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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杨

飞

（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 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就是指残疾人平等地、方便地、无障碍地获取、接受和传递信息的
权利，包括传统的文字提示（ 如字幕） 、盲文、手语、语音等信息交流服务无障碍权，电子和信息技术无障
碍权，网络无障碍权等内容，对于残疾人享有其他人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属于
国际公约确认的人权，属于人权中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对应的义务主体
是国家，国家应承担尊重、保护和实现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义务 。我国应通过立法、行政执法、司法三
方面加强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国家保护 ，同时社会组织和企业也应当承担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社
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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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 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
法》） ，在第七章“无障碍环境”第五十二条新增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 ”。
由此，可以认为我国残疾人在享有设施无障碍权 （ 又称物质环境无障碍权 ） 的基础上，又依法享有信息
交流无障碍权（ 简称信息无障碍权） 。2011 年 6 月，国务院公布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该条例第三
章即为“无障碍信息交流”。
尽管立法已经规定了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目前我国法学界还缺乏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专
门研究，有诸多问题需澄清。什么是信息无障碍权？ 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为什么要规定信息无障碍权 ？
信息无障碍权的性质是什么？ 信息无障碍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信息无障碍权对应的义务主体是
谁？ 如何保护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 本文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一、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概念和意义
（ 一）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概念
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是指残疾人平等地、方便地、无障碍地获取、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除了
传统的文字提示（ 如字幕） 、盲文、手语、语音等信息交流服务无障碍权外，在信息时代还包括电子和信
息技术无障碍权、网络无障碍权等内容。信息无障碍可以使传统信息、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等更加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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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用，从而保障残疾人和“健全人”平等地获取和利用信息。
（ 二）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意义
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之所以要规定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是因为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对于残
疾人享有其他人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在序言中明确指出： “无障碍（ accessibility） 的物质、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医疗卫生和
教育以及信息和交流（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对残疾人能够充分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至关
重要。”残疾人获取、接受、传递信息的障碍使残疾人成为信息贫困者 ，使其劳动就业权利和受教育权利
等实现受到极大的障碍，而信息无障碍权可以为残疾人劳动就业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 。
残疾人享有信息无障碍权是其享有劳动就业权利的基础 。信息无障碍有助于残疾人寻找、获得、保
持和恢复工作，促进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和职业提升机会 。 网络时代使残疾人的劳动就
业权利有了更多的实现机会，因为网络可以使残疾人比较容易地实现在家劳动 ，而不必到用人单位去工
作。
残疾人享有信息无障碍权是其享有受教育权的基础 。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据 2006 年统
计，我国 15 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 ） 为 3591 万人，文盲率为 43． 29% ①。 残
疾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可以充分开发潜力，发展个性、才华、创造力以及智能体能，培养自尊自重精神。
除传统的盲文、手语等无障碍信息交流服务外，信息技术目前已经广泛运用于教育领域，残疾人实现信
息无障碍权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减轻甚至消除残疾人与“健全人 ”之间的不平
等。在网络时代，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 或 Digital Gap，又称信息鸿沟） 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
2005 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 WSIS） 第二阶段会
间的鸿沟不仅存在，而且制造着新的不平等。为此，
议通过的《突尼斯承诺》宣布： “我们应当不懈努力，为普天之下的所有人，特别是残疾人，推广普遍、无
所不在、公平和价格可承受的信息通信技术接入 ，包括通用的设计和辅助技术，确保这些技术带来的实
惠能够在各个社会之间及其内部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 ，并使数字鸿沟得到弥合，从而为全体人民创造数
字机遇，并从信息通信技术促发展生成的潜力中受益 。”
残疾人享有信息无障碍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一个信息社会如果存在很多信息障碍，
就不是人人平等受益的信息社会 ，包括残疾人口和贫困人口在内的弱势群体就会与主流社会存在巨大
的信息鸿沟。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社会，社会主流阶层也不可能独享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②。 如
果残疾人的信息交流存在障碍，就容易导致残疾人的自我隔离与孤立 ，最终使得残疾人被排除在主流社
