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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9年國際復康日 

「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 

(包括免費參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博物館和享用游泳池設施 

及免費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使用說明 

  

因應社區可能出現的公眾活動，各公共交通工具的營運時間可能作出調整，請各位出行前

留意相關公共交通的最新消息。 

 

 

一、 使用日期：  2019年 11月 10日（星期日） 

  

二、 使用範圍： 

(甲) 公共交通工具 
 港鐵及機場快綫 

 輕鐵及港鐵巴士 

 九巴 

 龍運巴士 

 新巴 

 城巴（出租、僱員巴士及旅遊觀光巴士服務除外） 

 新大嶼山巴士 

 皇巴士（24小時跨境快線） 

 新渡輪（只適用於普通渡輪普通客位）  

 天星小輪 

 港九小輪 

 香港電車（出租電車及「電車全景遊」服務除外） 

 山頂纜車 

 珀麗灣客運 （只適用於渡輪服務） 

 綠色專線小巴（只適用於部份路線） 

 

(乙) 博物館 

 收費博物館 

   香港科學館  

   香港太空館 (何鴻燊天象廳電影節目除外) 

  

 免費開放博物館 

 香港 

   油街實現  

   香港電影資料館 (電影院節目除外)  

   孫中山紀念館  

   茶具文物館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羅屋民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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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 (包括免費開放專題展覽) 

  

 新界 

   三棟屋博物館  

   上窰民俗文物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鐵路博物館  

  

  
 
香港藝術館及香港海防博物館暫時關閉，以進行更新工程。 

(丙) 游泳池 

 堅尼地城游泳池 

 摩理臣山游泳池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 

 港島東游泳池 

 小西灣游泳池  

 荔枝角公園游泳池 

 九龍公園游泳池 

 大角咀游泳池 

 何文田游泳池  

 斧山道游泳池  

 觀塘游泳池 

 藍田游泳池 

 東涌游泳池 

 屯門游泳池 

 屯門西北游泳池 

 元朗游泳池 

 屏山天水圍游泳池 

 青衣西南游泳池 

 粉嶺游泳池 

 沙田賽馬會游泳池 

 顯田游泳池  

 將軍澳游泳池 

  

(丁) 香港濕地公園 

 

 

三、資格： 

 任何持有勞工及福利局「殘疾人士登記證」(附有照片) 之殘疾人士，均可與一名同行

照顧者免費乘搭上述各種公共交通工具、免費參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博物館和享用

游泳池設施及免費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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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種交通工具之使用方法： 

 

港鐵及機場快綫 

 合資格人士當日可如常使用其註有「殘疾人士身分」的個人八達通進出港鐵

站，其八達通將不會被扣除車費。 

 合資格人士亦可前往設於各港鐵站及機場快綫站的客務中心或資訊台，向車站

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說明目的地，以索取當日有效的單程車票 (東

鐵綫頭等、城際客運服務及高速鐵路除外)。如有照顧者陪同，可額外索取一

張單程車票。 

 如有需要，請安排家人或照顧者陪同，並通知有關車站職員提供適當協助。輪

椅使用者請於 11月 10日前預約服務。 

 請注意港鐵觀塘綫、荃灣綫、港島綫、將軍澳綫、南港島綫及迪士尼綫的列車

每卡均設有可擺放輪椅的空間，如各位輪椅使用者集體乘搭港鐵時，請分散到

不同車卡乘搭列車。 

 其他鐵路綫列車亦設有可供放置輪椅的空間，詳情可瀏覽港鐵公司網址：

www.mtr.com.hk 內「服務及設施」的「為有需要的乘客獻上無盡關懷」小冊

子，月台上已張貼可擺放輪椅車卡的位置，方便輪椅使用者登車。 

 港鐵及機場快綫均提供活動摺板，港鐵車站職員會協助乘客使用活動摺板上落

列車。而鑑於列車停站時間有限，港鐵公司每次只可安排一架輪椅上落每班列

車。如需有關服務，請於最少一小時前致電將前往的港鐵站，以減少等候時

間。 

 港鐵各站均設有無障礙設施如：客用升降機、輪椅輔助車、輪椅升降台、斜道

及活動摺板等，詳情可瀏覽港鐵公司網址：www.mtr.com.hk 內「服務及設

施」中的「無障礙設施及其他計劃」，或致電各車站查詢最新情況。 

 如有客用升降機未能正常使用，有需要的乘客可聯絡車站職員，以提供適切的

協助。 

 查詢及預約請致電港鐵熱綫：2881 8888 (星期一至五上午 8:30 - 下午 6:00；星

期六上午 8:30 - 下午 1: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輕鐵及港鐵巴士 

 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以及「殘疾人士身分」的個人八達通之殘疾人士及

其一名照顧者可免費乘搭輕鐵及港鐵巴士。 

 合資格人士當日可如常使用其註有「殘疾人士身分」的個人八達通進出輕鐵

站或登上港鐵巴士，其八達通將不會被扣除車費。 

 若遇上查票組職員查票，可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或「殘疾人士身分」的

個人八達通。 

 如有查詢可致電港鐵熱綫：2881 8888 (星期一至五上午 8:30 - 下午 6:00；星

期六上午 8:30 -下午 1: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九巴  

 請於上車時向巴士車長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

照顧者即可免費乘搭九巴所有路線的巴士；或 

http://www.mtr.com.hk/
http://www.mt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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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註有「殘疾人士身份」個人八達通卡的乘客，乘車時以該張八達通卡拍

