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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法国为例，就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交

通权利展开探讨。从主管机构的角色分析入手，

对其采取的区域政策、社区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评

价，并分析了公共交通票价补贴政策的变迁及存

在的问题。然后从社会工作者角度，归纳了社会

工作机构针对弱势群体的交通支持措施的创新

类型，分析了创新原则、局限性及面临的挑战。

Abstract： Taking Fra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

per discusses how to provide and guarantee the ba-

sic transportation privilege for vulnerable popula-

tion groups. Starting with the function of adminis-

trativ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re-

views existing regional policy and community pol-

icy,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transporta-

tion subsidy and existing problem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social worker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innovative measures in making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available to vulnerable population groups,

and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of innovation, limita-

tion,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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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分散的社会。上班、就医、购

物、走亲访友等每项活动都需要出行。火车、飞机、

地铁、汽车满足了人们的日常出行需求。但若有人无

法自由出行怎么办？许多失业者、领取收入补助者或

生活不稳定者均处于这种境地。或许是因为没有通过

驾照考试、看不懂地铁线路图、居住在没有公共交通

的乡村，又或是买不起也供不起汽车。出行困难剥夺

了上述人群(弱势群体)获得工作及培训的机会，使其

难以进行常规活动，加剧了摆脱弱势地位的难度，并

导致其陷入恶性循环：地理空间越来越大，社会空间

却距他们越来越远。出行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既

是出行者的自由，也是社会的责任。与所有社会活动

一样，从出行这一单纯的活动也能看到一些反常现

象：与他人相比活动性较低的人，其活动范围仅限于

家、社区或村庄。

为了解社会排斥现象的发展状况及弱势群体的工

作生活情况，必须了解居住模式与就业模式带来的综

合影响。在战后30年的繁荣时期结束前，公司需要大

批能稳定工作的工人，从而使工人能在工作地点附近

安家落户。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作区同时也是居住

区。在这种条件下，出行需求很少。但是现在这种就

业居住模式已经被打乱，与之相应的是工作不稳定、

公司地点经常变换，人们必须四处找工作。此时，人

们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其活动能力，尤其是

对工人来说，其技能越低，需要的活动能力就越强。

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单身女性、外来移民只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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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性的工作(临时合同性、派遣性及非正常作

息时间的工作)实现就业。由于工作时间分散、工

作地点频繁更换，导致出行频繁，出行距离也越

来越长。但是他们能使用的交通资源却很有限：

21世纪前10年，生活条件最差的家庭有半数以上

买不起汽车。工作地点与居住空间的分化使这些

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社会排斥的传统分析方式是从住房、教育、

健康三方面进行三重解读，并未包含交通。1995

年，文献[1]向这种不均衡、不全面的解读方式发

起了挑战，详细筛选了存在不平等现象的十二个

方面，包括就业、强制性捐款、社会福利、消

费、住房、医保、教育、可支配时间、财富拥

有、基本收入、可支配收入以及对公共空间的使

用情况，但仍未包含交通中的不平等。因为个体

出行能力和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是从政者、研究

者以及制定就业和城市发展方面的公共政策决策

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他们已经开始探索这一联系

的维度。2003年，文献[2]描述了欧洲社会排斥的

形式，并指出在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交

通(流动性)已成为每个求职者面临的问题之一。

2004年，文献[3]就城市隔离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研究者仔细观察了失业范围与交通的

