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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年12月份的彩妝工作坊，號稱

協會有史以來最色彩繽紛的一

次活動！除了學習相當多關於

保養及化妝的技巧外，還免費獲

得非常多的彩妝用品，正所謂有

吃又有得拿。將自己打扮成正妹

跟帥哥之後，前往信義區進行午

後下午茶，伶咖逼聊是非，真是

愜意的週末下午。（左圖為大合

照） 

 

 

2. 協會於98年4月11日、4月12日舉辦今年第一屆個

人助理培訓。不同於以往，這次招募的個人助理

幾乎都是學生，培訓過程充滿濃濃的青春氣息。

（右圖為培訓結束大合照） 

3. 2009 Asia Try in Taiwan籌備活動如火如荼地進

行，協會也邁開募款腳步。除了在台北募款外，更

拓展到台中市一中街，充分感受到中部人的熱情。

非常謝謝募款志工的參予，更感激捐款人的信任與

支持。另外，感謝大家對白色募款T恤的熱情，某

些尺寸已經斷貨；五月底將會推出新版黑色募款T恤

（暱稱「黑金剛」）。任何關於Try的最新訊息請詳

見活動部落格http://www.vitality.org.tw/try/，更歡迎來

電詢問。 

4. 若有會員欲收到「活力報報」紙本，煩請告知協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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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者的獨立身障者的獨立身障者的獨立身障者的獨立？？？？台灣還有努力的空間台灣還有努力的空間台灣還有努力的空間台灣還有努力的空間 
 
文文文文∕∕∕∕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莊棋銘莊棋銘莊棋銘莊棋銘 

 
在農曆年前，收到來自「台灣社區居住

與獨立生活聯盟」（以下簡稱住盟）的會員

大會通知。一看到會場在嘉義，就想到交通

問題。於是打電話詢問，是否有復康巴士可

以接送？好讓我們順利開會，幸好住盟的人

很有誠意替我們找車子，總算是解決交通問

題。 

當天，我與協會會計「阿宏」兩人，與

他的個人助理，搭乘高鐵到嘉義，一路上有

說有笑，討論著如何以協會的立場，要求住

盟可以一起爭取身障者「居住」的權益。在

台灣，大概沒有什麼東西，比「房地產」更

昂貴的。特別是在都市地區，一般人都必須辛

苦的貸款，才有機會買到棲身之所。而身心障礙者，尤其是肢體障礙者，如果需要無障礙設施（如

電梯、斜坡等），要找到適合的房子居住，更是困難。且有電梯或一樓的房子，通常租金高，租都

有問題了，何況買呢？這使得許多身障朋友，受困有障礙的房子，連出門都有困難。更別提什麼就

學啊、就業啊、人際生活之類的，實在是太遙遠了。 

當天住盟的會員大會，特別介紹他們到荷蘭考察的心得報告。心路基金會蔡和蓁主任提到幾個

荷蘭推動「身心障礙者獨立生活（自立生活）的支持服務」。目前荷蘭人口為1600萬人，其中350

萬人為身心障礙者。光是人口比例這點，就讓我感到驚訝。台灣有2300萬人，但法定的身心障礙者，

卻只有104萬人。足見荷蘭在身心障礙者的分類，是較為寬鬆、精細的。 

而這350萬的身心障礙者中，大約50萬人是屬於重度身心障礙者，無法生活自理，需要支持服

務。他們如何協助重障者自立生活呢？他們是採取多元服務的方式。目前有機構服務、個人獨立生

活服務，兩種方式並行。讓身障者可以自行決定，想接受哪方面的服務系統，由市場決定什麼服務

是最適合多數障礙者的。也因為這種人性化、開明的態度，使得現在荷蘭的身障機構日益式微，自

立生活在社區的身障者越來越多。 

但荷蘭之所以可以做到獨立生活這麼普遍，乃是基於社會主義的概念。強調個人生活品質，也

是國家施政重點，絕非個人「努力一點」就可以一語帶過。從他們的社會住宅（相當於台灣的國宅）

普及率達到百分之五十，連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區（富人區）的社會住宅都有百分之三十的高比

例。就可以看出，荷蘭政府，對於弱勢民眾的支持，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目前要解決身障者自立生活的困難，首先在社會福利政策的「觀念」要先改變。身心障礙者的

困難，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也不能完全歸咎於他的家人，而是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目前已通

過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條也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

理下列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照顧。其中一項服務是「社區居住」的部份。雖然

我們距離荷蘭的完整個人服務，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我國身權法已經通過，全面實行預計五年內完

