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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障礙研究(Disabi1ities Studies)為一個跨領域研究，和過去二、三十年來的障礙者權利運動

息息相關。障礙者相關的議題從過往被認為和醫療體制、社會福利和特殊教育的領域逐漸轉

向，開始強調障礙者主體性並將障礙研究看作社會重要的經驗。對於過往個人模式、醫療模式

的批判是重要的反省，而批判之餘，未來的障礙研究發展不免需要結合各領域之專長與對話，

才能發展出新的視野。本研究群也希望藉此奠定以臺灣本土經驗支撐的障礙研究論述。 

 本研究群聚會邀集各領域學者參與，包含文學、特殊教育、社會福利、政治學、社會學、

社會工作學等，在每個與障礙研究相關的主題上進行跨領域的對話。每次聚會設立一個焦點主

題，由一位教授進行分享導論並提出焦點提問，再由研究群成員進行討論並提出各自的學術見

解。如此的進行方式，讓成員從既有的文獻和理論出發，不同領域之觀點先進行互相理解，再

進行批判與對話，也引出許多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議題。除了學術論點，研究群也依照主題

邀請具實務工作經驗的工作者加入討論，希望這樣的方式可以讓討論的成果不僅提升學術發

展，也能汲取實務經驗，使得未來的成果有利於提出具建設性之政策建議。 

 本研究群聚會在一年時間內共舉辦 11次，討論的主題包含：障礙與科技社會、障礙與性

別、障礙歷史研究、障礙文學研究、障礙研究調查、障礙者的政治參與、障礙與表演藝術、照

顧理論的批判回顧、障礙與社會政策、以及對障礙體驗的反思。 

 本研究群主要成果有：1.促進各領域學者對障礙研究的理解之深度與廣度。2.研究群成員

之障礙研究學術發表，共累積國內期刊論文 9篇、國內研討會論文 1篇、國內專書論文 12篇、

國外期刊論文 8篇、國外研討會論文 9篇、國外專書論文 1篇。3.國際學術論壇交流，研究群

成員於東亞障礙研究論壇發表研究成果。 

 

關鍵字：障礙研究、社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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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壹、每個場次討論支題目與內容摘要 

 

時間：106年 8月 6日（星期日）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障礙研究與 STS」孫小玉教授 

 

一、通訊（Telecommunications）與障礙 

數位和通訊科技不斷在演進，但這個改變並沒有均等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在市場自由化的情形下，

通訊商品對大多數的消費者都是「普遍且可及的（universal and available）」，但卻不是「無障礙的

（accessible）」，常常忽略了障礙者，排除障礙者的需求。這反映了社會對障礙的主流觀點是「有待補

救的（remedial）」，期待障礙者去適應這些「普遍」的設計，或是以特別的方式去補救既有設計的問

題，而不是改善普遍設計的本身。例如 2G 和 3G 手機的高頻會干擾聽障者的助聽器，但最後設法的

是補強助聽器，而不是去處理手機的本身問題。通訊科技的「常態」削除了少數障礙者的「特殊」需

求，而且，傅柯認為法律常常為常態服務，例如澳洲訴訟案，訴訟者必須為了依循法條，把自己歸類

為障礙族群。此外，從通訊科技的發展，可以探討是誰主導和控制設計，障礙者在當中，常常成為受

到特別關注卻又忽略的對象。如果政府和產業在設計開發的時候，將障礙者的需求一併列入，將會省

去公民障礙者主動參與的成本和精力問題。而不同障別的需求也應該要列入考量。 

 

二、STS 怎麼談障礙？ 

STS 關注科學跟科技技術各種產品的生產製造過程以及使用，而障礙研究的侷限在於，多數研究

注重社會模式，注意法規和制度的改造，而缺少科技層面的討論。關注科技本身可能會落入醫療模式

的討論，但是也有人認為科技可以帶來解放。 

 

三、討論與批判 

在討論中提到，個別障別抗議時被一個一個處理，不同障別之間變成要彼此競爭去引起企業注意

力，卻沒有去深究這些成本怎麼造成、障礙怎麼被建構。產品的規格化設計，本身會規訓消費者使用

者的行為，因此障礙者應該要在設計產品的時候就參與討論的行列。此外，障礙者要參與設計有一定

的難度，參與設計需要哪些支持？許多的公共建設都是漸進式的，需要不斷公民參與，而且障礙者對

不同障別、技術狀態、政府行政過程不瞭解，想法天馬行空，這樣的參與是否有效？讓障礙者做到立

意的表達、立意的匯集需要由政府機關處理。對這篇文章的批判是，這篇傳統的障礙研究過度相信法

規、制度和動員的力量。再者，這篇文章也簡化了科技物的複雜性。物的生產之後經過使用會有變化，

若一個技術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究竟要不要推出？都是值得繼續深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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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6年 9月 3日（星期日）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障礙體驗=體驗障礙?」邱春瑜助理教授 

 

一、障礙體驗的發展背景與相關法規 

障礙體驗的目的是，透過設計好的情境讓非障礙者體驗障礙的感覺，以降低對障礙的偏見。障礙

體驗在國內和國外都行之有年，在臺灣，特殊教育法規定，高中以下學校需要設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負責進行無障礙和特殊教育宣導工作，包含身心障礙體驗的形式。當近年 CRPD 第八條「意識