会之外，这不仅会使社会遭受损失，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我国有 8300 余万残疾人，涉及 7000 多万户家
庭约 2． 6 亿人口③，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其信息无障碍权这一基本权利的实现与否，显然与构建
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① 参见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
（ 第二号）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http： / / www． cdpf． org． cn /2008old / sytj / content /2007 － 11 /21 / content_74902_3． htm，
2012 年 4 月 3 日
访问。
载《现代电信科技》2007 年第 3 期，第 2 页。发展权
② 参见任铁民： 《信息无障碍是残障人士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的基本发展权》，
是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1986 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指
出： “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一项特有权利”，“承认创造有利于各国人民和个人
发展的条件是国家的主要责任”。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是残疾人平等地享受社会进步成果（ 信息技术） 、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因此也
属于发展权。由于发展权的价值宣示意义大于法律技术意义，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我国残疾人口为 829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6． 34% 。参见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
③ 2006 年 4 月 1 日零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http： / / www． cdpf．
org． cn / sytj / content /2008 － 04 /07 / content_30316033． htm，
2012 年 4 月 3 日访问。全国有残疾人的家庭户共 7050 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户
数的 17． 80% ，有残疾人的家庭户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9． 98% ，户均规模为 3． 51 人。参见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http： / / www． cdpf．
org． cn /2008old / sytj / content /2007 － 11 /21 / content_74902_2． htm，
2012 年 4 月 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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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性质
（ 一）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人权属性
所谓人权，就是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英美学者一般称之为人权，德国宪
法学者习惯称基本权利或基本权 ，不少日本学者称之为基本人权，我国宪法学者大多依据宪法用语称之
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名虽不同，意实一致。
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已被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为人权的一种 ，属于特殊群体成员享有的人权。 为
专门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权 ，联合国大会于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过了《残疾
人权利公约》，该公约第 9 条“无障碍（ Accessibility） ”明确规定，缔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便促使残
疾人有机会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和系统 ，包括因特网（ Internet） 。第 21 条“表达意见的自由和获得
信息的机会”还规定，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以无障碍 （ accessible） 模式和适合不同类别残
疾的技术，及时向残疾人提供公共信息，不另收费，确保残疾人能够行使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由此，信
息无障碍权和表达自由中的“知情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互相依存的权利。
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也是我国法律承认的人权 。 我国《宪法 》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残疾人的信息
无障碍权，但在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8 年 6 月 26 日批准了
《残疾人权利公约》，开始履行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国际义务，该公约中规定的“信息无障碍权 ”当然也成
为国家尊重和保障的人权之一。此外，我国《宪法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五条规定：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信息无障碍权是残疾人劳
动、生活和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内在地包含于宪法上残疾人的权利之中。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 》第 7 章
“无障碍环境”第五十二条规定： “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信息交流无障
碍，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无障碍环境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无障碍环境建设进行统筹规划 ，
综合协调，加强监督管理。”这一条虽未使用“无障碍权 ”（ 或称“无障碍环境权 ”） 这一术语①，但所规定
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的义务所对应的实际上就是残疾人的“无障碍权 ”。 其中国家和社会“推进
信息交流无障碍”的义务相对应的就是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
（ 二）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社会权属性
人权或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可大致分为自由权 （ 自由权利 ） 和社会权 （ 社会权利 ） 两类。 自由权相当
于国际人权法上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权相当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社会权，又称受益
［1］

