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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第 5屆第 6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會議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B301會議室 

參、會議主持人：社會處范處長陽添                 記錄：彭莉雲 

肆、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編號 前次會議續予列管項目 辦理情形 決議 

一 

頭份第一銀行門口處無障

礙坡道之坡度較高，導致

身障者至該銀行洽公時，

由該坡道跌落導致受傷，

請該銀行針對無障礙坡道

進行改善。(林委員福盛) 

辦理單位：工商發展處 

1. 106 年 11 月 9 日以府商使字第

1060218498號函通知改善。 

2. 106 年 11 月 22 日以一頭份字第

00224號函通知已委託陳賢秋建築師

事務所辦理。 

3. 106 年 12 月 26 日以(106)陳建師縣

府字第 010號回復改善方式。 

4. 107 年 1 月 4 日以府商使字第

1060254943 號函通知替代改善方案

須送本府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

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審議。 

5. 107 年 3 月 5 日以(107)陳建師縣府

字第 002 號函修正計畫後提報審查

小組審議。 

6. 目前已訂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召開本

府 107 年第一次審查小組會議審議

改善方案。 

繼續列管 

二 請多加宣傳無障礙計程車 1. 今年度公路總局所辦理之駕駛人訓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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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政策。(林委員福盛) 

辦理單位：工商發展處 

練班尚未開課。 

2. 本處業於 106年 8月 7日及同年 9月

12 日發布新聞稿宣導無障礙計程車

補助及駕駛人訓練班政策。 

3. 本處至今無收到業者向本處申請無

障礙計程車補助之案件，目前本縣尚

無無障礙計程車。 

另部分無障

礙計程車業

者於苗栗地

區營運，其

計程車補助

款係向台中

市 政 府 申

請，其原因

為計程車工

會無意願申

請，相關宣

導及執行情

形請於下次

會議說明。 

三 

苗栗火車站身障機車停車

格遭佔用，請將該站身障

停車格規劃事項納入前瞻

計畫。(王委員封台) 

辦理單位：水利處 

前瞻計畫目前屬規劃設計階段，另該站

身障停車格規劃事項已列入計畫內。 

繼續列管 

四 

縣府第二辦公大樓身障廁

所馬桶(屬醫療用)及扶手

不符合無障礙環境規範，

建請改善。(林委員福盛) 

辦理單位：行政處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未提及不

能使用醫療用馬桶，視經費許可狀況改

善。 
繼續列管； 

因全面汰換

該設備所需

經費龐大，

初步就本府

辦公大樓之

一樓身障廁

所先行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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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本縣街頭藝人認證考

試可一年辦理一次。 

(李委員文煥) 

辦理單位：文化觀光局 

本縣自 101 年起辦理街頭藝人認證活

動至 105年止，共計通過組數已達 495

組，目前開放申請之場地計 37 處，平

均每處分配之數量已高達 13 組，考量

整體展演空間之負荷及街頭藝人表演

申請之公平性，另因認證活動辦理至少

約需 30 萬元預算支出，仍以現行之兩

年辦理一次認證活動為宜。 

繼續列管 

六 

建議本縣街頭藝人證照可

跨縣市換證，另外縣市街

頭藝人至本縣表演現行尚

無取締，本縣街頭藝人至

外縣市表演有取締之情

形，建請本縣可進行取締

機制以符合公平性。 

(李委員文煥) 

辦理單位：文化觀光局 

依現行苗栗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

認證管理辦法，仍須經本縣認證通過後

始得在本縣公告空間進行展演；另跨縣

市整合認證機制目前文化部尚在建立

中，俟機制完善後，將依循辦理。 

繼續列管；

函請中央研

議跨縣市換

證及統一取

締機制等相

關事項。 

七 

縣府電梯、苗栗火車站電

梯無點字設備，建請改

善。(李委員文煥) 

辦理單位：行政處 

1. 縣府電梯：本府第一辦公大樓西側

及第二辦公大樓北側無障礙電梯

(各 1台)目前已有點字設備。 

2. 另苗栗火車站電梯無點字設備一

案，本處於 107 年 1 月 25 日以府

社障字第 1070019414 號函請苗栗

車站改善，該站於 107 年 1 月 30

日函復車廂內皆有點字設備，惟部

分電梯入口有缺漏情形並報請電

梯維護廠商補齊，已改善完畢。 

一、為建立

無障礙友善

環境建請將

縣府電梯全

面改善增設

點字設備，

繼續列管。 

二、苗栗火

車站已改善

解除列管。 

二、各單位業務報告(略) 

三、委員建議： 

單位 建議事項 決議 

工務處 1. 語音號誌執行效果不彰原因為何？(陳委員 依委員建議納入下次會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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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禎) 

2. 為身障者及老人行之安全，建議語音號誌列

入縣府長期規劃內或由行人出入眾多地點著

手增設。(李委員文煥) 

3.低底盤公車是否實施設備定期檢查？(陳委

員燕禎) 

作執行情形。 

工商發

展處 

1. 請加強宣導計程車補助。(陳委員燕禎) 

2. 目前苗栗地區無障礙計程車僅少數，預約計

程車需等候時間較長，建議縣府多加輔導及

宣導。(王委員封台) 

依委員建議納入下次會議工

作執行情形。 

衛生局 

1.「健康檢查且具身心障礙者資格者」篩選系

統中央建置完成之期程為何？(陳委員燕禎) 

2.「部分身心障礙類別個案其監護人無法接受

後續的確診檢查及治療，無法達成篩檢的意

義」，其無法達成之後續作為為何？工作報告

尚未呈現。(陳委員燕禎) 

3.對於身障者之子宮頸抹片篩檢執行上如有困

難，是否可改由別的方式達成相同的目標，

如施打疫苗。(陳委員綠蓉) 

依委員建議納入下次會議工

作執行情形。 

長照 

中心 

1. 工作報告請具體呈現長照 ABC 的執行情況。

(唐委員時聰) 

2. 長照 2.0 各項服務量統計表建議將身障者及

老人服務量分類、新增據點等納入報告中呈

現。(陳委員燕禎) 

3. 請提供長照 2.0 推動後新增的服務及據點有

哪些？(廖委員岱珊) 

依委員建議納入下次會議工

作執行情形。 

社會處 
1. 身心障礙者生活福利需求調查，針對研究的

建議各因應的具體執行情形為何？(陳委員

依委員建議納入下次會議工

作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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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禎) 

2. 優採庇護工場工作報告僅呈現查核數量，請

將成果詳實呈現。(陳委員燕禎) 

3. 監護(輔助)宣告執行情形為何？(廖委員岱

珊) 

勞青處 

職務再設計的種類、內容為何？另未獲補助案

件轉分署辦理的後續情形工作報告尚未呈現。

(陳委員燕禎) 

 

依委員建議納入下次會議工

作執行情形。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6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