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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緣起
童年的記憶

四歲時一場無名的高燒，
燒掉我雙腳的行走能力，
也燒掉我追逐飛機的夢。

但卻燃起我想坐在飛機上
遨遊世界的夢想。



夢想緣起
20年前

一個偶然的機會踏入旅遊業。我從
櫃檯小妹開始做起，以一個肢體障
礙者要從事旅遊業，是一件非常困
難的事。但，我克服肢體障礙，並
以專業能力與熱誠，贏得客戶對我
的信賴與支持，亦使我成為旅遊界
唯一的輪椅領隊，也更因此榮獲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的殊榮。
同時圓了小時後想坐飛機遨遊世界
的夢想



人因夢想而偉大，沒有夢想，哪有機
會實現夢想呢？

 有夢才能圓夢，機會永遠會為勇者打開那
一扇門， 唯有大膽築夢，踏實的努力，才
能找到屬於自己的 方向。

新加坡圓夢之旅，克服很多困難，帶領一群
比自己更不方便的朋友出國，
那次有40位肢體障礙和義工共86位

也在這次活動中—開啟投入社福團體之不歸
路



新加坡圓夢之旅-回國機場團體照

帶領殘障人士走出去
的媒體報導

帶領40位肢障和陪伴共86位
其中有34部輪椅



搭車搭飛機—克服很多困難





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

當選那天開始 也即是責任的開始



感謝恩人蕭萬長副總統

嘗試人生中最大的學習挑戰—參加行政院女
性領導者研究班當研究員

一開始有小學生要唸大學的恐懼感

但打開心裡的恐懼勇於參加後，卻是另一個
人生轉戾點



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

父親突然去世，讓我有不想活的衝動，

也讓我化悲傷為力量

盲胞施清文老師的感化

更讓我化小愛為大愛

決定學習爸爸的助人精神

而成立了玻璃娃娃協會



我們不一定會因賺很多錢而富有，
但我們可以因付出的善念而使心中富有。

 成立玻璃娃娃協會和

 成立台灣無障礙旅遊協會



帶領台灣弱勢族群--完成圓夢之旅
玻璃娃娃圓夢之旅

小腦萎縮症金門太武山圓夢之旅

漸凍人圓夢之旅108位

行動不便的銀髮族—圓夢之旅



獲得政府部門肯定

97年12月25日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八德獎



參與內政部無障礙環境會議



98年參與營建署旅館、景點、餐廳無障礙會議



98年擔任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友善建築選拔--評審委員、勘查人員



98年參與交通部月台整平計畫會議



98年參與無障礙衛浴設備標準研訂之
專家座談會議



公部門合作經驗

 向馬總統提議台灣無障礙環境需要改善問題

 獲得馬總統認同，並由淑勻和相關部會一起召開會議制定
法令-已通過制定法令有：



– 全國鐵路月台整平6年計畫：
 未來的火車沒有階梯，輪椅、自行車、推車可以直接上火

車。


– 一般飯店要有無障礙設施：
 民國99年開始實施，具有一定規模的飯店必須要有無障礙

設施。



夢想的開始
現在

行動不便者走出戶外已是極困難且不便之事，而旅遊更是
一種『夢想』。

因為無法事先得知哪邊有無障礙，加上台灣目前沒有一個
可以搜尋到無障礙相關資訊的網站，例如：哪裡有無障礙
餐廳、無障礙飯店、無障礙景點、無障礙交通...等。

所以，我希望建置一個全方位的網站，屬於身心障礙旅遊
的網站。

推動身心障礙旅遊行程、友善與全面的網路機制等，建立
全球推廣無障礙旅遊觀光的新氣象。



實現夢想的開始
現在

希望能讓全台灣的行動不便者(包括身心障礙者、年長者、
需要使用推車的小孩、孕婦----等)勇於走出戶外、接觸社
會。

也由於網站有外文版，因此，進而能吸引國外身心障礙朋
友或行動不便者到台灣觀光，也可刺激景氣增加消費與推
廣觀光產業。



計畫內容及實踐計畫

 建立無障礙旅遊從業人員訓練制度，以提
升服務品質。

 規劃無障礙旅遊環台路線。

 建立全球化多國語系台灣無障礙旅遊資訊
網。

 整合行銷台灣的無障礙旅遊環境。



建立無障礙旅遊從業人員訓練制度

 建立無障礙旅遊實習機制
– 透過產、官、學三方面的點線面配 合，讓學
子們能學以致用。

 舉辦無障礙旅遊相關之研討會
– 未來可行之方向與改善無障礙旅遊環境的依
據和推動力量。

舉辦無障礙旅遊研討會到大學推廣無障礙講座



規劃無障礙旅遊環台路線

1. 針對旅遊景點進行勘查與無障礙旅遊
行程規劃

2. 針對各飯店、餐廳進行勘查與無障礙
旅遊行程規劃

3. 針對鐵路、捷運、高鐵等各項交通工
具進行勘查與無障礙旅遊行程規劃



1.針對旅遊景點進行勘查與
無障礙旅遊行程規劃：

拆下門檻--就變成無障礙了 無障礙廁所門口的有障礙階梯



2.針對飯店、餐廳進行勘查
與無障礙旅遊行程規劃

有障礙浴室廁所 餐廳無障礙斜坡

輪椅無法進浴室，只能利用小板凳，
再爬到馬桶，再實踐夢想的能力坐上
高椅子上，才能晉入浴缸洗澡。 目前台灣飯店幾乎都有門檻

超過30公分的門檻



3.針對鐵路、捷運、高鐵等各項交通
工具進行勘查與無障礙旅遊行程規劃

坐著升降機，穿越鐵路平交道



建立全球化多國語系
台灣無障礙旅遊資訊網

 無障礙旅遊會員中心

