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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學習資源系列 1 
 

主題（四）：單車友善 
 
I. 相關課題 
 
【獨立科目模式】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2010） 
 

單元 課題 學習要點 
核心單元（十

三）：香港的經濟

表現 
【延伸部分】 

香港的競爭力和

可持續的經濟發

展 

 影響一地競爭力的因素 
 在知識型經濟下，作為中國特

區及國際城市，香港提升本身

競爭力的方法 
 保持香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方

法 
核心單元（二十

七）：「全球城

市」 
【基礎部分】 

香港展現的「全

球城市」的社會

特徵 

 香港的對外開放程度（透過資

金、傳媒、資訊、人力、文化

等方面展現出來） 
 香港對跨國的商人、專業及行

政人員和勞工具有的拉力和推

力 
核心單元（二十

九）：世界公民與

人道工作 
【基礎部分】 

世界公民的意 
識 

 世界公民的概念及其出現的原

因，世界公民與個別國家公民

身份的異同 
 世界公民的意識和素養 

 
  

                                                      
1 社區學習資源系列的原設計者為香港小童群益會服務總監陳國邦先生、中心主任吳思朗先生和

社區課程發展主任黃幹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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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課程組織模式 – 綜合課程】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2 
 
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的核心元素

／必須學習的內

容 

第三學

習階段 
範疇 5：資源

與經濟活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經

濟方面的角色和政策 
範疇 6：社會

體系與公民精

神 

 本地層面 
−  《基本法》的重要性 
−   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 

 跨層面 
−  多元共融的體現 

 
  

                                                      
2 如學校在初中採用混合課程組織模式開設綜合課程（如綜合人文科），應參考《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第三學習階段的核心元素／必須學習的內

容。 



3 
 

II. 供學生閱讀的背景資料 
 
A. 與政府的「單車友善」政策相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

定為交通運輸工具」議案的開場發言（2017 年 6 月 15 日） 
 
…… 

香港的運輸政策一直以公共交通為本，每日有超過九成約 1 200 萬的出行人次

是使用公共交通，為全球各大城市之冠。除了鼓勵使用公共交通，政府致力推

動「綠色出行」，進一步減低交通運輸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應對氣候變化。單

車和步行，都是理想的短途低碳出行模式，連接「首程」及「尾程」，在條件許

可下減少市民需要乘坐機動交通工具的需要，亦對身體健康比較有益。所以，

我們同意應促進「易行」及「單車友善」環境。 
…… 

目前，政府致力在新市鎮和新發展區推動「單車友善」環境，因為這些地區

的單車徑網絡較為完善，因而較適合以單車作為代步工具。至於市區，情況

比較複雜，由於道路交通一般非常繁忙，路窄人多，巴士及小巴路線頻密，

路旁上落客貨活動頻繁，經常有車輛駛經並需要在路旁短暫停留。就以九龍

上海街為例，該路段共有 7 個巴士站，有 11 條巴士線，每日有 690 班次駛

經，接載約 4 萬人次，還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如的士、小巴以及商用車輛的

上落客貨需要。 
…… 

在上述的「單車友善」政策下，不同政策局和部門均在其工作範疇下推展配

合措施。例如，發展局就新發展區的單車徑網絡進行全面規劃，及推動新界

單車徑網絡的工程項目；而運輸及房屋局則積極推動單車在新市鎮作為短途

代步工具。現時，全港單車徑總長度達到 223 公里，連接新界新市鎮如沙

田、大埔、天水圍、元朗和屯門等主要地區。  
 
為進一步擴展單車徑網絡，發展局及其轄下的土木工程拓展署正分階段推展

主幹線超過 80 公里的新界單車徑網絡，包括馬鞍山至屯門段，以及屯門至荃

灣段。其中馬鞍山至上水段，以及屯門至元朗段已經完成。 
 
此外，將來新界的新發展區，例如規劃中的洪水橋、元朗南等，會提供配套

完善的單車徑網絡，方便市民在區內以單車代步，營造綠色社區。在市區，

政府在規劃個別具條件的項目時，亦會考慮引入單車徑網絡，例如在前啟德

機場新發展區，便規劃了區內約 13 公里長的單車徑，還會研究伸延至興建中

的沙中線港鐵站。另外，擬議由北角油街至鰂魚涌海裕街之間的東區走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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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約 2 公里長的行人板道，亦有建議在行人板道上設置單車徑、單車租賃

