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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遊可讓我們人生色彩更豐富── 

為何障礙者更須努力爭取出國旅遊的機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周語軒 

 
 
 

摘要 

 
  出國旅遊對於障礙者而言，是一項既想實現、卻又有著阻礙和擔憂的目標。

隨著對身心障礙議題的重視，硬體環境正逐漸改善，但除了硬體設施外，社會對

障礙者出國旅遊的觀點、無障礙旅遊資訊的取得、以及專業人力支持，也都扮演

著關鍵角色，更重要的這些資訊資源，真的與障礙者的需求達到適配了嗎？出國

旅遊對障礙而言，不僅是休閒、豐富視野，更是一種自我肯定與自我賦權的成長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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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國際觀的拓展、大眾對生活品質的重視，以及旅遊業的興盛和資訊的易

得，出國旅遊已變成一項普及的休閒。然而，障礙者在出國旅遊上的可及性，卻

不見得能與社會大眾這股出國浪潮等速成長。身為肢體障者，也接觸過一些肢體

障礙朋友，面對初次出國旅遊，我所得到的回應中大多包含著「會很麻煩」這樣

的顧慮和遲疑。的確，不論是障礙者或其家人，在聽到「障礙者要出國旅遊」時，

都會帶著些許疑惑和擔憂，但這些擔憂、猶豫，究竟從何而來呢？障礙者出國所

受到的阻礙來源有哪些？而對於障礙者出國，我們又該有著什麼樣的觀點？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十條所關注者，為身心障礙者「參與文化生活、

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其中第五項便提及，「著眼於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

他人平等基礎上參加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締約國應採取下列適當措施：……(c)
確保身心障礙者得以使用體育、康樂與旅遊場所……(e)確保身心障礙者於康樂、

旅遊、休閒與體育等活動籌組時，獲得參與所需之服務。」由此可知，旅遊亦屬

於身心障礙者的「權利」，而不應僅被視為一項「額外」給予的「福利」。 
  儘管在心態上已經認同參與旅遊為障礙者的基本權利，但實際執行上還是會

面臨諸多困難與不便，而硬體環境的可及性對於肢體障礙朋友來說，更是旅遊成

行與否的一大關鍵因素。而物理環境的無障礙，須包含以下三點：「任何人都能

達到；任何人到了之後，都能進入；任何人進入之後，都能夠很方便地使用一切

的設備，而且不感到是被憐憫的對象」。1若以這三項標準檢視自己日常生活所涉

足的範圍，尚且無法完全達標，更何況是出國旅遊呢？也因此，許多障礙者在談

及出國旅遊時經常懷有諸多顧慮，尤其是對於想獨自出國的障礙者，所面臨的挑

戰將更為艱鉅。 
  基於自己身為障礙者，曾有出國旅遊的經驗，過程中種種資訊的取得與心態

的準備都仍印象深刻，對於障礙者出國的議題也更加有興趣去探討。以下將針對

障礙者出國意念與計畫、可能遇到的阻礙、及適合肢障者的旅遊分別論述，提出

所知之社會現況，並分享自身經驗，內容將含括航空、住宿、景點可及性、輔具

等硬體方面，以及人力資源、障礙者旅遊市場等軟體方面的敘述。最後，文末將

依據此次論文寫作的過程及過去旅遊經驗中所獲取之心得，提出關於障礙者旅遊

的淺見。 

 
  

                                                 
1
 王琛發，20/01/2002，＂無障礙的理念＜四＞，無障礙的意義＂，取自：無障礙環境手冊。引

自王儷蓉、施慈航：〈無障礙旅遊的理念與實踐〉，《台灣國家政策學刊》第 4 卷(2010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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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障礙者出國意念與計畫 

 
  如果先不考量「身心障礙」的因素，我想，出國旅遊會是每個人都想嘗試看

看的事情。但加上「身心障礙」之後，出國卻似乎變得憂大於喜。其實事前的準

備如果充足，對自身需求和環境支持有了一定的掌控性，出國便會像是親身行走

在清楚標示好的路線上，可以放鬆心情體會旅途的美好；但往往，資訊不足、資

訊不對等的情況，會讓障礙者事先取得之資源與實際有所落差，旅途中的個人需

求便無法充分獲得滿足。 

 
一、 外在──障礙者出國旅遊資源之取得 

 
（一）概觀 
1. 航空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3 項，「國內航空運輸業者除民航