提升」指出，締約國應以各類形式來提升社會對障礙者的認識，和培養尊重障礙者的態度。臺灣將公

約內國法化後，將過去的障礙體驗挪作教學方式以符合公約，加上學校評鑑的脈絡下，障礙體驗成為

高中以下學校常見的活動。然而這樣的體驗方式是否適當？是值得被探討的。 

 

二、障礙體驗的文獻 

過去的既有文獻，發現障礙體驗有三個主要的問題。（1）缺乏實證：很少證據支持障礙體驗可以

引發對障礙的正面觀感，多是同情和憐憫，而不是同理。（2）自願性的重要：許多障礙體驗要求體驗

者分享內心想法，但這個須在一個有安全空間和顧及隱私的前提。而且障礙體驗在校園中，參與學生

大多有被強制參加的壓力，並不一定都是自願參與。（3）失真的規劃：由於大部分的體驗是由非障礙

者策畫，沒有障礙者的參與，因此常常從非障礙者的經驗去想像，不一定真正貼近障礙者的狀況。這

種失真的規劃過度扁平和單一化障礙體驗，容易造成誤解，甚至對參與者留下壓力和害怕的印象，而

不是真正理解障礙經驗。有學者提到，成功的體驗必須要有的前提是明確的目標、自願參加、建立通

用設計的價值、尋求障礙者參與、往正向的態度轉變支持和完整的討論等等，尤其事後的討論是最重

要的。 

 

三、問題與討論 

大家認為需要實證提升障礙意識的方案，討論是否有障礙體驗之外的宣導方式。雖然說避免障礙

體驗失真，需要讓障礙者參與設計，但是不同障礙者的想法又不盡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種所謂

的「勵志 A 片」的形式，將障礙者塑造成偶像、鬥士和勵志故事的主角，但這只滿足觀眾克服障礙

的快感，並沒有改變社會對障礙者的態度。討論中有人認為，障礙體驗預設了必定要有障礙經驗才能

尊重、了解障礙者，但是如韋伯所說的 understanding，並不是要變成跟他一樣或跟他有一樣經驗，而

是試著了解和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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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6年 10月 1日（星期日）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瘋狂戰鬥」陳文珊助理教授 

 

一、瘋狂驕傲運動：抵抗精神醫療體系 

今次的討論主題是探討「瘋狂自豪」運動如何抵抗美國的精神醫療體系。既有的醫學體系以生物

醫學的視角介入精神障礙，將之視為個體缺陷，病理化，甚至施以強迫性的住院治療。過去曾有多次

紀錄，以「精神失調」之名，將家庭成員（例如反抗丈夫的妻子、改變既有想法的孩子）強迫送入醫

療院所治療。而「瘋狂自豪」運動的發起者，多數是精神障礙者，他們認為這些強迫性的醫療如同監

牢般地剝奪個人自主，並且現況的生物醫學並沒有完全的證據指出精神疾病是出於人體生物上的缺陷，

質疑精神疾病是「迷思」而不是「真實」。他們懷疑既有醫學的介入治療，提倡另類治療，認為親友

陪伴、友善舒適的環境、病友互助等等，也能有效發揮作用，而不是倚賴藥物的過份治療。瘋狂自豪

運動的脈絡後於種族和性別運動，在社會充斥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社會地位的氛圍中，反對醫學把

個人病理化，應該要將個體放入脈絡去理解。瘋狂自豪運動與身心障礙運動起初並不相同，但有結盟

的機會和可能。這篇文章討論了瘋狂自豪運動數十年來的運動變遷，從知識論的對抗，到進入政府體

制，改採消費者／倖存者的角度，到晚近布希時代，聘用保守精神醫學博士，瘋狂自豪運動的努力又

再次受到威脅……這些一路上的抵抗和結盟，持續為精神障礙運動在當前所面臨的社會體系給予批判

的回應。在文章中也提到「在病入膏肓的情況下，沒有瘋狂，就沒有痊癒的希望。」 

 

二、問題與討論 

簡報完的綜合討論，有參與者認為運動內部對於精神疾病的論述多元，並沒有發展出完整的精神障礙

社會模式。在既有的社會氛圍下，精神疾病者常常必須要維持不太好的狀態才能有申請補助的正當性。

而在文中，消費者是站在精神醫療服務的使用者角度，同意某些程度的藥物協助，瘋狂自豪運動並沒

有完全否認醫療的貢獻，但是反對全盤以生物醫學觀點對疑似精神障礙者的病理化和強迫治療。在台

灣，精神障礙在衛生福利部是心理健康與口腔司，而且行政規定上，精神障礙和智能障礙被分在同一

類，但其實兩者有明顯的差異。一些留待討論的是，究竟精神上的障礙是疾病嗎？精神相關服務選項

有多少？障礙者自主性有多少？強制送醫的程序是否恰當？法官如何裁定處分？這些都是值得深思

和深度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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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身心障礙的歷史研究」邱大昕教授 

 

一、障礙對於在瞭解西方階層、社會秩序，西方在定義進步時是重要的，但一直受到忽視。例如，身

心障礙人數和比例，可以被視為一個國家進步的程度。障礙本身就是一個可以用來解釋社會的重要面

向。然而，最不幸的是，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時常以障礙來辱罵，障礙在這些現象中持續被汙名化，

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和重視。 

 