及停泊設施等，現時正諮詢相關持份者。 
…… 

除了發展單車徑網絡，政府近年亦致力改善單車配套設施。就現有九個新市

鎮，即沙田／馬鞍山、大埔、上水／粉嶺、元朗、天水圍、屯門、荃灣、東

涌及將軍澳的單車設施，運輸署在二○一三年聘請了顧問研究改善方案，並

已大致完成研究。顧問擬定了約 900 個建議改善地點，涉及的改善措施，包

括增加公共單車泊位和在一些急彎、陡斜坡道和行人過路處增設安全設施，

包括剛才一些議員提及裝設彈性塑膠護柱以分隔雙程單車徑，以保障騎單車

者和行人安全。第一批涉及約 100 個地點的改善工程，已於去年分階段開

展，希望於兩年內完成。至於餘下約 800 個建議改善地點，亦會因應資源和

可能比較複雜的施工程序去落實。 
 
就單車徑及單車設施的管理，路政署會定期派員巡查及進行不同規模的維修

保養。視乎單車徑的位置及交通流量，這些巡查約每一至三個月進行一次。

此外，亦會為單車徑每半年進行一次詳細巡查，了解單車徑的表面及結構情

況，以便籌劃保養工作。在單車設施的設計方面，政府亦有考慮騎單車人士

的需要，例如現時集水溝渠蓋的設計，間隔上已避免縱向間隙，防止單車在

駛過時被卡在渠蓋間隙而令騎單車者受傷。運輸署嚴格按照法例規定，在單

車徑上設置相關的交通標誌，並會不時檢討這些標誌的設計，確保能為騎單

車者提供清晰的指示。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一般而言，單車停放設施應設於較大型的

住宅發展、公共運輸交匯處、鐵路站和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等地方。就住

宅發展而言，若發展項目連接直達鐵路站的單車徑，便應設置單車泊位。泊

位的數目視乎與鐵路站的距離而定：若與鐵路站的距離為少於兩公里，則每

15 個單位應提供一個單車泊位；若距離為兩公里以上，則應每 30 個這類單

位提供一個單車泊位。 
 
此外，視乎地區的實際需要，運輸署會建議較《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為高

的單車泊位數量。例如，位於白石角及馬鞍山個別住宅項目，均採用了每 10
個單位提供一個單車泊位的標準。若鐵路站連接單車徑，則鐵路站須提供指

定的單車停泊處，並以鐵路站周邊兩公里的範圍人口計算，每一萬人提供最

少 30 個單車泊車位。 
…… 

除了提供傳統的單車泊位外，運輸署亦正在更新《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將

新式單車泊架，例如「雙層單車泊架」和「一上一下式泊架」等設計，列為

標準設計，並會就各區的實際情況，考慮在適合的地點設置這些新式單車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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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增加可停泊單車的數目。 
 
在優化單車硬件設施的同時，政府亦一直推展其他「單車友善」輔助措施。

就攜帶單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方面，政府鼓勵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在不影

響安全及乘客便利下，容許乘客攜帶單車。現時，專營巴士乘客可攜帶經妥

善摺合並置於袋內的單車，只要擺放時不會對其他乘客構成危險或佔用座

位；港鐵公司則容許乘客攜帶一輛經摺合或拆除一個車輪的單車，並因應持

份者的意見，正檢討有關安排，希望在不影響鐵路運作安全順暢的大前提

下，充分考慮持份者的意見。 
…… 

隨着科技發展，社會近年出現新的單車種類，例如剛才有議員提及的電動輔

助單車。根據現時《道路交通條例》（香港法例第 374 章），電動輔助單車屬

於「汽車」類別，須先向運輸署登記及領牌。但由於現時電動輔助單車的設

計，通常不能達到「汽車」的安全和性能標準，因此未能獲到登記或領牌。

然而，我們理解電動輔助單車為騎單車者帶來方便，因此運輸署正積極研究

電動輔助單車合法化的可行性，但可能需要限制電動輔助單車輔助動力的最

高行駛速度，以確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另一個近年流行的單車出行模式，是內地和其他一些城市所出現的種種自助

