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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估計有超過 10億殘疾人受到直接影響。儘管這標誌著巨大的潛在旅遊

市場，但由於無法獲得合適的無障礙旅遊環境與服務，使之依然呈現供不應求的

狀態。 

一、無障礙旅遊的定義 

無障礙旅遊(accessible tourism)是指使所有人都能參與並享受旅遊體驗。無論

是否與身體狀況相關。例如，年齡較大且行動力較弱的人們具有此需求，在旅行

時可能會遇到許多障礙。因此推廣無障礙旅遊，以確保所有人不論其身體狀況、

殘疾或年齡如何都能抵達旅遊目的地，使用當地設施，並擁有這些服務。這包括

公共和私人擁有的旅遊地點，設施和服務。 

無障礙旅遊涉及所有利益相關者，政府、國際機構、旅行社和最終用戶（包括殘

疾人及其組織）之間的協作過程。成功的旅遊產品需要在國家、地區和國際各級

的許多部門之間建立有效的伙伴關係與合作。從計畫到執行，一次的旅行通常會

涉及許多因素，例如在長途旅行中的交通、住宿、購物和就餐。因此，無障礙旅

遊業的影響範圍已從受益者範圍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並從而使無障礙旅遊業在

社會中產生更大的經濟價值。 

 

在聯合國公約的人的殘疾人權利（CRPD）殘疾人權利公約關於無障礙第九條要求

締約國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享有與物理環境的平等機會，向公眾開放或提

供的信息，交通以及其他設施和服務。它還呼籲消除無障礙設施的障礙和障礙，

包括所有運輸和設施。此外，關於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閒和體育的第三十條

還呼籲締約國確保殘疾人享有旅遊業的利益。 

 

在2013年的歷史性聯合國殘疾人與發展問題高級別會議上，包括數位國家元首，

討論了殘疾人與發展的聯繫，會議呼籲採取行動，將殘疾問題納入全球發展議程

的主流。在會議的成果文件中，無障礙環境被確定為重要的行動領域。 

最近的《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目標 11的重點是“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可持

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的原則。該目標通過呼籲為無障礙和可持續交通系統，包

容性城市化以及綠色和公共空間的使用提供通用設計的要求，從而吸引了旅遊和

休閒。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在其 2011年宣言中預測，旅遊業將增加並經

歷持續發展，到 2030 年將達到 18億國際遊客。因此，無障礙城市和旅遊設施確

保了所有直接受益者的社會和經濟全面融入在用戶中促進更可持續的旅行習

慣。 

 

http://www.un.org/development/desa/disabilities/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html
http://www2.un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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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理想世界中根據法律，殘障旅客將得到平等待遇，但在現實生活中並非總

是如此，特別是在可訪問性法規差異很大的外國。與其他旅行者相比，殘疾旅行

者經常面臨設施不足、偏見、交通上的不便和更高的價格。 

 

當障礙者（行動不便）旅行時，重要的是切實考慮的是健康和能力。所需的機動

性非常重要。能在椅子之間轉移自己還是需要留在自己的椅子上？輪椅可折疊嗎？

可以自己站著還是坐下來？在旅途中，大多數公共和私人空間又小又狹窄，例如

酒店房間，浴室，商店，人行道等等。身障者需要提前確認酒店設備的規格，例

如門口的寬度，床的高度以及是否設有無障礙淋浴間。樓層號在電梯中用盲文書

寫，但門上的門號卻沒有。坐輪椅的旅行者，經常被困在台階的底部，只能一個

人在火車上或在陌生的地方獨自呆著。而使用輪椅出行前，更需要詳細考慮規畫

交通問題，例如要如何從機場到達酒店？要用什麼交通工具到達旅遊目的地？當

地的環境適合身障人士旅遊嗎？在訪問歐洲時，時常會遇到不太容易到達較古老

的教堂和建築物、小型糕點店與餐廳，這些地點進出入的空間都非常有限。 

 

