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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CRPD 公約精神

以身心障礙者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類型



依據CRPD 精神

公約第三條，公約主要目的有七項，語
障礙者為研究對象者，以下列三個主要
目的為主

公平

可近

融合、參與



CRPD公約精神

公平

實質平等，障礙者與他人相同，以障礙
者為主要資料收集者，需要相同的對待

研究過程與設計，都以障礙者為【研究
主體】而非資料對象的客體。



CRPD公約精神

可近性

資訊

研究資訊透明可近，讓障礙者了解他
(她)所參加的研究活動究竟是甚麼。

溝通板、手語、聽打員、字體放大、解
說協助等



CRPD精神

融合、參與

大規模調查資料收集過程，障礙者的參
加受訪

健康促進方案或居住方案評估等，障礙
者的直接參與而非由他人代答。



學術審查與倫理審查

學術審查
倫理審查

研究問題、目的、
方法、驗證假設、
理論層次討論與分
析。

資料收集過程與
對象，研究過程
中涉及的利益、
利害相關人、對
受訪者可能的影
響，保護參加者
不受傷害



對脆弱人口群的特別考慮

學術
審查

倫理
審查

多重
保障

提醒研究者，
針對風險較高
之群體，在研
究計畫過程中，
做多重且仔細
的考慮。



相同原則

以障礙者為對象的研究

無論學術研究與倫理審查，運用的原則
相同

【無差異】以保障研究結果的可信與可
接受公評



研究目的與研究倫理

過往研究計畫審查，研究方法、目的、
研究問題與方法之間的妥適性，為審查
重點。

未來除上述研究方法與科學面的審查之
外，另外加入倫理面向審查。因此以後

研究計畫不只需要學術審查，也需要經
過倫理審查，兩個層面的審查過程。以
確保研究計畫的執行符合兩個層面的要
求。



研究倫理審查甚麼

研究過程的【倫理議題】

招募過程是否符合知情同意原則

進行過程是否善盡保護參加者之權益

研究結果是否達成社會公益與回饋



研究倫理審查

招募過程

對象

知情同意

保護參加者(易
受傷害群體倫理

議題)

社會目的

研究的最終目的

回饋

對參加的回饋
(知識與問題)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會

 依據研究對象及研究風險的高低

 區分為

 會議審查 (障礙人口屬於會議審查，除非
研究設計時，說明不會直接接觸障礙者身
體等)

 簡易審查

 免除審查



研究倫理在身心障礙群體的運用

知情同意

招募過程

研究資料

研究過程的參與



研究目的與研究倫理

目的

 Doing good
科學研究的本質與目的，都多少涉及評
估性質的研究，希望研究結果可以改善
服務或提升品質，或促進弱勢團體福祉

 No harm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善盡保護參加
者或受試者的責任。



研究目的與研究倫理

倫理面審視研究涉及社會弱勢團體時，
主要的衡量基準

公平

社會參與

尊重社會差異

可近性



台灣常見以障礙者為對象的研究
類型
健康資料收集比較

居住地點

障礙者各項大型調查

教育單位收集資料



近年發展:障礙者群體成為主動收
集資料的研究群體
例如

最近由障礙者發起的，在各個城市發現
或找尋無障礙餐廳的活動，就屬於由障
礙者以倡議角度，針對特定社會議題自
行收集資料的研究行動。



障礙者為對象

健康比較

比較健康促進方法

運動

疾病類型與過程發展



以障礙者為對象

健康資料收集

可能需要

抽血

基本身高、體重測量

病歷資料追蹤



以障礙者為對象

健康資料

疾病類型比較

基因檢測 (罕見疾病確診)



以障礙者為對象

倡議去機構化居住

比較不同居住地點與方案

比較居住地點如何影響居住者的各種福
祉指標

服務內容與方案的比較



以障礙者為對象

回答者

代答者

代理人回答或監護人回答

障礙者本人回答



運用在障礙人口時

公正地傳達障礙者的意見與想法，而非
代答者的意見

尊重障礙者能平等參與研究機會，而非
受助者或依賴者的位置參加研究計畫

包容障礙群體內的差異性，而非一視同
仁



運用在障礙人口時

確保可近性

用各種方法、輔具、溝通工具、材質、
觸覺、圖畫表意等，讓障礙者了解研究
的內容與過程

研究資訊透明、公開



研究過程

確保參加研究者的安全、環境的舒適、
可近性 (聲音提醒、燈光、家具設計容
易使用等)