主管機關所訂之安全因素外，不得要求身心障礙者接受特殊限制或拒絕提供

運輸服務」。隨著法規保障日益進步，航空服務也愈趨多元、專業。在各航

空公司的網站上，可以找到對於障礙旅客的服務細則，包含如何申請、輪椅

尺寸和電池容量限制等相關規定，都可以在網站上找到。但通常仍須於訂位

時親自聯絡航空公司說明需求，如使用的輪椅尺寸、電池容量、行走能力、

是否需要輪椅推送服務等，並依其要求遞交相關文件。在航空方面，我認為

資訊取得是容易且充足的，較困難的部分應屬以下即將討論的住宿和景點。

此外，各國的機場地圖通常也會呈現於網站上，並標示無障礙洗手間等設施

點。只要事前與航空公司清楚提出需求，詳閱服務內容，便能航空無礙。 
2. 住宿 

無障礙住宿資訊是相對較少的部分。在各飯店網站上，雖然都列有客房型態

說明，但在過去我查找飯店的經驗中，卻發現無障礙客房幾乎沒有被列入其

中，往往需要親自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洽詢，才能得知其資訊，如此對於障礙

者選擇飯店是很費時的；而無障礙客房的數量極少，規模較小的旅館甚至也

沒有無障礙客房，在挑選與經濟衡量上，對障礙者也會構成困難。也由於沒

有房內環景照片或是提供各設施詳細尺寸，我們很難確切得知房間的動線安

排、傢俱間距和高度是否與自身輔具、行動能力相互適配。再更細微一點，

地上的磁磚是否過滑、地毯是否一經輪子行走便容易凹凸不平等等，這些考

量對於想挑戰獨自旅遊的障礙者而言，更是一種安全性的把關，不可或缺。 
此外，儘管能得知客房內的無障礙設施情況，但從旅館周邊、旅館門口直到

客房的這一段路程，卻很少顯示在網站上，當抵達旅館卻看見主入口只有階

梯時，為了尋找無障礙通道，可能又需費一番心力。若是各旅館能夠在其網

站上設置一「無障礙專區」，劃分不同障礙類別，以文字搭配環景照片，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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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能清楚得知飯店實境及所提供的服務（包含交通、輔具出借、人力協

