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8年長者及身心障礙者交通與運輸

服務國際大會匯報會 

從台灣無障礙計程車服務 
(Donkey Move ) 
對香港的啟示 

扶康會  陳綺敏女士、麥可兒女士、司徒慧璇女士 



台灣從與大學合作及網路研究中，如何改
變計程車無障礙服務的經驗分享 

• 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侯勝宗先生 

 



台灣從與大學合作及網路研究中，如何改
變計程車無障礙服務的經驗分享(續) 

• 介紹如何從大學合作(逢甲大學)，研究社區內
長者及殘疾人士需要，從而推動社區發展無障
礙服務的社會責任。 



逢甲大學Donkey Move Lab分享 

• 全程計畫以推動「預見未來」學分學程來進行課程的設計
與計畫串聯。藉由問題解決導向的工作坊與實做課程，將
「理論分析-社會問題-動手實作」三者進行理論反思與行
動實作。 

• 「預見未來」學分學程依「三層級、三無礙」兩大軸線，
來進行課程設計。三層級分別為「知識層級」、「應用層
級」與「實作層級」；三無礙是「身障無礙」(身心障礙
者就醫、就學與復康巴士共乘接送)、「銀髮無礙」(高齡
長者行動接送、社會參與及社區生活)與「偏鄉無礙」(偏
遠行動接送與社區體驗)。 

• 全程計畫規劃兩組場域：宜蘭縣與台中市 



逢甲大學Donkey Move Lab分享(續) 

Donkey Move：台灣弱勢與偏鄉行動接送服務支持系統 
(1)身障銀髮無礙 
(2)偏鄉無礙 
(3)福利政策 



逢甲大學Donkey Move Lab分享(續) 



Donkey Move小驢行預約平台 
Donkey Move是一個無障礙到府接送服務，整合跨載具（長照
專車、復康巴士、計程車、租賃車…）、跨車隊（個人司機、
小型車行與合作社、復康業者、銀髮長照機構…）、跨區域
（全台各縣市）和跨服務（身心障礙者、銀髮年長者、偏遠
地區），打造一個具有人文關懷、弱勢扶持的移動服務生態
系統。 

 



Donkey Move小驢行預約平台(續) 
醫療院所接送服務 

 

一、申請資格 

交通接送服務是長照2.0的補貼服務之一，補助中度與重度失能者使用類似的復康巴士交通費，每人
每月最高補助共八次（來回4趟）。若你家中成員符合長照需要等級第 4 級（含）以上者，且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皆可提出申請： 

(1)65歲以上老人 

(2)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3)55-64歲原住民 

(4)50歲以上失智症者 

 

二、服務項目 

(1) 就醫、就業、就學、就養、社會參與。 

(2) 以上服務項目以就醫為優先，其他項目次之。 

 

三、收費方式 

交通接送每趟依「各縣市長照交通接送補助基準分級表」規定補助如下: 

（1）第一級：每趟最高補助210元 

（2）第二級：每趟最高補助230元 

（3）第三級：每趟最高補助250元 

 

影片介紹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LkrD2Iq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LkrD2Iq6s


Donkey Move小驢行預約平台(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87&v=hTYgfpu1ohk 



• 分享研究如何影響計程車服務推向無障礙服務
及關愛社區 

台灣從與大學合作及網路研究中，如何改
變計程車無障礙服務的經驗分享 



Donkey Move Lab小驢行 



    【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 



Donkey Move Lab小驢行 



Donkey Move Lab小驢行 



    【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 
• 透過每月舉辦一次教育訓練，專業服務培訓與授證，提升司機

自我認同。經由推動產學合作，對計程車司機長期關懷，實踐
計程車創新服務，共善社會。 



    【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 



    【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LkrD2Iq
6s 



台灣從與大學合作及網路研究中，如何改變
計程車無障礙服務的經驗分享 

• 透過與大學合作，研究台灣無障礙的發展。 
• 以網路平台和科技統一不同的無障礙運輸服務，
建立預約系統，便利殘疾人士及照顧者。 

• 推動為計程車開創新服務(無障礙運輸)，增加
司機收入，以鼓勵更多司機投入無障礙運輸服
務。 

• 為司機提供培訓，投入無障礙運輸服務。 

• 組織計程車司機舉行義務活動，達至雙嬴目的。 

 



香港無障礙交通服務(計程車) 

1. JUMBO Taxi 
2. 鑽的  
3.星群的士 
4.易達轎車 



1.珍寶的士 (JUMBO Taxi) 



1.JUMBO Taxi (「至尊車」) 