資料收集時，須用各種方法確定與確認
參與者了解問題與回答。



研究者本身

對研究對象特質與需要，具備敏感度。

尊重研究對象的多樣性與多重需要。

需要在研究過程中，善盡保護研究者的
責任，同時需要做到各種安全保護措施

倫理審查時，需要確認研究者能了解這
些議題且具敏感度。



研究倫理層面問題

以障礙者為對象的研究

受益原則

知情原則

好的研究、不傷害(善盡保護受試者之
責任)



研究倫理原則:受益

 障礙人口與其他人口一樣

 都需要透過研究活動，收集資料與資訊，
讓他們的問題與需求能被社會看見。

 障礙者在研究結果的運用上，獲得提升生
活品質與滿足生活需求的益處。

 提升障礙者生活品質，非研究者本身學術
成就。



研究倫理原則:受益

例如

研發輔具，需要障礙者參加，試用給予
意見，成果可以讓更多的障礙者受益。

研發新藥，能減輕疼痛，提升生活品質，
障礙者受益，但也須障礙者的參與。



研究倫理原則:受益

例如

收集障礙者的生命故事，可以啟發與提
升他們權利意識，促進倡議。

收集障礙者使用交通運輸工具的意見，
直接間接的改善交通運輸設施的無障礙
環境，讓更多障礙者受益。



受益原則:近年發展

最近二十年，因障礙者運動的關係，倡
導障礙者應是研究活動的主體，而非只
是被研究的對象而已。

因此

研究倫理原則時，評估研究計畫活動的
原則之一，即是該項計畫對障礙者社群
的潛在利益。



受益原則:近年發展

障礙者成為研究的主體

障礙者替自己發聲，而非只是藉由研究
者的結果，呈現他們的需求。

障礙者主動參與研究活動，或讓自己成
為研究的焦點。



近年發展

障礙者由被動轉
為主動

研究計畫及活動

成為研究的主體，
而非只是客體



知情同意三要素

告知

決定能力

自願

如何運用到脆弱群體



研究倫理原則:知情同意

研究障礙相關議題時，如何讓障礙者了
解研究計畫

目的:為何要做這個研究，希望能達到
什麼目的

如何收集資料? 收集的程序與工具等

為何需要障礙者的參與?



知情同意

以障礙者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計畫，面對
的最大挑戰，就是知情同意。

如何獲得障礙者或其代理人、監護人同
意提供訊息，或同意參與研究，往往是
最不容易的過程。



知情同意:原則

障礙者對研究計畫或活動部分

了解研究目的、資料收集與過程、時程、

收集資訊類別等

研究活動的詳細內容。



知情同意:原則

一般研究計畫的知情同意原則，也適用
於障礙者。

但是

障礙者的知情同意，需要研究者另外
針對【知情同意能力】做特別的評估與
考量。



知情同意原則
在障礙者研究的運用
 【能力】

 障礙者是否有能力能表達同意參與研究

 可以根據障礙者日常生活中，針對自己照
顧的決定，是否可以有效表達做為參考。

 【自願】

 障礙者了解自願提供訊息的意義，即使最
後的結果也許不滿意，但是自願的原則更
為重要。



知情同意原則
在障礙者研究的運用
【脆弱特質】

障礙者與其他人口的差異在於本身的脆
弱特質，參加研究時，研究者須對障礙
者的脆弱特質非常敏感，以避免障礙者
受到傷害。

例如有關障礙者健康照護的相關研究，
或健康運動等，都需要避免受到傷害。



知情同意原則
在障礙人口研究的運用
【監護人、代理人】的同意

障礙者許多時候，需要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同意，才能收集研究資料。但是誰
能最具有代表障礙者意見，則是在研究
場域裡面，最需要費時間處理即挑選的。