單車租賃服務。正如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研究如何協

助團體以非牟利及自負盈虧形式營辦社區單車租賃服務，作為「首程」及

「尾程」的短途接駁。現時，單車租賃業務無須特別領牌經營。近月，有私

人公司推出自助單車租賃業務，但在個別地區引起有關霸佔公共單車泊位和

利用公共資源作牟利活動等爭議。政府的立場是這些服務必須遵守法例，包

括與違例停泊單車相關的條例。政府部門會按一貫程序處理單車違泊問題，

不論是傳統非自助模式租賃的單車、自助模式租賃的單車、抑或是私人擁有

的單車。政府會密切注視有關情況，有需要時會考慮應否作出規管和其他對

應的措施。 
……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網頁

（https://www.thb.gov.hk/tc/psp/speeches/transport/land/2017/20170615.htm）。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

定為交通運輸工具」議案的總結發言（2017 年 6 月 15 日） 
 
…… 

我們留意到一些海外地區，如日本設有自助單車停泊系統。土木工程拓展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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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有關地下單車停泊系統先導計劃的研究，目的是探討這些系統在技術、成

本效益和運作上的可行性。視乎研究結果，政府會考慮引進這類自助式單車停

泊系統的可行性。 
 
主席，有議員提議研究以立法方式強制騎單車人士佩戴頭盔。事實上，運輸署

曾研究海外做法，發現大多數海外司法管轄區，例如英國、荷蘭、新加坡等國

家，均沒有強制騎單車者佩戴頭盔。如要在香港作出有關規定，需要審慎考慮

市民的接受程度、執法和檢控的可行性。我們認為較為實際可行的做法，是透

過宣傳和教育推廣單車安全及鼓勵騎單車使用安全裝備。 
 
……氣候變化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均積極思考和推出對

策。就交通運輸而言，運輸及房屋局和轄下部門，過去五年一直致力推動

「綠色出行」。我們在今年初宣佈推動的「香港好•易行」計劃，以及在新市

鎮及新發展區推動「單車友善」環境方面的工作，都是希望市民減少以機動

交通工具作短途出行，既可改善路面空氣質素，亦可減少道路交通擠塞。我

同意政府各部門之間就落實「單車友善」政策是需要加強規劃和作出軟件和

硬件方面的配套措施，務實有序推進，亦改變文化習慣。我們會持續推動和

吸納社會各方面的意見，以推動「單車友善」環境的工作。 
……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網頁 
（https://www.thb.gov.hk/tc/psp/speeches/transport/land/2017/20170615a.htm）。 

 
運輸署與自助單車租賃營辦商簽署《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業務營運備忘錄》

（2018 年 9 月 28 日） 
 
運輸署今日公布《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業務守則》，並與四間自助單車租賃營

辦商簽署《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業務營運備忘錄》，以推動無樁式自助單車租

賃服務運作的自律性和可持續發展。…… 
    
……推動「綠色出行」是香港一貫的運輸政策重點之一。為此，政府近年在新

市鎮及新發展區積極建設「單車友善」環境，發展單車徑網絡和改善現有單車

配套設施，促進單車作為綠色短途代步工具。 
    
……運輸署留意到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業務發展至今，於新市鎮內最高峰使用

量已達到每天接近 10 000 人次，為不少市民使用，但同時引起了違例停泊及

阻塞通道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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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考海外城市不同的規管模式及經驗後，運輸署基於現行的法律框架，制定

了這一套《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業務守則》。此《守則》着重利用資訊科技及

以業界自律為本，配合相關部門監管，多管齊下，使自助單車租賃營辦商能負

責任、自律和可持續地營運。 
    
《守則》是經過與營辦商商議和廣泛諮詢地區，並推出先導計劃，證明切實可

行。《守則》主要包括以下五個範疇︰ 
 
一.  基於道路安全考慮及市區內沒有完備的單車徑及路旁單車泊位，營辦商

不應在市區投放單車； 
二.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主動向用戶提供適切協助，包括安全守則及防止違泊

或阻塞等指示； 
三.  建立有效處理查詢及投訴的服務熱線，以及回覆查詢／投訴的服務承

諾； 
四.  設立有效的實地巡查機制；及 
五.  向政府提供營運數據作監察和分析用途。   
 
……運輸署亦會在適當地點增建不少於 3 500 個單車泊位，便利市民使用單車。

對於單車違例停泊黑點，政府相關部門會繼續採取執法行動及進行清理。 
    
……運輸署亦會優化合法單車泊位及於網頁發放潛在單車違泊黑點，並會進行

宣傳教育例如製作電視宣傳片及電台宣傳聲帶，提高市民正確停泊單車的意

識。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署網頁

（https://www.td.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s/transport_depar
tment/index_id_30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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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智慧城市相關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17） 
 
