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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for all  



前言 

• 限制與阻礙因素：1. 地形特徵、2. 遊
憩區管理方式、3. 文化差異  

• 本章所探討之議題包括： 

– 1. 試著提供無障礙步道 

– 2. 將DDA的考量納入遊憩區管理中 

– 3. 特定遊客之遊憩阻礙 

– 4. 為遊憩區發展提供一結構性途徑，以
確保身心障礙者或其他進入遊憩區有困
難的人之需求。  



何謂「無障礙路徑」 

• Disabled access is just good 
access 

–所謂的「無障礙路徑」其實就是指「設
計良好的路徑」 

• 失能者：任何人因不健全之身心理狀
態在其日常進行的活動上有長期不良
影響。 

• 所面臨的潛在問題？  

–表6-1,p130 （分成肢障/視障/聽障/學習
困難/年長者/少數民族) 



表6-1 
使用遊憩 

區有困難 

的團體 

潛在障礙 

肢體障礙 

者 

1. 肢體上的通行問題：梯磴、入口、橋 

2. 陡峭或不平的步道 

3. 距離 

4. 休息點 

5. 資訊的獲取程度 

6. 信心 

視障者 1. 高低不平的步道 

2. 資訊的獲取程度 

3. 障礙物 

4. 路線易尋度 

5. 信心 

聽障者 1. 溝通問題 

2. 與他人之互動 

3. 信心 



表6-1 (續) 

學習障礙者 1. 資訊的獲取程度 

2. 理解度 

3. 信心 

老年人 1. 肢體上的通行問題：梯磴、入口、橋 

2. 陡峭或不平的步道 

3. 距離 

4. 休息點 

5. 信心 

少數民 

（黑人/有色
人種） 

1. 察覺度 

2. 語言問題 

3. 文化問題 

4. 信心 



身心失能者的定義 

• 身心失能者歧視法案(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 

–具有生理或心理傷害，並對其執行日常
活動有實質或長期之負面影響  

• Labour Force Survey  

–英國有650萬人具有長期身心失能或健康
問題  

–身心失能程度會隨年齡增長成正向關係  

 



身心障礙類型 

• 可移動的失能者(Ambulant disabled)  

– 具有移動方面的困難，沒有辦法走很長距離
或是用雙腳持續走路 

困難 需求 

無法走很長距離 短距離行走 

特別長久的使力 休息點/遮蔽處 

不平/顛簸的路面 堅固平坦的道路 

階梯/斜坡 階梯和斜坡處要有扶手欄 
杆 

梯磴 入口 

資訊的獲取 



stile 
• A stile is a pair of steps or 

ladders that is accessible to 
pedestrians but generally 
incessible to animals. Stiles are 
often found in rural areas or 
along footpaths and allow 
access to a field or other area 
enclosed by a fence or wall. 
Unlike a gate, there is no 
chance of forgetting to close it, 
but they are difficult to use by 
disabled individual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irway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dd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destrian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il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l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sabled


輪椅使用者(Wheelchair users)  

困難 需求 

不平/顛簸的路面 平坦路面 

泥濘的路面 

具有斜坡的步道 斜坡上要有休息的地方 

路面上的石頭 

陡峭的斜坡/階梯 斜度小的斜坡 

道路邊要有殘障坡道 

碎石/圓卵石的步道 

梯磴/狹窄入口/部分類型 
的kissing gate 

合適的入口 

步道寬度過窄 步道要有讓車處、避車處 

標準廁所 專用廁所 
next 



Kissing gate 

http://www.centrewire.com/images/2005/DSCN0124.JPG
http://www.centrewire.com/images/2005/DSCN0358.JPG


不平/顛簸的路面 

 

back 



輪椅使用者 (續) 

• 視線的高度  



視障者(Visually impaired)  

困難 需求 

隨意行走—無法看到要去 
哪裡、或是路標或地點資訊 

具紋理的行走路面 

障礙—垃圾桶和路燈等公 
共建設都可能是潛在危險 

無障礙步道 

溝通問題 協助者 

信心 道路和階梯採對比色 

照明亮度 

資訊的獲取 

資訊點字化 

資訊以大型字體呈現 

需具有相關設施及資源 
資訊 



• 聽障程度分級： 
– 輕度失聰 

– 中度失聰 

– 嚴重失聰 

– 極度失聰 

 

 

 

 

 

 

• 聽障著難以辨識分辨  

聽障者(Hearing disability)  

困難 需求 

溝通—聽說問題 人員訓練 

理解問題 資訊的提供 

信心 



智能障礙(Mentally handicapped)/學習障礙
(Learning difficulties)/精神疾病者(Mental illness)  

困難 需求 

溝通 幫忙及協助 

理解問題 鼓勵 

信心 信心建立 

• 老年人(The elderly)  