貳、對於障礙者出國旅遊會遇到的障礙 

一、 障礙者旅遊所面臨的障礙 

對於障礙者來說，出行可能是一個挑戰，因為找到有關無障礙服務的信息。例如

在飛機上托運行李，預訂滿足出入需求的房間，這些服務通常是困難、昂貴且費

時的。 

障礙者面臨的挑戰包括： 

•諮詢無障礙的預訂服務和相關網站 

•無障礙的機場和中轉設施和服務 

•缺乏適應性和無障礙的酒店房間，餐廳，商店，廁所和公共場所 

•無障礙的街道和交通服務 

•無障礙設施，服務，設備租賃和旅遊景點的相關信息 

為什麼無障礙旅遊很重要？ 

無障礙獲取是任何負責任的可持續發展政策的核心要素。這既是人權的必要，也

是非凡的商機。在這種情況下，無障礙旅遊業不僅使殘疾人受益，而且使全社會

受益。 

為了確保無障礙旅遊業以可持續的方式發展，要求旅遊目的地超越臨時服務，而

要採用通用設計原則，確保所有人，無論其身體或認知需求如何，都能夠使用並

享受現有的便利設施以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式。這種方法放棄了對能力不同的成員

進行優惠或隔離待遇，以允許所有人在任何時候不受限制地使用設施和服務，以

達到公平的效果。 



4 
 

二、 障礙者旅遊原則 

障礙者旅行最重要的原則：始終要事先計劃。 

越早開始將所有內容計畫好，最終獲得的體驗就越好。 

• 描述您的殘疾時，請始終保持明確和明確 

並非所有服務提供商都知道無障礙旅行的“術語”或某些條件下的醫學術

語。盡可能多地提供有關您可以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的詳細信息，並且不

要輕描淡寫殘障的嚴重程度 

• 備齊比預定行程多幾日的藥量 

列出藥品使用清單，內容可包括：藥品學名、劑量、使用頻次，以及自身

藥物過敏史，隨身攜帶以備旅遊期間藥品不足或臨時需要就醫時，能夠提

供給醫師或藥師參考 

• 始終了解當地的醫療資源 

旅行中若有突發的症狀，應就近尋求醫療協助，或可撥打保險公司或是外

交部駐外館處的急難救助電話 

• 始終獲得良好的旅行保險 
旅遊平安險(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險：包含住院、急診、門診) 

          (意外傷害：包含身故、失能、受傷) 

旅遊不便險(班機延誤、行李延誤、行李遺失) 

三、 如何提升障礙人士出國旅遊的品質 

隨著嬰兒潮一代的年齡增長，對無障礙旅行的需求只會增加。雖然有些障礙是您

無法預料的，但如果經過事先做好完備的計劃，可以將其最小化。 

 

1. 選擇正確的目的地 

在擁有數百年曆史的城市旅遊，容易增加障礙者的旅行困難程度。但是不要便認

定自己無法訪問這些目的地。相反，可諮詢旅行社或是上網查詢更詳細的當地資

訊，尤其是考慮到多國旅行或郵輪旅行時。世界上許多的旅遊景點都在邁向無障

礙化的巨大步伐。例如在日本的寺廟中看到了坡道，在雅典衛城上增加了無障礙

入口，可通過樓梯直接到達。 

 

2. 做足研究與規劃 

在安排個人的旅行時，將自己的需要提出具體問題。例如，查詢酒店電梯門的寬

度，夠不夠寬？輪椅能否進入。預訂遊輪時，請查看遊輪的無障礙設施，有些要

求殘疾乘客陪同同伴旅行。研究旅遊目的地，可通過官方旅遊局做更進一步的了

解。在進行網路搜尋時，輸入各種關鍵詞，例如「殘障人士」、「無障礙」、「殘疾

https://www.gninsurance.com/geoblue-voyager-choice-essential-single-trip-travel-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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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動不便」等等。 

 

3. 聘請專業人士 

計劃出國旅行是一項耗時又艱鉅的任務。僱用無障礙旅行社可以預訂航班，遊輪，

住宿，旅遊，海岸遊覽和交通。有些人甚至會安排旅行夥伴，租用醫療設備並購

買旅行保險。一個好的旅行社（尤其是專門從事身體殘疾旅行的人）的原因；可

以幫助身障旅客進行大量的研究和信息收集與預訂，並可以節省大量時間和精力

並提供最好的服務給旅客。 

 

4. 準備航空旅行 

障礙人士出國離行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就是搭乘飛機。 

 考慮與殘障相關的需求，長途飛行可能不舒服，尤其是對於無法使用無法進

入飛機廁所的人們。較短的轉機航班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預訂航班後應提前聯繫航空公司，以確保能滿足身障者的相關需求。 

(攜帶醫療設備可能很累。需要額外幫助的乘客應在預訂時和到達機場時告知航

空公司。大多數航空公司會先讓輪椅使用者登上。行李搬運人員經常損壞輪椅和

踏板車，為防止這種情況，因此請將任何可拆卸的零件放在飛機上。) 