成，相信法律若能徹底落實，未來台灣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生活推動並非難事。 

會員大會當天，我舉手發言，希望住盟能夠提供肢體障礙者的住宅權益爭取。目前住盟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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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發展方向，偏重於心智障礙者，心智障礙的社區居住需求，多半偏重於社區民眾的接納。而肢

體障礙者，則偏重於無障礙的環境需求。住盟的陳美鈴常務理事則允諾，日後如要推廣無障礙的社

會住宅，會找新活力協會，一起為障礙者的住宅權益努力。 

 
本文部份資料來源本文部份資料來源本文部份資料來源本文部份資料來源：：：：台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台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台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台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會員大會手冊會員大會手冊會員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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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帶著帶著帶著大家的期待大家的期待大家的期待大家的期待，，，，協會繼續向前走協會繼續向前走協會繼續向前走協會繼續向前走    
 
文文文文∕∕∕∕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莊棋銘莊棋銘莊棋銘莊棋銘 

 
三月八日這天，我們如期的舉辦第三次

會員大會。在舉辦會員大會前，我們為了找

適當的場地，煞費苦心。在台北市，要找到

適合許多輪椅進出，又距離捷運站很近的無

障礙地點，實在很困難。最後找了台北市身

心障礙福利會館作為會議召開的地方。為了

回饋各位會員的熱情參與，當天我們還準備

茶點、餐盒等等食品，讓大家在會後可以享

用美食，聯絡感情。曾有朋友建議我們，未

來會員大會，可以舉辦團體出遊，一來會員

大會顯得比較輕鬆，二來也能在集體出遊中， 

增進會員間的感情。 

不過今年協會營運捉襟見肘，經費有

限，很想舉辦大型的自強活動。但礙於場

地、交通、經費等因素，今年無法成型。希

望今年協會服務更穩定，try的活動辦好後，

之後的會員大會，可以讓我們有機會一同出

遊。 

去年（97年度）我們開始試辦「個人助

理服務」，提供16位會員，貼心、方便，提

昇自主性的個人化服務。其中有位會員，從

教養機構搬出來，目前自己居住在石牌地

區。我們新任的會計先生，之前也是待在家裡，

鮮少出門；但來我們協會上班後，生活大為改

變，現在可以一個人出門。他在個人助理的協助下，可以從事各種活動。個人助理，也協助了已經

在外面生活的許多會員朋友生活上的協助。不過，由於是試辦階段，服務礙於經費限制，始終無法

擴大，未來，希望將服務建制完善，能夠跟政府爭取經費，讓台灣的身心障礙者，都能快樂的「自

立生活」。 

今年（98年度），除了維持去年的個人助理服務外。還加上了工作坊、以及很重要的跨國「2009 

Asia Try in Taiwan」活動。這些活動，除了由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主責外，還是希望各位會員朋友們，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協會活動，是需要大家一起參與，方能成功的。感謝會員們這一年的支持，

感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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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請請請「「「「支持支持支持支持」」」」代替限制代替限制代替限制代替限制!!-----飛飛飛飛 機機機機 拒拒拒拒 載載載載 事事事事 件件件件 

