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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ing for roll-on roll-off bike carriage by actively giving
 in to wheel removal requirement?

在帶單車上港鐵應否主動拆轆這議題上，有一種在單車友中流傳的講法是這樣的：「如果人人帶單車上港鐵都乖乖地主動

拆轆的話，對爭取港鐵進一步容許帶 單車不用拆轆有幫助」，「單車能拆轆上港鐵是單車團體努力爭取的成果，如果車友

不拆轆港鐵就會禁止單車上港鐵」，因而有個別單友對一些因種種原因不自動自 覺拆轆的單車人士不滿，甚至貼出其照片

群起公審之，視他們為危害港鐵容許帶單車這措施的罪人。

主動拆轆對爭取港鐵進一步容許帶單車不用拆轆有幫助？

第一，港鐵公司從來未曾在任何渠道表示、明示或暗示過如果單車友都做到自動自覺拆轆，就會考慮讓單車可以不用拆轆

上列車；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第二，「自動拆轆有助日後爭取港鐵容許帶單車上港鐵不用拆轆」，這想法是有內部的矛盾，難以成立。試想想，如果有

一日百分百單車友都做到不用提點而 乖乖地主動拆轆的話，當團體進一步要求港鐵容許帶單車上港鐵不用拆轆，港鐵又有

什麼理由要同意呢？既然百分百單車友都已經做到不用提點乖乖地主動拆轆，證 明上港鐵要拆轆這政策是完全成功及可行

的，而單車人士都非常接受，哪有需要改變呢！

相反，不論單車人士不主動拆轆是有什麼原因，是為爭取單車權益不主動拆轆、是為安全、是為貪方便或是有其他動機甚

至是不知道要拆，在單車團體爭取無 障礙上港鐵也有其正面價值，因為有人不主動去拆才能證明巿民有帶單車不拆轆的需

要，我們大可以根據此乘客的需要向港鐵要求單車無障礙上港鐵。

要知道，爭取任何一樣政策改善，包括單車友善政策，其中一個要點是要證明其需要性之實在；用「大家都可以做到無此

需要」的方法來「爭取」，只會加強 其不友善政策的合理性，適得其反。例如，為傷健人士爭取無障礙設備（如電梯）的

話，大家會去要求傷健人士乖乖地配合對傷健人士不友善的政策，要求傷健人士 主動摺起轆椅，自己走路上落樓梯來爭取

對傷健人士友善的政策嗎？

車友不拆轆港鐵就會禁止單車上港鐵？

港鐵公司從來未曾表示過如果單車友不拆轆就會禁止單車上列車；要知道港鐵讓單車可以上全線列車其實只是屈服於強大

巿民的要求及世界大趨勢之下，斷不 敢因為有單車友不主動拆轆就輕易收回。在社會上對單車友善的強大訴求下，港鐵不

會也不敢完全禁止單車，因為必會引起強烈反彈，估計最多只會正式化及加強執 行拆轆的要求而已。港鐵公司心知肚明要

求拆轆是以港鐵附例為一個容易的藉口來為單車設下障礙，目的是防止太多單車上港鐵，試想為何港鐵一直不肯在大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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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 單車拆轆或摺疊後可上港鐵的安排？就是怕張貼後會引來更多巿民帶單車入閘，港鐵根本連正式宣傳拆轆上車的政策也

