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 

就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 小型巴士服務 

意見書 

 

無障礙交通在香港推行了接近二十年， 現時香港公共交通工具均朝向無障礙方向發展。 

現時，專利巴士(除新大嶼山巴士)新車均為低地台巴士， 的士方面也開始有可供輪椅上落的鑽的及

星群的士出現，港鐵也全線採用無障礙車廂設計，就連渡輪如天星小輪及新渡輪的港外線也可搭載

輪椅乘客。可是，這也未能滿足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的交通需要。 

至今，仍有兩種公共交通工具-小型巴士(公共小巴)及電車，仍未有提供可搭載輪椅的無障礙交通服

務。 

--- 

法例 

有關規管小巴(公共小巴及私家小巴)的香港法例中的 CAP374《 道路交通條例》， 對公共小巴設有

多項限制，包括: 

公共小巴分別包括紅色小巴及綠色小巴(專線小巴自 1970年及 1974年)。 

1976年刊憲規定為最高數量為 4350架後，一直沒有增減。 

小巴的體積上限為 7米長 2.3米闊 3米高，也一直由法例訂立沿用至今。 

 

近三十年，有關公共小巴的主要法例修訂如下 : 

1988年小巴最高載客量由最高 14座放寬為最高 16座 

2004年因應強制新車安裝乘客座位安全帶及高背座位， 總重由 4噸放寬至 5.5噸 

-- 

增加座位要求 

香港人口由 1994年 6.0354 百萬至 2013年 7.1875 百萬，增加達 19%。 



 

翻查資料， 1994年已有小巴商會要求由 16座加至 20座。而有關方面多次以影響其他交通工具利益

為由未有再研究。事實上，小巴在 1988年後沒有再增加座位的情況下， 乘客載客人次仍有提升。 

根據 2000年及 2014年運輸署年報，1989年， 公共小巴每日的平均載客量為 1，744，000人次，可

是到 2013年已達 1，864，000人次，升幅為 6.8%，同樣的車數，同樣的座位數字，要載更多的乘

客，即每位乘客等車時間更久。 

  

在大角咀統計時，發現九龍 46小巴由輪候到登車的時間高達 17分鐘，最高峰時達 42人等車，2/3

的乘客等侯超過 5分鐘才能登車。 

我們曾於早上繁忙時間實地到何文田愛民邨，大角咀，美孚等地進行視察及調查，早上繁忙時間時

最高峰的時間乘客需要輪候 17分鐘才可登上小巴，就當當中 4位乘客受影響，也就是說，總共浪費

了 68分鐘，以最低工資$32.5計算，一個早上就浪費了$36.8的生產力， 一年因早上繁忙等這班小巴

就浪費了最少$13444生產力。 

 

 



 

  

三菱 Rosa 7米長小巴及豐田 Coaster7米長小巴， 原裝設計是 20座， 可是由於香港法例規定公共小

巴只可有 16座，因而被迫少取去 4個座位。 

-- 

在外地小巴與巴士的關係 

香港的營運模式， 小巴跟巴士是不同營運商所持有，專利巴士及專線小巴分了兩套規管模式。 

鄰近地區來說，以台灣為例，台北市的公共巴士營運商同時經營大巴及小巴，可視乎客量及路面等

因素而決定車種，而台北的小巴使用的車款相若，均以豐田 Coaster 7米及三菱 Rosa7米為主，座位

更高達 20人，另外車上還設有站位。 

  

臺北客運新北市政府資助的免費小型巴士線

F502，接駁捷運、臺鐵及高鐵板橋站，採用豐

田 Coaster 7米版，車內設有 20座位。 

台北東南客運三菱 Rosa 7米版， 19座位+12企

位，行走接駁捷運木柵線的「棕 19」。 

新加坡方面，表面上沒有小巴的概念在公共交通上，但他們的屋村巴士也是使用 7米小巴行駛，車

款與香港相若。 

在英國倫敦，他們會採用 8米左右長的中型低地台巴士行走一些短途接駁路線(接駁鐵路站/大型轉車

站)。 



 

 

英國倫敦 First Bus的 Optare Solo 低地台小巴(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 

九龍西的營運環境 

小巴在公共交通的角色 

運輸署將公共小巴定位為輔助交通，可是不少地區經常出現「小巴唔夠載，巴士載空氣」的問題，

特別在繁忙時間，乘客因路線相近的巴士班次過疏的原因，較為喜歡乘坐路線相近而班次較密的專

線小巴。 

多年來，運輸署在削減巴士服務時，都是專線小巴替代作為選項之一， 取代一些他們認為載客量低

的路線， 近日的例子就有 2015-2016年九龍城/油尖旺巴士路線發展計劃中，企圖將九巴 208巴士取

消並改以專線小巴替代，但受到受影響地區市民及議員強烈的反對，當中的原因，包括擔心專線小

巴只有 16座會出現客滿不能登車，專線小巴未能提供無障礙車輛讓輪椅使用者上落，不利行動不便

人士上落的問題。 

 