权、积极权利或社会基本权利，是一种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而非消极的防御国家的权利 ，“实即
［2］
人民获受于国家的利益” 。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需要国家承担促进等实现义务，需要国家通过立
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手段积极作为 ，因此，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属于人权中的社会权 。
由于社会权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 ，而国家掌握的财政、物质等资源是有限的，社会权在实现上具有
“逐步实现”的渐进性。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与文化发展的程度 ，即使
是发达国家全面实现该权利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因此，《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4 条“一般义务”规定： “关
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各缔约国承诺尽量利用现有资源并于必要时在国际合作框架内采取措施 ，以
期逐步（ progressively） 充分实现这些权利，但不妨碍本公约中依国际法立即适用的义务。”我国《残疾人
保障法》第五十二条亦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逐步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
三、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主体和内容
（ 一）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主体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权利主体是残疾人。 依据我国《残疾人保障法 》第二条，残疾人是指在心
但未被采纳。参见中国残疾人
① 《关于残疾人保障法修改总体框架的方案及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使用了“无障碍权益”的术语，
2012 年 4 月 3 日访问。有学者使用“无障碍权益”这一术语，参
联合会网站，http： / / temp． cdpj． cn / bzfxg /2005 － 04 /05 / content_3933． htm，
见秦勇、李凤霞： 《论我国残疾人无障碍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载《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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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
力的人。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
疾的人。2006 年，全国各类残疾人的总数为 829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6． 34% 。 各类残疾人的
人数及各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重分别是 ： 视力残疾 1233 万人，占 14． 86% ； 听力残疾 2004 万人，占
24. 16% ； 言语 残 疾 127 万 人，占 1． 53% ； 肢 体 残 疾 2412 万 人，占 29． 07% ； 智 力 残 疾 554 万 人，占
6. 68% ； 精神残疾 614 万人，占 7． 40% ； 多重残疾 1352 万人，占 16． 30% ［3］。 由于残疾人自身的生理因
素和目前我国信息、网络技术的不完善，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难以得到实现。 如我国 1200 多万视力
残疾人中能够使用电脑的不到 1 万人，而在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能使用电脑的盲人占整个盲人群体
的 17% 左右，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个比例分别是 8% 和 11%