 在轉機之間至少留出90分鐘的時間（如果需要在轉機期間通過移民和海關，

則應留出更長的時間），以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在登機口之間轉移。 

 大部份機型和航空公司，都在機艙內設有為特別需要的乘客的相關便利設計。

例如機艙內有優先指定空間，以存放一張輪椅、方便坐輪椅乘客使用的洗手

間等等。空服員也都接受過相關訓練，協助有特別需要的乘客 

 目前各航站內多設有升降設備等無障礙設施，行動不便者不必擔心行動的問

題，而大飛機也均有空橋連接，直接連結登機門與機艙門，也免去了必須上

下階梯的困擾。 

 醫療類裝備： 

一、醫療需求的小型氣態氧氣或氣瓶 

(需經過航空公司同意) 

(可託運行李、手提行李、隨身攜帶) 

注意事項： 

1. 鋼瓶每瓶重量不能超過五公斤 

2. 鋼瓶有裝氣閥和調節器必須要保護好避免損壞 

3. 必須填寫機長通知書告知機長 

4. 液態氧裝置一律禁止帶上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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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操作義肢用屬危險物品氣瓶  

如果您佩戴的假肢不明顯，請儘早告知機場人員。若能提前請醫院寫一封描述您

需要假肢的文件證明也很有幫助。尤其是金屬零件，安全或海關人員通常會仔細

檢查您的假肢或椅子。  

三、行動補助裝置(例如輪椅、枴杖) 

(須經航空公司同意)  

(只可以託運) 

注意事項： 

1. 限身心障礙及行動不便旅客使用 

2. 非溢露式電池 

3. 必須經過航空公司確認 

四、含鋰金屬或鋰離子電池蕊或電池之攜帶式醫療電子設備 

(不可拖運行李、需隨身攜帶上飛機) 

注意事項： 

1. 需作為醫療用途 

2. 僅能攜帶兩個備用電池上機，備用電池必需個別保護避免短路（如放置原廠

之零售包裝件、於電極上貼上絕緣膠帶或個別放入保護袋中） 

3. 每個內含於儀器或備用之電池必需符合聯合國測試和標準手冊、鋰電池不超

過 8公克、160瓦特小時 

 

5.預訂旅館 

儘早預訂位於市中心及主要景點附近的酒店的房間。 

旅館的公共領域 

 指定殘疾人專用停車位 

 進入公共區域無障礙通道（水平或傾斜） 

 一樓是否有電梯可搭乘 

 大堂的洗手間是否能使用 

旅館的客房 

 入口和衛生間門口是否足夠寬 

 是否有配合聽障人士的警報設備 

 床兩側的操作空間 

 淋浴間是否提供淋浴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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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浴間內是否有抓桿 

 馬桶高度與周圍空間大小 

 降低壁櫥中的懸掛空間 

 房間中的所有物品都放在合理的高度，以確保所有人都能使用這些功能 

 

6.計劃出行方式(考量旅行環境) 

通常對於輪椅使用者而言，國外的地鐵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常常存在電梯故障無

法使用的狀況。不過現今許多城市已有帶坡道的無障礙城市公交車。 

公共交通工具有多種形式，包括火車，電車，公共汽車和出租車。所有這些運輸

工具已採取不同措施，使障礙者更容易使用這些服務。 

無障礙火車與電車 

 國外大城市的火車站基本上均有輪椅通道可使用。且大多數站都提供通往平

台的入口坡道與電梯可供輪椅使用者和其他行動不便人士使用。 

 大部分火車站內會設置電子顯示板，以幫助聽力障礙的人們獲取有關火車時

刻和目的地的實時信息。 

 也為視障人士提供觸覺路徑，以引導他們通過車站和月台到達街道。且在火

車到達站台之前，將用語音方式宣布所有火車服務的時間和目的地。 

 大部分列車上均設有輪椅無障礙洗手間，但舊式機車牽引火車上的無障礙洗

手間則有限。 

 電車中皆有特殊需求的優先座位，有些國家設有無障礙優先座位，並標有輪

椅符號。 

 

