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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會 研究及倡議中心 

 

就「申訴專員主動調查 政府對行動困難人士提供復康車輛服務的監管」之

意見書 
前言 

香港復康會於 1959 年成立，一直致力提升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和長者的生活質素，提供各類

適切的服務，包括復康、長期照顧和無障礙交通及旅遊等。為回應個人及社會的需要，本會採用了社

區復康和充權的工作手法，為服務使用者提供自我管理支援，促進自助互助及支援病人組職的發展。 

研究及倡議中心（研倡中心）於 2012 年 4 月正式成立，負責統籌及發展本會的研究及倡議工作。

秉承「研究以緊握需要，倡議以改變社會」的精神，中心的目標是透過研究和倡議工作，與不同界別

的持份者包括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長者、病人組織、社區團體等合作，共同創建一個促進參與、

共融及健康的社會。中心的研究範疇包括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和長者相關之社會福利、公共衛生、

復康及殘疾等事宜。 

 

我們欣悉申訴專員於本年 11 月 20 日宣布展開主動調查，審研政府當局如何落實 2007 年定下的

為未能使用公共交通服務的殘疾人士提供「特別交通服務」的政策，以及有否就違規經營接載服務訂

立措施，以保障殘疾人士的安全和權益，現正提交有關之意見書，內容主要包括改善現時特別交通服

務和長遠完善本港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 

 

香港無障礙交通運輸的相關政策 

本港無障礙交通運輸的相關政策目標於《1995年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平等齊參與，展能創新

天》
1
內闡明，主要透過兩個方法去滿足弱能人士對交通服務的需求：「(1)鼓勵公共交通營辦商盡可能

改善車輛的設施，方便弱能人士使用；(2)為無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士提供特別交通服務。有關服

務可分為兩大類：由服務中心安排的交通服務及復康巴士服務。前者(服務中心安排的交通服務)為往

來康復機構，例如庇護工場及特殊學校的弱能人士而設；後者(復康巴士服務)則是一個遍及全港的交

通網絡，讓行動不便的人士可以往來上班及上學地點，或參與活動(但不包括服務中心所提供的康復

服務)。」 

2007年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建議政府在通道設施和交通方面，為殘疾人士建設一個無障礙的

環境，包括為未能使用公共交通服務的殘疾人士提供「特別交通服務」，都是一脈相承的政策目標和

方向。 

對於無障礙運輸服務的要求，運輸署於 2001 年制訂的《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就設計及提供交

通運輸設施給予指引，然而該手冊所載的標準與準則不具備法定效力2，未能有助全面落實公共交通

全無障礙的理念。運輸署亦於 2004 年制定了 5 個「更佳策略」作為無障礙運輸的方向：更暢達的運

輸服務、更優良的公共運輸基建及設施；更完善的街道環境；更妥善的規劃標準、指引及程序；更良

好的夥伴關係、使工作及成果更為理想等。 

                                                      
1
 參考資料：《1995 年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平等齊參與，展能創新天》。連結：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WPCHIN.doc） 
2
 參考資料：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討論文件 TT52/2013(修訂)。連結：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t/doc/common/committee_meetings_doc/ttc/st_ttc_2013_052_t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WPCHIN.doc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t/doc/common/committee_meetings_doc/ttc/st_ttc_2013_052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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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無障礙交通的權利和需要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自 2008 年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公約的第

十九條「無障礙」闡明了保障殘疾人士平等使用交通工具進出的權利。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2 年提倡

的《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ICF)

提出了個人的健康會受其活動和參與、環境因素等影響3。無障礙公共交通的不足，亦是影響殘疾人

士及行動不便者的社會參與的障礙。 

 

外國的無障礙公共交通政策 

英國和澳洲在平等法（英國，Equality Act 2010）和殘疾歧視法（澳洲，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2）的基礎上制訂具法律效力的無障礙公共交通政策和服務指引。在交通工具的設計、司機的資格