二、社會如何整合身心障礙者？在現在的脈絡下，可以看到的是，所有社會整合都還是在消除障礙，

而不是試圖讓障礙者融入社會之中。因此，探討「多元社會」，應先抽絲剝繭的探討多元的具體想像

有哪些，以及如何建立一個多元社會。 

 

三、西方障礙的文本，不斷提到戰爭軍人。在這裡談到，並不是因為戰爭產生障礙，而是戰爭的目的

就是要使對方障礙。戰爭與障礙史緊緊相扣，是彼此不可忽略的討論面向。戰爭軍人也因此使政府有

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投入福利和復健醫學。雖然退伍軍人得障礙意義和一般人不太相同，但這些爭取卻

對一般人有許多貢獻。但在台灣，幾乎沒有針對退伍軍人的障礙研究，也鮮少探討台灣的狀況。 

 

四、問題與討論 

一個敏感的議題是，德國對退伍軍人的優良福利，是否促進納粹的發展？德國給予障礙退伍軍人

很優渥的照顧，並將福利慈善體系收編進國家系統內，也同時收編軍人的忠誠。此外，如何突破障礙

研究一直以來在歧視、汙名和壓迫的理論角度？有人認為「dis/ability」，可以談論相對的能力，而不

再只是限制和缺陷。也可以探討障礙、性別和種族的交織性，研究障礙應是「全人類」的資產。徐中

雄的立法，讓障礙一詞具有「社會性」，使身心障礙的名詞出現。障礙研究的本土化，應該要持續反

思西方理論的預設與本土的差異，但也不是一味排斥西方的理論基礎。最後，關於障礙者的「需求」，

提出需求需要自覺的過程，需要知道自己可以要什麼，有足夠的安全感去要求。而障礙者對生活需求

的細緻度和差異是值得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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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6年 12月 23日（星期六）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03教室 

內容： 

「騷動的身體：障礙與藝術表演」易君珊博士候選人 

 

一、障礙遇上表演藝術 

 這次討論邀請到易君珊博士候選人，從藝術表演的觀點，討論障礙與表演。在討論中希望分享藝

術人文角度的框架，並試圖與學術、實務面向作連結。一般在障礙相關的議題中都會習慣以社會福利、

補貼等希望可以有立即解救障礙困境的角度，本次讀書會則是企圖從藝術人文角度出發，去了解障礙

的意義(Meaning making)、意涵。 

 所謂騷動(commotion)的身體，身心障礙者其實總是身處在一個「隱形的舞台」(invisible theater)

中，身心障礙者的現身，常常就造成了所謂的騷動。例如，在輪椅使用者需要上下公車時，公車司機

需要停下車輛，協助架設斜坡板的狀況。因此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需要展演的角色。而

談到表演性(Performativity)，Judith Butler 在談的是人們的性別、性取向、種族等會讓人潛意識的有

其表演性，但身心障礙者的表演性卻是「有意識」的、明顯的。而從身心障礙與表演的關聯，去看障

礙的再現(Disability Representation)，可以觀察到日常生活到表演藝術領域的連結。相對於障礙研究

常將障礙符號看作是負面的刻板印象，在表演藝術研究學中是去探討「身體在空間中的意義、身心障

礙身體的展演同時是藝術也是社會行動 (social action)」。 

 

二、問題與討論 

 或許可以思考的是，當身心障礙者在日常中就有許多的展演，障礙藝術家作品的主軸又象徵、建

構出什麼樣的意義？他們代表了什麼？而身心障礙的藝術表演中，是不是有去挑戰社會普遍對身心障

礙的觀感，去擾動醫療模式、畸怪秀的模式？尤其在殘障的身體，如何去挑戰表演性(Performativity)？

這些問題或許都是我們可以思索的。而討論的最後講者也帶大家談談所謂的「含混帶過」(Passing)，

身為障礙者在許多場合中也學會了許多面對刻板印象的策略性手法，試圖去含混帶過障礙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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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 1月 28日（星期日）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障礙與性別」郭惠瑜助理教授 

 

一、內容摘要 

過去鮮少有研究在探討障礙與性別的關係。Jenny Morris 在 1998年的研究批判，身心障礙女性的

經驗不僅被女權運動邊緣化，也在身心障礙運動中缺席。她原本是一名長期投入女性主義的研究者，

但後因意外導致脊髓損傷，身分的轉變讓他重新檢視主流女性主義論述以及英國身心障礙者運動中身

心障礙者的位置。他認為障礙女性主義的論述排除身心障礙女性的經驗。身心障礙者運動即便有身障

女性參與，但政治論述仍然忽略身障女性的經驗與議題。例如在女性研究中，身心障礙者與老人被視

為「依賴者」，需要由「照顧者」去提供服務。這種二元論，將身心障礙女性歸類成依賴者，但忽視

了身心障礙女性同樣也是家庭照顧者，這個角色在這裡完全被忽視掉。此外，女性主義的觀點是，女

性不一定要成為照顧者，但在身心障礙女性較多探討的是，那些想從母職的身心障礙者，卻一路被社

會視為依賴者，無能提供照顧。在英國，身心障礙運動基本上是忽視女性需求的，女性的議題被認為

是私領域的議題，且被排除於障礙運動的政治議程之外。然而身障家庭，身障女性的育兒或家務勞動

的需求是存在的，卻因為被視為私領域的而沒有被重視。 

 

