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2014年8月) 

無障礙環境及文化 



無障礙設施的標準 

 屋宇署：設計手册《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 

規定建築物內包括：下斜路邊石、斜道、門、通道、
梯級、扶手、洗手間、詢問處/服務櫃枱、升降機、
自動扶手電梯、停車場等的設施標準。 

規定適用於其後新建的樓宇和在現存樓宇的改建及加
建工程。 

 

 《設計手册》可於以下網址下載： 

http://www.bd.gov.hk/chineseT/documents/

code/c_bfa2008.htm  

http://www.bd.gov.hk/chineseT/documents/code/c_bfa2008.htm
http://www.bd.gov.hk/chineseT/documents/code/c_bfa2008.htm
http://www.bd.gov.hk/chineseT/documents/code/c_bfa2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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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範疇合共十三項準則 

 

無障礙空間 

 

 

無障礙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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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1    通道改裝 

大門 

1. 打開的門與相對的門框邊或
其他的一扇門之間的淨闊度
須不少於800 毫米； 

2. 自動關閉的雙向門，須設有
防止門擺動越過關閉位置的
機制； 

3. 門檻高度不得超過20 毫米，

並須傾斜以便輪椅容易通過
(以不設門檻為最佳)； 

4. 須於離地950 至1,050 毫米間
設把手； 

5. 如採用無框玻璃門，須有明
顯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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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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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道 

1. 斜道闊度不得少於1,050毫米，且傾斜度不得超過1比12，其頂部

及底部設有1,500乘1,500毫米緩衝區； 

2. 斜道兩旁須設有2條直徑32至50毫米的扶手，離地850至950毫米高，

且離牆30至50毫米，其末端須作地平線式伸展至少於300 毫米，

並設有凸起的方向指示標誌； 

 

 

 

3. 斜道的地板及牆身

設有對比色； 

4. 斜道的頂部及底部

須設有對比色警告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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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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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2 

 

 特別設施，如 扶手設施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升降機   

低桌面設計 ( 電腦桌、接待處 )   ，設備的按鈕設於
較低位置   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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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1) 

1. 設有清晰標誌及引路徑

引領往升降機； 

2. 升降機門應裝置感應器，

並須設於離地500 至600 

毫米高； 

3. 升降機門開啟後闊度多

於850 毫米，而內部面

積至少為1,200 乘以1,100 

毫米； 

4. 升降機入口處應設有發光的視覺指示器和發聲訊號，指出升降機到

達和上下方向。 

5. 當升降機上升時，發聲訊號應響一次而下降時則響兩次，並應在升

降機吊廂到達前已發出聲響；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2012年2月) 

升降機 (2) 

6. 升降機內設發聲系統，以話音報讀將
到達的樓層； 

7. 升降機內外按鈕設點字和最少有15 毫
米高可觸覺記號； 

8. 升降機內外按鈕離地介乎900 至1,200 毫
米高； 

 

 

9. 升降機內應裝置緊急警

號按鈕及作回應用的蜂

音器、對講機及指示燈； 

10. 作回應用的指示燈為閃

亮式，並裝置於對講機

的旁邊。在閃燈旁須以

中英文寫出「燈亮時請

說話或再次按警號鈕」

的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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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施=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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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洗手間 (1) 

1. 應設有標誌以清楚指示可供

殘疾人士使用的洗手間正確

位置； 

2. 洗手間門須為向外開啟，並

設有清晰的標誌； 

3. 洗手間門內外側各設有1條

直徑32至40毫米的扶手，且

安裝於離門板最少30毫米及

離地750毫米高； 

4. 門打開後淨闊度須不少於

8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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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洗手間 (2) 

5. 內部面積不得少於1,500 乘以
1,750 毫米； 

6. 坐廁旁須設有不少於2條600毫
米長，32至40毫米直徑的扶手

於牆上，且安裝於離牆不少
於30毫米及離地750 毫米高； 

7. 坐廁旁的另一面應裝上750 毫

米長的摺合扶手，並設於離
地750 毫米高； 

8. 坐廁高度應設於380 至450 毫
米之間； 

9. 自動或槓桿式的沖水掣設於
外側，並設於離地600 至1,050 

毫米高；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2012年2月) 

殘疾人士洗手間 (3) 

10. 洗手間內須設有洗手盆，其
頂部不得高於750 毫米，底部
應離地至少550 毫米高； 

11. 洗手盆的水龍頭須為自動式
或並無彈簧裝置的槓桿控制
式； 

12.  緊急叫喚鐘應設於離地600 毫
 米以上，並具中英文「緊急
 叫喚」標示； 

13. 須設有視覺火警訊號系統； 

14. 在當眼處張貼中英文求助電
話標示； 

15. 設有向下傾斜5 度的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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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施=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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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3 

各類照顧殘疾人士需要的電子感應裝置 

 

照明系統    

發聲系統    

電感圈輔聽系統 

手語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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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4： 

指示或標誌 

 點字牌    

 模讀地圖 

 大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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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5 

 為受聘用的殘疾人士提供工作所需設備 

 

 桌面放大機 

 點字顯示器  

 流動放大機  

 助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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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6 

 

為殘疾人士提供特別的交通安排，如安排車輛
接送 

 

準則 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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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溝通  準則 1 
 網站採用無障礙網頁設計 

    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WCAG) 2.0  

    AA 級別 (http://www.w3.org/TR/WCAG/) 

 政府「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銀獎級別   金獎級別 

http://www.w3.org/TR/W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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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2 

資訊有清晰的展示方便有需要的殘疾人士︰  

 

大型符號    

對比色系設計    

點字      

語音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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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3 

 尊重殘疾人士，主動與他們溝通，讓他們表達意見
使其能行使應有的權益，並得到公平的待遇 : 

 

設有諮詢活動 / 回饋機制，回應及跟進殘疾人士的要求 

於網站列出並定期更新無障礙設施及服務 

設有殘疾人士緊急疏散的運作方式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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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4 

 殘疾人士友善政策，定期提供適切的培訓，，包
括︰領路法技巧   手語   輪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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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5 

 

 實施平等就業及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 

 

 殘疾人士比例 

 

 於指定期間已聘用 名殘疾人士 

 

準則 6： 

 其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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