助等），便能讓障礙者事先與自身需求作比對。 
3. 景點 

讓我感動的是，現在對於較大型的景點，網站上通常能夠找到「accessibility」
專區，內有景點區的無障礙設施地圖與路線指引、所提供的服務和輔具出借

等資訊，甚至有分門別類，針對不同障別一一撰寫，讓使用者一目了然。但

同樣地，在細節上仍有美中不足之處，像是博物館並不會寫出展示櫃的高度，

讓輪椅使用者無法事先得知自己是否能方便觀看展覽品；周邊各景點之間的

連結性亦不足，往往我們僅能知道某一景點內的無障礙設施情況，卻無法得

知到達該景點的交通及路況，是否都為無障礙。在本文前言有提到，真正的

無障礙有包含「任何人都能達到；任何人到了之後，都能進入；任何人進入

之後，都能夠很方便地使用一切的設備，而且不感到是被憐憫的對象」此三

點，但從現有的資訊中，第一點「任何人都能達到」，經常是難以獲取的。 
而對於規模較小的景點，沒有官方網站或是網站上並無顯示無障礙情況，則

障礙者僅能從 google map、他人分享的照片去猜測，增添了規劃上的難度。

相對於一般大眾可以單純考慮景點內容是否喜歡，肢體障礙者需考慮無障礙

設施、路面材質（是否適合輪椅行走），卻又礙於資訊不夠充分、或是和實

際有落差，而無法透過事前準備來克服旅途中的障礙。 

 
（二）資訊分級 
  「無障礙旅遊資訊，有必要分級，並以『自行行動力』的多寡為標準，呈現

真實情況。」2在 2010 年的一篇期刊文章中，有提到資訊分級的概念，但如今

2019 年了，資訊分級仍未普遍出現於旅遊資訊中。資訊分級的理念在於，即使

是同一類型障礙者，隨著障礙程度的輕重不同、優勢肌肉力量的差異、使用輔具

的適配性等等，都會造成每位障礙者的自行行動力多寡有所區別，而自行行動力

便會很直接地影響個人所需的外界支持型態與程度；在此，外界支持不僅包含硬

體空間的改善，還包含人力資源的介入。試想，一個景點也許適合電動輪椅使用

者前往，但對於使用手推輪椅、且單獨前往的旅客來說，雖然斜坡不陡峭，但可

能多量的斜坡也會讓其體力不堪負荷；或是某項遊樂設施雖有提供無障礙服務，

但需要旅客有短暫站立的能力，以便人員協助其換位至該遊樂設施上；諸如此類

因人而異的落差，在沒有資訊分級的情況下，都可能會導致障礙者在自身條件與

環境條件間產生誤判。 

 
（三）資訊分享 
  其實我覺得對於障礙者旅遊，除了各單位網站上既有的無障礙資訊區外，很

重要的還有障礙者本身的經驗分享。同一類型的障礙者，對於需求及無障礙服務

會有更切身的感受，也會更敏銳地覺知在該旅遊點所需注意之處、及事先可做的

                                                 
2 王儷蓉、施慈航：〈無障礙旅遊的理念與實踐〉，《台灣國家政策學刊》第 4 卷(2010 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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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畢竟網站提供的資訊，可能仍與障礙者的實際需求間有所落差，例如網站

上僅寫「有無障礙洗手間」，但實際使用過的障礙者才會知道，空間大小、扶手

高低等細節上，該項設備究竟能否讓障礙者真正「方便」地使用。但可惜的是，

目前障礙者的旅遊分享仍屬少數。若障礙者出國人數能越來越多，相信不僅能鼓

勵其他障礙者也做一番嘗試，同時能幫助資訊分享更加普遍。 

 
二、 內在──看待障礙者出國旅遊之觀點 

 
（一）福利觀點 
  談到旅遊，也許會有人以「奢侈品」、「（額外的）福利」這樣的角度來看待；

從過去以來社會在身心障礙方面的政策制度演變中，也可以發現，社會權、休閒

娛樂，是較晚期才受到重視的。若與他人聊聊障礙者福利制度，也許會聽出，有

些人對於障礙者的權利認知仍停留在生命權、醫療資源、工作平等、升學等「生

活必需品」上，至於社會參與，甚至是休閒娛樂，好像被視為可有可無、錦上添

花。我想，如此的觀點可能亦在障礙者旅遊這條路上，扮演了阻礙者的角色。當

人們對障礙者的生活期待，只是能取得必須的醫療資源、完成教育階段、有一份

工作，卻不那麼關注生活品質的提升與社會參與時，障礙者想要旅遊，可能會被

看作是「多此一舉」、「會麻煩到別人」。試想，若是聽到一般人提出要旅遊，通

常得到的反應會是積極的、鼓勵的；那麼換做障礙者時，是否也應該平等地得到

這樣正面的回應？「沒有障礙的人，只有障礙的環境。」真正的平等是，「只要

是一般大眾可以做的，當把對象換成障礙者時，就沒有理由說不能做。」對障礙

者旅遊的支持和協助，其實也可以視為一種對障礙者真正的尊重與平等對待了。 

 
（二）保護心態 
  除了上述的「福利觀點」之外，談到障礙者出國旅遊，內在條件的另一種阻

礙便是「保護心態」。的確，障礙者在旅遊當中，特別是國外、不熟悉的地理環

境，勢必會遇到比常人更多的阻礙，也可能提升了危險性，而障礙者本身的身體

健康狀況也是不容疏忽的一點，因此由旁人觀之，或許會有人覺得，與其說障礙

者出國「旅遊」，不如說是去「冒險」，站在安全的角度上，當然對此充滿了疑慮。

尤其是對於障礙者想獨自出國、或是同行的成員也都是障礙者時，這樣的擔憂和

疑慮更會高漲，無可厚非。但其實，如果障礙者對自身能力和需求有精準的掌握，

行前準備及資訊充足，緊急應變措施明確的情況下，出國不僅是一種休閒，更能

夠成為障礙者自我挑戰、自我賦權過程，可以是其人生中的一次蛻變與成長。 

 

參、障礙者出國旅遊的阻礙 

 
一、結構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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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性阻礙是「影響肢體障礙者參與旅遊活動的外在阻礙因素，如環境設施、