［4］

。

（ 二）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内容
残疾人在信息交流时存在各种障碍 ： （ 1） 因为身体问题不能进行自如操作控制的身体和习惯差异
障碍； （ 2） 因为感官感知问题不能获取设备信息的感官感知障碍 ； （ 3） 因为认知问题或文化差异障碍不
能正确理解和操作设备的认知障碍和文化差异障碍 ； （ 4） 因为沟通问题不能明确表达自身需求的沟通
障碍； （ 5） 混合型障碍。克服这些信息交流障碍需要相应的辅助技术，如语音控制、语音识别、触摸屏、
［5］

盲文显示输出、视觉显示辅助、字幕功能、声音转译、图形符号界面、文字图形化等

。

针对残疾人信息交流面临的障碍，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包括： （ 1） 传统的文字提示 （ 如字幕 ） 、盲文、
手语、语音等信息交流服务无障碍权。（ 2） 电子和信息技术无障碍权，是指电子和信息技术相关软硬件
本身的无障碍。（ 3） 网络无障碍权，是指网页内容无障碍、网络应用无障碍等。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内容包括： （ 1） 消极功能，残疾人有权要求国家不妨碍或侵犯其无障碍权
益，对应国家的尊重义务； （ 2） 积极功能，残疾人有权要求国家保护其无障碍权益不受其他个人或组织
的妨碍或侵害，有权要求国家给予无障碍权益，对应国家的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
（ 三）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对应的国家义务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 。 借鉴国际人权法学者对人权所对应国家义务的分类①，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对应的国家义务可分为三个方面 ：
1． 尊重（ respect） 义务。该义务一般又称消极不作为义务，要求国家不妨碍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
行使或不侵犯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国家不得妨碍和侵犯残疾人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权利 。 国家机关
违反尊重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获得权利救济 。
2． 保护（ protect） 义务。该义务是指国家应当保护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不受其他个人或组织的妨
碍或侵害。如果个人或组织妨碍或侵犯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残疾人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予以司
法保护，此时法院就应当履行国家的保护义务 。
3． 实现（ fulfill） 义务。该义务又称履行义务或落实义务，是国家的一种积极作为义务，可进一步细
分为促进义务和提供义务：
（ 1） 促进（ promote） 义务，又称通过协助实现权利的义务、便利义务，即为有效实现残疾人信息无障
碍权提供条件的义务。国家有义务通过积极的行为增强残疾人获取资源和享有这种权利的能力 ，从而
促进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 。这种积极行为包括文化教育方面的措施 ，如把互联网接入所有的学
校和图书馆、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教育阶段都加强信息技术教育 、为残疾人劳动者提供免费信
息技术培训，也包括通过为低收入残疾人免费提供网络接入服务以及二手电脑的低价购买或者租赁服
务、鼓励竞争推动企业降低上网费用等促进措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可以立法要求政府采购的信
息产品和服务必须满足信息无障碍的标准 ，以此来促进企业研究和开发信息无障碍技术 ，从而促进残疾
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6 页。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义务的三分法参见
① 参见《国际人权法教程》（ 第一卷） ，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1999 年第 20 届会议《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载 A． 艾德、C． 克洛斯、A． 罗萨斯主编： 《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教程》（ 修订第二版） ，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1—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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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供（ provide） 义务，又称通过提供实现权利的义务、给付义务，即国家作为提供者的义务。 该
义务要求国家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时 ，必须做到使残疾人能平等、方便、无障碍地获取和利用
公共信息。《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4 条“一般义务”规定： “缔约国承诺确保并促进充分实现所有残疾人
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使其不受任何基于残疾的歧视。为此目的，缔约国承诺： ……（ 八 ） 向残疾人提
供（ provide） 无障碍信息（ accessible information） ，介绍助行器具、用品和辅助技术，包括新技术，并介绍其
他形式的协助、支助服务和设施。”在网络时代，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政府网站纷纷出现。2008 年 7 月
23 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 http： / / www． cdpf． org． cn / ） 在完成无障碍改造后正式开通，成为我国第
一个能够以多种技术体现网站信息无障碍的政府门户网站 ，这些技术现在包括无障碍网页设计 、采用网
站自动发声技术的语音版网站、提供网站浏览辅助工具 （ 适用于视力有障碍人群、认知能力有障碍的残
疾人和老年人 ） 等。 我国有的地方政府网站如上海市政府网站 （ http： / / www． shanghai． gov． cn / ） 可实现
无障碍浏览，成都市政府网站（ http： / / www． chengdu． gov． cn / ） 设有盲人版。政府网站实现信息无障碍，
就体现出政府通过提供实现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义务 。
四、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保护
（ 一） 国家保护
1． 立法保护。
为保障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 ，国家应当制定法律法规确认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 ，并规定具体
的措施保证其实现。西方国家已经有相关立法可供我国借鉴 。1998 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
国会修正通过的《残疾人康复法》第 508 节（ Section 508 Amendment to 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 ，该
节规定，联邦政府和部门所开发或者购买的电子和信息技术产品必须保证对残疾人群无障碍 （ accessible） ［6］。该法开创了全球信息无障碍立法工作的先河 ，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如 1998 年西班牙出台《计算
2003 年荷兰制定了《网络无障碍法规》、
2004 年瑞士制定了《政府及公用事业部网络无
机无障碍法规》、
障碍法规》等。
笔者认为，我国《残疾人保障法》已经确认了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但过于原则，国务院已制定了
行政法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具体规定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措施 ，将来时机成熟时应再制
定《无障碍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三章“无障碍信息交流 ”有多条规定了政府提供无障碍信息
交流服务的义务，如第十八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无障碍信息交流建设纳入信息化建设规
划，并采取措施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建设 。”第二十三条规定： “残疾人组织的网站应当达到无障碍网站
设计标准，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网站、政府公益活动网站，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网站设计标准。”但
笔者认为这还不够，未来应考虑规定政府网站在合理的时间内实现对残疾人无障碍的技术改造 ，从而使
残疾人能够平等地、方便地、无障碍地获取和利用政府发布的各种信息 。 应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
方式，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早期阶段设计 、开发、生产、推行无障碍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以便能以最
低成本使这些技术和系统无障碍 。应考虑借鉴美国《残疾人康复法 》第 508 节的规定，要求政府采购的
信息产品和服务必须满足信息无障碍的标准 ，以此来推动企业研究和开发信息无障碍技术 ，实现残疾人
的信息无障碍权。
2． 行政执法保护。
国家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对其他组织和个人侵犯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行为进行查处 。 依据我国
《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受到侵害的，可以向残疾人组织投诉①，残疾人组织应当维护
①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残疾人组织对残疾人的保护本来应当纳入社会保护之列，但是在我国，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机构