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个体交通能力对其自身发展

的可能性起到限制或拓展作用。最终，2004年一

份 由 劳 动 就 业 部 (the Ministry of Work and

Employment)完成的调研第一次将出行不便列入影响

受资助人群(约350万人)再就业的限制因素之一[4]。与

此同时，当地从政者、政府部门、各领域的专业

人员以及进行实地工作的社会工作机构正在不断

创新并创建服务于弱势群体的交通支持体系。

1 主管部门的角色

在法国，主管部门为社会最底层人群提供交

通帮助。这类人群的出行不便问题最初出现在 20

世纪70年代。在战后30年的经济繁荣时期，法国

人一直寄希望于小汽车来满足所有人的出行需

求。但在1971—1972年，巴黎和其他城市群爆发

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迫使主管部门重组公共交通以

符合工人的利益，并为最底层人群制定低票价政

策。政府通过制定区域政策和社区政策完成了这

一进程。

1.1 区域政策

制定城市政策的地方主管部门，特别是城市

事务部际代表团(the Inter-ministerial Delegation for

Urban Affairs)，就交通和社会融合之间的联系已

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主管部门采取的第一个步

骤是：1982年制定了国家交通运输法律框架，第

一章就提到了“交通权”，并在后续行文中指出可

根据情形为社会弱势群体制定相应条款。20世纪

90年代这一意识更加强烈，体现在国家交通运输

委员会(the National Transport Council)和基础设施

部(the Infrastructures Ministry)对相关分析和理论

研究进行了提炼[5]。旨在理清政府行动优先顺序的

报告《明天·城市》将交通列在其 50条建议的第

14条：出行和交通政策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

要因素，需要给其分配相应的资源。事实上，交

通权是多极化城市取得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6]。与

此同时，几个学术研讨会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距今最近的几个会议在1999－2002年召开，并得

到基础设施部的赞助，会议主题是“交通与不平

等”。上述行动给今天带来的实质性影响有哪些？

其中一项就是在满足弱势群体交通需求方面，运

营商通过采用票价优惠政策和完善公交网络的方

式作出了贡献。

将减少交通费用的做法(票价优惠政策)引入

公共交通，有效平衡了有车人士和无车人士之间

的不平等。最早的票价优惠政策于1859年出现在

巴黎，其对象是学生。1891年，该政策也将工人

纳为优惠对象，工作期间的出行可享受半价优

惠。伴随着大巴黎地区“橘卡”(carte orange)交通

卡的问世，大规模的票价打折在1975年出现，当

时其他省市 (provincial cities) 也有类似系统。

1975－1985年，法国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出行中

免费出行比例从6%增长至13%。自此以后，增长

趋于平缓，1997年城市公交系统中免费出行比例

仅为 16%。但是，根据新的社会交通费用目标，

这一比例需增至45%[7－8]。

目前，公交票价政策在向三个方向发展：1)

地方主管部门旨在为本辖区居民及选民谋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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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提案将融入大都市圈政策，然后在整个公