二、問題與討論 

從上述的過往研究回顧，值得提問的是，在台灣，身心障礙女性在障礙權利運動與女權運動中的

位置是什麼？台灣障礙者權利運動是否也存在的性別議題？先前一直常在學界探討的「雙重弱勢」概

念，如果用來討論身障女性，是有許多限制的：例如雙重弱勢視身障女性為「特別的少數群體利益」，

弱化而使她們的處境更為艱難。而且，這種將女性弱化的雙重弱勢觀點，與女性主義中強調女性「能

動性（agency）」觀點互相違背。黑人障礙女性學者 Vernon 在 1999 年提出「多重壓迫觀點（multiple 

oppression）」，比較能詮釋障礙女性所處的處境。大多數的個人都同時分屬於不同的社會群體，包括

障礙、種族、性別、年齡、性傾向與階級等。不同形式的壓迫並非以累加方式運作（additive approach），

多重社會身份所帶來的壓迫未必同時發生，而會因情境而有所不同。講者的研究發現也顯示，身心障

礙女性無法受教育有時不是因為性別因素，而是家庭資源造成。由上述的回顧可以討論的是，我們是

否應該還給障礙女性一個「當媽」的權利？是否該將協助障礙女性照顧者角色的支持性服務，納入常

規服務項目？對於障礙女性照顧者的角色認知，是否仍存在障別之間的差異？這些都是值得深入討論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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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 3月 4日（星期日）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障礙研究的調查」林昭吟副教授 

 

身心障礙者調查主要有五個特質：（一）異質性的人口：身心障礙者具有多元的障別和不同損傷

的輕重；（二）易受傷害人口：身心障礙者具有生理或心理的損傷；（三）身心障礙者的居住狀況：是

集中住在社區還是醫療機構；（四）身心障礙者調查包含代理人或重要他人的回應（代理人多數是家

庭成員）；（五）身心障礙者的道德議題，例如是保護還是歧視、代理人代答等等。過去文獻研究障礙

者與代理人的代答配對，發現身心障礙者本人認為的生活滿意度通常較高，但在臺灣 2016 年的身心

障礙者調查，發現障礙者本人的生活滿意度填答比代答者還不滿意。這個差異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

但與國外研究的結果相反。講者認為，代答者其實有一定的代表性，不需要一味的否定代答者回應的

研究結果，但代答者的結果如何更接近本人的回應是可以更詳細討論的。最後討論到關於智能障礙者

對「知情同意」的判斷能力，我們與其去問這個人能不能做決定，不如說要做什麼去幫助他參與這個

研究。 

 

「障礙研究調查的倫理」陳美智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需要提供機會給智能障礙者參與其研究，因為這些研究會影響障礙者的生活。論文從倫

理和方法論這兩個層面，討論如何獲得 12位成年智能障礙者參與研究的知情同意。在障礙研究中，

讓智能障礙人士參與影響他們的生活的研究得到廣泛認可。藉此可以發現需要關注的問題，為政策提

供信息，進行評估計劃、評估服務、瞭解社會和經濟狀況如何影響這些人的生命。因此，愛爾蘭支持

組織特別明確要求研究人員強化融合研究（inclusive research）的計畫。然而融合研究一詞並沒有很

容易的定義。在研究過程中如何合宜的安排智障者作為研究小組成員的參與，同時又需要兼顧倫理準

則和委員會的要求。研究發現，著重於與相關的守門人之間（gatekeepers）建立和維護信任的關係，

以及從事合理的安排（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來支持成人智能障礙者的決定。這篇論文的貢獻

在於瞭解對智能障礙之研究者參與者，如何協調，謀求合理安排和獲得知情同意，在紮根理論的方法

論中，謹慎且有計畫地和潛在的參與者、服務機構的相關人員建立信任、發展同理關係（empathic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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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 4月 8日（星期日）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The secret life of stories:From Don Quixote to Harry Potter,How 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ransforms the Way We Read」紀大偉副教授 

 

一、文學與障礙 

 本次研究群聚會以障礙研究與文學為主軸，主要討論《The secret life of stories:From Don Quixote to 

Harry Potter,How 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ransforms the Way We Read》之書籍內容。本書

作者為唐氏症患者的家長，從西方文學的最先經典唐吉軻德談到近代的哈利波特小說，分析文學角度

如何看待身心障礙。特別的是，這本書並不是以人為研究主體，而是以文學文本為研究對象。在此書

的呈現中可以閱讀到社會科學研究和文學研究之差異。其中，文學文本為研究主體的好處為其文本取

得的便利性，並且可以廣泛的提供不同文化如何呈現障礙者。過去的文學研究者都是以醫療學門的典

範來檢視文學作品，但這樣的做法其實太淺薄，無法有實質的貢獻。 

二、再現(Representation) 

 本書提到，再現是重要的議題，大家以為只要看到文學中呈現了障礙者好像就足夠了，但其實這

些「再現」的問題重重。事實上，他人的再現可能難以呈現出本人自己認知的樣貌，且雖然再現的樣

貌可能很醜陋，但是因此拿掉就直接失去可見度。在這裡，研究再現的議題常常只看見個體，而沒有

看見關係，一一列出障礙者的狀態但是沒有顯現出和社會、公部門和同儕之間的關係。 

身心障礙者的再現無所不在，可以看到文學作品中其實有許多障礙的再現，例如小飛象的故事其

實是障礙者的遭遇，但或許過去我們不會有感覺，因為對障礙不夠熟悉。許多小時候的兒童童書中就

常有障礙的意涵呈現。 

三、虛構的障礙(fictional disability)和日常的障礙(everyday disability) 