到營運商的規管等範疇都有明確的指引，有助他們發展無障礙的公共交通。鄰近地區台灣，其無障礙

交通的起步較香港慢，但其推行的無障礙的士試驗計劃也獲政府資助。 

香港殘疾人士對無障礙服務的需求增長 

2000 年，香港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分別佔全港人口 4.0%和 13.0%4；2007 年，香港殘疾人士和

長期病患者分別佔全港人口 5.2%和 16.7%5；香港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人口比例在 7 年期間都上升了

約 30%。由此推算，香港於 2014 年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人口比例估計分別為 6.8%和 21.7%。現時

香港人口為 7,219,700 人6，估計現時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的數目約為 488,052 和 1,567,400。 

面對不斷上升的殘疾和長期病患者人口，縱使全港現有 135 輛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由香港復康

會營運的復康巴士（下文簡稱「復康巴士」）為行動不便之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提供便捷的交通服

務，也不足以應付日益龐大的需求。他們除了乘搭復康巴士用作恆常的上班、上學、訓練及治療外，

還有不定期的就醫、覆診、社交及康樂活動等之外出之交通需要，整體的服務需要出現求過於供的情

況。 

除了個別殘疾人士使用復康巴士外，有些備有中心巴士服務的機構和學校也會經常安排或鼓勵其

殘疾會員或學員使用復康巴士服務。 過去《香港康復服務計劃方案》提供了康復服務發展的藍圖，

有助整體服務的計劃和推行。自 2007 年後，政府當局已再沒有推出《香港康復服務計劃方案》。隨著

香港社會人口老化，政府近年亦積極推出不同的服務計劃，以加強對殘疾人士及長者在社區的復康支

援。當中有些計劃是包括了中心車輛的資助，也有一些沒有提供交通配套的服務和資助。在沒有整體

策劃和統籌下，復康巴士營運者難以較有系統地計劃和調配服務，以回應社會不同的新增或額外的交

通服務需求。 

 

 

 

 

                                                      
3
 參考資料：世界衛生組織網頁﹕連結：http://www.who.int/classifications/icf/en/ 

4
 參考資料：《第二十八號專題報告書》 

5
 參考資料：《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書》，第 156 頁 

6
 參考資料：統計處新聞稿「二零一三年年底人口數字」。連結：

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2&pressRID=3405 

http://www.who.int/classifications/icf/en/
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2&pressRID=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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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久將來有無障礙的士於香港行駛，相信只能惠及一些有較高經濟負擔能力的殘疾人士和長

期病患者。本中心於 2014 年 1 月所進行的研究發現7，60%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家庭收入低於「貧

窮線」，屬於貧窮戶，他們承受著沉重的經濟壓力，預計大部份行動不便之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仍

需依賴收費較低的復康巴士或公共交通工具，作為覆診和其他外出之用途。 

 

建議 

 

整體城市的無障礙交通運輸政策應以無障礙公共交通為骨幹，特別交通服務為輔助的角色，只為

無法使用無障礙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士提供服。面對復康巴士服務供不應求，以及無牌經營的復康車輛

的情況以保障殘疾人士的安全和權益，我們建議需 (1) 改善現時特別交通服務 和 (2) 長遠完善無障

礙公共交通服務。 

 

(1) 改善「特別交通服務」 

1.1 資助復康巴士引入與時並進的資訊管理系統，以全面提昇現時的營運效率，更有效滿足殘疾

人士和行動不便之人士之需要。 

 

復康巴士服務需求非常龐大。2013-2014 年度提供了約共 785,000 人次，當中包括固定路線、

電召服務、穿梭巴士服務和聯載服務。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在不同時段、地區及用途也有很大

的差異；隨著病患和身體情況的轉變，對預約服務也需不時作出更改。故此，有效的服務安

排不但需要人力資源的投入，更需較要與時並進的資訊管理系統支援， 作更快捷和靈活的安

排。 
 

1.2 設立協調無障礙特別交通工具的平台或中心，發揮統籌之作用，能更有效率、靈活和全面運

用資源，以滿足個別行動不便人士和社會整體的需要。 

 