願景 
擁抱創科，構建一個世界聞名、經濟蓬勃及優質生活的智慧香港 
 
目標 
(a)  讓市民的生活更愉快、健康、聰明及富庶，以及讓城市更綠色、清潔、

宜居、具可持續性、抗禦力和競爭力； 
(b)  讓企業可利用香港友善的營商環境，促進創新，將城市轉型為生活體驗

區及發展試點； 
(c)  更妥善關顧長者及青年人，令大眾對社會更有歸屬感，同時令工商界、

市民和政府進一步數碼化和更通曉科技；以及 
(d)  減省資源消耗，令香港更加環保，同時保持城市的活力、效率和宜居

性。 
 
智慧出行 
 
智能運輸系統及交通管理 
…… 

 由 2021 年開始試行在路口設置能感應行人及車輛的智能交通燈系統 
…… 

 
環境友善的交通運輸 
 建設「單車友善」的新市鎮及新發展區，分階段改善新市鎮現有單車徑

及單車停泊設施，第一期改善工程將於 2018 年完成 
…… 
 
智慧生活 
…… 
數碼支付 
 於 2018 年開發「快速支付系統」，用户可透過手機號碼或電郵地址，隨

時隨地以電子方式支付 
 透過與業界已成立的工作小組，促進制定一套共同的二維碼標準，以推

動零售業更廣泛使用流動支付方式，為顧客和商戶帶來更大的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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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創新及科技局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網頁

（https://www.smartcity.gov.hk/blueprint/HongKongSmartCityBlueprint_e-
flipbook_CHI/mobile/index.html）。 

 
《智慧城市研究報告》（2015） 
 
…… 

 智慧流動 (Smart Mobility)：提升城市運輸效率和服務質量，通過視像和遙

距偵測技術，監測交通設施及進行數據分析，對車流、人流和物流作即時

管理和處理緊急情況，共推廣結合共交通、潔淨能源車輛、單車和步行的

多元交通模式。 
…… 

 
美國 
…… 

 波士頓：開發功能全面的流動應用程式供市民使用，包括向市政府即時通

報社區問題、泊車位搜尋、實時交通資訊和路線建議、協助小童步行上學、

城市單車租用系統等…… 
…… 

 
歐盟 
…… 

西班牙 
（巴塞隆納）……大力提倡能環保單車出租服務，市民可利用智能卡租用及交

還單車，並透過智能系統尋找單車泊車位……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相關情況 
…… 

智慧流動 
…… 

至於多元交通模式，政府……同時推動「易行九龍東」試點，為區內的行人及

交通環境制定改善方案，考慮利用「環保連接系統」……把區內主要地點無縫

連接，並研究提供智能單車出租系統和為市民發放巴士轉乘、停車位及上落貨

區等資訊。 
 
附錄甲 巴塞隆納智慧城市發展策略 
…… 

 超級街區 (Superblocks)：在市內五個選定街區進行綜合規劃，使之更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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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具體措施包括：整合巴士網絡、單車徑和行人路，減少碳排放和噪音

水平；增加和活化休憩空間；增加林木種植，營造綠化環境；提供合適空

間和設施，鼓勵有利社區參與和融合的活動；推動減少資源消耗，製造再

生能源，善用水資源；在各項社區計劃制訂過程中加強市民參與。 
…… 

 公共單車 (Bicing)：在全市設置 420 個公共單車站，提供 6,000 部單車供

市民於網上登記後租用，市民可透過流動應用程式查持單車站位置和未被

租用的單車數量，以及檢視租用紀錄和付款情況。 
…… 

 Smartquesina 互動巴士站：提供各種智能設施，包括：免費 WiFi 連結；

「BCN 非接觸式連結」提供市民流動應用程式下載；提供巴士資訊和即

時班次程況及其他相關城市服務資訊（如公共單車及旅遊景點）的觸碰式

屏幕；供流動裝置充電用的 USB 插口。 
……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前稱中央政策組）網頁

（https://www.pico.gov.hk/doc/sc/research_reports/CPU%20research%20report%20-
%20Smart%20City(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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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與教策略 
 
【注意事項：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署網頁尋找設有「單車徑」和「公眾可使用單

車泊車位置」的地區： 
主頁>香港騎單車設施>主要單車徑路線及泊車地點 
https://www.td.gov.hk/mini_site/cic/tc/cycling-infrastructure/cycle-tracks-and-
parkings/index.html 

