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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便鐵路（簡稱：輕鐵）自 1988

區現時合共只有 1 條鐵路線，5 個重

鐵通車前，屯門及元朗的公共交通服

年 9 月 18 日通車以來，一直是屯門

鐵車站；反觀人口數目及幅員差不多

務一直由九巴營運，但當政府引入這

及元朗兩區主要，甚或唯一的交通系

的沙田及將軍澳區，現時已有 3 條鐵

個概念後，九巴被迫放棄經營往來兩

統。但隨着區內人口不斷增加，加上

路線，16 個重鐵車站，而且還有一

區的巴士路線，令屯門及元朗區的居

西鐵綫於 2003 年通車及九龍南延綫

條新的沙中線正在興建中。人口不斷

民無從選擇，被迫使用輕鐵往返區內

於 2009 年通車後，輕鐵除了肩負起

遷入但輕鐵系統卻受制於多項因素而

不同地點。更離譜的是，法例實行初

以上的功能之外，亦成為乘客用以接

未能配合需求，例如車輛本身的設計

期，規定所有由輕鐵專區開出連接區

駁西鐵的交通工具，令到輕鐵的使用

最多只能容許拖卡運作，而大部份月

外的巴士路線於輕鐵專區內不准落

量急速上升。在去年 12 月 11 日的立

台的設計亦只能容納最多兩部輕鐵同

客，返回輕鐵專區的則不准於輕鐵專

法會大會上，民建聯梁志祥議員便動

時停泊，加上車輛數目不足，大部份

區內上客，此規定在市民強烈不滿

議要求優化新界西北鐵路服務，他批

班次仍然只以單卡服務，因此當遇上

下， 已 早 於 1993 年 6 月 1 日 取 消。

評輕鐵系統未能追得上發展及人口增

月台有大批乘客候車時，往往有很多

而「輕鐵專區」法例於 1988 年 8 月

長，而新民黨田北辰議員更提出修正

乘客未能登車，這情況以西鐵綫接駁

8 日生效，為期 20 年，已於 2008 年

案，要求將輕鐵系統廢除並以架空鐵

輕鐵的車站，如兆康站和屯門站尤為

屆滿，但此後九巴或其他巴士公司並

路取代，使輕鐵服務不足，以至其存

明顯。即使兩鐵合併後共有 22 輛新

沒有復辦任何於當年取消的巴士路線

廢的問題再次引起居民的討論及關

列車投入服務，輕鐵班次卻未見有大

或開辦新路線，因此令輕鐵繼續壟斷

注。

幅度的改善，部份乘客用以接駁輕鐵

區內的交通服務。即使「輕鐵專區」

站和西鐵站的輕鐵路線如 505 及 507

法例已廢除，但市民並沒有因而受

線於繁忙時段的班次仍然維持 9 分鐘

惠，得到真正的選擇權。

輕鐵的承載能力有限
早在 1970 年代，當時的港英政

一班，列車在沿線其他車站已接近爆

府在發展屯門新市鎮的時候，已在道

滿，往往令到在以上兩個輕鐵站候車

路上預留空位興建鐵路系統。這個構

的乘客要苦候下一班列車，十分不

輕鐵另一為人詬病的問題，就是

思是來自當時的運輸司 Alan Scott，

便。筆者認為，這正正反映當年設計

覆蓋網絡不足。輕鐵本身的主要作用

他參照英國倫敦連繫小區的輕軌鐵

輕鐵系統時，並沒有預計到人口會大

是用以連繫小區 ( 即屯門及元朗區 )

路，並將這個概念套用到元朗和屯門

幅增長以至輕鐵會成為乘客接駁西鐵

的主要公共交通系統，但通車至今，

兩個新市鎮。經過深入研究後，九鐵

的主要途徑。

卻有部份地點仍然處於輕鐵服務範圍

在 1984 年中開始興建輕鐵，而第一

輕鐵的覆蓋網絡不足

以外的區域，需要依賴接駁巴士。富
「輕鐵專區」間接令乘客無從選擇
另一個不能不提的歷史因素，是

泰邨和嶺南大學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25 個年頭，屯門和元朗區的人口已
增加超過 100 萬人，達到 120 萬人，

當時的港英政府為保障輕鐵的客源及

巴士 K51 的經驗，不論是乘搭輕鐵或

這已達到興建集體運輸的需求，但兩

收入，引入「輕鐵專區」概念。在輕

是西鐵的乘客，當他們需要返回嶺南

期的系統早在 1988 年通車。經過了

相信大部份嶺南人都有乘坐港鐵接駁

圖：輕 鐵 歷 年 標 誌
改善輕鐵服務從何入手 ?