在文學中有些虛構(fictional)的成分，和日常的真實情況不同。雖然很多人會把虛構的當成是

假的，但其實不如說這是在談「小說的部署(deployment)」。且我們也必須承認，許多障礙議題的呈

現，若不是利用說故事技巧就不可能呈現這樣的東西，例如韓國電影熔爐中敘述身障機構小孩被性侵

的故事，若要一個一個實證訪談是很難以做到的。 

四、問題與討論 

當我們在看「被再現的」障礙，其實並不是一定期待要看到身心障礙者，而是要看到其中的社會

關係。這邊就值得深思：一個文本一定要設定出特定的障礙者才有障礙者形象嗎？例如，當我們在談

一個完全男性的學校，並不代表其中沒有女性的議題。且我們需要理解到，不要以為障礙研究的文學

批評就是要「治病」，不要只是看一個人得到什麼病，而是看到一個角色牽涉到的社會肌理、社會關

係，才會對環境脈絡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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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 4月 22日（星期日）10:00-16: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身心障礙的照顧者支持」周怡君副教授 

 

  儘管歐美障礙運動自 70年代興起，英國障礙者組織 UPIAS 的宣言中提到：障礙者應起身反抗醫

療模式霸權，並拿回障礙者對自我身體與生活方式的決定權——但這不代表「照顧(care)」從此就從

障礙運動與研究中消失不談——相反的，照顧開始成為了另一種障礙研究的主題。由於障礙者的損傷

仍存在，因此以照顧為主題的障礙研究多談到社會如何讓障礙者在擁有自主權的前提下、有辦法獲得

與接觸國家與私人部門所提供之照顧服務；而其中在不同制度、文化與組織方式的社會之間，障礙者

在獲得照護服務下又分別可能遭遇到何種困境與社會障礙。 

  在早期以社會模式為主的障礙研究中，經常對損傷(impairment)隻字不談，認為損傷知識是屬於

醫療專業範圍，因而社會科學研究不應過多著墨在此自然現象。但 Hughes& Paterson(1997)卻提到障

礙研究如此將「損傷/障礙」分類在「自然/社會」的二元認識論基礎，與後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趨

勢相悖，甚至產生許多牴觸和矛盾之處。社會科學不應該棄損傷與其所需之的障礙支持和服務不顧，

反之，其應該積極地介入這些照護社會政策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性與權力不對等問題。 

  除此之外，與其相關之政策研究和組織個案研究，更不代表著其作者之論點支持社會要建立起傳

統的隔離機構，並將障礙者與主流社會分隔開來，而是實際地讓研究者進入到受政策和國家福利資源

所影響的照顧者支持現場，並透過觀察、記錄與分析，實際將這些照顧者支持被以社會科學的視野所

檢視和改進。有趣的是，照顧者支持與資源經常會隨著跨地區、跨文化與跨時間而有不同的做法、對

待與意義。 

  在亞洲地區，尤其是台灣社會，由於沒有經歷過過去像歐洲的機構化壓迫，而導致台灣許多照護

服務仍是以機構的方式在提供。但這並不代表台灣的福利政策就必定比較落後，因此如何透過在地視

野去理解國家所提供之照顧者支持，也就成為了重要的研究命題之一；同時歐洲的障礙者運動雖然促

使了照顧者服務和支持多以個人化的方式在提供補償和福利，但近年來新自由主義的風潮更促使了這

些照護服務市場化，進而衍生出其他社會不平等的政策問題(Roulstone&Prideaux 2012)。 

  總而來說，障礙研究所談及之照顧者支持反映著障礙研究自90年代以後所發展出的跨學科傾向，

而在不同的文化、脈絡與制度的社會中，照顧者支持的形式更存在著極為明顯的差異。而雖然障礙研

究的跨學科與多元傾向都導致了障礙研究開始更細緻地將焦點轉移回到討論社會政策和實際的照護

服務提供，但不能不注意的是，在討論服務者支持的同時，必須要研究到障礙者的主體性問題。障礙

者在獲得支持服務的過程中，並不能如傳統醫療模式宰制的狀況中，是欲被治療與矯正的個體，相反

的，應該是一種選擇醫療與自我生活方案的主體，否則以障礙研究為名的相關研究反而會落入失去障

礙者主體觀點的優勢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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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研究與社會政策─交通」潘佩君助理教授 

 

現代國家對於身心障礙族群的社會福利政策，除了直接的給付與提供輔具以外，影響障礙者生活

品質的重要關鍵也包括移動的權利是否有受到保障。潘佩君(2012)以英國里茲地區的障礙者交通政策

為例，透過梳理障礙研究之學術貢獻、當地障礙者的交通需求與地方工程專業團隊三方間各自的矛盾

與困境，試著勾畫出障礙者在交通權利議題上可能潛藏的結構與理論問題。 

  潘佩君(2012)提到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交通的困難，包括政策總是預設障礙者不利於行，因此在