 



 

九巴 208所採用的 ADL E200單層巴士 - 1個司機，10米長，

坐位 28人 。 

一旦落實取消 208，圖中紅線地區再沒有無障礙公共交通服

務。 

我們曾就有關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去信運輸署及九巴要求回覆，可是運輸署表示繁忙時間 208的載

客率只有 44%，也就是代表一架單層巴士所有座位(28個)已坐滿，只剩企位的數字。  

28位乘客，大約是 2架公共小巴的載客量。如取消 208計劃落實，即是說由一個司機服務 28人變成

2個司機服務 28人，在今天全個運輸行業都欠缺司機的情況下，只會將請人難的問題惡化，同時由

於現時 208提供低地台巴士服務，而運輸署表示「未得悉市場上有低地台的小巴供應」，「未有接

獲可供輪椅上落的公共小巴型號申請」，廣播及喇沙利道一帶的輪椅使用者頓失唯一的公共交通服

務。 

但同時，也有專利巴士替代的例子，2011年，深水埗的九龍 10A/10M專線小巴因長年虧損而取消，

結果要由新巴 702延長填補服務空隙，最終，702在繁忙時間更是坐滿。 

以上的例子，證明了專利巴士及專線小巴的角色，並不如運輸署的理想中的小巴輔助巴士，而是有

可能巴士代替小巴。 巴士因設有企位，在同一空間內可接載更多乘客，但小巴卻因不設企位，故同

一空間內運載效能比巴士低，但同時因班次較密及保證有座位而較舒適，故可視為較高質素的服務

選擇。 

巴士不受最高載客量規定，只要車輛載客量高於 17人就可，而事實上，在服務九龍西的專利巴士

中，車隊中最低載客量也達 59人(座位 33+企位 26)，而小巴就受限於座位數量不得超過 16位法

例，加上尺寸規定，使得要增加載客量，只有收購紅色小巴牌照再轉為專線小巴，但其實在 4350個

牌照總數量不變的前提下，只是將問題「由 A轉去 B」。 



 

專項研究 – 九龍西醫院線加設低地台無障礙小巴的可能 

研究緣起: 

由於專線小巴的長者及殘疾人士$2乘車優惠(首階段)於 29/3/2015開始實施，而香港正面向人口老年

化的問題，我們可預計到，不少長者會選擇較為方便的專線小巴服務，原因如下: 

1. 專線小巴一般較巴士的班次為密，對長者來說， 因體能及安全等原因，他們不適合在街上等候

動輒 20-30分鐘才一班的巴士。 

2. 不少專線小巴可到達長者的居所樓下(如屋邨/屋苑內)及他們的目的地(如醫院內/山上)，巴士因車

身較長(10-12米)及走線問題未能提供如此「到門口」的服務，落車後還要走一大段路，對長者

及行動不便人士來說倍感吃力。 

3. 巴士雖然設有博愛座，但還是需要其他乘客主動讓座，否則長者也有可能要站立近一小時， 但

專線小巴登車後保證上車後有位可坐。 

我們曾去信勞工及福利局就有關專線小巴的長者及殘疾人士$2乘車優惠(首階段)要求取得人次數

字，可是到本研究發表前尚未能提供數字。 

九龍西區內醫院地理: 

當中瑪嘉烈醫院，葵涌醫院，荔景大樓， 明愛醫院均設在山上，而伊利沙伯醫院， 九龍醫院依山而

建，其餘的均為平地上建成。 

各種公共交通的可達性: 

我們曾進行研究，各九龍西1內醫院的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及專線小巴服務對比。 

專利巴士服務 

                                           
1九龍西泛指按選區劃界而定，而由於瑪嘉烈醫院，葵涌醫院，荔景大樓屬醫院管理局九龍西聯網內並在美孚邊緣，故納

入我們是次的研究內 



 

 