不敢做，豈敢諉過單車友不主動拆轆！所以單 車友不用擔心有人不拆轆就會禁止單車上列車。港鐵用設下障礙的方式防止

太多單車上港鐵，根本也是多此一舉，因為大部分巿民除非不得以，也不會帶單車擠入已 經擁擠不堪的車箱吧，不用設下

什麼障礙。

我們可否考慮用另一個更進取直接的方法爭取單車無障礙上
港鐵？例如：

一，向港鐵：主要是要施壓，多方直接的爭取及表達要求：繼續集合各方向有關方面施壓要求單車友善上港鐵，不用拆

轆。乖乖配合苛刻要求的乘客斷不能動 搖港鐵公司的政策，我們要嘉許好的政策（容許單車上港鐵），並有力地反對壞的

政策（要求單車拆轆）。具體的爭取目標是要求港鐵讓所有單車免費直接上列車， 並正式訂立單車無障礙政策。

二，向公眾：爭取公眾人士對單車友善政策的支持：鼓勵單車人士在使用港鐵時做到對其他乘客的友善及為其他乘客著

想，讓公眾人士認同單車和港鐵可以互相配合這事實，最重要的包括不要強行進入已經擁擠的車箱、安全地控制單車不要

影響到其他人等。

而要做到「為其他乘客著想」及能「安全地控制單車不要影響到其他人」，最佳的方法莫過於安全地控制著一部完整的單

車，保留轆讓前後制動都能使用，保 持單車為一個容易操縱的整體，而不是兩個不方便的大零件：一個重心不平衡及有叉

向前伸出，另一個大圓圈有可能滾動掉下樓梯甚至路軌。

單車人士應儘量爭取機會向公眾展示完整的單車能如何方便、安全及優雅地進出列車，向公眾證明讓完整的單車上港鐵的

可行性及好處；除非有港鐵職員出面 干涉，才去拆轆，並利用這機會向職員反映這要求的不合理及潛在危險，也向港鐵證

明有「保留完整的單車」這需求的存在。我們也不鼓勵和港鐵前線員工爭執及強 行衝擊的行為，以免引起公眾對單車人士

的反感。具體實施是不主動去拆，直至有職員干涉才拆，以顯出這「拆轆」的要求並不是理所當然而是一條擾民及危害乘

客 安全的，有百害無一利的惡法。

如果主動拆轆能爭取到對單車更友善的政策，我是十二分樂意拆的，即使要用工具也會自動自覺去做，可是對不起，這不

是一個有效的爭取方法，只會加強了惡法的合理性。

我感恩我的單車有快拆，但我們的使命是為全港的單車人士包括騎老舊單車、無快拆單車的人士、及不騎單車的人士爭取

香港成為單車友善的健康環保城巿，這就不單止關符我自己能否上港鐵，而是香港人能否得到單車友善政策的好處。

不拆轆的原因：

1. 港鐵並無正式的告示要求拆轆，無告示為什麼要自己主動拆轆？

2. 拆轆後需要照顧多一件行李，帶來不便。

3. 拆轆比不拆除轆危險，車轆可能脫手而掉進路軌或掉落樓梯。

4. 拆轆後前叉可能會刺到其他人。

5. 拆轆過程不方便及浪費時間及阻礙他人

6. 拆轆後單車的制動也失效，影響對單車的控制，只有後轆的單車也難以操縱

7. 有些單車的轆子不能輕易拆卸

8. 拆轆後前叉容易受損

9. 讓所有人看見完整的單車只是一件有轆的行李，其實是可以安全及方便地上港鐵

10. 對不合理制度的無聲抗議……

為什麼要讓完整的單車無障礙上鐵路？

1. 這是對所有人最安全的安排

2. 這是最方便及對所有人影響最少的做法

3. 這是國際普遍的做法（香港這要拆轆的要求是世上罕見的）

4. 鼓勵及推動環保交通是公共交通運輸營運者對城巿的責任，不是對少數單車運動愛好者的恩澤

5. 拆轆只會為自己及他人帶來不便，對減少佔用車箱空間也沒有幫助

有規則就一定要守？

有人說：「有規則就一定要守」。但如果你同意要求單車拆轆是一個無需要、不方便、不合理、歧視甚至危險的要求，也

阻礙社會推動環保交通的話，社會人 士就應該反對這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有些人會主張公民抗命，不去遵守不合理的惡

法；又假如有些人不想不守法，如何能做到在守法的情況下顯出它的不合理呢？其 中一個方法就是不主動去屈服於惡法，

就是如無職員正式要求就不主動去拆；畢竟港鐵直至這一刻也是沒有張貼任何告示要求單車要拆轆，港鐵不要求，你怎知

要拆 或不要拆呢？職員有要求才去配合也未算遲吧。

拆轆是迫不得以的要求？

又有人說要拆轆是為要乎合鐵路附例中對行李的尺碼長度不得超過130厘米的規定而迫不得以的要求。其實按照九廣鐵路

時代遺留下來的法例是完全不容許 任何單車進入車站範圍的，不只單車，汽車、手推車、買菜手拉車任何有轆子的車也不

可（信不信由你，這條例也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通過車站的）；而如果要把 單車化為行李，正常尺碼的山地車及公路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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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拆除了轆的情況之下也一定不會短過130厘米，長闊高總和也一定超過170厘米的要求（不 信的話請你用尺量一量