知情同意原則
在障礙人口研究的運用
對收集資料與研究目的的解釋

如何讓障礙者了解，該項研究計畫與障
礙者之間的關係與重要性。

研究方法上，為何採取方法A或方法B
等都須對障礙者做詳細的解釋與說明。



知情同意原則
在障礙人口研究的運用
研究計畫方法面:讓障礙者與代理人了
解研究計畫的可能效果與結果

研究設計

欲達成的效果或結果

對未來障礙者福祉提升的影響

影響未來政府資源的投入與產出

影響障礙者的生活品質



知情同意

【自主】

研究者在收集有關障礙者的相關研究資
料時，需本持尊重障礙者的自主性原則，
盡量提供有關研究計畫的資訊，讓障礙
者了解整個研究活動。

尊重障礙者即使具有溝通限制，仍然是
能獨立表達意見的人，而非假設障礙者
需要透過第三者來表述自己。



知情同意
退出研究計畫
障礙者與一般人口群享有一樣的決定能
力

可以隨時退出研究計畫的權利

可以享有彈性的決定能力

退出研究計畫的程序與一般人口相同



研究風險

研究過程是否對受試者或參加者

造成不適

產生副作用

心理層面影響

產生危險

結果讓參加者之照顧者無法接受

無法適當表達內心感受而受挫



風險控制

障礙者參與研究計畫時，需要對他們易
受傷害的風險，做周全的準備。

例如

受訪時，給予比較多的休息時間。

環境方面，障礙者需要的協助及提示
(聽覺障礙者)等，都需準備。

溝通文字簡單易懂、容易了解回答，才
能收集到正確資訊。



風險控制

保護受試者原則，研究者善盡保護受試
者的基本權利原則。

尊重障礙者隱私

尊重障礙者的自主、自決權利

障礙者在研究過程中，出現不舒服、焦
躁不安等現象時，就應停止研究活動。



英國經驗

 The UK Research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hifting focus on doing research on and about 
population of people to doing research with these 
population. 

 英國政府意識到有關社會照顧或社會政策的研
究，都涉及社會中比較弱勢的團體，因此在研
究倫理的規範上，需要特別的注意與強調，以
確保參加者的福祉，尤其對心智障礙者或精神、
心理疾病患者的保護。



英國經驗

發展出社會照顧研究倫理 (Social Care 
Research Ethics)

特別針對研究對象為障礙者或弱勢團體
的研究倫理規範與治理架構。

歐洲國家發展在一般研究對象之外的社
會脆弱團體研究倫理。



英國經驗

 充分反映研究對象的多樣、多異與多元性格。

 對障礙者在研究過程中角色的轉變，不再只是
被動的參與者，而是主動的參與研究。例如，
研究各種障礙者的無障礙設施，逐漸地都需要
障礙者本身的參加，成為研究的一部分，不只
是資料提供者而已。

 例如對失智症長者的研究，患者本身的經驗可
以改善照顧制度與品質，既使在收集資料的過
程中，花費的時間是一般人口的好幾倍，但是
也須依據一定程序執行。



英國經驗

基於社會公共善(public good)的邏輯，
運用到女性、精神疾病者、同志研究等
各種照顧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中。

英國政府在有些研究計畫申請過程中，
除學術審查、倫理審查外，也會依據研
究性質要求社會照顧研究倫理的再檢驗。
希望對研究對象能有更為周延的保護與
尊重。



未來發展

大學依據本身的學科領域成立機構的人
類研究倫理審查制度

除一般學術審查之外，以後倫理審查的
成分將逐漸增加。

研究計畫正式執行前，需經過兩道審查
的程序。



未來發展

 收集資料過程更為嚴謹，例如研究
者須要養成對研究倫理的敏感、避免在
自己的工作機構收集資料，或要求學生
填答問卷、或將受訪者的故事揭露等這
些以往被忽略的倫理議題。

 研究者在過程中的角色與義務更為
吃重，且更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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