交网络上实行。2)重新定义受益人群范围。长期

以来，低票价政策仅在学生和老年人中实行。随

着社会的发展，失业人群、低收入人群及其他收

入特定人群也被纳入公交优惠票价福利范畴。今

天，几乎整个公交网络都有针对失业人群、低收

入人群的特殊票价计划。3)票价减免程度。完全

免费的出行越来越少，因为运营商担心完全免费

会消除出行者对交通专业人员和交通设备的责任

意识。取而代之的是运营商以特殊人群为目标制

定了非常社会化的票价措施，这部分人群最少能

得到7.5折的优惠。

主管部门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改善贫困地区

的交通供给状况。交通可有效解决贫困地区的一

系列问题，这一提议最初出现的时间可追溯到 20

世纪80年代早期。有学者提出改善公共交通的运

行状况可提高贫民窟的城市生活质量。1991年，

在反对城市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文献[9]认为交通

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呼吁延缓建设会造成

社会隔离的城市基础设施，因为这些设施将成为

某些人群无法跨越的障碍，例如处在机动车道、

四车道高速公路或铁路包围中的大片土地及庄

园。文献[9]进一步呼吁改善公共交通的供给状况

及服务质量，并在最后提出一种可能性建议：对

社会优先发展区域的居民提供全额或部分补助，

以资助他们通过驾照考试。文献[9]认为上述措施

有助于城市生活的连续性。自此以后，在新闻性

较强的街区 (城市政策焦点区域)社会关系处理

上，有很多报告、分析与号召性建议一直强调交

通的重要性。目前，法国共有 450万人生活在城

市政策焦点区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城市事务部际代表团在征询许多合作伙伴的建议

后，给出了两项提议：1996年的“公共交通与城

市一体化”和 2002 年的 “全民共享的城市交

通”。社会优先发展区域的行动计划，不管是城市

法律文本、大型城市项目，还是市内重建项目，

目前都被纳入了与交通、出行、机动性相关的部

门。在整个大都市圈范围内，边远地区与城市其

余部分的交通联系已得到改善。这些交通联系经

常引发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决定采用地铁线路

还是有轨电车线路时更是如此。容易引发冲突的

还有提倡通过混合聚居实现城市复兴及社会和谐

的一方，与惧怕市中心会被“顽劣少年”侵占、

提倡以现有状况维持社会和谐的一方。整体来

说，法国社会优先发展区明显得益于公共交通的

改善。调查显示，社会优先发展区 90%的家庭认

为拥有良好的公共交通，这一数据相当于包含这

些区域在内的整个大都市圈居民的 81%、法国总

人 口 的 57% [10]。 在 农 村 地 区 ， 以 按 需 交 通

(on-demand transport)形式提供补助，这种形式存

在至今已将近30年，随着老年人和无车人士的最

低交通保障运动的出现而出现。目前，法国几乎

所有行政区都提供按需交通服务，每年的出行总

量达150万人次。

1.2 社区政策

对交通大规模资助的规定出自于区域政策，

但一些创新做法则来自于参与制定失业与社会排

斥相关政策的机构和实地考察工作者。1998年交

通权被写入社会排斥基本法 (Framework Law on

Exclusion)第133条。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区

域主管部门已开始研究交通补贴方案，并把其作

为收入补助的一部分，补贴形式即是公交票价优

惠政策。随着社会发展，交通补贴的形式越来越

多，依据区域综合方案 (departmental integration

programmes, PDI)中的创新型做法，许多地区的市

政部门正在制定适合本区的版本。例如，北部区

域综合方案(2005－2010年)的创新型做法之一是

“改善与受助人群需求相匹配的综合服务状况”，

并把其作为第二优先事项。

其他一些社会政策制定机构也在关注交通补

贴问题，例如成立于 1968 年的全国就业局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 ANPE)。早在 1963

年，就业与劳动部 (the Department of Work and

Labour)就已涉及该领域的工作，帮助因美国军事

基地关闭而失业的人群再就业。1967年实施了居

住补助和搬迁补助两项措施；然而，1973年爆发

的石油危机导致失业率直线上升， 失业人群的搬

迁补助需求大幅度增加，以至于政府废除了这两

项福利措施。2001 年，ANPE 实施了一项新措

施，目的是使交通补贴成为领取收入补助、签订

集体就业合同、接受无薪课程培训或没有失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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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待遇的人群再就业的工具之一；人们可以申请

