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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於 2012 年 6 月修正，並自 2012 年 7 月 11 日起施

行。身障手冊有效日期到期與新申請鑑定的人會先採用，其他的身障者則必須要

在 108 年前陸續重新鑑定，並每 5年重新鑑定一次。 

    在新制度中，身心障礙除需經過醫療鑑定，另外要加上社會局的需求評估，

才可核發身心障礙證明(舊制的核發文件稱為「身心障礙手冊」)。 

 

新舊制的比較 

  舊制的身心障礙鑑定以疾病型態來分類，以身體各系統構造或功能的損傷，

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情形來判斷，但此方法無法完整描述身心障礙者的功

能情形與生活實際需求。 

  新制的身心障礙鑑定以 WHO 發展之 ICF 為架構重新建立，著重以功能需求作

為判定標準，包含：所有的身體功能、活動和參與在內，主要著重於專業團隊身

心功能之評估與鑑定。 

  新制的身心障礙鑑定，除了舊制原有的醫療鑑定之外，再增加需求評估；而

鑑定項目、鑑定人員都做了改變，見表一。衛生機關完成鑑定報告，轉交社政機

關進行需求評估，符合規定者，即核發身心障礙證明，其分級仍分為輕度、中度、

重度、極重度，不同等級有不同的福利措施。 

 

ICF 是什麼？ 

  ICF 是一種標準化分類編碼系統，由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1 年發表。

以英文和阿拉伯數字組成的代碼，以提供統一的和標準化語言及架構來描述健康

和健康相關狀態。全文為「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ICF 修正自 1980 年發展的國際機能損傷、身心功能障礙與殘障分類（Inter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ICIDH）以及 1997 年發展的國際機能損傷、活動與參與分類（International C

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ICIDH-

2）。 

  ICF 分類系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身體功能和身體構造（b 碼及 s 碼）、

活動參與組成（d碼）；第二部分由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組成（e碼）。 

 

表一 舊制身心障礙鑑定與新制的差別 

  舊  制 新  制 

鑑定分類 16 類身心障礙 8 大類身心障礙 

鑑定工具 

我國自行發展，約使用 20

餘年： 

• 針對身體功能（類似

b碼及 s碼） 

以 WHO 發展之 ICF 為架構重新建立： 

• 身體功能與結構（b碼及 s碼） 

• 活動參與及環境（d碼及 e碼） 

鑑定等級 

依據現有鑑定表，計算綜

合等級：輕度、中度、重

度、極重度 

• 依據新制鑑定表，每個項目皆有

等級，ICF 並無綜合等級 

• 為因應未來各類法規及福利補助

之核給，仍需規劃綜合等級 

鑑定流程 醫院鑑定（醫師門診） 
專業團隊鑑定（醫師門診＋其他專業評

估） 

鑑定人員 醫師 鑑定醫師及功能評估人員 

特性 

主要以疾病型態鑑定分

類，所獲得之福利服務皆

相同 

• 依個案之身心功能評估，作為獲

得福利服務之依據 

• 個別化：衛生單位需籌組鑑定專

業團隊及社政單位需求評估團

隊，作為鑑定及需求評估核定之

證明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2012，7 月 9 日）‧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 取自 h

ttp://www.doh.gov.tw/ufile/doc/新制身心障礙鑑定.ppt 

  

 



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 

  身心障礙鑑定的方法可分為一般流程和併同辦理流程兩種，身心障礙者可以

選擇一種方式辦理。 

  如果希望指定鑑定醫師，需選擇一般流程；選擇併同辦理流程時，需配合鑑

定醫院的診間和時間、掛號規定及科別，不可以指定醫師進行鑑定，且鑑定醫師

仍有可鑑定身障類別之限制，需事先向鑑定醫院洽詢。 

  若是想申請身心障礙鑑定者有多方面的身體問題，且是在不同醫院看診的

話，建議可先申請診斷證明書提供給鑑定醫師參考，鑑定醫師會判斷是否需要尋

找其他的鑑定醫師協助鑑定。 

  而整個鑑定作業過程，目前沒有明確規範完成的時間，需視情況而定。一般

而言，醫院在完成鑑定報告 10 天內，會將報告送至申請人的戶籍所在地衛生主

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接到報告 10 天內，會核轉社政主管機關，接著會於 15

天內主動進行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復康巴士服務及行動不便資格的評估與判

定。大概來說，從鑑定報告完成到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最長的作業時間為 35 天。 

 

圖一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流程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2012，7 月 9 日）‧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 取自 h

ttp://www.doh.gov.tw/ufile/doc/新制身心障礙鑑定.ppt 



會有哪些改變? 