11間九龍西區的醫院中， 有 8間有無障礙巴士服務直達門外，但 3間沒有(瑪嘉烈醫院，葵涌醫

院，荔景大樓)。 

值得留意的是，當中瑪嘉烈醫院，葵涌醫院，荔景大樓沒有公共巴士服務， 瑪嘉烈醫院及葵涌醫院

的公共巴士巴士站，在荔景山路下車後，需步行近 400米斜坡才可抵達醫院的無障礙電梯入口，而

荔景大樓更離最近的巴士站(祖堯邨)更達 1.3公里，同樣也是彎路及大斜坡，一般人行走也十分吃

力，更不要說是輪椅使用者。 這一點也證明了，因地理環境原因，不是所有醫院都適合一般專利巴

士行走。 



 

 

的士 

 
 

鑽的(圖片取自鑽的網站) 星群的士 

現時能連人帶輪椅登上的士的無障礙的士，全香港只有 26輛，分別由鑽的(6輛市區)及星群的士(15

輛市區及 5輛郊區)提供，電召預約均需要支付$60預約費(星群的士)及最低收費$115。 

一般的士，因空間問題，存放普通輪椅也不能緊閉，更不要說運送電動輪椅。 

復康巴士服務 

 



 

6間山上或依山而建的醫院中，只有 3間設有固定的復康巴士穿梭服務，但九龍線服務時間只限一

星期兩天每天只有 4班/， 而瑪嘉烈醫院線則為星期一至五每天只有 8班/， 收費分別為(九龍線)$4.0  

/ (葵芳<=> 瑪嘉烈) $4.4 / (荔景/美孚<->瑪嘉烈) $3. 

復康巴士每車可接載 4-6張輪椅，但受限於車廂設計，進出均需要使用由司機操作的升降台。 

除此之外，有需要人士仍可透過電召服務預約使用復康巴士到所有醫院，但收費較為高昂(按時間及

里數計算)。然而，由於服務服務需求求過於供，預約並不容易，以 2013年計，平均每月被拒預約

達 1136個，佔總預約 11.1%。 

另外，前往醫院管理局的公立醫院覆診的 60歲以上長者或行動不便人士，可使用易達巴士服務，每

位會員可有一位陪同者免費乘坐該次車程，收費就以起點區域及醫院所屬聯網而定，分別為$15(同

區)，$30(跨區)及$70(跨網)。然而，這項服務並不接受前往私家醫院的預約。 

專線小巴 

所有九龍西區內的醫院均有專線小巴直接抵達， 當中，依山而建或在山上的醫院的醫院內，不少更

直接進入醫院範圍作總站。可是，這些路線的專線小巴以至全香港的專線小巴均未有提供低地台設

計， 這方面，也得到運輸署的回覆中承認。 

 

 

早前運輸署就毛孟靜立法會議員有關取消九巴 208並以專線小巴替代的回覆，當中香港現時沒有



 

無低地台小巴。 

 

 

新界專線小巴 90P， 由美孚港鐵站往返瑪嘉烈醫院正座的主要交通工具，圖中的輪椅乘客登車就

遇上了困難。 

 

以下是我們就有關之醫院路線進行的調查: 

路線 目的地 行經醫院 行經港鐵站 是否參加了長

者及殘疾人士

$2 乘車優惠

(首階段) 

深水埗     

九龍 42 長沙灣汝州西街 - 澤安邨 明愛醫院 荔枝角站， 石硤尾站 是 

九龍 45M 深水埗基隆街 - 明愛醫院 明愛醫院 長沙灣站，深水埗站 否 

新界 90P 瑪嘉烈醫院 - 美孚站 瑪嘉烈醫院 美孚站 否 

新界 90M 浩景臺 - 美孚站 瑪嘉烈醫院，葵涌醫

院，荔景大樓 

美孚站，荔景站 是 



 

新界 92M 華員邨 - 美孚站 瑪嘉烈醫院，葵涌醫院 美孚站，荔景站 是 

九龍城     

九龍 2 

  

