解為人類的差異，而不是個人缺陷。國家必須保障身心功能互異公民的

基本人權。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必須確實地改變對障礙的認定與提供障礙者

支持方式，釐清障礙者個人權利和家庭需求的差異，以個人權利的角度提供障

礙者支持，同時提供家庭照顧者完整的支持、正視社福資源的分配正義，實踐

正常化與普同化的原則。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中的肢體障礙學生，遠距上課讓他擁有更多的時間，並也可以在家

好好的養傷，家裡對他來說是方便且可以好好學習的地方。聽力障礙的學生認

為遠距上課各有利弊，優點是可以提升學習效能，缺點是實體上課較能交代清

楚該做的事。至於肢障老師認為遠距工作使他在空間上更自由，並可以更有效

率的解決工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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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受訪者均體會過遠距教學、工作對他們的影響，我認為遠距的這種形

式多少會造成身心障礙者的便與不便，但可以用這次的疫情去探討一些問題，

像是遠距方式對某些身障者來說也許是更便利，不但變得更方便，做事情還更

有效率。雖然受訪的三位同學、老師不代表全體身心障礙者，但讓我更進一步

的了解遠距也可以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多契機。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未來如果有較嚴重的身障者學生或是上班族，學校及公司是否能配合他們的

身體狀況考量，讓他們也能使用遠距離的方式來達到學習及替公司達到產能。 

2.研究發現遠距方式對我所訪問的兩位身障者都是正相關的影響，再加上他們

分別是聽覺障礙跟肢體障礙的學生，但如果像是視覺障礙他們可能就無法單獨

操作遠距軟體設施或是無法清楚得知遠距講者的內容是什麼，所以即便遠距適

合部分身心障礙學生，但可能還是需要相關的配套措施來讓所以的身心障礙者

可以適應大環境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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