–老化並非是種失能，但是人愈老愈會遭

遇到許多障礙，且通常是一種以上  



失能者歧視法案 

• 1995年通過失能者歧視法案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  

–目的在於終止失能者所面臨的歧視  

– 1. 就業、2. 物品、設備與服務的取得、
3. 購買或租賃土地或財務時，賦予嶄新
的權利、4. 教育、5.公共交通工具 

 

• 遊憩區則被歸類為其中的服務提供者  

Back 



違法的歧視失能行為  
• 沒有正當理由就拒絕提供服務 

• 沒有正當理由而提供標準以下的服務 

• 沒有正當理由而提供條件很差的服務 

• 無法為服務提供的方式做出合理的調整 

• 無法為服務場所的設施做出合理的調整，解決生理上的通
行障礙  



Step 1 

服務的使用者有符合DDA的失能定義嗎？ 

生理或心理損傷？ 

損傷具有實質負面影響嗎？ 

損傷具有長期影響嗎？ 

會影響一般日常活動嗎？ 

Step 2 

服務是免除在DDA的定義(教育、交通及私
人俱樂部)之外嗎？ 

Step 3 

身心障礙人士是否獲得較少的理想服務？ 

是否曾無法對服務進行合理調整？ 

Step 4 

服務提供者能調整服務方式嗎？ 

無法進行調整的理由合理嗎？ 

並 

 

非 

 

違 

 

法 

 

的 

 

歧 

 

視 

 

行 

 

為 

Yes 

Yes 

No 

No 

Yes 

 

No 

Yes 

No 



遊憩區管理者的相關議題  
• 所有的遊憩區都必須為身心障礙人士
提供易達性嗎？  
–要讓失能者可以前往所有的遊憩區是不
可能的  

–所謂的無障礙步道，就是提供一條設計
良好的步道  

• 易達性標準 (表6-3)  
–不同類型的遊憩區要有不同的標準給不
同的失能者  
•都市及正規風景區 

•都市邊緣及管理風景區  

•鄉村及營運風景區  

•空曠地帶、半野地及野地   



如何應用這些標準來改善步道？  

• 先確認遊憩區類型 

• 執行細部步道評估  

–步道坡度  

–斜坡的提升高度  

–步道交叉處的斜度  

–步伐高度 

–路面斷路  

–步行隧道  

• 評估項目包括：  

–步道路面  

–步道寬度  

–步道寬度限制  

–障礙物  

–避車處、讓車處  

–休息點  

Next 

圖片來源：epochtimes.com 



斜坡的提升高度  

 

back 



步道交叉處的斜度 

• 能高越嶺 

back 



路面斷路 

 

back 



評估工具 

• 地圖 

• 紀錄資訊的表格 

• 卷尺  

• 斜度儀錶  

• 12mm的直徑杖  

• 5mm和10mm的網眼  



執行評估後之事宜  

• 比較是否符合表6-3的易達性標準  

• 如果不符合的話： 

–規劃和進行改善以達到標準  

–選擇不要符合標準，並提出合理的理由  

• 可能的正當化或合理化的理由  

–成本太高  

–破壞景觀風景 

–會對地方生態造成影響  

–造成安全上的風險 

–損及其他遊客權益   



將失能者納入決策過程  

• BT Countryside for All提供了很好的
引導，但卻缺乏失能者在決策上的參
與  

• 如何將失能者納入決策？ 

–確認有用的潛在資源  

•和全國不同的失能團體連絡  

–要達成目標為何  

• 在進行討論溝通時，要盡量讓每個人
都能參與(involve)其中，而非僅是與
他們商量(consult)  



資訊的提供  

• 資訊可以以宣傳的形式呈現，或是現
場提供資訊 

• 視障者則需要將資料以點字方式呈現 

 
• 資訊種類如下：  

–遊憩區地點和名稱  

–能幫助失能遊客的 

 可用設施  

–可以使用的廁所  

–輪椅對步道的合適度  

–每條步道的細節 

–步道長度和特
徵 

–步道路面材質 

–休息點出現的

頻率  

–支援的獲取  



少數民族  

• 察覺度  
–對當地地理知識的缺乏，或是由於語言
關係而缺乏資訊  

• 語言  
–資訊大都以英文呈現，而因此而遺漏資
訊 

• 文化  
–對遊憩區的認知觀念有所差異  

• 信心  
–知識不足 

–歧視問題   



如何鼓勵使用遊憩區 

• 鼓勵年輕人多造訪遊憩區  

–實際進入遊憩區，並提供正向體驗  

–發展遊憩區知識  

–方式：  

•學校系統  

•公眾團體  

• 提供進入管道  

–賽會及活動  

• 提供資訊  

–宣傳單或其他資訊來源須以合適的語言
提供給特定的族群  



員工Access for all訓練  

• 發展組織文化，讓員工在進行決策時，
能自動考量遊客的需求  

• 訓練的規劃應考量：  

–失能者及少數種族的需求  

–如何執行步道評估 

– DDA的執行  

–符合所有遊客需求的公共建設相關技術
細節  

–支援的獲取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