黃埔花園 - 又一城 聖德肋撒醫院 九龍塘站 否 

九龍 2A 黃埔花園 - 又一城 聖德肋撒醫院 九龍塘站 否 

九龍 13 九龍塘廣播道 - 紅磡碼頭 香港眼科醫院，聖德肋

撒醫院 

樂富站 是 

九龍 17M 太子站 - 九龍醫院 九龍醫院，香港眼科醫

院，聖德肋撒醫院 

太子站 否 

九龍 25M 九龍塘站 - 東頭邨 聖德肋撒醫院 九龍塘站 是 

九龍 29A 九龍塘站 - 九龍塘廣播道 香港浸會醫院 九龍塘站 是 

九龍 46 麗晶花園 - 維港灣 九龍醫院，香港眼科醫

院，聖德肋撒醫院， 

播道醫院 

太子站，奧運站 是 

九龍 69 麗港城 - 九龍城獅子石道 聖德肋撒醫院 藍田站 是 

九龍 69A 麗港城 - 太子站 聖德肋撒醫院 藍田站，太子站 是 

九龍 70 鑽石山站 - 維港灣 聖德肋撒醫院 鑽石山站，太子站，奧

運站 

是 

九龍 70A 鑽石山站 - 奧運站 聖德肋撒醫院 鑽石山站，太子站，奧

運站 

是 

九龍 72 宏景花園 - 又一城 香港浸會醫院 九龍塘站，鑽石山站 是 

九龍 73 慈雲山中心 - 又一城 香港浸會醫院 九龍塘站 是 

九龍 85 譽‧港灣 - 又一城 香港浸會醫院 九龍塘站，樂富站 是 

港島 61(通宵) 小西灣(藍灣半島) - 旺角(快富

街) 

播道醫院 非港鐵服務時段 是 

新界 110 調景嶺站 - 九龍城 聖德肋撒醫院 調景嶺站，將軍澳站 是 

新界 805S(通

宵)  

馬鞍山(錦英苑) - 旺角站 聖德肋撒醫院 非港鐵服務時段 是 

油尖旺     

九龍 12S 帝柏海灣 - 旺角東站 廣華醫院 旺角東站，太子站，旺

角站，奧運站 

是 



 

九龍 57M 佐敦站 - 伊利沙伯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佐敦站 是 

九龍 74 九龍站 - 旺角始創中心 廣華醫院 柯士甸站，九龍站，油

麻地站，旺角東站，太

子站 

是 

九龍 74S 九龍站 - 何文田山 廣華醫院 柯士甸站，九龍站，油

麻地站 

是 

九龍 80M 君頤峰 - 佐敦站 伊利沙伯醫院 佐敦站 是 

 

車種選擇 

現時香港市場上的較流行的小巴，基本是都是設有一級樓梯，對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上落甚為不

便。 

  

 
 

樓梯不便於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上落 

 

 

而我們就曾進行調查，在外地使用中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無障礙小巴， 大都有近 16-23座，可是

只香港法例的規定，都未能引進作公共小巴，使輪椅使用者仍無緣使用公共小巴服務。 

 現時法例

規定 

Mercedes-

Benz Sprinter 

(EVM) 

Mellor Orion 

Plus (Fiat 

Ducato) 

Hino Poncho Optare Solo 

長 最長 7345mm 7772mm 6990mm 7270mm 



 

7000mm 

闊 最高

2300mm 

2000mm 2200mm 2080mm 2340mm 

高 最闊

3000mm 

2800mm 2645mm 3100mm 2775mm 

GVW 5500kg 5000kg 5000kg 7585kg 8000kg 

最高座位規

定 

最多 16 16 

14+1輪椅 

20 

16+1輪椅 

18 

14+1輪椅 

23 

21+1輪椅 

產地 - 德國 英國 日本 英國 

未能在香港

出牌的主要

原因 

- (法例)過長 

 

(法例)過長 (法例)過高過

重 

(法例)過長過

重 

 

  
Mercedes-Benz Sprinter (EVM) Mellor Orion Plus (Fiat Ducato) 

 
 

Hino Poncho Optare Solo 

 

我們的建議 

盲目的鐵路發展使專利巴士及公共小巴客源受影響，所以在發展新的鐵路項目時，也應預留足夠空

間供公共小巴生存，特別是專利巴士也沒法有效營運的路線。 

有關小巴牌照數量問題上，我們認為在檢討 4350牌照限制時，應同時考慮修訂公共小巴及私家小巴

座位數目上限，因後者在提升小巴載客量同時不致增加路面負荷，同時減低人均碳排放，減少路邊

空氣污染及路面負荷。 以現時小巴的尺寸規定， 市場上可以找到的車款，最高可裝 18-20座位 同時

也不減現有乘客舒適度。 



 

另方面，我們建議引進無障礙低地台專線小巴服務，首推途經醫院的路線，同時檢討現行對小巴尺

寸的規範，特別應適度放寬長度、闊度及總重量，以增加業界引進無障礙小巴的可行性及誘因。 在

財務方面， 政府應在現行環保資助外提供特別稅務優惠及在不影響乘客所付車資的前題下修改條例

以增加營運商收入作鼓勵，但不宜一刀切強制小巴營辦商更換所有車輛為無障礙車小巴，但在審批

新專線小巴路線時，應作為加分項目之一。 

我們支持紅色小巴轉為綠色專線小巴模式經營的政策，以確保運輸署更有效監管班次及收費。 

 

公民黨 

2015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