卡，該乘客及其一名照顧者可免費乘搭九巴所有路線的巴士。 

 優惠適用於 2019年 11月 10日(星期日) 00:00–23:59。 

 所有路線的巴士均備有低地台及斜板設施，方便輪椅使用者乘搭。乘客可登

入九巴及龍運智能手機應用程式「App1933」，查閱個別有關路線資訊。如

有查詢，請致電九巴顧客服務熱線：2745-4466  (每日上午 7:00 - 晚上

11:00，非辦公時間設有留言服務)、使用 App1933 及九巴網站的即時對話功

能，或傳真：2745 0600。 

 

龍運巴士 

 請於上車時向巴士車長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

同行之照顧者即可免費乘搭龍運巴士所有路線之巴士。 

 使用註有「殘疾人士身份」個人八達通卡的乘客，乘車時以該張八達通卡拍

卡，該乘客及其一名同行之照顧者可免費乘搭龍運巴士所有路線的巴士。 

 優惠適用於 2019年 11月 10日(星期日) 00:00–23:59。 

 龍運巴士全部路線之巴士均備有低地台及斜板，方便輪椅使用者乘搭。乘客

可登入九巴及龍運智能手機應用程式「App1933」，查閱個別有關路線資

訊。如有查詢，請致電龍運顧客服務熱線：2261 2791 (每日上午 7:00 - 晚上

11:00，非辦公時間設有留言服務)，或使用 App1933 及龍運網站的即時對話

功能。 

 

 

新巴 

 殘疾人士登車時向車長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或使用註有「殘疾人士身

份」的個人八達通拍卡，即可與同行一名照顧者免費乘搭新巴所有路線。 

 優惠適用於 2019年 11月 10日(星期日) 00:00–23:59。 

 巴士備有低地台及斜板，方便輪椅使用者乘搭。 

 有關路線查詢，請使用新巴城巴流用應用程式，瀏覽新巴網址：

www.nwfb.com.hk，致電新巴顧客服務電話專線：2136 8888 (每日上午 8:00

至晚上 8:00，非辦公時間設有錄音服務)，發送短訊至：9526 1111 (每日上午

8:00至晚上 8:00) ，或傳真至新巴顧客服務傳真專線：2136 2136。 

 

城巴 

 殘疾人士登車時向車長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或使用註有「殘疾人士身

份」的個人八達通拍卡，即可與同行一名照顧者免費乘搭城巴所有路線(出

租、僱員巴士及旅遊觀光巴士服務除外)。 

 優惠適用於 2019年 11月 10日(星期日) 00:00 - 23:59。 

 巴士備有低地台及斜板，方便輪椅使用者乘搭。 

 有關路線查詢，請使用新巴城巴流動用應用程式，瀏覽城巴網址：

www.citybus.com.hk，致電城巴顧客服務電話專線：2873 0818 (每日上午 8:00 

至晚上 8:00，非辦公時間設有錄音服務)，發送短訊至：9751 8282 (每日上午

8:00至晚上 8:00)，或傳真至城巴顧客服務傳真專線：2857 6179。 

 

http://www.nwfb.com.hk/
http://www.citybus.com.hk/


5 

 

新大嶼山巴士 

 請於上車時向巴士車長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

同行人士可免費乘搭新大嶼山巴士所有路線的巴士(1R 紅磡 (紅鸞道) 至昂坪

(寶蓮寺)除外)。**註︰享有優惠乘客無需以八達通拍卡繳付車資。 

 有關路線查詢，請致電顧客服務熱線：2984 9848(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九時

正至下午六時正)，或電郵至︰info@nlb.com.hk。 

 

皇巴士 (24小時跨境快線) 

 請於車站向當值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 

 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照顧者即可免費乘搭由落馬洲至皇崗口岸之過境穿

梭巴士服務。 

 部份巴士備有低地台及斜板，方便輪椅使用者乘搭。有關路線查詢，請致電

24小時服務熱線：2471 3437。 

 

