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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先生

「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對每個公民都是基本權利，但視障人士於社

區生活往往遇到不少困難，包括使用社區服務和設施時遇到不同種類及

不同程度的障礙，影響我們獨立地於社區生活。以乘搭巴士為例，視障

人士經常因報站系統被關掉或音量太小而未能於正確車站下車；於外出

購物及用膳時，售貨員或侍應生不懂與視障人士溝通及作出合理的遷就，

令我們需要依賴親友陪伴及提示，才可購買到所需物品或點餐，未能獨

立地消費。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十九條指出，殘疾人享有在社區中生活的平

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的選擇。視障人士應可獨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但

由於服務提供者的認識不足，而影響了我們享有平等的權利。

平等機會委員會除致力消除歧視，更積極推動不同計劃，讓社會上的弱勢

群體可享有平等對待。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獲得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出版本

小冊子，讓服務提供者對視障人士的需要有更深的認識，懂得如何提供適

切的服務，以便讓視障人士能夠獨立生活，建立無障共融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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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醫生

每當視障人士走在街上，總會碰上一些善心的路人問他們是否需要幫忙，

尤其在橫過馬路時，旁人會擔心視障者不能獨自應付，總想主動上前扶他

們一把。這些善意的幫忙固然值得鼓勵，但視障人士真正需要的幫助，並

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攙扶，而是無障礙的通道及設施，好讓他們長遠能夠獨

立地、有尊嚴地過日常生活。

事實上，只要得到相關的調適，視障人士同樣可以自食其力、發揮所長並

且融入社群。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多年來舉辦過不同活動，喚起公眾關注視

障者在生活上的各種需要。今次出版的《共融社區、無障生活》小冊子，

能加深各界對視障人士的認識，而就本港商場及網頁的無障礙程度進行調

查，更有助建構一個傷健共融的城市，平等機會委員會對此深表支持。

現時本港有超過17萬視障人士，超過六成是70歲以上的長者，隨著人口

老化，即使是健視人士，未來亦有可能因機能衰退以致視力或其他身體功

能退化，導致後天的殘疾，因此無障礙城市的規劃，不但能幫助現時的殘

疾人士，也能長遠地惠及我們每一個人。但願無障礙的理念，不但建設在

生活環境，更植根於每個人的思想當中，令任何人的需要與權益，都不會

被主流社會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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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成立於1964年，是香港首個由視障人士組織及管理之

自助團體。本會致力發揮視障人士的自助及互助精神，以推動平等、機會

和獨立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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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越來越多團體關注到社區內的「無障礙設施」，希望可讓殘疾人士融

入社區生活。香港失明人協進會一直積極推動「無障社區」概念，除關注

環境設施的改善外，對於數碼科技應用、資訊發放以至產品設計及服務質

素等亦十分關注。

本會獲得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社會參與資助計劃」2015/16年度的

撥款資助，以「共融社區・無障生活」為主題出版「社區共融小冊子」，

讓香港的各行各業、公共服務單位以及社福機構更了解視障人士的需要，

包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以及於社區內未能獨立使用各項設施或服務

的原因，繼而讓服務提供者了解如何提供切合視障人士需要的服務，以便

讓視障人士享有平等獨立的生活。

本小冊子的資料搜集方法，乃透過聚焦小組深入訪問多位視障人士，與他

們討論如何從硬件及軟件上配合他們的需要。然後再根據所收集到的資

料，邀請各界別人士(如建築、社福以及資訊科技界等專業人士)一同建議

最理想可行的無障共融方案。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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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環境設施

陳太

環境設施環境設施

陳太 阿明

環境設施環境設施環境設施

專家



 升降機

  陳太：

升降機是每天必須使用的設施，但有時我見鄰居阿明要獨立使用都不容

易！因為按鈕上沒有點字，顏色對比又不明顯，再加上照明不足，阿明好

容易會按錯樓層。如果遇到是輕觸式按鈕或智能升降機，問題就更大。

  專家建議：

・ 統一升降機按鈕位置

・ 按鈕 (包括輕觸式按鈕) 須配有點

 字或發聲裝置

・ 按鈕需有明顯的顏色對比

・ 加強照明系統亮度

・ 安裝有發聲裝置指示往上／往下

 及樓層

  陳太：

  專家建議：

輕觸式按鈕 智能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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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扶手電梯

陳太：

專家建議：

雖然現時很多自動扶手電梯都會發聲，

但阿明話好多都調到很細聲，而且聲調

又每部都不同，真的很難辨認；要知道

電梯的上落方向亦十分困難。

・ 統一自動扶手電梯發聲裝置的聲調

・ 增強扶手帶的顏色對比

・ 聲響可依據環境而自動調節大小

 引導徑

陳太：

專家建議：

我見阿明平時多是自己出街，不需要其

他人帶路都可以去到目的地，原來全靠

社區內鋪設的引導徑。但最弊是很多人

都不為意，會將一些雜物如雪糕筒、貨

物或指示牌放正在引導徑上。有些人甚

至會站在引導徑上聊天，真是很危險！

・ 加強公眾宣傳，教育市民引導徑上

不應放置任何障礙物

・ 留意引導徑鋪設的路線，盡量避免鋪

設容易令使用者撞到障礙物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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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視障人士要在社區無障礙地生活，其實有好多小改動就可以幫到他們。