行動便利性、金錢考量、休閒過程、休閒資訊及休閒品質等」。3在第貳點中已討

論過環境設施及休閒資訊的議題，接下來將淺談與出國意願密切相關的經濟因素，

以及在安全考量上極重要、卻也容易被疏忽的緊急應變措施問題。 

 
（一）經濟因素 
  社會上有許多身心障礙家庭都伴隨著經濟弱勢的情況，平時的醫療、照護、

輔具和交通等等生活必需費用，便已經使經濟弱勢家庭有所壓力，更何況再加上

休閒開銷，而出國的費用往往也高於國內旅遊。經濟、資源、和資訊上的匱乏，

可能讓肢體障礙者更長時間處於日常生活的行動範圍，沒有相當的機會推進他們

再更往外跨出一些。當經濟、日常生活已充斥著壓力，旅遊資訊又不足、需要耗

費更多時間聯繫查詢的情景下，身心障礙家庭又如何能再空出心思與心力，去進

行出國規劃呢？況且，適合身心障礙者的旅遊團體機會並不多，即便有，也大多

只有國內旅遊；若缺乏補助，客製化、需要較多人力成本的出國團通常費用更高；

另外，對處於資訊不對等的低社經家庭而言，如何取得出國和補助資訊也會構成

一項阻礙。若社政、社工服務中，除了日常必需向度外，也能適時將社會及文化

參與、休閒、出國等向度納入家庭本位服務中，以身心障礙家庭的立場，協助評

估與規劃障礙者出國的可能性，儘管當下不一定能成行，對於該家庭、該障礙者

而言，又未嘗不是開啟一個新的、更廣闊的看待生活角度，對生活品質有更多思

考？ 

 
（二）緊急應變措施 
  在自身出國經驗當中，我對於緊急應變措施有所注意。即使是大型飯店和景

點，對於無障礙設備的標示和規劃已經相當完善，但逃生系統是我認為美中不足

之處。像是旅館都會拍攝緊急逃生說明影片、或擺放逃生說明圖，但其中往往不

會出現對於肢體障礙者的協助逃生措施；或是可以發現，緊急逃生的路途中就有

偏於狹窄或較為凹凸不平的地段，輪椅可能無法順利快速通行，而這方面的情況

更是無法經由網路資訊得知。雖然緊急應變措施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項目，但在國

外這樣陌生的環境中，這也是影響安全關鍵的一點。 

 
二、人際性阻礙 

 
  人際性阻礙是「影響肢體障者從事旅遊活動人際之間互動的阻礙因素，包含

家庭配合、同伴陪同等」。4在考慮障礙者出國議題時，第一時間會被想到的經常

                                                 
3 何季憲、陳建雄：＜以服務設計觀點探討無障礙旅遊＞，《工業設計》第 139 期（2019 年 1 月），

頁 50。 
4 何季憲、陳建雄：＜以服務設計觀點探討無障礙旅遊＞，《工業設計》第 139 期（2019 年 1 月），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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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硬體環境，也就是第一點所論述之結構性阻礙；但人際性阻礙是我自身在出國