你的單車），即使是摺疊了的20吋單車，長闊高總和也超過170厘米，這已經說明了當港鐵公司在2011年12月在與單車團

體會議中 宣布單車拆除轆後可以當作行李帶上港鐵巿區各線時，並不是根據鐵路條例，而是以單車為特別的情況處理「彈

性執行」（即單車不同於一般行李），既然如此，為 何又要多此一舉去提出一個無可能的要求呢？何不直接正式容許單車

呢？如果港鐵要修改鐵路條例去正式容納單車，又有何阻礙呢？鐵路附例中有訂明「港鐵公司只須在本附例及港鐵公司公

布的告示中不時所載的運載行李條件的規限下，接受行李以作鐵路運載。」（(第556B章)第39A條），即是說只要港鐵
在運載行李條件中 表示容許單車作為行李那麼單車就是行李，不用拆轆不用摺疊，權力在港鐵手中，只是港鐵不去做罷

了，要拆轆才可以入閘都只是刻意留下的關卡，相信目的只是要 單車入閘前做一個不必要的動作增加難度，根本是無需要

的。不要弄錯了，單車能否無障礙上港鐵，關鍵完全在於港鐵，不在於車友有沒有拆車轆！

我們相信地鐵公司這種暗地裡讓單車拆轆可上港鐵的做法，只是因為它被迫要回應社會上對單車友善建設的強大訴求，而

並不是出於推廣單車結合鐵路環保運 輸，措施只是為回應少數單車運動愛好者的需求，並藉口以「拆轆」這不方便的要求

來「不鼓勵」人帶單車上港鐵。如果港鐵公司連正正式式在大堂貼一張「如何攜 帶單車乘坐港鐵」的告示也不願意做，怕

一公開貼出來巿民就會帶單車擁上港鐵，面對這樣的營運商，巿民主動拆轆就可爭取到單車無障礙政策？香港人就只值得

受 到這種不合理的對待嗎？當世界各地正大力鼓勵單車無障礙通勤以達到環保、健康、減少交通擠塞等等好處時，為何我

們可以忍受這種對單車使用者的種種刻意的壓 制？我們要嘉許好的政策（容許單車上港鐵），但也要團結及有力地反對

「要求單車拆轆」這種壞的政策。

也算不上公民抗命

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對黑人仍然有嚴重的歧視，當時有「隔離但平等」的政策，在公共汽車上要分隔開白人及黑人的

座位，白人在前面，黑人在後面， 黑人要先在車頭上車付車資，然後下車經車後的門再上車坐在後面，甚至如果巴士上白

人區滿座了，司機可以要求黑人起身讓出座位給白人。

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非洲裔的Rosa Parks拒絕服從巴士司機的要求，她不給一個白人乘客讓座。

