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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无障碍旅游？

無障礙旅遊是使得有要求的人們（包括行動，視覺
和聽覺障礙者）能夠透過通用化設計的旅遊景區，
環境（包括硬體建設與公共交通）和服務（包括接
待與資訊）， 而可以獨立地，公平地和有尊嚴地參
與的旅遊形式 。

無障礙旅遊強調旅遊目的地(包括公共和私人擁有的
旅遊景點)，產品和服務能夠為所有人所用，而不受
其身體，殘疾或年齡所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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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簡稱CRPD）

《公約》以社會殘障模式為進路，以殘疾人權利
為 本位，實現了殘疾人權利保護的“範式轉變”

慈善 有權利
的對象 的主體

(Adopted UN General Assembly 13 Dec 2006) 
(Entry into force 3 May 2008)



“公約”禁止歧視身心障碍者在各个領域的
生活

第30條：參與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
活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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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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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mmendations
on Accessible Tourism
“Adopted by UNW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RES/637(XX) of August 2013, updating the 2005 UNWTO 
Recommendations”

無障礙是任何負責任和可持續性旅遊政策的核心要
素。這既是人權的當務之急，也是一個特殊的商業
機會。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無障礙旅遊
不僅有利於殘疾人或特殊需要者，這對我們所有人
都有好處。

 Taleb Rifai, UNWTO Secretary-General



無障礙旅遊消費群 1 – 殘障人士

美國 5270萬

加拿大 470萬

英國 1080萬

德國 1420萬

法國 900萬

澳洲 360萬
紐西蘭 70萬
中國 620萬
日本 600萬
新加坡 19萬

每年有7％的殘疾美國人出國旅遊 (Open Doors 
Organization, 2005).在世界總人口中，大約15%的
人，即超過10億人有某種形式的殘疾。



無障礙旅遊消費群 2 –- 樂齡人士





亞太地區人口老化趨勢 2050

樂齡人口將增加大約3倍，從原來的
5億增至13億。

占總人口的25%
其中25%超過80歲



50後嬰兒潮

高學歷
高就業率
高收入
高要求
願意旅遊
60歲後仍繼續旅遊



年齡 消費 (Yen)
29歲以下 19,484
30-39 26,819
40-49 36,694
50-59 41,796
60-69 60,777
70歲以上 54,043

JTB Barrier-free Travel Sta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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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旅遊消費群 3 ++ 



無障礙旅遊的經濟效應

根據統計，從2012年中-2013年中，需要通用化
設施的歐盟內部人士在歐盟國家平均進行了7.83
億次的旅遊。

2012年，入境歐盟國家遊客對無障礙旅遊需求者
為1760萬人次，其中殘疾人為720萬人，老年人
為1040萬人。

估計到2020年，歐盟內部人士對歐盟無障礙旅遊
的需求將繼續增長，每年約有8.62億人次，而國
際入境市場的需求量將達到2100萬人次/年。
European Commission



平均來說，殘疾人和老年人在歐盟內每天的
旅行費用約為80歐元;在過夜旅行中，兩個團
體在本國每次旅行約花費700歐元，在其他歐
盟國家花費1,100歐元。

考慮到所有直接，間接和誘發的影響，歐盟
內部無障礙旅遊需求所產生的經濟總產值為
7860億歐元，就經濟總量而言為3940億歐元
GDP。為了提供這樣的經濟產出，地區內共有
870萬人就業。

European Commission



Expenditure by tourists with disabilities, 2003–04, Australia

Expenses $ Million
Day Trip 1596.000
Overnight 8767.982
Outbound 222.290
Inbound 1394.000
TOTAL 11980.272



無障礙旅遊消費者的優點

更忠於一個目的地
比平均旅遊者花更多的錢
寧願在淡季旅行
很少單獨旅行



European Network For Accessible 
Tourism (ENAT  2009)

提供景區無障礙審核
 提供培訓

提供自我評估表
提供無障礙認證
提供無障礙指南
提供無障礙網頁資訊
提供無障礙酒店資訊
提供無障礙城市資訊



Asia Pacific Network For Accessible 
Tourism (APNAT 2015)

