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 CB(2)2347/07-08(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2347/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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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決議案
本人就《2008 年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提出決議案，於條例附表 3
關於斜道規則的第 14 條，為食肆加入新的修訂，包括：
第一、加入新條文，規定食肆在總面積不少於 50%服務顧客的地方，如果平
面高度有任何變化，必須設有斜道；
第二、加入新條文，容許在離平面不超過 300 毫米高度的地方，可使用可移
動的斜道；
第三、加入新條文，訂明可移動的斜道，必須如斜道般符合第 14 條第 15、
16、17 及 19 款關於闊度及斜度等設計要求。
飲食業一直十分尊重殘疾人士，故願意確保至少 50%的地方有斜道或可移動
斜道，供有需要的人士使用。
飲食業認為，既然戲院及停車場不用百分百提供輪椅座位或殘疾人士專用的
泊車位，政府及立法會也應對飲食業公平的對待，尤其在寸金尺土的香港，應給
食肆經營者多一些透氣的空間。
上述的修訂，希望在食肆營商環境及殘疾人士暢通無阻的權利之間，盡量取
得平衡，懇請各位議員支持。
此致
立法會《2008 年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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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稿
張宇人議員的決議案
《釋義及通則條例》
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
《2008 年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
議決修訂於 2008 年 5 月 16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8 年建築物（規劃）
（修
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8 年第 124 號法律公告），在新的附表 3
第五分部，廢除第 14 條而代以–
“14.

須設有斜道
(1)
任何平面高度有改變之處，均須設有斜道，但如
已設有暢通易達升降機或配合殘疾人士的特殊要
求的暢通易達升降器械，則不在此限。
(2)
在不損害第 1 款的一般性原則下，對食肆而言(a) 在供應食物及飲品予顧客及提供設施予顧
客使用的地方，如任何平面高度有改變之
處，超過在供應食物及飲品予顧客及提供設
施予顧客使用的地方總平面面積的 50%，則
須在平面高度有改變之處設有斜道；或
(b) 於任何平面高度有改變之處，只有在高度離
平面不超過 300 毫米，可以可移動的斜道替
代斜道。
(3)
如果在第 2(b)款下以可移動的斜道作為替代，第
15、16、17 及 19 款則可以適用於可移動的斜道，
就如可移動的斜道是斜道一樣。”

DRAFT
Hon Tommy Cheung Yu Yan’s proposed resolution
INTERPRE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RESOLUTION
(Under section 34(2)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Cap.1))
BUILDING (PLANNING)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RESOLVED that the Building (Planning)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as Legal Notice No. 124 of 2008 and laid on the
tabl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6 May 2008, be amended, in section
5, in new Third Schedule, by repealing section 14 and substituting –
“14. Ramps to be provided
(1) Ramps shall be provided at all changes in level other
than those served by an accessible lift or accessible
lifting mechanism accommodating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persons with a disability.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subsection (1), in
respect of a restaurant (a) ramps shall be provided at all changes in level in
the area where customers are served with food or
beverage, and in the faciliti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customers, only if the total horizontal area of such
changes in level exceeds 50% of the total floor
area of the area where customers are served with
food or beverage, and the faciliti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customers; or
(b) a removable ramp may be substituted for a ramp to
be provided for all changes in level only if such
changes in level does not exceed 300mm in height.
(3) If a removable ramp is used as a substitute under
subsection 2(b), the requirements under sections 15, 16,
17 and 19 for a ramp shall be applicable to the
removable ramp, as if the removable ramp were a

r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