私營 
預約方法﹕電話/WhatsApp 
服務時間﹕24小時 
• 預約費$100 
• 起錶最$80 (後跟一般的士相同) 
• http://jumbotaxihk.com/ 

 

http://jumbotaxihk.com/


      2. 鑽的  



2.鑽的  

私營 
預約方法﹕電話 
服務時間﹕24小時 
單程由$115元起；電召台將為顧客報價，或包括跨

區費 
會員制，成為會員BOOK可以在30天預約 
提供1位輪椅乘客及4位陪同者 
    或 提供2位輪椅乘客及2位陪同者 
 
https://www.diamondcab.com.hk/taking-diamond-
cab.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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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群的士 (Syn Cab) 



4.星群的士 
 

私營 
預約方法﹕電話/網上平台/APP 
服務時間﹕24小時 
預約費$100+按錶收費 
會員制，成為會員BOOK可以在30天預約 
提供1位輪椅乘客及2位陪同者 
 
http://syncab.com.hk/tc/synclub.php  

 

http://syncab.com.hk/tc/synclub.php


4.香港復康會~易達轎車 
 

NGO 
預約方法﹕電話/網上平台 
服務時間﹕上午7時至晚上11時 
按公里收費 
• 最低收費$160(包括16公里)之後每公里$10 
• *繁忙時間附加費$35 
• *夜車附加費8PM後及7AM前加$150 
按時間收費 
A. 基本租用(3小時) $900    之後每小時加$300 
B. 全日租用(8小時) $1920  之後每小時加$300 

 
 
 
 
 



4.香港復康會~易達轎車 
 

 
『即叫即車』 
• 即日預約 
• 即日用車 
• 同區4公里內， 
• 每程$120 
   (星期一至六9AM-5PM)  *有名額限制 

 
 

 



4.香港復康會~易達轎車 
 

 
會員及非會員  
• 會員制，成為會員可以預約3個月的服務 
 *持有香港身份証 
• 提供1位輪椅乘客及5位陪同者 
    或提供2位輪椅乘客及2位陪同者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八達通）與香港復康會易達轎車合

作推出之「八達通復康交通資助計劃」（ORTSS），協
助領取綜援之輪椅使用者使用易達轎車服務。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ahc/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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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復康會~易達轎車 
 

遊客租車接載服務 （連同車長） 
• 協助觀光購物 
• 按時間收費 
A. 基本租用 
   (3小時) $900 
B.全日租用 
   (8小時) $1920   
    之後每小時加$300 
• 維多利亞港、太平山頂、玉器市場、 
    嗇色園黃大仙祠、香港濕地公園…… 
 
 

 
 
 



台灣的分享中， 
對香港無障礙交通服務的反思 

假如計程車司機可以…… 

1. 陪診 
舒緩照顧者的壓力。 

2. 導遊 
方便輪椅使用者自助旅遊，投入社區生活，增加社會
參與。 

3. 度身訂造 
使用計程車的輪椅人士得到貼心合適的接送服務。 

4. 增加計程車司機收入 
 

 

 



台灣的分享中， 
對香港無障礙交通服務的反思(續) 

• 政府提供資助，鼓勵及支持司機轉營及提
供增值服務。司機不單止接載，更可以陪
診、上門接送等，提供多元化服務。 

 

• 香港地小人多，車位有限，泊車困難，增
加對乘載輪椅計程車的資助，例如﹕免費
泊車，乘車劵、泊車優惠、特定泊車位置、
旅遊景點免泊等 



台灣的分享中， 
對香港無障礙交通服務的反思(續) 

• 香港應考慮鼓勵發展研究殘疾人士無障礙
的科技及交通。 

• 鼓勵及資助公共交通服務發展全面無障礙
運輸。 

• 鼓勵院校新增研究社會復康服務的課程，
從中推動政府持續發展復康服務的政策。 



參考資料 

• Donkey Move 小驢行http://donkeymove.org/ 
• 小驢行預約平台https://www.donkeymove.com/ 

• 逢甲公創所
http://www.gipp.fcu.edu.tw/wSite/mp?mp=57010
1 

• 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https://www.taxi.org.tw/ 

• 台灣小旅行http://www.together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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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JUMBO Taxi (「至尊車」) 
http://jumbotaxihk.com/ 

• 鑽的 
•  https://www.diamondcab.com.hk/taking-

diamond-cab.php 
• 星群的士 (Syn Cab) 

http://www.syncab.com.hk/tc/ 
• 香港復康會~易達轎車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ahc/z
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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