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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臨時措施」章程 

1. 目的：鼓勵殘疾人士使用公共交通設施，以體現公交優先的理念，並協助他

們融入社會。 

2. 資助對象：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經已提出申請「殘疾評估登記證」（下

稱「登記證」），並正等候接受評估的市民。 

3. 資助方式： 

3.1 凡持有「登記證」申請回條的人士，可向「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澳門通」)提出申請「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 

3.2 使用「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先以正常票價乘車； 

3.3 當「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持卡人領有「登記證」後，便可向本局申

請取回車資差額，即正常票價與每程$0.3 元的車資差價。 

4. 接受申請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5. 申請「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 

5.1 「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的種類及申請手續： 

(1) 已持有「學生個人澳門通」(下稱「學生卡」)之人士：申請者需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帶備本章程第 5.4 項之文件向「澳門通」提

出申請，無需更換另一張新的 IC 卡。 

(2) 非持有「學生個人澳門通」(下稱「臨時 IC 卡」)之人士：申請者需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帶備本章程第 5.4 項所述之文件及澳門

幣 40 元辦卡費到「澳門通」申請「臨時 IC 卡」，10 個工作天後

將獲發「臨時 IC 卡」，其車資資助由發出「臨時 IC 卡」當天直至

領取「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為止。 

備註： 

 對於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向本局提出申請「登記證」而正待

評估或未獲發證的人士，本局將在寄出「登記證」申請回條時，一併

將「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臨時措施」章程、「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申請表及「車資資助」申請表郵寄給申請者； 

 申請「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之人士可授權第三人代為辦理； 

 「學生卡」及「臨時 IC 卡」持卡人均須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

向「澳門通」辦理申請手續； 

 持有「長者個人澳門通」之人士：由於與「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的

優惠相同，因此，不需要再申請「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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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申請費用： 

(1)「學生卡」：免費 

(2)「臨時 IC 卡」：$40 元辦卡費（本局將連同車資資助一併退還） 

5.3 「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發卡日期： 

(1) 「學生卡」：即時可作處理 

(2) 「臨時 IC 卡」：10 個工作天 

5.4 「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需遞交之文件（資料引自「澳門通」）： 

(1) 填妥之「殘疾人士個人澳門通卡」申請表(附件 1)；  

(2) 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正本供查核；  

(3) 住址證明(如水費、電費單)；  

(4) 一吋半彩色白底免冠正面近照乙張；  

(5) 由本局發出之有效「殘疾評估登記證」回條副本，正本供查核；  

(6) 如屬「學生卡」持卡人需提交該學生卡的副本，正本供查核；  

(7) 如屬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者申請，需父 / 母 / 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在申請表上簽名確認及提交其身份證明文件；  

(8) 如特殊原因，未能親身提交申請表，需提交： 

i. 授權書，授權他人代為辦理；  

ii. 倘申請人沒有法定代理人，可由其照顧者撰寫協助代辦聲明書  

代為申請。  

6. 申請領回「車資資助」： 

6.1 申領期限：申領者必須在 2014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向本局提出車資資助申

請，本局才會支付有關費用，車資資助金額將包括辦卡費（「學

生卡」除外）和車資差額。 

6.2 所需遞交文件： 

前往遞交： 

(1) 填妥之「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臨時措施」車資資助申請表（附件 2）； 

(2) 供即場查核之申請者身份證明文件及住址證明（例如：水費單或電費

單）； 

(3) 如申請人為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士，需遞交申請人父母或監護人

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供即場查核之住址證明； 

(4) 如以銀行轉賬方式領取車資資助，需遞交收取車資資助之本澳指定銀

行（參見本章程 6.4 項內容）存褶副本、賬戶持有人之身份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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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遞交： 

(1) 填妥之「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臨時措施」車資資助申請表（附件 2）； 

(2) 申請者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住址證明（例如：水費單或電費單）； 

(3) 如申請人為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士，需遞交申請人父母或監護人

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住址證明； 

(4) 如以銀行轉賬方式領取車資資助，需遞交收取車資資助之本澳指定銀

行（參見本章程 6.4 項內容）存褶副本、賬戶持有人之身份證副本。 

6.3 申請程序及交表地點： 

(1) 「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持卡人將獲本局發出之「登記證」領取

通知信函； 

(2.1) 申請「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之人士： 

(2.1.1) 申請者在領取「登記證」後，可到「澳門通」申請「殘疾人士

乘車 IC 卡」； 

(2.1.2) 如有意申請車資資助，可填妥專用表格(附件 2)及將相關文件

遞交或郵寄到社會工作局總部或本局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 

(2.2) 不申請「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之人士： 

(2.2.1) 如有意申請車資資助，可填妥專用表格(附件 2)及將相關文件

遞交或郵寄到社會工作局總部或本局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 

    社會工作局總部地址：西墳馬路 6 號 

    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地址：關閘馬路 25 號利達新村第 2 期 2 樓 

備註：不獲發「登記證」之人士，不能申領任何車資資助，包括辦卡費和

車資差額。 

 