這事件成為非洲裔美國人平權運動的一個代表性事件。

如果當時的黑人認為：「我們黑人能乘坐巴士是黑人團體多年爭取的成果，這個自私精Rosa Parks為自己好處破壞了黑人

團體和大家爭取的成果，如果巴士公司有一日不滿意黑人的表現而全部禁止黑人上巴士，這就慘了。雖然這法例不好，但

有法為何 不主動去守呢，不應該要等到司機開口，自己就要立即彈起身讓位給白人啦！當局給黑人可以有巴士坐已經很好

啦，可以接受啦，不要破壞這成果。所以一見到不主 動讓座的黑人，就要在社交網貼相公審！」

如果當時的黑人社群真是這樣，美國可能今天仍然會有種族隔離。

歷史上的Rosa Parks是公民抗命，她當時不肯讓座而給告上法庭。我們建議的只不過是不用主動彈起身讓座直至職員開口

要求，及當別人不主動彈起身時不要貼相公審，這是十分溫和一點也不及Rosa Parks的真正公民抗命。

如果車友犯規，港鐵自會處理，請由得車友用不主動拆轆這
最低度的抗爭去爭取單車無障礙待遇

（事先聲明以下一個比喻不是要鼓勵犯法，而是要藉這比喻表達單車友不要為當局不合理的要求而互相攻擊。）大家踩單

車有沒有試過所謂「違反規則」（甚 至犯法）的情況？例如在一段單車徑上無需要地隔十幾米就遇到要下車推車的標記，

一段幾十米的單車徑無關安全問題卻要上落單車幾次？相信現實中一百個車友九 十九個都不會落車，更加無人會百分百做

到足「次次」落車，當無人見、無行人、無警察的時候是否也能百分百做到足「次次」落車？為什麼不落車？因為要求不

合 理、不需要、更是多此一舉！但是如果有某些車友認為單車徑是單車團體努力爭取的成果得來不易，而香港政府大條道

理不建設單車徑；如果有踩單車者見標記不落 車推，當局可能會索性取消單車徑！無論合理不合理有法就要守！結果這些

車友一見有車友不落車就向警方舉報，又拍照放上網，又發動其他車友一起以言論攻擊不 落車的車友，恐怕這些「害群之

馬」危害了得來不易的單車徑。試問這是爭取單車友善的好方法嗎？爭取單車友善的重點是針對當局，還是針對打擊不落

車的車友？ 就是那些同樣受單車不友善政策所害的車友？配合當局聯手打擊不落車的車友是在為單車友善做好事嗎？

那我們為什麼要攻擊不主動拆轆的車友？他不拆轆如果營運商港鐵認為是違規的話自然有港鐵去對付他的，要他拆轆要他

罰款自有港鐵的工作及計算，而車友 自己要也有自己要負的責，我們為什麼要趕不及去幫手打壓似的，還以為自己在為單

車界做好事？拆轆與不拆轆者應該尊重各人爭取單車友善的方法，只要大家都在 巿民面前做個好像榜樣，好榜樣是尊重其

他乘客為人設想，不拆轆安全進出列車也可以做到的。

我們應該花多些時間精力做更有意義的事，而不是加強打擊違規的單車友去爭取當局施恩推動單車友善政策。

你可以不同意，但不應攻擊不主動拆轆的車友，請互相尊重
各自的爭取方式

即使你可能並不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也請互相尊重大家不同的爭取方式；更請保留對人的基本尊重，請勿在網上張貼單車

人士的照片加以公審及被指為自私及 破壞秩序等，因為這位被公審的單車友，也是另一個活在港鐵的苛政之下的車友，而

他可能正在以不主動拆轆的方法，對不合理制度作無聲抗議去爭取單車無障礙政 策呢！他可能不是因為自私及不自律而不

主動拆轆，而是為了其他乘客的安全；又或者他只是不想主動去做拆轆這件無需要且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下一次你在列車

上 遇上無拆轆的單車友，你可以輕鬆一點放下「拆」與「不拆」的爭論，大家交流一下踏單車心得，你可以欣賞他選擇了

環保的交通方式而給他加油打氣（如果車胎不 夠氣），或許也可以在社交網絡分享一張大家一起微笑的合照，或者你也可

以寫一個電郵給港鐵公司嘉許它容許單車上港鐵的好政策並要求廢除「要求單車拆轆」這 種壞的政策。這樣不是更好嗎？

單車人士互相尊重可以嗎？向職員舉報對爭取單車友善有什麼幫助？只會給港鐵多一個數字去打擊單車，也只不過是給另

一位單友加 增麻煩與危險，甚至只是助紂為虐罷了。不拆轆的尊重拆轆的，拆轆的也尊重不拆轆的，互相尊重各自的爭取

方式可以嗎？

如果你想協助爭取單車無障礙上鐵路，你可以：

Yahoo Groups Bicycling Advocacy

Asia Cycling Tour Links

International Cyclists to Asia

Kayak-and-hike.com

The Website header Photos

Great thanks go to Matteo for allowing us to use his
 photo of the delivery cyclist. He writes on his own
 blog about riding vintage Fuji bikes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se vintage fuji bicycles.
 It is inexplainable, but it is real. They are quality.
 They are beautiful. They surpass expectation.". See
 more at Fuji Crazy

Many thanks also to Christopher Dewolf for his
 photo of cycling at sunset in Ma on Shan. His
 photos can be found at his Flickr Site, and some
 of his many writings & photos can be found at
 Urbanphoto.net

