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琪好愛她的學校，但唯一讓

她煩惱的是無法參加旅行，和

同學一起留下回憶。

這一次，喵喵老師有好主意！

全班同學決定一起來想辦法，

你呢？你是否願意一起動腦幫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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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自 103 年 12 月 3 日起施行，象徵

我國身心障礙者人權保障正式與國際接軌。

我國透過通過施行法，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變

成我國法律，使我國身心障礙相關法規完整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

利，逐步達成平權目標，也顯示政府對人權的重視。

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只是落實身心障礙者

權利的第一步，為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使兒童從小扎根，

學習尊重差異並瞭解身心障礙者權利，本署規劃製作《每一個都

要到》，並邀請兒童、社會福利、身心障礙領域的團體及專家學

者參與規劃及審查，透過繪本故事引導孩子們認識身心障礙者權

利。

希望各位展閱本書的小讀者，透過故事來反思我們的社會，

認識身心障礙者不同的需求，並且瞭解到社會上須考量不同的需

求並做出調整，在生活、醫療、工作、上學與無障礙空間上提供

給身心障礙者應有的空間及權利保障。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落實，需要公、私部門共同努力，

透過對身心障礙者權利的瞭解，認識身心障礙者不同的需求，在

社會上來實現與維護各項權利。衷心感謝各位展閱本書的大小讀

者，期待你/妳能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享受一段收穫滿滿的「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旅」。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

簡慧娟 謹誌　

署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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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小朋友的話
《每一個都要到》這本繪本，講一位坐輪椅的小女孩，渴望

與班上同學一起去戶外教學。只是因為她使用輪椅的關係，學校

很自然的認定她不會參加，在找遊覽車、訂行程時沒考量到她的

需求；幸好，在一位熱血老師的用心下，小女孩開心的完成戶外

教學，故事因此有了圓滿的結果。

小朋友們，有什麼方法，能讓每一位身心障礙的朋友，都能

好好的生活、學習，享受自己的權利？想去遊樂園就去遊樂園、

想爬山就去爬山呢？

像故事裡的小琪，如果沒有特別打造的遊覽車、沒有有坡道

的農場，她該怎麼跟同學們一起玩呢？

身心障礙者跟所有人一樣，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以前的社會比較少考量到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像是輪椅族需

要坡道、或是無障礙的廁所及電梯等。其實，不只身心障礙者，

坐著輪椅的爺爺奶奶，還有推著嬰兒車的媽媽也可以使用坡道、

無障礙廁所和電梯呀！

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身心障礙者也是，只要我們能

尊重彼此不同的需求，打造沒有阻礙的社會，讓所有的人都能參

與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哦！

知名兒童文學作家

王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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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琪愛她的學校，很愛很愛。

那裡有最棒的建築、最高的樹、最

親切的老師和同學，對了，還有最可

愛的校狗豆豆和校鴨卡卡。

只有一件事讓她受不了。

去年的秋季旅行她沒辦法參加，因

為老師說：「除非媽媽肯陪你來。」

媽媽不能來，因為媽媽要照顧剛出

生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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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季旅行她也沒

去，因為老師說：「那裡

需要爬上爬下，除非能請

爸爸來幫忙。」

可惜爸爸工作忙，

沒有辦法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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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旅行，全班都很開心，小

琪覺得自己像是外星人，什麼話

都接不上。她很想去，但她得坐

著輪椅。

坐著輪椅雖然也很酷，男生都

說她好像坐在自己的跑車上，但

有些時候、有些地方，她就是去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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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開學後，她升上

一個年級，換了新的喵

喵老師。喵喵老師很愛

很愛她的寶貝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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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的長得高，有的長得壯，

有的跑得快，有的跳得高，

有的會溜直排輪，也有人

坐輪椅，或者戴眼鏡、戴

助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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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秋季旅行快要到了，她希

望二十個寶貝，每一個都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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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以前都沒有試過……」

校長抓抓頭。

「那我們要注意什麼事情？」主任

很擔心。

「這是有難度的事情啊！」隔壁班

的老師說，「別忘了，你有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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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喵老師看  意見調查表，小
琪寫了「不參加」。喵喵老師看

小琪，當大家都在笑時，她的

眼神總飄向遠方。

老師問：「小琪，你想不想參

加？」

「不用了……」

「不，你一定要參加，我們班

二十個，每一個人都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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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每一個人都去，她請大家

一起幫忙！

但哪裡可以玩得開心又盡興？

同學們也一起動動腦！

有人說要有坡道，有人說要有大

家一起玩的設施才好。

喵喵老師打了幾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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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間農場主人說：

「來來來，歡迎你
們
。
」

每一個都要到.indd   20 2018/4/19   下午3:35

直到一間農場主人說：

「來來來，歡迎你
們
。
」

每一個都要到.indd   21 2018/4/19   下午3:35



為了讓每一個人都去，她問

了很多地方，有幾間遊覽車公

司說：「哎呀，很抱歉！」

直到有個爺爺：「有有有，

我們有無障礙的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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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旅行那天，有無障礙設

施的車子來了！當老師把小琪

送進車裡，從沒和小琪一起旅

行的孩子都鼓起掌來。

他們一起在車子裡唱歌、聊

天、看風景，二十個孩子，每

一個都笑得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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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到了農場，這

裡的設施，小琪都可

以跟大家一起玩。

她跟同學餵羊吃

草，幫牛媽媽的

忙，餵小牛喝 
ㄋㄟㄋㄟ，

繞了農場，

抱小兔子拍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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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琪和大家一起上高台，進了涼

亭，風很大，大家的笑聲也很大，

那裡可以看見整個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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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大家可以一起做什麼事

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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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無障礙設施符號

無障礙設施符號，最常見的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但並不是

說，這個設施或設備只有坐在輪椅上的人才可以使用。其他像是視障

朋友或是使用導盲犬的朋友，也都有一些識別符號，找一找，你在哪

裡看過這些符號？

▲ 你知道這些符號的意義嗎？

▲ 貼心的高度調整，打造無障礙空間。

▲ 記得禮讓有需要的人優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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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設施是為了讓行動不方便的人，擁有「行」的自主與自

由。 不只是身心障礙者，包含受傷坐輪椅、拿拐杖的人，  或是老爺

爺、老奶奶，推娃娃車的家長，都是無障礙設施服務的對象。依照規

定，不論室內或室外，都應該要有這樣的設計，像是室內設有電梯、

公共廁所內設置有扶手等，室外騎樓下的通路與馬路的連接處、樓梯

旁，都要設置有斜坡道等。

這些設施是為了打造一個更公平與安全的環境，讓不同需求的人

都可以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 非身心障礙人士，占用這個車位會被罰款。

▲ 一起維護這些設備，是每個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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