6.4 車資資助之支付形式： 

(1) 現金支付：申請者需帶備「車資資助」回條及身份證正本，親臨或

授權第三者前往社會工作局會計暨出納科領取車資資助

現金。 

(2) 銀行轉賬：社會工作局可透過銀行轉賬形式將車資資助款項轉賬到

下列指定的本澳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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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花旗銀行 澳門商業銀行 

大豐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澳門國際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 

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有限公司 
澳門華人銀行 

中國銀行 匯業銀行有限公司  

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發展銀行  

（按筆劃次序排列） 

(3) 領取款項通知：本局將以信函通知申請者領取有關款項。 

(4) 「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臨時措施」的資助期限如下：  

 「殘疾人士

乘車臨時 IC

卡」之類別 

資助期限 

起始時間 終止時間 

在申請車資資

助當天經已申

請「殘疾人士乘

車 IC 卡」 

持有「學生

卡」之人士 

向「澳門通」提出申

請「臨時巴士卡」日

起計算 

「殘疾人士乘車 IC卡」

發出日期加上 6 天，第

7 天為車資資助截數日

期。【見備註(1)及(2)】 

 

持有「臨時 IC

卡」之人士 

向「澳門通」領取「臨

時巴士卡」日起計算 

在申請車資資

助當天未申請

「殘疾人士乘

車 IC 卡」 

持有「學生

卡」之人士 

向「澳門通」提出申

請「臨時巴士卡」日

起計算 

殘疾人士向本局提出

申請領取車資資助翌

日為截數日期。【見備

註(3)】 

7.  

8. 持有「臨時 IC

卡」之人士 

9. 向「澳門通」領取「臨

時巴士卡」日起計算 

備註：(1)  設定「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發出日期加上 6 天，第 7 天才為截數

日期，是讓殘疾人士能更好安排時間領取「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

而使「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與「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的車

資優惠能互相銜接。 

(2) 例子：殘疾人士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開始使用「臨時 IC 卡」，2012

年 1 月 1 日同時提出申領「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及車資資

助，假設其「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發卡日期為 2012 年 1

月 12 日，則其車資資助的期限為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1 月 18 日(發卡日期+6 天)，1 月 19 日便開始沒有車資資

助，而其「臨時 IC 卡」仍可以原價乘車及購物。假設殘疾

人士在 2012 年 2 月 1 日才到澳門通領取「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則其 1月 19至 2月 1日期間是不能享受任何車資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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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子：殘疾人士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開始使用「臨時 IC 卡」，2012

年 1 月 1 日申領車資資助，1 月 2 日提出申領「殘疾人士乘

車 IC 卡」，由於申請人在提交車資資助申請表當天或之前

仍未提出申領「殘疾人士乘車 IC 卡」，則其車資資助的期

限為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1 月 1 日，1 月 2 日便開始

沒有車資資助，而其「臨時 IC 卡」仍可以原價乘車及購物。 

6.5 資助的費用： 

(1) 按資助期限內「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之乘車次數領取其車資資

助，以及$40 元的辦卡費（只適用於使用「臨時 IC 卡」之人士）。 

(2) 每程車資資助的費用如下： 

區域 「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車資 

 

殘疾人士

乘車 IC

卡車資 

車資資助金額 

持有「臨時

IC 卡」之人

士 

持有「學

生卡」之

人士 

持有「臨時

IC 卡」之

人士 

持有「學生

卡」之人士 

澳門－澳門 $2.0/程 $1.0/程 $0.3/程 $1.7/程 $0.7/程 

澳門－氹仔 $2.5/程 $1.0/程 $0.3/程 $2.2/程 $0.7/程 

氹仔－路環 $2.5/程 $1.0/程 $0.3/程 $2.2/程 $0.7/程 

澳門－路環 $3.0/程 $1.0/程 $0.3/程 $2.7/程 $0.7/程 

備註：當中未有列出轉乘優惠的狀況，唯轉乘同樣享有車資資助。 

6.6 車資資助的資料來源 

有關在資助期限內使用「殘疾人士乘車臨時 IC 卡」之資料報表，由「澳

門通」向本局提供。 

7. 查詢方法： 

可瀏灠本局網頁 http://www.ias.gov.mo或致電 83997797或 84905905與本局復康

服務處聯絡。 

 

http://www.ias.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