如大堂出入閘的密碼裝置，只要加上發聲系統、點字或凸起的數字，阿明就可用得更輕鬆。

又如行人道上的裝飾花盆，這些物件很容易阻礙視障人士探索路面情況。

行人天橋或樓梯下的漸斜設計，更加是視障人士的陷阱，令他們很容易受傷。

其實只要設計時從視障人士的需要想一想，就會知道應如何設計我們社區的設施。

 指示牌

陳太：

專家建議：

我聽阿明說，原來視障朋友中全失明的並不是多數，反而

弱視的比例較多。如果公眾設施中的指示牌設計得好，都

可以幫助到弱視人士，例如位置要容易看到、字體夠大、

對比色又明顯就好了。

・ 增設點字牌於視線水平高度

・ 統一指示牌懸掛的高度、字體大小

・ 指示牌需有明顯的顏色對比

 觸覺/摸讀地圖

陳太：

專家建議：

我時常看到公園、體育館、圖書館等都設有觸覺地圖，方便

視障人士摸讀。但我見到大部份都滿佈塵埃，極不清潔。

阿明告訴我，他跟朋友都好少會用到。地圖上所提供的資

訊非常多，但很多時只有入口的一幅圖，阿明話即使願意

摸讀，又怎能一次過記下所有設施的位置同資科呢？

・ 定時清潔地圖

・ 增加觸覺/摸讀地圖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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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科技及掌握資訊數碼科技及掌握資訊

管理員

數碼科技及掌握資訊數碼科技及掌握資訊

管理員 阿明

數碼科技及掌握資訊數碼科技及掌握資訊數碼科技及掌握資訊

專家



 閱讀信件

  管理員：

日日都見阿明來信箱收信，但現在的信件大都只有印刷版，他根本不知內

容，平日都要家人替他讀出來，不便之餘，亦無私隱。

  專家建議：

・ 提供電子化服務，如快速響應矩

 陣碼(QR code)、電子賬單(無障

 礙閱讀版本)、電話理財服務，視

 障人士就可以用輔助儀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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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邨活動/資訊

管理員：

專家建議：

屋邨常常有不同資訊發佈，例如活動、

設施維修保養的告示，但通常都是貼在

升降機內或佈告板上，阿明要靠街坊轉

述才知道。幸好現在公屋有語音系統通

知服務，會發佈停水停電等緊急資訊。

私人屋苑的話，就不知怎樣了。

・ 提供電子化服務，如快速響應矩陣

碼(QR code)、電郵通知、網頁發放

・ 完善及擴展語音系統通知服務，提

供所有緊急事故及屋邨活動的資訊

� 電視資訊

管理員：

專家建議：

電視播放一些重要資訊如天氣報告時，

有時只會於畫面顯示字幕但沒有將資料

讀出來，阿明都不知道內容，其實如果

可以同時有聲音，阿明就可以接收到同

樣資訊了。

・ 提供聲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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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其實如果大家在發佈資訊時，多從接收者的角度想一想，就可以確保資訊能順利傳遞。

而且現在數碼科技如此先進，更應好好善用，令所有人都可以收到同樣的訊息。 

 網頁及流動應用程式

管理員：

專家建議：

現在的網頁畫面都很豐富，包含了很多

圖像和動畫，但阿明話如果沒有文字註

解，他無辦法得知內容，結果找不到需

要的資訊。

・ 網頁設計需符合國際標準 - 萬維網聯

盟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 所訂出的網頁設計無障礙指引 
(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W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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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醫護人員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阿明 專家

公共服務

巴士司機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小巴司機

服務人員 銀行職員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阿明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專家專家專家阿明

銀行職員銀行職員 港鐵職員

公共服務

醫護人員

公共服務

醫護人員醫護人員

公共服務

醫護人員巴士司機巴士司機巴士司機巴士司機 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

服務人員服務人員服務人員服務人員

公共服務

阿明阿明阿明

銀行職員銀行職員銀行職員銀行職員學校老師



 醫療

  醫護人員：

等見醫生和取藥的籌號只以螢幕顯示，阿明要靠詢問護士才知道何時到自

己和要到哪處。到取藥時，由於藥物標籤只有印刷文字，阿明都不知道藥

物的種類、服用次數和份量，食錯藥就大件事了！

  專家建議：

・ 安裝籌號發聲裝置

・ 製作點字標籤或快速響應矩陣碼

 (QR code)貼在藥物包上

・ 加強員工培訓 (如何協助視障人

 士及領路法)

  

  專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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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司機：