1.3 人力資源 

現時每輛復康巴士獲配一名車長（另有替假車長），即一名車長的工作時間約為每日 8 至 10

小時計。在車長下班的時間，即使有復康巴士，但也欠缺人手提供服務。遇上車長放假或病

假的安排，服務則受到更大的影響。建議進一步提高復康巴士與車長人手的比例和相應的支

援人員，以善用車輛資源及提昇服務效能。 

(2) 完善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 

在本港眾多的公共交通服務中，的士及小巴的無障礙配套最為不足。然而，行動不便的患者

卻往往主要倚靠這兩種公共交通工具往來醫院和診所。為此，我們建議政府推動使用通用設

計的無障礙的士和小巴，以滿足社會的需要。 

2.1 無障礙的士 

政府於 2014 年 7 月 17 日公布了環保署最新修訂的條例8，豁免了採用石油氣暨汽油的的士在

本港使用的限制，而個別車行亦於 2014 年的 12 月表示會於 2015 年引進新款的無障礙的士，

                                                      
7
 香港復康會研究及倡議中心. (2014).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對 2014 年施政報告的意見調查》. 

8
 參考資料：政府新聞公佈。連結：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7/17/P201407170291.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7/17/P2014071702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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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行動不便者帶來多的選擇及便利。我們建議： 

 

- 為的士業界提供各種誘因（例如：車價補貼、稅務寬減等），鼓勵有足夠數量的無障礙

的士，惠及更多殘疾人士和長者等。 

- 建立機制確保的士合理收費、接載行動不便人士及其運送時的安全，並為業界提供專業

訓練等，以保障輪椅使用者的利益。 

2.2 引入無障礙小巴或加裝輪椅上落裝置 

 

現時本港的不少的醫院是地理位置未能讓低地台巴士直達，專線小巴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

現時全港 4350 輛公共小巴，包括 3114 輛專線小巴9之中，並沒有提供能接載輪椅使用者和行

動不便者的車輛，未能配合經常需要往來醫院診所的長者、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等行動不

便人士的需要。 

故此，復康巴士成為主要的選擇，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在 2013 至 2014 年度未能通過電話

成功預約復康巴士服務的個案中，約一半是就醫需要。在資源限制下，雖然復康巴士已於 2013

開始為個別醫院提供名為「醫療共用車」及「復康穿梭巴士」接駁車服務，方便殘疾人士，

仍需時檢視有關新措施的進展。 

長遠而言，我們建議當局引入無障礙小巴/無障礙小型公共巴士以解決現有的問題。 

- 建議運輸署引入不同車種作無障礙小巴/無障礙小型公共巴士，其中可供參考的車種包

括平治的 Sprinter City 3510，Volkswagen 的 VW T5 I 40PS11，Optare 的 Solo12 

- 建議運輸署研究為現行小巴加裝輪椅上落裝置的可行性 

- 推行醫院線無障礙小巴路線以接載行動不便或輪椅人士往來醫院 

 

總結 

 隨着本港人口老化的情況加劇，長期病患的年輕化的趨勢，預計未來行動不便人士的數字將

會不斷增加，政府相關部門需制定長遠和具持續發展的無障礙交通輸政策，主要包括改善現時特別交

通服務和長遠完善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構建一個通達、安全和共融的都市。 

 

 

 

香港復康會 研究及倡議中心  

聯絡：熊德鳳女士  (anchor.hung@rehabsociety.org.hk） 2014 年 12 月 19 日 

                                                      
9
 參考資料：運輸署網頁。連結：http://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ublic_transport/minibuses/ 

10
 參考資料：平治公司網頁。連結：

http://www.daimler.com/Projects/c2c/channel/documents/2154509_Sprinter_Data_Sheet_e.pdf 
11

 參考資料：網頁。連結：http://www.mellor-coachcraft.co.uk/ 
12

 參考資料：網頁。連結：http://www.optare.com/solo/ 

mailto:anchor.hung@rehabsociety.org.hk
http://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ublic_transport/minibuses/
http://www.daimler.com/Projects/c2c/channel/documents/2154509_Sprinter_Data_Sheet_e.pdf
http://www.mellor-coachcraft.co.uk/
http://www.optare.com/so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