编制和领导职数由中央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直接确定，其虽然是非政府性的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部分政府职能。中共中央组织
部、人事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意见》（ 组通字［2006］28 号） 明确规
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地方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亦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网站也被称为政府网
站。因此，笔者将残疾人组织对残疾人的保护纳入国家保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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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
残疾人组织对侵害特定残疾人群体利益的行为 ，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国家行政执法人员行政不作为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依据《残疾人保障法 》，国家工作人
员未依法履行职责，对侵害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益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者未给予受害残疾人必要帮助 ，
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
3． 司法保护。
依据我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受到侵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①。
对有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确需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残疾人 ，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
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残疾人组织对残疾人通过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需
要帮助的，应当给予支持。
传统学说认为社会权具有不可诉性 ，据此，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也不具有具体请求权的性质，残
疾人不能依此对国家违反义务的行为提起诉讼 。笔者认为，并不能笼统地说社会权如残疾人的信息无
障碍权不可诉，国家违反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提供义务的行为是可诉的②，但国家没有尽到促进义务
则是不可诉的。因为国家的促进义务一般是通过政策促使其他组织来协助实现信息无障碍的 ，对于促
进义务，立法上也难于确定一个量化的标准 ，来判断国家的义务履行状况，因此，国家违反促进残疾人信
息无障碍权实现的义务是不可诉的 。
（ 二） 社会保护
1． 国家保护的义务和社会保护的义务之区别 。
国家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和保护承担的是法律义务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 》第 7 章“无障
碍环境”第五十二条规定： “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为
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无障碍环境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无障碍环境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综合
协调，加强监督管理。”第五十四条规定： “国家采取措施，为残疾人信息交流无障碍创造条件。 各级人
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 ，为残疾人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 。国家和社会研制、开发适合残疾人
使用的信息交流技术和产品。”
社会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承担的主要是道德义务 ，法律义务限于法律法规特别规定的情
形。尽管我国《残疾人保障法》有不少条文将国家和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场所并列为推进信息交
流无障碍的义务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国家以外的社会组织所掌握的资源是无法和国家相比的 ，尤其企
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设立的，因此，一般并不要求社会组织和企业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承担和
国家一样的法律义务，社会组织未能使残疾人信息交流无障碍一般情况下并不承担法律责任 。当然，提
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和机构依法应当提供无障碍信息交流服务的除外 。 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第二
十五条规定： “举办听力残疾人集中参加的公共活动 ，举办单位应当提供字幕或者手语服务 。”第二十六
条规定： “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电信服务，应当创造条件为有需求的听力、言语残疾人提供文字信息服
务，为有需求的视力残疾人提供语音信息服务 。电信终端设备制造者应当提供能够与无障碍信息交流
服务相衔接的技术、产品。”
笔者认为，应用“合理便利”原则来限制社会组织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所承担的义务 。 联
但已有关于无障碍设施的案例。2007 年 8 月 16 日，肢体残疾的北京市民阮女士
① 我国关于信息无障碍权的诉讼案例尚未出现，
以“地铁缺乏无障碍设施”为由将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告上了西城区人民法院。法院未判决支持阮女士的诉讼请求，建议地铁公司
应加快地铁无障碍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京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参见《公益·仁爱·平等———中国反歧视法律行动通讯》
2012 年 4 月 3 日访问。
第 10 期（ 2010 年 3 月） ，载益仁平中心网站，http： / / www． yirenping． org / upfile / Newsletter10． doc，
②