專家建議：

巴士四通八達，是常用的交通工具，但

我見阿明乘搭時都會遇到不少困難。 
有時要在多個站牌的巴士站找到想乘搭

巴士的站牌。上到車，因為每輛巴士的

八達通拍卡位置都可能不同，又要摸索

一番。雖然巴士有報站系統，但都會因

為音量調較得太小或不準確而落錯車，

真是困難重重。

・ 統一八達通拍卡位置

・ 鎖定報站系統音量，並於落車位置

增設報站系統螢幕

・ 於巴士站牌上安裝電子定位器(iBeacon)
傳送該站牌資訊至近距離的手機用戶

小巴司機：

專家建議：

阿明要獨立地乘坐小巴真不容易，因為

無法知道小巴上是否有座位，而車上又

沒有報站系統，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落

車，好需要乘客同司機的協助。

・ 於合適路線增設報站系統

・ 司機協助指示空位及報站

 交通(巴士)

 交通(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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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職員：

專家建議：

這個車站足足有4個月台，只有螢幕顯

示，但沒有提供聲音廣播提示每個月台

的行駛方向和開車時間，阿明想得知內

容，就要問人了。雖然車站有很充足的

職員提供協助，但如果設施更完善，阿

明就可以獨立地乘坐地鐵了﹗

・ 提供聲音廣播提示

・ 加強員工培訓 (如何與視障人士溝通

及領路法)

銀行職員：

專家建議：

・ 將所有櫃員機逐步改裝為語音導航

櫃員機

・ 統一數字鍵盤的位置和提存按鈕排列

・ 銀行網頁設計需符合國際標準 - 萬維

網聯盟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 所訂出的網頁設計無障礙指引 
(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WCAG)

 交通(港鐵)

 銀行

現時只有極少量的櫃員機有語音導航，而且每部的數字鍵

盤和提存按鈕排列都不同，阿明不能靠死記位置去使用，

如果要提款，唯有到銀行櫃位排隊了，要花好多時間。網

上銀行可以解決到部分需要，但所提供的服務始終有限，

而且並非所有銀行網頁都做到無障礙設計，很多網上的銀

行服務阿明根本用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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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員：

專家建議：

阿明很喜歡去運動場跑步，但儲物櫃門

上的號碼沒有點字及大字體，使他每次

都要費神地尋找，十分不便。

・ 於儲物櫃增設點字及大字體號碼

標示

學校老師：

專家建議：

學校老師都很關心阿明，想因應他的需

要而作出適切的安排，但有時因為了

解不足，安排未必真的解決到阿明的

需要，例如有些老師會以為安排他坐前

排，可以解決看不到黑板的問題。另

外，在考試時，每科老師給他的加時都

不一樣，令他感到無所適從。

・ 統一各科加時機制

・ 加強老師對視障學生支援的培訓

 康樂

 教育

專家建議：

總結：
只要在我們平時以視力操作的設施加以聲音輔助及提示，視障人士

就可以獨立地使用，不需依靠旁人協助。另外，把同類型設施統一

化，如櫃員機按鈕排序，視障人士熟習後便可順通無阻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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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

店務員

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

阿明

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

專家店務員餐廳侍應

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消費生活：產品及服務

餐廳侍應餐廳侍應服務人員



 購物

  店務員：

超級市場售賣的商品種類繁多，即使是紙包飲品也有數十款，而且外型大

同小異，阿明都不知如何去找想要的東西，又不知產品內容及價錢，唯有

找超市職員協助或找朋友陪他到超市購物了。

  專家建議：

・ 於商品價錢牌附近提供快速響應

 矩陣碼(QR code) 
・ 定期安排協助購物服務

  店務員：

  專家建議：

20



餐廳侍應：

專家建議：

我見阿明去餐廳食飯，好多時都要靠朋

友或者侍應介紹餐點。但餐廳的食物

種類多達過百款，侍應又未必有足夠時

間，令阿明總是只選A、B、C餐，想

試試新款也不行。

・ 食肆應提供點字餐牌或電子發聲餐牌

・ 加強前線員工培訓，適切地協助視

障人士點餐

服務人員：

專家建議：

我們日常生活總是離不開電器，如電

視、洗衣機和電飯煲等，但沒有發聲

提示，又沒有點字，很多時只以螢幕顯

示，阿明到底要如何使用呢？

・ 在產品上增設點字或發聲提示裝置

・ 落實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 的
概念

 食肆

 用品

點字餐牌

總結：
其實視障人士都有一定的消費力，但很多時候礙於服務或產品的設計並沒有照顧他們的

需要，才令他們在使用上出現困難，以致未能獨立地使用。如果服務提供者或產品設計

師多一些考慮，視障人士都可享用到不同的服務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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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冊子中提及到的建議及技巧，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四大原則，包括平等、

機會、獨立及通用設計。若面對一些小冊子內未有涵蓋的環境及情境，只

需切身處地為對方思考一下，再應用此四大原則，便可建立共融環境，齊

享無障生活。

 共融原則：

1. 平等

任何人均應因應其需要，享有實質平等的待遇。

2. 機會

不應因視障情況而被剝奪使用產品或服務，及得到資訊的機會。 

3. 獨立

各項產品、服務、資訊科技或環境設施，應切合視障人士的不同需要，讓

其能獨立地使用，並於社會獨立地生活，不需依賴他人。

4. 通用設計

各行各業於設計產品及服務時，應顧及不同使用者的需求，讓任何人士，

不論性別、年齡、傷或健，即無論健視、弱視或全失明人士，皆可便利地

使用，建構全民可用的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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