出、離家門次數並不多，導致當地政府所提供的交通接送服務過於單一且不便；而在法規的限制下，

大部分經費不被允許使用在雇用個人助理上，導致障礙者的移動仍得依賴與配合家人；最後儘管政府

提供有限度的公車與專車運送服務，但除此之外的道路和機構的空間卻仍然充滿障礙，因此假若障礙

者要從家裡到醫院，在缺乏個人助理的情況下，實在難以從家裡通過重重障礙抵達公車站、下了公車

後更難以從公車站直接進入醫院。 

  上述的問題都是里茲地區的障礙者實際面臨的移動困境，而潘佩君(2012)也進一步提到由於交通

工程界與實踐障礙精神之政府單位或民間機構的連結不深，導致所安排之公車路線或道路規劃經常與

使用者需求出現嚴重的落差；同時英國政府讓第一線服務障礙者的社工變成了福利政策的守門員，但

社工員再怎麼評估移動經費的補助，卻也沒有辦法改變結構性的障礙問題。潘佩君(2012)在文中特別

提及，社會模式的學者在對提升障礙者移動能力的社會政策上面同時提倡了「直接給付」與「去除環

境障礙」兩個軸心，但是這兩個軸心在實際執行的現況上卻出現嚴重衝突。其中前者「直接支付」在

英國政府刪減福利的年代中雖然受到重用，但卻是因為它本質有助於縮小政府提供服務的組織規模；

因此「去除環境障礙」的精神與「小政府」的趨勢不一致，最後就無法被英國政府完整實踐。而上述

這些政治結構因素皆影響了英國多只做到個人式的「直接支付」、而沒有做到結構性的「去除環境障

礙」，如此個人式的福利方案也與最初社會模式所提及的「社會(式)障礙」有些偏離。 

  透過對英國里茲地區的研究，可以理解到障礙者不只是在損傷上需要受到適當的醫療與輔具支持，

其在其他生活面向都需要獲得足夠的資源，以讓障礙者在生命機會與生活品質上能與一般人相同。而

障礙的社會模式同時也帶有「普同取向」，其假設所有人在老年或任何時候都會成為潛在的障礙者，

因此政府對障礙者交通權利的改善，其實是有助於社會全體大眾。 

儘管社會模式取向的障礙研究成果幫助將障礙者的交通觀點從個人導向結構，但政治結構卻導致

政策結果仍然停留在個人層次的補助上，而整體的社會障礙並沒有被消除；除此之外，交通工程與公

車路線規劃的專業工程師，也較少與老人/障礙者等社會團體產生接觸，這都導致了身心障礙者日常

生活中的交通問題。而上述對於英國里茲地區的障礙者交通研究，皆可以做為台灣現在或未來對於障

礙者交通規劃與支持的建議和反思，以讓未來台灣生產出福利政策能在保有效率的前提下、兼顧障礙

者的主體性、生活品質與社會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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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 5月 6日（星期日）10:00-16: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障礙者的政治參與」林聰吉教授 

 

一、障礙者的政治參與 

過去的障礙研究談從醫療模式到社會模式的討論，注重身心障礙者的公民權利。而障礙者的公民

權利，與障礙者的政治參與息息相關。如果把障礙者視為少數團體，則障礙政治可被歸類為認同政治

的一環。類似的理論出發點過去已被廣泛使用，例如性別、種族、移民等。從政治的角度觀之，障礙

身份認同一詞的意涵，係指障礙者如何看待其自身？以及自身與他人有何差別？這樣的內涵也延伸出

集體的身份認同，亦即障礙者自身與那些同樣經驗到障礙的其他人，在情感與信念上的共通性，彼此

分享的親近關係與凝聚力。 

學者 Putnam 透過對於群體身份認同的角度，提出一個可以用來研究障礙政治的分析架構，包含

（一）自我認同與組織團體：障礙者必須對其自身的障礙問題有所認識，並且以此種特性為基礎，與

其他具有同樣障礙問題的人形成同一身份的團體。（二）政治參與：如果障礙者要維護自己的各項權

益，那麼投身政治過程就成為不可避免的手段，因此，障礙者需要瞭解如何透過政治策略，達成共同

的政治行動與形成公共政策。（三）最終目的：在於將障礙者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權益，與

一般人所擁有者並駕齊驅。 

 

二、問題與討論 

雖然 Putnam 提出的這個架構有助思考障礙政治認同研究的架構，但講者認為，這些面向與其內

容仍然不免過於強調障礙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團體特性的作用。而且，當這些面向與內容遇到跨國對

象的研究時，是否還能具有很高的實用性？則是另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由於身份認同的政治分析需

要同時考量障礙者所處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結構，當這些條件不一樣時，前述面向與內容的使用便需

要進行調整或修正。 

講者在 2013年與游清鑫進行以全國障礙者人口為母體的電話訪問，研究結果發現，障礙類別與

等級是解釋障礙者是否投票的主要因素。至於年齡、教育等變項，則未具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力。此外，

具政黨認同、關注媒體報導則對促進障礙者行使投票權有正面效果。投票所的人為障礙環境，不至於

成為阻礙障礙者投票的關鍵因素。障礙者因心理或生理因素無法出門投票，才是投票率偏低的主因。

因此，如何讓無法出門的障礙者也可以行使投票權？實施多元的選舉制度，例如通訊投票、電子投票、

提早投票等，皆是可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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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 6月 3日（星期日）10:00-13:0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教學大樓 6F19教室 

內容： 

「照顧理論、政策與實務的批評性回顧」王育瑜副教授 

 