文文文文∕∕∕∕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 林君潔林君潔林君潔林君潔 

一月十六日早上四點，我們起了一大早要搭飛機前往沖繩出差，除了要參加當地的「禁止歧視

障礙者地方條例」的大會外，還有要討論讓一位正準備自立生活的會員在四月份去沖繩協會研習的

相關事宜。 

照正常程序，我和抒帆兩個小時抵達機場準備

check in 掛行李。按照所謂的一般程序來說，航空

公司會要求輪椅使用者在check in時就必須換成他

們的輪椅，直到兩個小時上飛機後。但我們堅持要

求乘坐自己的輪椅直到機艙門口，再換機場用的輪

椅，因為輪椅就如同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如果馬上

被拿走了，換一台和自己身體不合的輪椅在身上，

不論上洗手間或是要逛機場內的免稅商店，在行動

上都會加倍困難。 

辦好一切手續，我和抒帆就到處閒逛吃了個早

餐消磨時間。等差不多要登機時，我們拿著機票到登機門口， 沒想到航空公司的人員問說：「請

問你們有陪同者嗎?」我們答：「沒有啊，我們都能自行照顧，不需要陪同者」「不好意思，因為

你們兩位沒有陪同者，所以今天可能沒有辦法上飛機……」「？！！」「蝦米？」手拿著機票的我

們非常錯愕地說：「可是我們已經買了機票，你們沒有權利拒絕我們登機!!」，對方回答「我們是

依照航空法的規定，如果讓你們上飛機，我們就是犯法」對於不懂航空法的我們，並沒有被唬的團

團轉，反而是趕緊打電話求救，請同事和朋友查尋航空法的規定，最後……機門關上，飛機就在我

們兩個面前這樣給它飛走了，而飛往沖繩一天就僅此這一班飛機，明天也沒有飛往沖繩的飛機

了……。 

因為我們的堅持，他們帶我們到了辦公室，開始一連串的對答，這次他們改口說不是航空法的

規定，而是他們內規的規定，但是內規不能公開，只能在電腦裡觀看，於是我們過去看，內規用英

文寫著「無法自行行走到機艙內的乘客，需要陪同者才可以撘乘飛機」我們對於這樣不合常理的內

規，又是一連串的交涉，但是他們態度堅持，說規定就是規定，他們也只是公司員工，無法自行作

決定，於是我們打電話給日本自立生活中心的leader，日本leader說今天沒有直飛沖繩的飛機的話，

那我們可以搭到福岡再轉國內線到沖繩，只要我們能到福岡就安全了，另外如果堅持要有陪同者的

話，就找前往福岡同班機的乘客來當我們的陪同者，於是又經過一連串的交涉後，從早上八點到下

午四點，最後華航終於願意讓我們上飛機飛往福岡，住宿一夜，隔天再搭日本國內最早的班機JAL

航空到沖繩…。 

但不可思議的是，上華航飛機時我必需簽署「免責同意書」，裡頭的內容大致是說，如果我在

飛機上發生任何意外，將自行負責，一切與航空公司無關，若我發生事故造成航空公司的損害，我

還需要另外賠償他們的損失。「真是見到鬼了！」「如果發生什麼事，這種免責書一點效力也沒有

好嗎，到時要負的法律責任一個也跑不掉！」。如此一來一往長時間的交涉，原本一個小時就可以

到的行程，卻花了我們二十五個小時才抵達！而且我們兩個自付13300日幣住宿福岡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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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我們又起了一個大早，趕搭第一班飛機飛

往沖繩，果然如同日本的leader所說的，到了福岡就

ok了，真的是有一種安全上壘的感覺…在這裡我們

要搭機兩個小時前直接到櫃台報到就ok了，不用事

先通知，JAL航空十分尊重人，儘可能地提供支持

服務，而不是一昧地限制，還細心地問說我們兩個

的位子要怎麼排，自己的輪椅要直接到機艙門口

嗎，根本沒有問有無陪同者這無關緊要的問題。在

台灣把我們搞得像罪犯似的一點自主權都沒有，才

隔了一個海的國家，搭個飛機卻如此大不同，這樣

才是人的對待呀……會有這樣的服務和制度也是當

初日本障礙者去爭取的，我們也要多多加油了！當然我們回到台灣，就馬上採取申訴的行動，以下

是申訴書的內容： 

 

本人為輪椅使用者，於 98年 1月 16日和另一位輪椅使用者（蔡抒帆小姐），兩個人要搭

華航 CI120班機到沖繩出差於登機門前遭拒載。 

其拒載理由：（1）、無「健康者」陪伴同行。（2）、未具備醫師開立適航証明文件。本人在

此投訴華航違反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十六條（第 十 六 條  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

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考、進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

歧視之對待。公共設施場所營運者，不得使身心障礙者無法公平使用設施、設備或享有權利。）

及憲法第七條、第八條。 

平日障礙者搭乘捷運、台鐵、高鐵都是沒有陪同者當場買票就可以上車，交通事故率最低、國

際化的飛機為何有此要求？難道障礙者進出百貨公司、圖書館都要打電話事先連絡告知並且攜

帶陪同人員嗎？我們的行動權在哪裡？ 另外，本人在使用個人輔具、利用無障礙環境設施設

備和大眾運輸業者應提供之服務的情況下，並無行動或自我照顧之困難。本人也出國無數次，

從未被要求開立証明，自身狀況亦不適用醫療案件，為何需開立適航証明文件？ 

在回程時本人也被迫簽署免責同意書，不簽署的話便無法上飛機，這已是對障礙者有不合理不

公平對待，構成歧視。 貴公司曾表示因無法用肉眼判斷我是否適合上飛機，所以需要簽免責

同意書，那其他乘客也是有許多無法肉眼可以判斷的狀況，若以 貴公司的論點，那應該對所

有乘客都一律採取簽屬免責同意書的動作，否則就是對障礙者有所歧視。 

在此，本人要強烈投訴華航剝奪障礙者行動自由的權利，並針對其不合理內部規定作出修改，

承諾日後不得拒絕障礙者自由出入或附加其他出入條件。  

 
歷經兩個月，向消保官及台北市身心障礙權利保障推動小組兩個單位申訴後，華航終於願意認

錯賠償我們的住宿費損失，且將其不合理規定作改善，以五月中旬會明確規定好障礙者搭機時合理

的程序，再送給我們看，也會加強對第一線員工教育訓練。日後障礙者可以單獨搭機，不需要醫療

証明，但是適用於醫療案件者除外。另外，在華航空公司尚未訂出內部處理身心障礙者搭乘班機之

處理原則前，將提供24小時服務專線（Office in Charge）03-3983679, 以便在這期間能快速處理

身心障礙者搭乘問題。由於這一次的爭取，相信以後不會有障礙者遭受和我們一樣不平等待遇了，

希望我們是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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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籌備感想 