無障礙巴士 

 較新的無障礙公交車的地板較低，並帶有國際通行標誌。 

 入口門寬超過 100厘米。 

 輪椅可及的坡道，以及防止在使用坡道時巴士行駛的機構。 

 輪椅旁邊有特殊停止請求按鈕的合適位置。 

 在公交車行駛時將輪椅保持在原處的方式（例如安全帶）。 

 駕駛員必須宣布有關公共汽車內即將到站的信息。 

 到達車站後，駕駛員必須在公交車外公佈公交車號。 

 駕駛員必須盡可能靠近公交車站。 

 駕駛員必須負責操作自動/手動坡道，以允許坐在輪椅上的人上車或下車。 

 駕駛員必須打開公交車站的坡道，以允許輪椅上車。 

 駕駛員必須固定輪椅，輪椅的背面朝向公共汽車的行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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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者汽車租賃 

可事先諮詢當地的汽車租賃公司，詢問是否提供身障人士租車，讓他們能事先得

知你的需求，以提供最適合的方案與車輛。 

• 有足夠的經驗與技能的駕駛員能適時提供幫助 

• 低底盤 

• 輕型輪椅坡道 

• 完整的輪椅固定系統 

• 輪椅和坐著的乘客的腰部和對角安全帶 

7.隨身攜帶物品(針對自身身體狀況) 

 在旅行中，可隨身攜帶一些備用電池，以防設備電池出現故障。還要帶上維

修工具，如果出現故障，這將是快速解決的方法。 

 向醫生索取多個處方，這樣，得到這些文件，便可以在國外購買藥物，如果

不能在國外購買藥物，也可以帶上額外的藥物並將其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假體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磨損和斷裂，因此在出門旅行之前，應注意其各個

組成部分。始終檢查是否有裂紋，撕裂或鬆動的零件，這些會影響功能。而

截肢者，在潮濕的環境中，會導致出汗增加和皮疹不適。記得攜帶帶備用螺

釘和小工具包。如果您容易腫脹，可以使用樹樁收縮器來減輕腫脹。 

 如果是攜帶枴杖或需依靠輪椅行動者，需考慮穩定性以及地面平整或破裂的

程度。人行道上有路邊石塊嗎？有些地區山坡或丘陵陡峭嗎？下水道，破損

的街道和巷道中的碎石怎麼辦？旅館有電梯嗎？只能上下樓梯嗎？  

 輪椅在旅行時也會遭受大量虐待。可事先準備備件和工具以進行緊急維修。

當找不到維修店時，有時自行車商店也能進行部分維修。 

 

叁、結語 

對於障礙人士及其對旅行的渴望，甚至是他們的出行意願，社會仍然存在許多誤

解，他們作為目標市場群體的價值也被低估了。如果旅行社和旅遊公司要利用障

礙人士所帶來的市場，他們必須做出適當的措施。障礙人士有各種無障礙需求，

不幸的是，業界一直在用緩慢且消極的態度解決這些問題。 

障礙人士出國旅遊首先遇到的困難便是航空的問題，大多數殘疾航空旅行者都投

訴了嚴重的無障礙問題給航空業者，不論是在機上或是在飛機上遇到的種種困難。

近幾年，航空公司依然不斷收到許多與殘疾相關的投訴。但導致殘障客戶不願出

國旅遊的不僅是航空公司，住在酒店或汽車旅館的殘疾旅客中也有將近一半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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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障礙。這些包括預訂酒店時的溝通或服務問題，也顯示酒店業者與員工缺

乏對殘障的意識。 

對旅遊業來說，友善對待障礙人士才是明智的作為。障礙者約佔全球人口的 15%，

身體或精神障礙嚴重影響了他們進行正常日常活動的能力。儘管近幾十年來殘疾

人旅行者的處境明顯改善，但仍然存在許多障礙。除了使殘疾人更容易使用交通

工具的明確的道德和法律依據外，企業也有充分的理由來滿足殘疾人的需求。在

整個發達國家，這個群體隨著人口老齡化和殘疾人尋求更多旅遊選擇而增長，尤

其是，殘疾旅客往往比身體健壯的旅客花費更多。 

聯合國近年來致力於可持續和公平的發展。對基本設施進行調整，提供準確的信

息並了解殘疾人的需求可能會導致遊客人數增加。改善無障礙旅遊服務的普及性，

可以提高所有遊客的服務質量和享受程度，並改善當地社區的生活質量。如果

能有專業旅遊服務是針對廣義的「無障礙」需求者而設計，將重點放在

無障礙旅遊的普及上，將更進一步推動成功老化的福祉社會，打造無障礙

旅遊環境不只提升障礙者與老年人的旅遊環境，也將有利於孕婦和暫時無法活動

的人，確保每一個人皆能夠充分參與到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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