 無障礙社群討論及互助旅遊

 無障礙住宿資料

 無障礙景點資料

 無障礙交通資料

 無障礙資料搜尋

 相關資料連結

 頁面符合無障礙A+標準



行銷台灣無障礙旅遊環境

 透過網路資源進行推廣
– 搭配觀光局的行銷計劃同步宣傳台灣無障礙
旅遊環境

 拍攝宣導短片行銷台灣無障礙旅遊環境
– 透過網路搭配宣導短片方式將所有規劃與設
施呈現宣傳



夢想目的

一. 推廣台灣成為一個無障礙旅遊國家。

二. 讓更多行動不方便人士可以行動無障礙。

三. 規劃出環台的無障礙旅遊路線。

四. 規劃包含多國語系的無障礙網路搜尋平台， 方便國
人與外國人在此平台上搜尋台灣無障礙旅遊資訊。

五. 讓國內學校與觀光系相關學生進行身心障礙服務實
習、課程、訓練等。

六. 透過宣導短片讓國人重視無障礙環境。

七. 提升國內無障礙旅遊環境品質、並可提升景氣與刺激
消費。



夢想的重要性及影響力

 建立身心障礙旅遊社群，以互助旅遊方式讓身
心障礙朋友更容易走出戶外

 建立專業無障礙旅遊服務從業人員，提升品質
台灣的目標。

 建置身心障礙台灣觀光網站，滿足全球身心障
礙朋友對台灣資訊的需求。

 透過網站，串連世界 、用短片宣導與配合旅
展方式行銷台灣。

 加速帶動上、下游旅遊休閒業者邁入國際化、
無障礙旅遊環境改善與設置



推銷我的夢想

「旅行」對一般人而言，是一種調劑身心，紓解壓力的最
佳方法。但是，對於身心有障礙的人而言，卻是「望之卻
步，無法想像。」對他們而言是個「奢侈的夢想」。

如果今天我們的無障礙環境做的很好，我相信行動較不方
便的人，會很樂意走出家門，也不用擔心自己會是他人的
包袱。

所以若是有一個無障礙旅遊專屬的網站，每一位行動不便
者都可以跟一般人一樣，上網尋找適合的景點、餐廳、飯
店、交通方式，我相信所有的行動不便者只要透過我們架
設的網站，都可以自己設計出適合自己的旅遊方式。



夢想可行性

 民國九十八年國內身心障礙人數高達一百零五
萬人。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預計全球尌有6.7億人
口為身心障礙朋友。

 依據內政部統計，觀光人數約1億1,025萬人次
，平均每人每次旅遊消費金額為台幣1,989元。

 依據內政部統計，平均來台觀光人數約四百七
十九萬人次，每人消費金額則可以創造1,473美
元。



夢想可行性

 預估網頁瀏覽人次每年二十萬人次。

 預估創造國內身心障礙旅遊人數每年二萬
人，創造三千九百七十八萬元旅遊消費。

 預估創造國外身心障礙旅遊人數每年一萬
人，創造四億四千一百九十萬元。



實踐夢想的能力

 推動、倡導無障礙環境已10幾年了，也苦心經
營一段很長的時間，除了一般的身心障礙者與
老人外，更包括玻璃娃娃、漸凍人、小腦萎縮
症、節結硬化症、肌肉萎縮症、脊椎損傷者、
中風者、視障者、…等

 本身在旅遊業已20年了，累積了專業經驗和專
業能力，也讓自己經營的旅行社得到觀光局和
勞委會的肯定，97年得到觀光局唯一頒發的【
優良旅行社獎】，勞委會頒發【金展獎】--長
期協助進用身心障礙員工。



實踐夢想的能力
專業工作能力---榮獲觀光局和勞委會肯定

97年榮獲觀光局優良旅行社獎98年榮獲勞委會金展獎-優等獎 97年榮獲勞委會金展獎一等獎

88年榮獲觀光局傑出從業人員獎

http://f23.yahoofs.com/myper/lCCVSgKTCQL_QakLzKQm/blog/F23_20091021113747116.jpg?TTAMCKLB2iRKiuOn


夢想實踐時間表

 建立全球化多國語系台灣無障礙旅遊資訊網
– 預計6個月內開發及測試完成。

 建立無障礙旅遊實習機制
– 資訊網測試期時，開始和學校合作，預計8個
月的學生訓練。

 舉辦無障礙旅遊相關之研討會
– 資訊網正式上線後，預計8個月內辦理相關研
討會。

 環台路線實地勘查
– 預計8個月內完成一個無障礙旅遊環台的示範
路線。



目前的願景
尊重別人，看重自己， 心中有愛，才會人

見人愛， 把握今天，才有希望的明天

 推動無障礙旅遊讓【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家有一殘，
如獲至寶】的關懷理念，讓更多老弱婦孺，更能享受家
人的親情和關愛。

 進而達到日行一善，助人為快樂之本，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養，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之境界。

 讓全民享受到親情的可貴、家裡無障礙，環境無障礙，
全民心裡都無障礙。



曾經有人說過

第一等人，是創造機會的人；
第二等人，是掌握機會的人；
第三等人，是等待機會的人；
第四等人，是錯失機會的人。

您是第幾等的人呢？



沒有人是完美的 !!!

但

每個人都可以學會愛自己
接納自己的不完美，
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快樂的迎接未來
同時承諾改變自己的內心和
行為 ~
才能讓我們自己和關心的人
過得更好 !   ~ 共勉之 ~



夢想成果

現在
我以擁有十大傑出女青年頭銜為榮

未來
希望十大傑出女青年以我的事蹟為

榮



人因夢想而偉大

希望大家為我加油

讓我美夢成真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