 選擇合適的地點，在安排學生考察前，到選取的地點進行實地考察，拍攝

照片／視像片段，供記錄和課堂使用。 
 運用電子應用程式 3，設計和安排學生的行程和相關的學習活動。 
 如安排部分學生駕駛單車使用部分單車徑的路段 

- 須參照《戶外活動指引》（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
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Outdoor_TC.pdf），
特別是第七章「單車」的內容。 

- 應提醒學生注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署網頁的「騎單車安全提

示」（https://www.td.gov.hk/mini_site/cic/tc/safe-cycling/cycling-
rules.html）。 

- 提供頭盔及保護墊等。】 
 
  

                                                      
3 例如 EduVenture，網址：http://ev-cuhk.net/index.php。 



12 
 

A. 社區考察前活動 
 
（一） 網上閱讀 

 

 騎單車安全提示 

網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署網頁 
主頁>騎單車人士注意事項>騎單車安全提示 

https://www.td.gov.hk/mini_site/cic/tc/safe-cycling/cycling-rules.html 
 

 騎單車時須留意的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 

網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署網頁 
主頁>騎單車人士注意事項>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 

 

騎單車時須留意的交通標誌 

https://www.td.gov.hk/mini_site/cic/tc/cycling-infrastructure/signs-and-
markings/useful-signs.html 

 

騎單車時須留意的道路標記 

https://www.td.gov.hk/mini_site/cic/tc/cycling-infrastructure/signs-and-
markings/useful-markings.html 
 

（二） 在課堂進行限時問答 

 

 運用電子應用程式 4，在課堂進行限時問答，從而了解學生對駕駛單車的注

意事項、相關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的認識等。 

 

 播放所選單車徑的照片／視像片段，讓學生對考察地點有初步的認識，並

提醒學生相關注意事項。 

 

  

                                                      
4 例如 Kahoot! (https://kahoot.it/) 或 Plickers (https://get.plick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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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區考察 
 
工作紙（一）：單車體驗之旅 
 
【注意事項： 
 每組租賃一部無樁式自助單車。 
 活動以小組進行，由一位懂得駕駛單車的學生負責在相關的單車徑駕駛單

車，其他小組成員負責在平板電腦上的電子應用程式完成相關學習活動。 
 駕駛單車的學生 

- 須佩戴頭盔及保護墊。 
- 時刻遵守交通規則，同時兼顧途人及自身的安全。 
- 只能在單車徑／單車專用區域上行駛，其他路面均需要下車並把單車

推過相關路面。 
- 如需要進入室內範圍購物，必需按指示把單車停泊在指定的停泊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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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察活動 
 
活動【按所選定的路徑選取活動】： 
 
注意事項：在進行學習活動（如拍攝照片、收集數據等）時，須兼顧自身及其

他人的安全，以及避免影響單車徑和相關設施的其他使用者。 
 
1. 與單車徑相關 
 
(a) 駕駛者須下單車的地點：  拍攝照片（顯示下車原因） 

   
(b) 駕駛單車時遇到困難（例如

陡斜坡道、急彎、視距不足

等）： 

 拍攝照片（顯示困難之處） 

   
(c) 出現障礙物：  拍攝照片（顯示障礙物） 

   
(d) 闊度不足：  拍攝照片（顯示狹窄程度） 

   
(e) 單車徑的其他使用者（例如

步行人士、緩跑人士、輪椅

人士、使用滑板車人士、推

嬰兒車人士、帶同寵物的人

士等）： 

 收集數據（不同人士的使用需要和人

數） 

   
(f) 連接／沒有連接到主要匯聚

地點（例如鐵路站、公共運

輸交匯處、公共設施、大型

購物中心、學校、康體設施

等） 

 拍攝照片（顯示連接／沒有連接的情

況） 

   
(g) 沿途的支援設施：  拍攝照片（如單車泵氣設施／單車維

修工具、單車鎖等借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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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相關 
 
(a) 在行人過路處與單車徑交匯

處／單車徑起點和末端與行

人路交匯處進行： 

 拍攝照片（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如

有需要，到運輸署網頁了解相關標誌

和標記的指令內容】 
 
 收集數據（遵守／沒有遵守交通標誌

和道路標記的駕駛單車人士和其他使

用者的數量） 
 
 【在可行和合適的情況下】訪問駕駛

單車人士和其他使用者（可透過有關

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的多項選擇題，

了解受訪者的認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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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停泊單車相關 
 
