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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試圖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並檢視台灣身心

障礙者工作權保障的相關法律與其落實狀況；以及其背後的所蘊含的社會

正義原則。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1. 相關法規中身心障礙者工作權基



本要素中的社會正義原則為何？ 2. 相關法規中我國身心障礙者工作權如

何演進？ 及其背後的社會正義原則運用為何？ 3. 相關法規中我國身心障

礙者工作權與社會正義原則如何被落實？ 由研究問題的解答可瞭解身心

障礙者工作權中所包含的社會正義原則；與身心障礙者工作權相關法律背

後的工作權基本要素與社會正義原則；以及政府在身心障礙者工作權保障

的落實狀況。最後並依研究發現提出對現行政策的建議。 研究結果發

現： 一、身心障礙者工作權基本要素中的社會正義原則 （一）「工作應

該平等且公正地付予報酬」與「平等原則」及「貢獻原則」 （二）「工

作應該被自由地選取」與「自由原則」 （三）「應該有合理且良好的工

作環境」與「需要原則」及「補償原則」 （四）「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

應該被禁止」與「平等原則」 （五）「政府應該提供工作適應的協助」

與「補償原則」 二、身心障礙者工作權相關法律背後的工作權基本要素

與社會正義原則 綜觀與身心障礙者工作權保障有關的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就業服務法、職業訓練法、公務人員考試法等四個法律當中，在工作

權的五個基本要素方面，以第五項：「政府應該提供工作適應的協助。」

是最多條文符合的項目，其次依序為：「工作應該平等且公正地付予報

酬。」、「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應該被禁止。」、「應該有合理且良好的

工作環境。」至於第二項：「工作應該被自由地選擇。」則未出現在四個

法律之中。 再看社會正義原則的部分，最多的是「補償原則」，其次依

序是「需要原則」，、「平等原則」與「貢獻原則」。至於「自由原

則」，則沒有出現在四個法律當中。 而在身心障礙者工作權保障的概念

上，除了就業服務法與職業訓練法自制定公布以來未做修正外，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與公務人員考試法均隨著時間的轉變而逐漸增加。 三、政府在

身心障礙者工作權保障的落實狀況 （一）身心障礙者工作權保障的具體

措施 在現行政府具體措施方面，是最包含最多措施的項目，共有十一項

措施是以第五項：「政府應該提供工作適應的協助。」為基礎的，而這十

一種措施所秉持的社會正義原則皆是「補償原則」。 再者是第三項：

「應該有合理且良好的工作環境。」有兩項措施符合，其所對應的社會正

義原則是「補償原則」與「需要原則」；再來是第四項：「對身心障礙者

的歧視應該被禁止。」及第一項：「工作應該平等且公正地付予報酬。」

各有一項措施符合，在這兩項原則中所對應的社會正義原則皆是「平等原

則」。至於第二項：「工作應該被自由地選擇。」則沒有具體的措施符

合。 （二）身心障礙者工作權保障的相關統計資料 在相關統計資料的分

析方面，有進步且落實狀況不錯的項目有：「政府應該提供工作適應的協

助。」而所對應的社會正義原則是「補償原則」。已有進行，但還需要更

多努力的部分則有：「工作應該平等且公正地付予報酬。」與「應該有合

理且良好的工作環境。」所對應的社會正義原則分別是「平等原則」、

「貢獻原則」與「需要原則」、「補償原則」 而從資料中我們不太看得

出來落實情形的項目則為：「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應該被禁止。」若與社

會正義原則相連結，那麼則是「平等原則」 至於從資料上無法得知落實

情形的項目則為：「工作應該被自由地選擇。」其所包含的社會正義原則

是「自由原則」。 無論是從具體措施或是相關統計資料，我們都沒有看

到第二項「工作應該被自由地選擇。」的呈現。至於其餘項目，則是互有

消長。 從身心障礙者工作權利的基本要素所對應的社會正義出現最頻繁



的項目是：「補償原則」。而「需要原則」、「平等原則」與「貢獻原

則」雖有出現，但其比重就不如前述兩個原則。至於從資料上無法得知落

實情形的項目則依然為：「自由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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