旅遊當中所深切感觸的一點，而此也對旅行品質及心理感受，有著不容小覷的影

響。 

 
（一）家庭配合 
  相較於一般大眾有獨自出國的選擇，障礙者──尤其是生活自理需要協助的

障礙者──往往需要有家人或朋友陪同方能成行，而此也可能成為障礙者出國的

一項阻力。在時間上，若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因為工作等原因而難以空出較長時

間，障礙者可能只好打消出國念頭；在意願上，不一定每一位重要他人或主要照

顧者都很支持障礙者出國，如同前文所提到的，不論是基於福利觀點、保護心態、

資訊不足所產生的擔憂，還是照顧者希望有喘息空間而沒有意願陪同出國，也都

會是障礙者相較於常人，在出國上所會遇到的阻礙。 

 
（二）外界人力資源 
  在外界人力資源上，我希望引用自身在日本旅遊的經驗作為說明。在日本地

下鐵，當站務人員看到有輪椅使用者時，會主動關注是否有需要幫忙之處，或協

助指引輪椅乘車路線，並在輪椅使用者上車後通知目的地站務人員，因此一到站，

便可「無縫接軌」地得到和出發站相同的支持服務。此外，儘管曾遇到地鐵站某

處僅有階梯通道、沒有斜坡或升降梯，但站務人員都會主動聯繫站內其他人員前

來協助，他們所提供的支援是迅速、專業、友善的，且在搬動輪椅、繫安全帶等

動作之前，都會先告知乘客，並於確認不需協助後才離開。因此只要是到日本，

我和家人幾乎不曾擔心過日本所提供的無障礙人力支持，最重要的是，我們雖然

是接受幫助者，但卻是感覺充分被尊重的，對方所提供的支持並非一種特別額外

的、上對下、優勢者對弱勢者的「幫忙」，而是一種「服務」，「在原先工作範圍

之內」的感覺，就如同服務台提供諮詢一般，是一種平常的、專業的工作與服務。

隨著身心障礙者平權意識抬頭，許多地區都已逐漸改善硬體環境，並向社會宣達

「同理心」、「愛心」的發揮。但身為障礙者，其實很容易便能感受出對方所表達

的，究竟是優對弱的同情憐憫，還是真正將雙方置於平等地位的同理尊重。這種

「人的溫度」對障礙者的出國意願和品質所帶來的影響，與硬體環境優劣相較，

可能是不相上下的。就像在新聞裡數次可見的例子，儘管大都市交通便捷、公車

有輪椅升降設備，但如果障礙者每次的出門都要接觸其他乘客不耐煩的眼光、司

機嫌惡的表情言語，對障礙者的自我概念和出門意願也可能成為一種打擊。由此，

我認為交通單位、服務業端，對於障礙者所提供的專業服務人力若能更加提升素

質，強化對於障礙者服務的同理、尊重觀點，如此的人力資本，也將能促進障礙

者的出國、以及社會參與。 

 
三、無障礙旅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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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無障礙旅遊，不適合停留在『福利』的概念與階段，宜進入市場機制，

以商業機能的運作，經營無障礙旅遊……透過商業運轉，整體的旅遊市場因競爭

而快速改善缺點，無障礙旅遊呈現常態化、市場機能的經營模式。」5 
  在 2010 年，〈無障礙旅遊的理念與實踐〉此篇期刊文章出版時，文中述及無

障礙旅遊市場，當時仍未有專門承辦無障礙旅遊的公司，而多由民間團體或輔具

公司兼辦。但現今，在寫這篇社福論文時我上網查找，已經可以看見至少三家旅

行公司有在辦理無障礙旅遊的業務；甚至在「多扶假期」旅行社可以看到，他們

對無障礙行程的規劃是採取實地勘察，親自到各地點衡量路途和各項設備是否符

合障礙者需求，並有提供無障礙接送巴士的服務。 
  然而，儘管在市場機能上的進步有目共睹，但我也發現，所列出的旅遊景點

大多數仍是國內，國外旅程雖亦有，但地點的選擇很有限。即使有提供客製化的

服務，但想必價格也會較標準行程昂貴一些。此外，以個人淺見，若無障礙旅遊

業除了行程規劃外，能結合輔具公司的資源，為障礙者的能力現況、輔具使用情

形、配合障礙者家庭的人力支持做評估，更進一步提供其出國時可以改變或增加

使用的輔具，如此不但能幫助障礙者在這一趟出國旅途中更加順利，也能同時增

進其對自我狀況的認知與思覺，有利於其下次對自身的出國行動更有規劃、更有

想法。 

 

肆、結語 

 
  過去我都認為，風景區、自然生態這一類的旅遊不適合肢障者，因為無障礙

設施不會像都市一樣平坦完善，交通上也經常需依靠纜車或遊船，在過去身心障

礙者意識尚未普及之前，這些交通都是無法承載輪椅的；過去我也認為，只有已

開發國家適合做為障礙者出國旅行之目的地，同樣也是受限於硬體環境的考量，

以及對於他國社會如何看待障礙者的擔憂。但經由這次社福論文的書寫，結合過

去自身出國的經驗，我重新反思，發現事實上肢體障礙者的旅遊內容和目的地並

未真的如此受限。只要對自身生活自理和行動能力有清楚的掌握，知道自己的能

力限度和需求，對所使用的輔具特性（如能夠行走在什麼樣材質的路面、電池續

航力等）有明確認知，並在行前積極搜尋資料、請教有經驗者、甚至是不厭其煩

地透過電子郵件往返詢問無障礙服務及設施事宜，其實肢障者的旅遊內容和目的

地選擇可以是很廣大的。此外，若是在出國過程中能保持紀錄的習慣，將自己對

於出國規劃、行動的體會記錄下來，經常反思是否需求都已達到滿足？再增加什

麼樣的輔具、協助或準備，可以讓這趟出國更加順利？透過這樣的紀錄和反思，

一方面有利於下次自身的出國、增加經驗，也可以將這些資訊分享公開，讓有出

國意願的障礙者能獲取更多資訊。 
  除了出國資料的準備和對自身情況的掌握，心態上的準備亦不可或缺。身為

                                                 
5 王儷蓉、施慈航：〈無障礙旅遊的理念與實踐〉，《台灣國家政策學刊》第 4 卷(2010 年)，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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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要先肯定休閒、出國是自己應該與大眾平等享有的權利，也才能繼而帶

動身邊的人也去了解這些權利對障礙者的重要性，與其促進「真正平等」之意義

所在。最後，我認為出國對於障礙者而言不僅是達到休閒、開拓視野和豐富生活，

同等重要的是，這樣的經驗將能給予障礙者一份成就感與自我肯定，讓其擁有自

我賦權的能力，這份賦權不會因旅程結束便消失，而是障礙者能持續帶著走的成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