 ICAT 2014
 馬來西亞八打靈再也

 31個國家無障礙旅遊代表出席

 PJ Statement For Accessible 
Tourism

通過與亞太地區所有攸關方面
的合作，實現亞太地區人人都
可行的無障礙旅遊。



印尼

成立於2015年，旨在建立印度
尼西亞無障礙旅遊。提供無障
礙信息，旅遊服務，和指南等。

 電郵: 
info@accessibleindonesia.org



缅甸

 Myanmar Accessible Tourism 
Center (2017)

建立殘疾旅遊者信息網絡和旅遊
業相關者培訓中心，促進殘疾人
包容性和通用性設計。



泰國

 2017年泰國旅遊局（TAT）
在九個受歡迎的省份啟動新
的試點路線，以促進通用化
和“人人旅遊”的概念，旨
在鼓勵業者在設施和旅遊景
點為殘疾旅客提供通用設計。

前5個通用化的旅遊景點：
普吉島，華欣，曼谷，芭堤
雅，清邁



菲律賓  Philippin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Accessible Tourism (PINATI 2015)



印度

印度旅遊部已開始采取主動措
施使旅遊景點無障礙，並設立
了全國最具無障礙旅遊景點優
秀獎，以鼓勵負責維護古跡/旅
遊的機構推廣創造無障礙環境。

四星級酒店和五星級酒店的審
批和分級指導方針也包含了使
酒店通用化的條件。



尼泊爾

ICAA 2018，這項由尼泊爾旅遊
局與當地殘障團體聯辦的國際
研討會，旨在將尼泊爾打造成
亞洲的無障礙探險景點



巴基斯坦



日本 Japan-accessible.com



新加坡



韩国

 首爾市將在5年內投入152億韓元，到
2022年首爾將成為“無障礙旅遊城市”。
先在明洞、梨泰院等6個旅遊特區內，每
年增加20個“通用設計”的旅遊設施。

 私人場所用通用設計來修繕，將支援900
萬韓元;公共設施將支援5000萬韓元。

 每年還將開發10個不同類型的定制型旅
遊路線。並引進無障礙旅遊設施上的認
證制度等。

 將開設一次性解決從旅行計劃，到旅遊
設施預約、車輛租借等服務的“無障礙
旅遊支援中心”。首爾市計劃向政府建
議修改相關法令。



紐西蘭

紐西蘭法律要求每一個新的建築和重大的重建都必
須為殘疾人提供通用性設施.

紐西蘭Be Accessible和Oyster Accessible Travel都
列出了全國各地的無障礙景點/活動，零售商，住宿
和無障礙交通提供商以及其他服務。



庫克群島 online@cookislands.gov.ck



马来西亚

 2017吉隆坡無障礙旅遊大藍圖。計
劃10年內將市內75%的公共場所打
造成老年人或殘疾人士也能通行無
阻的無障礙旅遊城市。

 Air Asia， MAS 員工培訓
 RapidKL 巴士司機培訓
公共交通與無障礙設施
審核。

 SIRIM 計劃研討並推出無
障礙旅遊設施與配套的
準繩。



臺灣
臺灣的無障礙環境
已經從關註建築物，
擴充到交通工具、
人行環境、娛樂活
動場所等。

用戶體驗從殘障人
士擴展到推娃娃車
的父母、騎自行車
的騎士、推行李箱
的外出者以及老齡
化社會化下的長者
等全社會範疇。



Accommodation

Restaurants

Transportation





北京与香港



其他



無障礙旅遊消費者所遇到的問題包括：
沒有通用化的網站設施以取得所需資訊
缺乏無障礙的機場接送
缺乏輪椅無障礙車輛
缺乏通用化良好的酒店客房
缺乏能夠處理無障礙問題的專業人員
缺乏關於特定景點通用化的可靠信息
缺乏無障礙的餐廳，酒吧和其他設施
在餐廳和公共場所缺乏通用化的廁所
無法進入的街道和人行道
缺乏技術輔助和殘疾設備，如輪椅，洗澡椅等



“謝謝”

謝秀貞

美門殘障關懷基金會總幹事

APNAT理事長

八打靈再也市政廳市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