大學時，都需要在到達兆康站後轉乘

前往目的地。但需要乘搭西鐵綫尾班

接駁巴士。但巴士卻不能像輕鐵般擁

車的乘客，在凌晨時份返抵兆康或屯

筆者作為一名屯門居民，每天都

有專用路軌，往往容易受到路面限制

門站後，卻未能接駁任何輕鐵列車或

會使用輕鐵服務，並深深感受到其不

而出現脫班情況，「拖卡」入站的情

接駁巴士。以兆康站為例，每日最後

足所帶來的不便。但對於有議員建議

況屢見不鮮，班次比輕鐵來得更不穩

一班由紅磡開出的西鐵綫列車，會於

將輕鐵系統廢除並改以架空鐵路除

定，因此，很多嶺南人都寧願在輕

凌晨 1 時 8 分停靠兆康站，但這個時

代，筆者是不贊同的。現時輕鐵系統

鐵鳳地站或輕鐵 / 西鐵兆康站下車

候所有輕鐵列車和接駁巴士已駛離兆

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有關議員所指出

然後步行回校。即使感到不方便，但

康站，往來兆康站和富泰邨及嶺南大

的霸佔路面空間，與汽車和行人爭路

算起來所需的時間依然比乘搭接駁巴

學的唯一接駁巴士路線 K51 的尾班車

等，而是列車數目和覆蓋網絡不足，

士為快。事實上，當年九鐵曾計劃興

早於晚上 23 時 45 分分別由富泰及大

服務時間未能配合西鐵綫的尾班車，

建支線，由鳳地站沿青山公路連接至

欖開出，令到一眾嶺南人及居於嶺南

以及區內交通缺乏競爭。如能對症下

富泰邨。但最終以需求不足為由取消

大學附近的居民不能享用免費接駁服

藥解決這些問題，實在沒有必要花費

計劃，並放棄使用富泰邨旁的一塊土

務。輕鐵的情況亦大致相同，每日最

大量公帑興建架空鐵路，例如港鐵公

地。現時該土地上已興建嶺南大學

後一班途經兆康站的輕鐵列車是往屯

司可考慮檢討班次及尾班車開出時

「郭少明伉儷樓」及學生宿舍，成為

門碼頭方向的 610 綫，於凌晨 1 時 1

間，真正回應乘客的要求，甚至針對

嶺南大學的一部份。除此之外，掃管

分停靠兆康站，與西鐵尾班車的時間

需求再增購列車及巴士。再者，架空

笏、黃金海岸一帶亦沒有輕鐵網絡覆

僅僅相差 7 分鐘。就這個時間上極不

鐵路亦存在其他問題。整個輕鐵系統

蓋，但九鐵以至合併後的港鐵一直只

配合的問題，梁志祥議員便指出，他

現時共有 68 個車站，每個車站的距

以接駁巴士彌補輕鐵覆蓋網絡不足這

曾就此事約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及在

離本身十分密集，部份只相距二百至

個存在已久的問題，令居民出入仍需

立法會提出質詢，但他所得到的回覆

三百米，將所有車站高架化，根本不

要依賴港鐵所提供的接駁巴士，甚為

竟然是輕鐵每晚需要趕收車以進行檢

符合成本效益，但如果以一個新的架

不便。

查和維修工作，因而未能配合西鐵綫

空站去取代兩至三個原有的輕鐵站，

的尾班車，令每日都需要乘搭尾班車

卻會影響在舊輕鐵站附近的居民。此

輕 鐵及接駁巴士服務時間未能配合

的人不能轉乘輕鐵或接駁巴士回家。

外，支撐架空橋的橋墩亦同樣會佔用

西鐵綫尾班車

筆者認為，這個解釋是完全不能接

路面空間，所能釋出的空間十分有

前文提到，當西鐵綫於 2003 年

受，難道港鐵的維修工作連那 7 分鐘

限，同時，在區內興建一段又一段的

通車及九龍南延綫於 2009 年通車後，

也容不下嗎 ? 港鐵作為一間公共事

架空橋亦會破壞原有的景觀，這些問

不少住所遠離西鐵站的屯門及元朗居

業機構，加上每年坐擁龐大盈餘，理

題都是不能被忽略的。

民都需要先利用輕鐵或接駁巴士前

應負上應有的責任，盡快檢討這個問

往就近的西鐵站，然後再轉乘西鐵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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