文∕副總幹事 蔡抒帆 

2009 Asia Try in Taiwan籌備至今已經半年多了，從一開始的天真，到現在被摧殘得差不多了，

不過在這半年的過程當中，竟然把當初憑空寫出的企劃書慢慢的變成了行動，也聚集了一群志同道

合的朋友，一起籌備，一起想活動標語，說到這個，突然讓我想起我們的活動標語「Try開一成不

變的生活，就是要你滾出來」這可是kimi兄跟阿宏兄兩人一同上廁所時突然想到的，當初可是我們

絞盡腦汁，七嘴八舌的討論了1個多小時，在大家要放棄前，兩位去了廁所，出來之後，就蹦出了

我們try活動的標語，實在是不知要說什麼。 

在這半年中，我慢慢的發現，我的臉皮越來越厚了，從一開始的青澀小姑娘，變成了會說場面

話的職場女強人了，不過阿，募款真的是項艱難的工作，除了要不斷拜訪不同的單位之外，也要接

受被拒絕的結果，再加上今年經濟不景氣，被打槍的機會也相對的提高，但是做對的事一定還是會

有人支持的，這一路走了遇到了很多的貴人，也提供了很多資源給我們，讓我們每當快撐不下去時，

就又有一道曙光，除了對企業募款之外，當然自己也要努力，西門町的街頭募款初體驗，讓我很感

動，這樣的場景，我在日本時看過也參加過，沒想到現在，我們也行了，街頭募款其實不只是為了

募得資金，還有藉由傳單的發送與看版的文字，能把障礙者的需求告知大眾，教育大眾，而經由一

次又一次的街頭募款，我也發現，在我身邊的夥伴們，從害羞內向，到主動參與，大聲喊出訴求，

這時我知道我們街頭募款的目的達成了，empower障礙者也是try籌備與舉辦的目的。 

這次舉辦這樣的活動，因為很忙壓力也很大，本來想說也許可以順便減肥，沒想到越來越胖，

我一定要在9月舉辦之前瘦下來，才能美美的上電視。 

最後呼籲大家一定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起把這個活動辦起來喔 

 

 

 

�� 歡迎會友提供短文及訊息 �� 

� 活力月報歡迎會友以一千字內之短文投稿，稿件以電子檔或書面皆可。 

� 【小道消息】及【好康報報】將會是互動的訊息小版面，歡迎會友提供個人或相關訊息刊登。                            

月報訊息聯絡人：林宜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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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7979797年度年度年度年度12121212月月月月────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898989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4444月捐款名月捐款名月捐款名月捐款名錄錄錄錄    
 

2008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7年度十年度十年度十年度十二二二二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莊棋銘 1,974 
林君潔 564 
林君潔 1,500 
張湘芸 500 
張介汕 500 
張祈茗 500 
簡聖倫 3,000 
康世昌 30,000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38,538 

 
2009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8年度一年度一年度一年度一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林嘉貞 6,000 

十方菩薩協會 50 
許李雪娥 1,000 
侯萬化 1,500 
陳彧夏 6,000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14,550 

 

 
2009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8年度二年度二年度二年度二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李詠惠 2,000 
楊文瑋 1,000 
林嘉貞 11,280 
曾貞萍 500 
葉媽媽 400 
謝明燕 3,600 

華濟藥局 6,000 
蘇瑞臻 800 
林慶苗 5,000 
陳碧綉 2,800 
李詠惠 11,280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4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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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8年度三年度三年度三年度三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侯萬化 800 
林嘉貞 11,280 
李詠惠 11,280 
蔡抒帆 30,000 
侯萬化 1,400 
謝智聰 300 
蔡抒帆 4,560 
蔡抒帆 2,364 

NPO法人沖縄県自立生活センターイルカ 3,450 
廉田俊二 490,200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555,634 

 
2009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8年度四年度四年度四年度四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月份捐獻名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林嘉貞 11,280 
蔡抒帆 17,280 

Human Care協會 33,746 
不具名 200 
不具名 8,000 
不具名 535 
侯萬化 1,700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72,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