Huge Thanks to Jason Findlay for the photo of the
 Harbourfront bike Ride 5 near Causeway Bay
 Typhoon Shelter

http://www.mtr.com.hk/chi/legal/images/by_law_luggage.pdf
http://www.mtr.com.hk/chi/legal/images/by_law_luggage.pdf
http://www.groups.yahoo.com/group/bicyclingadvocacy
http://www.mountainbikingasia.com/
http://www.kayak-and-hike.com/
http://fujicrazy.blogspot.com/
http://www.flickr.com/photos/christopherdewolf/
http://www.urbanphoto.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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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用主動拆轆，除非職員正式要求；

2. 向公眾展示完整的單車能如何方便、安全及優雅地進出列車，向公眾證明讓完整的單車上港鐵的可行性及好處；

3. 在車上張貼「正示範單車應如何上港鐵、不主動拆轆」、「完整單車上港鐵、為人為己更安全」、「拆轆要求不
合理、爭取無障礙上車」等標語，讓其他人明白你不拆轆的原因；

4. 如有人或職員詢問不拆轆的原因，可把單車無障礙上港鐵答客問單張給他，但不用爭執爭論免傷和氣及破壞單車
人士形象；

5. 對其他人士禮讓及儘量顧及其他乘客需要，以禮待人，爭取巿民支持單車友善上港鐵。

註：香港鐵路條例(第556B章)第4A條：「除藉由港鐵公司或代表港鐵公司根據本條所發布的告示外，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時

間通過鐵路處所或其任何部分，亦不得企圖在任何時間將任何汽車、單車、電單車或其他類似的運輸工具，或任何手推

車、獨輪、雙輪或多輪推車或類似的運輸工具，或任何東西(包括動物)帶 過、傳過、駛過或引領其橫過鐵路處所或其任何

部分；任何人連同任何運輸工具、動物或其他東西穿過任何閘、門、圍鏈或欄障後，須盡快將其關上或重新拴緊。」 這是

以前鐵路建在地面，人們可以輕易進入路軌範圍那個九廣鐵路時代遺留下來的法律，針對汽車等交通工具或牛羊等蓄牧進

入或橫越路軌而設，而這句「任何人不 得在任何時間通過鐵路處所或其任何部分」是真的嗎？那麼任何人也不能進入港鐵

車站了，明顯這法例已經過時，是時候去修改了。

 

後記：有一次我帶單車乘港鐵，我本著不會主動拆轆的原則上車，一路未見有任何人干涉，剛巧有另一位不認識的車友 也
上列車（他已經一手拿車架一手拿車轆），他一見我未拆轆，便立即提點我；我向他簡單解釋了我不會主動拆轆的理由；

後來有港鐵職員接到報告而上前要求我拆 轆，我便很合作地把車轆拆除，我也把握機會向在場的其他好奇的乘客解釋不拆

轆的好處，及拆轆的不合理及其壞處，過程中我的單車在未拆前轆時由入閘到月台至 停放車箱中，對其他乘客全無帶來任

何不必要的影響，相反我見到拆轆的車友要照顧他的兩件行李就有點不方便甚至狼狽了。我相信車上人人都看到一架完整

的單車 其實很正常很合理，相反，拆了前轆的單車卻為人帶來危險及不便。

不會主動拆轆、向巿民示範完整的單車和乘客如何互相尊重地共處、如果有港鐵職員干涉才合作地拆轆，這也是一種為城

巿及其他人（無法拆轆的單車友）爭取單車友善的方法。

親愛的車友，我尊重你主動拆轆的做法，請你也和其他巿民一樣尊重我不主動拆轆的爭取方法可以嗎？不要在已經對單車

不友善的環境中主動製造更多單車不 友善行動（言語攻擊、拍照上社交網絡（這是網絡欺凌啊）、向職員舉報）可以嗎？

我的小小意見其實很小：就是：1.車友請考慮不用主動拆轆，除非職員正式要 求。2.本著團結及互相尊重，即使不認同也

不要在社交網貼相公審，也不要向港鐵方面舉報，不要協助加強單車不友善政策。

You can follow any responses to this entry through the RSS 2.0 You can leave a response, or track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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