一、單一決定→多元考量：目前只要在指定醫院由醫師做完身障鑑定，符合標準

就可以取得身障手冊，手冊上會註明是肢障、聽障、視障或智障等等障礙類

別；未來則需要透過醫生、社工、特教等專業人員進行鑑定後，再由相關專

業人員組成團隊，針對身障者的生活、社會參與等層面進行需求評估，才能

夠取得身障證明。 

二、被決定→主動表達：目前多由政府依據障礙的類別、程度以及家庭經濟狀況

來決定可以使用的福利，未來則會多一個需求評估的程序，會詢問我的需

求，並依照專業評估與我所表達的內容決定服務，因此表達自己的需求變得

十分重要。 

三、還會是身障者嗎？：原則上目前領有身障手冊的人，在採用新的鑑定制度

後，仍會被鑑定是身障者，只是障礙類別的名稱會改變；而因為認定方式除

了判定生理的損傷程度外，也會考慮影響活動與社會參與的程度，因此目前

不被認定是身障者，則有可能經由新的鑑定取得身障證明。 

四、得到的福利會不會改變？：原則上目前取得的現金補助都不會有所改變，而

未來取得福利服務則必須要透過需求評估才可以確定。 

 

鑑定過程中要注意什麼? 

最大的改變就是增加了需求評估的程序，也就是能不能獲得各項福利服務是

依據需求評估的結果而決定，在需求評估的過程中如果都說「還好」、「沒有什麼

問題」，可能在 5年內就得不到任何的服務！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1. 溝通方式：如果評估人員使用的溝通方式與我一直以來使用的有所不同，

可以要求提供溝通協助，避免在評估過程中雞同鴨講。例如可以要求使用

國語、台語、客家話或原住民等語言，聽障者則可要求提供筆談、手語翻

譯（可提出需要文字手語、自然手語或北、中、南手語）、同步聽打、溝通

板等，視障者則可要求提供點字、放大文件。若是表達能力不好，或是無

法與陌生人溝通，則可以要求有家人或熟悉的社工一起陪同。 

2. 有問題就發問： 

（1） 不怕麻煩勇敢提問：如果聽不懂評估人員的問題，一定要發問，確定了

解問題在問什麼再回答，不要怕麻煩或是花時間，因為報告的結果會決

定未來 5年內可以得到哪些服務。 

（2） 要求看紙本：有可能反覆詢問評估人員之後，仍然不了解問題再問什

麼，這時可要求評估人員讓我直接看題目的紙本。 

（3） 詢問問題的目的：評估過程中會詢問許多問題，但是評估人員並不會說



明這些問題與未來要提供的服務有哪些關聯，有可能會在自己不知情或

被誘導的狀況下就做了回答，而影響可以得到的服務，因此只要有疑

慮，就可以詢問評估人員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 

（4） 被忽略就拒絕：如果評估人員忽略我所提出的疑問或協助，再經過多次

強烈反應都沒有解決的話，可以提出拒絕繼續接受評估的要求。 

3. 想想現在與未來：現在或未來的生活中真得沒有任何困難或問題嗎？雖然

現在身旁有很多人可以協助，但是當沒有這些人與相關資源時，我的需求

都可以被滿足、不會有任何困難嗎？請想想看以下問題： 

（1） 克難解決？！：「我坐輪椅，為了要能在流理台煮飯、洗碗，我都坐在

輪椅的把手上」→許多身障者都用自己克難的方式來解決生活中所遇到

的障礙，而認為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其實透過輔具與相關支持服務，是

可以過更有品質的生活。 

（2） 偶爾才發生，可以忍耐？！：「客運都用廣播告知車班訊息，我聽不到

有點困擾，但我三、四個月才坐一次，所以沒關係」→雖然發生頻率不

高，但是不代表需求可以被忽略，要記得提出自己生活中可能面臨的困

難，才可以獲得相對應的支持服務。 

（3） 家人照顧是理所當然的？！：「我出門都由家人接送，有沒有無障礙公

車對我來說沒有差別」：→如果家人沒有空就什麼都做不了，如果有輔

具、服務人員與完善的無障礙環境，就可以不受其他人牽制，而可自立

生活。 

（4） 現在沒有，以後也不會發生？！：「在過去一個月內我使用大眾運輸工

具都沒有遇到問題，外出對我來說沒有困難」→過去一個月內沒有遇到

問題，不代表以後不會發生無法解決的狀況，或是一個月前發生的問

題，不代表過了很久就不需要反應，因此要盡可能跳脫近期的生活模

式，思考突發、長期或未來的需求。另外，如果面臨生涯轉換階段時，

會產生不同的生活模式與需求，比如從學生變成上班族時，交通方式可

能會改變；打算結婚或生小孩時，可能必須要改變居家環境等，因此要

特別參考過去、思考未來的生活規劃以及可能需要的協助。 

4. 主動表達：由於政府的資源有限，把自己的需求與想法講出來後，不代表

一定可以得到對應的服務，但是如果不講就一定沒有！不論是身障者或是

家屬都必須要擺脫過去怕給別人添麻煩的心態，所謂的障礙並不是個人身

體有缺損的問題，而是外在的環境不夠友善所造成的，因此不要覺得可以

靠自己的力量克服或是忍一忍就過去了。也不要認為評估人員比較專業，

全部由專業人員判斷就好，而是要主動說出自己生活中碰到問題，希望可

以得到哪些支持，以及想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5. 要求確認：為了確保評估人員沒有記錄錯誤或遺漏我所表達的訊息，在評



估過程中可要求或自行全程錄音，評估結束後則可要求確認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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