新渡輪（只適用於普通渡輪普通客位） 

 入閘時請向碼頭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 

 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照顧者可免費乘搭新渡輪之港內航線及離島航線之

普通渡輪普通客位。 

 適用航線包括中環往來長洲、中環往來梅窩、橫水渡 (坪洲 – 梅窩 – 芝麻灣 – 

長洲)、北角往來紅磡及北角往來九龍城。 

 普通客位只設於三層普通渡輪的下層和第二層，以及兩層普通渡輪的下層及

上層的後方（近船尾部份）。 

 各普通渡輪航班之普通客位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乘客請留意各航線普通渡輪之班次安排。 

 如有需要，請向碼頭職員尋求協助。 

 查詢航班資料可致電顧客服務電話專線：2131 8181(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 下

午 12:55及下午 2:15 - 5:00；星期六上午 9:00 - 中午 12:00，非辦公時間設有

錄音服務)、瀏覽新渡輪網頁：www.nwff.com.hk 及使用「新渡輪」手機應用

程式。 

 

天星小輪 

 請在入閘時向稽查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 

 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照顧者可免費乘搭天星小輪之所有航線。 

 適合輪椅使用者的設施只設於渡輪下層，每渡輪限載四部輪椅，如有需要，

可在入口按鈴示意，當值碼頭職員會提供協助。 

 查詢航班資料可致電 24 小時熱線： 2367 7065 或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starferry.com.hk 。 

 

港九小輪 

 請於入閘時向碼頭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持證的殘疾人士及其一名

隨行照顧者即可享免費乘搭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轄下往來中環與榕樹灣、

中環與索罟灣(索罟灣碼頭不設有輪椅斜道)及中環與坪洲航線的渡輪。 

 旅程中乘客如須協助，歡迎隨時與船員聯絡。 

http://www.nwff.com.hk/
http://www.starferr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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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輪椅使用者的設施只設於渡輪下層，每艘大型雙體渡輪限載一至兩部輪

椅，視乎船種而定。乘客如有需要，可預先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

時至下午六時）致電本公司顧客服務熱線（電話：2815 6063）查詢航班資料

及作出安排，非辦公時間設有留言服務或請瀏覽港九小輪網頁：

www.hkkf.com.hk。 

 

香港電車（出租電車及「電車全景遊」服務除外） 

 請於下車時向電車車長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持證之殘疾人士（輪椅使

用者除外）及其一名照顧者即可免費乘搭普通載客電車。 

 查詢乘搭資料可致電 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2548 7102。 

 

山頂纜車 

 請前往纜車總站，向售票處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以索取當日有效

之單程車票。如有照顧者陪同，可額外索取最多一張單程車票。輪椅使用者

請預先致電 2522 0922或 2522 1983(每日上午 7:00 - 晚上 12:00)，以便有關車

站職員提供協助。(註：因應附近地方可能出現的公眾活動，山頂纜車營運時

間將作出調整，最新狀況可瀏覽我們網頁 www.thepeak.com.hk 查詢。) 

 山頂纜車已於 2018 年全力展開全面的纜車系統及設施升級工程，並預計於

2021 年完成。山頂纜車發展計劃將會添置全新的纜車，將每程載客量由現時

的 120 人提升至 210 人。全面翻新山頂總站，及擴建花園道總站，建造可容

納 1,300名乘客的舒適等候空間，並提供娛樂設施。 

 位於香港中環花園道 33 號的山頂纜車總站現已全面關閉以配合發展計劃之工

程。臨時上落車月台已移至位於原有的月台向山上方 70 米處。此舉可以最大

限度地縮減山頂纜車服務暫停的總時間長度，讓我們可以在空出的纜車總站

進行建築工程，同時仍然營運當前的山頂纜車，直至計劃於 2020 年夏季開始

的第二次服務暫停。 

 臨時月台可經纜車里及纜車徑的斜坡進入。最陡峭的部分約 9 至 10 度，毗鄰

世界自然基金會中環訪客中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請參考以下圖

片)。 

 

 

 

http://www.hkkf.com.hk/
http://www.thepea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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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麗灣客運 

 請向本公司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 

 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照顧者，可免費乘搭由珀麗灣客運提供之中環及荃

灣渡輪服務。 

 每艘渡輪只提供兩名輪椅使用者之設施。 

 查詢有關班次及服務資料，可致電本公司顧客服務熱線：2946 8888 (星期一

至五上午 9:00 – 下午 1:00及下午 2:20 – 5:50；星期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非辦公時間設有錄音服務) 或瀏覽本公司網頁：www.pitcl.com.hk。 

 

綠色專線小巴 (只適用於部份路線) 

 請於上車時向小巴車長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

照顧者即可免費乘搭下列指定的綠色專線小巴。 

 