一、什麼是照顧？ 

200多年前，「照顧」的字面意思是：會經常擔憂的人，照顧是某些群體的特質。Tronto 在 1993

年的文章認為，「照顧」這個概念，包含所有為了維持與修復我們的身體、自我，以及環境的活動。

照顧是廣泛的人類維繫生存的活動。1970年代，英國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探討照顧的概念：女人因為

在家庭中照顧老人及身障者，而被排除於公領域之外。照顧在這裡具有政治的意涵。因此，我們從三

個角度看待照顧：（一）照顧是情感。在他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不僅限於對於易受傷害的對

象，也包含對配偶、手足、朋友、鄰居的關心。這是認知的、情感的與道德的關注、也有人認為這才

是照顧的最核心本質，有人則從照顧是情緒勞動負荷的角度論述。（二）照顧是需要體力與時間的實

質勞動：關注的議題包括工作負荷、經濟報酬、照顧者的身體負擔與崩敖、照顧者的能力、如何避免

以照顧之名而實際對受照顧者造成傷害。焦點是照顧者負荷與避免對受照顧者的傷害。（三）照顧是

社會關係：家人間的或專業上的關係。照顧涉及權力與依賴。Kittay 在 1999年對於「照顧者/支配者」

與「受照顧者/依賴與受支配者」觀點的批判認為，照顧者和受照顧者一樣失去自主性。照顧者可能

因為犧牲或是過度認同被照顧者而被支配。照顧者雖然提供照顧，但也會經驗「依賴」。Ungerson 在

2005年的文章認為，男性往往只是給予關心，女性才是實質照顧勞務的負擔者。Tronto 也關心女性

和被社會壓迫、貶抑的群體，這些人往往被指派承擔照顧責任，而男性只是扮演關心的角色。Tronto

主張照顧不應被理解為只是 「照顧者的行動」而已。 

 

二、問題與討論 

女性主義觀點關心照顧者處境的性別意涵，強調關懷倫理、照顧者的價值。照顧被女性化與被視

為低價值的，使得女性在家中提供無酬照顧或是在勞動市場中從事低報酬照顧工作。照顧的投入是貧

窮女性化的重要原因。照顧政策也是女性在勞動市場中從事非照顧工作的人數較少與價值較不被認可

的原因。障礙者權利角度批判將被照顧者視為屈從與依賴者，Brisenden(1989)指出障礙者被迫依賴無

酬照顧者的支持，其實對照顧者與接受照顧者雙方都是剝削。這種照顧破壞雙方關係，也剝奪了雙方

的生活機會。Morris(2001；2004)認為，關於提升照顧價值的論述往往只重視照顧者，忽略接受照顧

者的觀點。接受照顧者被視為是屈從於照顧者、依賴照顧者的。照顧是壓迫障礙者、對障礙者的偏見，

認為障礙者無法行使選擇與控制，是無助的對象。應丟棄「照顧」的意識形態，強調障礙者充權，障

礙者雖然需要支持協助，但是應有權掌控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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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照顧」周怡君副教授 

 

障礙運動改變了傳統「障礙者」與「照顧服務」間的社會關係，其中也形成一波著名且對全球社

會皆有後續影響的「自立生活運動(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自立生活運動成為障礙運動者是為

保護自己不繼續受到醫療模式宰制、而訴求的一種新生活形式。在自立生活運動中，主要的成就之一

是幫住障礙者脫離過去不可避免的依賴(dependent)與無助(helpless)的刻板印象，其目標不只是幫

助障礙者學習自力生活的技能與能力，更是進一步讓障礙者可以確保自己的生活和行動是以獨立意志

的方式被執行(Shakepeare 2006)。 

  Brisendn(1989)就說過：「自力生活運動的重點是讓獨立的人們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要他

們自己處理所有事情。」Shakespeare(2006:139)也說「從障礙權利的觀點來看，自立生活運動是用來

增助自主性(autonomy)、而非自我滿足(self-sufficiency)。」從這些論點來看，研究者對自立生活運動

的認知不應該只停留在討論障礙者於行、工作與生活等事項的自我獨立程度，而是得進一步考量障礙

者與照顧服務關係之間，障礙者本人是否具備自主性和自我決定的權力。 

  因此可以說自利生活運動並非要障礙者擺脫「照顧」，而是要翻轉傳統的「照顧關係」。例如在傳

統的照顧關係中，決定障礙者生活起居的主要是醫療權威與家長，這導致在診斷的現場，醫師多會略

過障礙者、僅將他看作成次於一般人的損傷客體，而直接和家長討論診療行為。但自立生活運動並非

要障礙者拒絕對既有損傷有幫助的診療行為，而是要改變傳統醫療決定的過程中的互動關係，讓障礙

者對自我的身體擁有與一般人相同的發言權。 

  同時自立生活運動的精神不只用來在醫療現場實踐與反抗，更幫助障礙者在政治場域中獲得賦權

的機會，並決定與自己有關之任何政治事務。因此自立生活運動不僅加速了歐洲去機構化的社會過程，

更與障礙運動著名口號「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相互呼應。總而來說，自立生活運動批判過去

障礙福利政策總是專注於個體損傷和限制的傾向，並將焦點拉回到社會環境之障礙與障礙者的自主性

之上；同時該運動並非僅在意障礙者獨立生活的可能性，而是注重障礙者和生活與支持服務之關係，

障礙者能夠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再被社會歧視為一個次於正常人且無法決定自我事情的個