在美国，发生过多起相关案例。宾夕法尼亚州州政府的门户网站对盲人存在障碍引起诉讼，西南航空公司预订及票务系统对残

疾人存在障碍，美洲银行网站和自动提款机对残疾人存在障碍，美国在线的软件与读屏软件不兼容，等等，都受到了相应处罚。参见宁
扬整理： 《背景资料： 国外信息无障碍相关法规》，《中国青年报》2005 年 6 月 10 日，载中青在线，http： / / zqb． cyol． com / content /2005 － 06 /
10 / content_1128665． htm，
2012 年 3 月 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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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也在多处规定了“合理便利 （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原则，所谓“合理便
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
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社会组织拒绝提供合理便利，才构成
基于残疾的歧视，才违反《残疾人保障法》上规定的义务。
2． 公司社会责任。
尽管一般不能认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承担法律义务 ，但新兴的公
司社会责任理论赋予了公司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承担社会责任 ，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可以类
推适用该社会责任。
传统的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的唯一目的是谋求利润最大化，进而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公司仅对
股东负责，社会责任则归属于国家和政府。所谓公司社会责任，则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
东谋求营利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 ，而应当同时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其他主体利益的义务 。 这里的
其他主体也称非股东利益相关者、非股东利害关系人，一般包括公司员工 （ 劳动者 ） 、公司顾客 （ 消费
［7］
者） 、公司债权人、公司供应商及公司工厂所在地之社区 。 残疾人作为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者，当然也是公司社会责任对应的主体 。 据此，公司应当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技术、服务时采用“通用设

计（ universal design） ”，甚至研究和开发适合残疾人的新技术 。依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谓“通
用设计”，是指尽最大可能让所有人可以使用，无需作出调整或特别设计的产品、环境、方案和服务设
计。“通用设计”不排除在必要时为某些残疾人群体提供辅助用具 。
我国《公司法 》第五条规定：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
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但《公司法》所规定的社会责任并没有明确
的法律责任相伴随，因此，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具有道德义务性质 。2007 年，盲人刘志伟因验证码无
法登陆上网而求助全国政协委员张海迪得到回应 ，经媒体报道后，一些网站愿意考虑盲人的需求，改进
［8］
验证码技术，建立“无盲区”网络 。 如能实现，这就是公司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承担社会责
任的典型事例。
参考文献：
［1］张千帆． 宪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217 － 218．
［2］王世杰，钱端升． 比较宪法［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127．
［3］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
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 第一号 ）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http： / / www． cdpf． org． cn / sytj / content /
2008 － 04 /07 / content_30316033． htm，
2012 年 4 月 3 日访问．
［4］孙封蕾． CNET 电信日特别策划之一： 残疾人信息化缺了什么［EB / OL］． CNET 科技资讯网，http： / /
www． cnetnews． com． cn /2008 /0516 /865723． shtml，
2012 年 4 月 3 日访问．
［5］孙悦． 浅析信息终端设备信息无障碍辅助技术要求及评测方法［J］． 电信技术，
2008，（ 5） ： 15．
［6］钱小龙，邹霞． 美国信息无障碍事业发展概况： Section 508 解读［J］． 电化教育研究，
2007，（ 12） ． Section 508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参见官方网站，http： / / www． section508． gov / index． cfm？ fus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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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plantation of Written Inquiry System in Jap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 Feng
（ Law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Written inquiry is an investigation of evidence in the case that the witness does not appear in court
in Germany and Japan Civil Procedure． Different from written testimony provided by the witness unilaterally，
written inquiry realizes the substantive exchange between judges and witnesses，parties as far as possible
through the way of written question and answer． Written inquiry is an exception of direct and oral realism，and
it was also limited strictly in applicable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this method，together with other measures
constitute the special evidence investigation system in the case that the witness does not appear in court． Japan
transplants this system from Germany and carries on the stylized design according to its actual situation，which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our country to solve relevant judicature questions．
Key words： civil law system； civil procedure； written inquiry； sty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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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rrier-free Right of Information of the Disabled
Yang Fei
（ Law School of Civil Commerce and Economics，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
Abstract： The barrier-free right of information of the disabled means that the disabled have the right to receive
and share information equally，conveniently and barrier-freely，including barrier-free right f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ervice like the traditional verbal directions （ such as title） ，braille，sign language and voice； barrier-free right for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rrier-free right for network，etc，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abled to enjoy other rights． The barrier-free right of information of the disabled is a right
confirm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s a human right required of the state’s positive action． The corresponding obligation subject for the barrier-free right of information of the disabled is the country，who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spect，protect and realize this right． Our country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at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hrough legislation，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judicature． At the same time，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also bear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moral obligations．
Key words： the disabled； barrier-free right of information； social rights； national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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