區域 路線 總站 查詢熱線 

九龍

區 
17M 九龍醫院 ←→ 太子站 [循環線] 2715 7850 

新界

區 

1A 西貢 ←→ 彩虹公共交通總站 2792 6433 

108A 彩明公共運輸交匯處 ←→ 坑口(北)  2880 9271 

114A 
將軍澳站公共運輸交匯

處 
←→ 海天晉 [循環線] 

5227 3025 

114B 
調景嶺站公共運輸交匯

處 
←→ 藍塘傲 [循環線] 

 

 查詢有關路線資料，請瀏覽運輸署網址：http://www.td.gov.hk 或「香港乘車

易」網站： http://hketransport.gov.hk/。 

 

 

五、 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之使用方法： 

 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同行照顧者，可免費參觀下列博物館 

收費博物館 查詢電話 

  香港科學館  2732 3232 

  香港太空館  (何鴻燊天象廳電影節目除外) 2721 0226 

http://www.pitcl.com.hk/
http://www.td.gov.hk/
http://hketransport.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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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開放博物館 查詢電話 

香港 

  油街實現  2512 3000 

  香港電影資料館 (電影院節目除外) 2739 2139 

  孫中山紀念館  2367 6373 

  茶具文物館 2869 0690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2521 3008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2367 7821 

  羅屋民俗館  2896 7006 

  

九龍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2386 2863 

  香港歷史博物館 (包括免費開放專題展覽) 2724 9042 

 

新界 

  三棟屋博物館  2411 2001 

  上窰民俗文物館  2792 6365 

  香港文化博物館  2180 8188 

  香港鐵路博物館  2653 3455 

 

  
 
香港藝術館及香港海防博物館暫時關閉，以進行更新工程。 

註︰  

1)   請在進場時向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 

2)  查詢有關博物館開放時間，請瀏覽康文署網址：www.lcsd.gov.hk 或香港公共博物館

網站︰http://www.museums.gov.hk/ 。 

 

六、 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游泳池之使用方法： 

 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同行照顧者，可免費享用下列游泳池設施： 

 

室內暖水游泳池 查詢電話 開放設施 

堅尼地城游泳池 2817 7973 副池、訓練池、按摩池 

摩理臣山游泳池  2575 3028 主池及訓練池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 2570 8347 主池及多用途池 

港島東游泳池 2151 4082 訓練池、嬉水池及戲水池 

小西灣游泳池  3427 3341 訓練池 

荔枝角公園游泳池  2745 5234 副池 

九龍公園游泳池  2724 3577 主池、跳水池、第一層訓練池及第二

層訓練池 

大角咀游泳池 2393 1237 嬉水池及訓練池 

何文田游泳池  2715 0139 嬉水池 

斧山道游泳池  2350 6062 嬉水池及訓練池 

觀塘游泳池 2717 9022 主池及訓練池 

http://www.l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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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田游泳池 2205 6535 訓練池及習泳池 

東涌游泳池 2109 9107 主池 

屯門西北游泳池 2164 8355 訓練池、嬉水池及按摩池 

屏山天水圍游泳池 2856 2244 訓練池 

青衣西南游泳池  2715 4202 訓練池 

顯田游泳池  2607 3423 主池及按摩池 

 

戶外暖水游泳池 查詢電話 開放設施 

荔枝角公園游泳池  2745 5234 主池 

屯門游泳池 2404 1918 主池 

元朗游泳池 2475 0184 主池 

粉嶺游泳池 2675 6951 主池 

沙田賽馬會游泳池 2693 6613 主池 

將軍澳游泳池 2706 6767 主池 

 

 請在享用上述游泳池設施時，向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 

 查詢有關游泳池開放時間，請瀏覽康文署網址：www.lcsd.gov.hk。 

 

七、 香港濕地公園之使用方法： 

 持證之殘疾人士及其一名同行照料者，可免費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請於香港濕地公園訪客中心正門入閘處，向職員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 

 香港濕地公園的開放時間為上午 10:00至下午 5:00 (逢星期二休息，公眾假期

除外)。 

 查 詢 有關 香港 濕地 公 園的 交通 ，請 瀏 覽香 港 濕 地公 園 網址 ：

www.wetlandpark.gov.hk 。 

 如有其他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香港濕地公園查詢熱線：3152 2666 (每日

上午 9:00 - 下午 5:00) 或電郵至 info@wetlandpark.gov.hk。 

 

 

八、 查詢： 

 如有進一步查詢，請與社聯聯絡，電話：2864 2934，傳真：2864 2962， 

電郵：reh@hkcss.org.hk 。 

 

 

備註： 

殘疾人士類別包括：智障、肢體傷殘、聽覺受損、視覺受損、精神病患、自閉症、器官

殘障、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特殊學習障礙及言語障礙。 

 

 

 

2019年 10月 17日 

http://www.lcsd.gov.hk/
http://www.wetlandpark.gov.hk/
mailto:info@wetlandpark.gov.hk
mailto:reh@hkc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