(a) 停泊單車設施：  拍攝照片 

- 停泊單車設施（例如倒 U 形單車

泊架、一上一下式單車泊架、螺旋

形單車泊架、斜放式泊架、雙層單

車泊架等） 
- 告示（例如使用者須知、使用方法

等） 
 
 收集數據 

- 單車泊位的數目 
- 實際停泊的單車數目 
- 沒有正確使用泊位的單車數目

（例如放置雜物、停泊多於一部

單車） 
- 長期停放的單車數目（例如外觀

破爛、封塵等） 
   

(b) 違泊黑點（如鐵路站出入

口、行人隧道內、行人天橋

底、緊急通道等）： 

 拍攝照片 
- 顯示違泊單車問題 
- 與違泊相關的警告告示 
- 引領到指定單車停泊設施的指示 

 
 收集數據 

- 違泊的單車數目 
- 長期停放的單車數目（例如外觀

破爛、封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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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相關 
 
每組租賃一部無樁式自助單車。 
 
(a) 租賃過程：  拍攝照片和點選多項選擇題的答案 

- 如何登記（例如透過安裝相關的

電子應用程式） 
- 如何支付按金、分時段的收費、增

值等（例如透過已登記的信用卡、

使用電子錢包、預付卡等） 
- 如何尋找可供使用的單車 
- 如何開始使用單車 
- 單車有沒有損壞 
- 如有損壞，可否取消是次的使用 
- 如何結束用車 
- 如何退還按金 

   
(b) 實際使用情況（在指定的單

車徑路段）： 
 收集數據 

- 駕駛無樁式自助單車的人數 
   

(c) 停泊情況：  拍攝照片和收集數據 
- 停泊在指定停泊單車設施的無樁

式自助單車數目 
- 沿途違泊的無樁式自助單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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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總結和反思 
 
【每組展示照片／數據】 
 
1. 與單車徑相關 
 
 區內的單車徑能否鼓勵居民使用單車？ 
 
 區內有甚麼單車友善的設計和措施？ 
 
 到以下網址參考 “What Makes a City Bike-Friendly” 的圖片 

https://bikefriendlyoc.org/2012/06/14/what-makes-a-bike-friendly-city/ 
 
香港能否引用圖片所提及的設計和措施？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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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相關 
 
 單車駕駛者是否掌握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的含意？有沒有遵守相關規定？

為甚麼？ 
 
 有關設計是從甚麼人（例如單車駕駛者、其他使用者、汽車司機等）的出

發點來考慮？  
 
 現行的道路設計，是設計給誰優先使用？ 
 
 觀看視像片段： 

Junction design in the Netherlands（英語旁白） (BicycleDutch, 2014） 
（片長：5: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QMgbDJPok 

 
在香港引入視像片段中所介紹的設計是否可行？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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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停泊單車相關 
 
 猜猜為何單車停泊處有其他用途？ 
 
 單車停泊處的設計、位置和配套設施有多考慮到使用者的需要？ 
 
 觀看視像片段 
 

- 自動化地下單車停泊設施： 
 
Eco Cycle Automated Cycle Storage HD （Eco Cycle, 2015） 
（片長：2: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nX-MlVvjU 
 
或 
 
ECO Bicycle Parking （英語旁白）（GIKEN Co. Ltd., 2013） 
（片長：10: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Y2AYA0O-VY 

 
- 地下／多層單車停車場： 

 
Utrecht Station Bicycle Parking Facility（英語旁白）（BicycleDutch, 
2017）（片長：3: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3M_GM_MDg8 
 
或 
 
Bicycle parking facility Jaarbeursplein, Utrecht（BicycleDutch, 2015） 
（片長：3: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i_pN4BKco 

 
在香港引入視像片段中所介紹的設施是否可行？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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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相關 
 
 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的營運對社區來帶來甚麼機遇與挑戰？ 
 
 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的營運模式與哪些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相關？ 
 
 觀看視像片段： 

Smart Bike City - Concept Movie（英語旁白）（OMRON, 2016） 
（片長：3: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xgJ_2dfyk 

 
視像片段中提及哪些的發展方向？ 
 
這些的發展方向對建設一個智慧城市有甚麼啟發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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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基本法》的相關條文 
 
《基本法》 
 
第一百一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

新興產業。 
 
第一百一十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

地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服務性行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

環境保護。 
完 

 


	（一） 網上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