體。 

  而 Shakepeare(2006)提到自立生活運動發展出了一種有別於過去機構化的照顧支持，也就是個人

支持(personal assistance)。個人支持相較於過去依賴家庭、志願者或是地方權威機構的照護關係，它

強調障礙者能夠透過直接的支付去雇用誰能來成為他們的協助者(helpers)。而自立生活運動者則認為

個人支持的政策途徑，能夠讓障礙者受到的支持服務保持較高的品質，最重要的是，障礙者因為保有

僱用的權力，將促使障礙者的確能在市場上選擇（做出決定的權力）他所想要的服務。儘管已經開始

有學者提及個人支持的政策途徑，其造成的市場化衍生問題反而讓弱勢障礙者遭遇另一種特殊困境，

但不能否認的是，自立生活運動所塑造出的障礙認知對與「障礙者/照護關係」的翻轉，仍形塑出障

礙運動以降所發展出的新興障礙福利政策之趨勢，並成為障礙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與取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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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執行之心得與收穫 

 

本學術研究群跨領域地邀集關心障礙議題的學者，定期互動、對話，共同參與閱讀及討論，打破

傳統學科藩籬，增進不同專業領域之間的共同理解。在上述每次研究群聚會中討論了各個當代障礙研

究的重要議題，包括障礙與性別、障礙歷史研究、照顧議題等，更本於批判的精神，將障礙體驗、STS

等較少被提及的議題納入討論的重點。由於研究群的跨領域特點，屢次討論都能有不同學門觀點的意

見交流，也不時地有重要的辯論火花，刺激出學術研究的嶄新視野。 

研究群已經固定聚會長達兩年，在這兩年間，本學群的成員紛紛累積了各種學術成果，例如在學

術期刊發表論文、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17年 10月，本研究學群成員多人前往韓國牙山

市參加東亞障礙研究的國際論壇（出國費用來自出席成員自己的科技部個人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與

會者來自韓國、台灣、日本、中國。這個特意強調東亞立場的障礙研究論壇，一方面鼓勵與會者批判

西方理論的侷限，另一方面深化不同東亞國家之間的跨國界對話。 

除了國際合作與交流之外，本研究群成員在研究群計畫執行期間，成員共累積了國內期刊論文 9

篇、國內研討會論文 1篇、國內專書論文 12篇、國外期刊論文 8篇、國外研討會論文 9篇、國外專

書論文 1篇，並且在非學術著作也有 4篇文章，其中包括〈障礙體驗，體驗了什麼？〉這篇文章，是

研究群成員於聚會之討論內容，搭配上時事，以淺白方式撰文刊登於《巷子口社會學》，藉此希望可

以盡力推廣障礙研究。在專書出版方面，多位研究群成員藉由聚會討論，組織國內外障礙研究學者合

作，編撰《障礙研究與社會政策》專書，將於 2018年出版，也是本研究群之重大成果。 

雖然民間論述與政府政策在身心障礙領域已經快速演變，「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推展

也在台灣逐漸成為重要議題，但是臺灣學術圈內障礙研究的進展卻仍舊需要更多推展，因此本研究群

致力於建立一個跨領域的身心障礙研究網絡，提出具有在地經驗理論基礎的論述，挑戰障礙議題主流

框架中的醫療觀點。本研究群不但先面對了跨領域的挑戰，更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出一定的成果，期望

長久以來的努力，能夠為臺灣障礙研究開啟新的一頁。  

  



15 
 

參考文獻 

Bérubé, M. (2018). The Secret Life of Stories: From Don Quixote to Harry Potter, How 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ransforms the Way We Read. NYU Press. 

Burgstahler, S., & Doe, T. (2014). Disability-related simulations: If, when, and how to use them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of Disabilit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2). 

French, S. (1992). Simulation exercises in disability awareness training: A critique. Disability, Handicap & 

Society, 7(3), 257-266. 

Goggin, G., & Newell, C. (2003). Digital disabilit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ability in new media. 

Rowman & Littlefield.Lucas-Carrasco, R., & Salvador-Carulla, L. (2012). Life satisfaction in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3(4), 1103-1109. 

Hughes, B., 1, K. (1997).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nd the disappearing body: Towards a sociology of 

impairment. Disability & society, 12(3), 325-340. 

Morris, J. (2014). Feminism, gender and disability. 

Putnam, M. (2005). Conceptualizing disability: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disability 

identity.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16(3), 188-198. 
Roulstone, A., & Prideaux, S. (2012).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policy. Policy Press. 

Rummery, K., & Fine, M. (2012). Car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6(3), 321-343. 

Sandahl, C., & Auslander, P. (2005). Introduction: Disability studies in commotion with performance 

studies. Bodies in commotion: Disability and performance, 1-12. 

Schmidt, S., Power, M., Green, A., Lucas-Carrasco, R., Eser, E., Dragomirecka, E., & Fleck, M. (2010). Self 

and proxy rating of quality of life in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results from the DISQOL 

study.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1(5), 1015-1026. 

Schur, L., Shields, T., & Schriner, K. (2005). Generational cohorts, group member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87-496. 

Shakespeare, T. (2006). Disability Rights and Wrongs. Routledge.  
潘佩君(2012)。《社會模型實踐與侷限：以英國里茲老人與障礙者的交通方案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研究所博士論文。 


	封面
	成果報告內容
	第一頁及摘要
	成果報告目錄與內文
	簽到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