与找工作、新工作的通勤交通、居住甚至搬迁相

关的交通补贴。然而，针对该项措施的评价报告

却得到了一些并不完美的结果。报告显示，1999

年发放的交通补贴占总拨款的 69%(960万欧元)，

2002年这一数字上升至 90%，但是，却仍有一小

部分潜在受益人群未得到任何补贴。另外，接受

本地青年中心资助的年轻人除具备上述交通补贴

的领取条件外，还可领取其他形式的交通补贴。

地方青年中心网络与青年资助及信息咨询点经由

社区与职业综合规划项目，与差不多 100万的年

轻人保持联系 [11]。与地方采取的许多措施相结

合，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两个计划。1)TRACE(就

业之路)计划。作为反对社会排斥法的一部分，该

计划由住房、食品、医疗及交通方面的帮助措施

组成，其目标是帮助陷入困境、毫无资历的年轻

人。 2)省级青年援助基金 (FAJ)。帮助对象与

TRACE计划一样。

另外，为了向待就业人群提供交通支持，政

府部门和地方主管部门也间接地与私人公司合

作。这一政策在1973年实施的一项税收规定中就

已有明确体现：任何位于城市交通覆盖区域且员

工数量超过 9人的公司都需缴纳交通税。交通税

是私人公司对交通政策做出的主要贡献。通过该

税种，私人公司对求职者、低收入者及接受培训

的年轻人的出行提供了帮助，因为这些人群从地

方主管部门得到的免费或部分免费的票价福利，

其资金就部分来自于这些公司的税款。为发展农

村的交通服务，过去曾经考虑过向位于农村地区

的公司征收类似税种的可能性。而且，过去10年

来一直在定期地重新审查这种可能性 [12]。然而，

相关领域的从政者一直持勉强态度或不太情愿，

因为他们不想给农村地区的商业活动带来消极影

响。而相关企业对农村交通服务不感兴趣的主要

原因是就业环境的影响，10%的失业率使雇主毫

无理由去关心区域综合方案中的弱势群体。

1.3 公共交通补贴系统的局限性

社会弱势群体面临的交通问题有很多方面，

补贴、帮助方式也有很多种。然而，由于某些原

因，仍有一部分人未得到相关补贴。今天，即使

是领取收入补助的人，仍有半数声称出行困难是

他们再就业的拦路虎。

首先，尽管公共交通系统在居民密集的近郊

区提供了有效服务，但对居住在远郊区的人来

说，可利用的只有基础型公交线路，车站多、线

路长、出行时间也很长。郊区间的出行相当复

杂，即使是非通勤时段也是如此。在城市优先发

展区域，相比住房与空间发展，对交通问题的关

注显然很少， 1977年 3月“住房与社会生活”活

动出现后，住房与空间发展问题变成了城市政策

的中心。尽管所有城市条约都提到了交通，但通

常只是象征性地提及，有实际成果的很少，部分

原因是由于对“本地”这一概念的强调，因为在

贫困社区实行干预政策时“本地”是着重考虑的

因素。与加强社区和外界的联系相比，改善居民

生活状况更为紧迫。例如，宁愿创建城市免税区

以吸引公司到此落户、增加工作机会，也不愿帮

助居民走出去找工作。而且，城市政策也不能满

足人们持续增长的需求，尤其对生活在城市边

缘、处于社会贫困层的人来说，城市扩张使他们

更加远离都市中人口密集区域才有的服务和设施。

对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来说，最大的愿望是

早晚各有一辆公共汽车经过村庄。贫困不仅存在

于城市，农村地区更为严重。城市中约有9%的人生

活在贫困线下，而在农村这一数据是13%[13]。更为

严重的是，由于缺少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约有

400万农村居民(包括老年人)的出行受到限制[14]。与

此同时，交通补贴发放的复杂性相当令人沮丧。

为了得到补贴，必须掌握正确的信息、充分了解

补贴机制，提供必要的文件证明个人情况、收入

水平等，并且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在不同部门间来

回办理手续。最后拿到的补贴对发放机构来说已

相当慷慨，而对领取者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补贴

机制的复杂性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得到了

票价减免福利。在里昂，36 000名可享受票价减

免福利的人中，使用打折公共交通卡的只有 1/3。

该比例在南锡 (Nancy)是 40%，南特 (Nantes)是

50%。失业调查显示，在法国所有有资格获得交

通补贴的人中，真正得到补贴的不到1/3，这意味

着实际使用的人更少 [15]。1995 年，埃罗省 (the

Hérault Department)决定向领取收入补助的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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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交通服务，在满足条件的人群中申请得到这

一福利的仅占 1/4，而实际使用者只有 1/10[16]。半

数甚至大约2/3的票价折扣目标人群没有利用这些

福利。

交通补助措施的局限性还与两个更广泛的问

题有关。1)公共行动的分散。在相关问题的理解

上，区域主管部门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还未建立

良好的沟通渠道，彼此对另一方从事的活动一无

所知。相比于为特殊群体设计小型交通方式，交

通专业人员对地铁线路、有轨电车线路及公交专

用车道项目更有热情。而社会工作者则想为个人

提供全面的支持，不大情愿与他们眼中没有情感

的技术专家沟通。很多关于弱势群体交通问题的

会议，参与者要么是交通专家和规划人员，要么

是社会工作者。因此，专业文化的分化降低了帮

助效率，不利于改善福利制度透明性以及发挥交

通在社会融合方面的作用。2)几乎所有的交通补

贴都是仅适用于两个特定地点间的出行。主管部

门主要关注两个相关因素：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以

及为使用基础设施而设置的票价补贴，但制定的

票价补贴政策忽视了交通基础设施不能随意取用

的 事 实 。 2005 年 1 月 ， 交 通 主 管 集 团 (the

Transport Authorities Group)和城市事务部际代表

团在鲁昂(Rouen)组织了一次会议，主题是社会优

先发展区的交通问题。会议通过实例讨论了公交

运营商对基础设施的关心程度。与此同时，来自

萨尔塞勒镇(Sarcelles)妇女协会的代表指出，由于

出行地点分散，日常生活中他们很少使用公共交

通。并且，在理解以及使用与交通网络有关的交

通工具方面的困难也限制其出行。但是，大会对

他们提出的问题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而只对

连接近郊社区与鲁昂(Rouen)市中心的有轨电车项

目感兴趣。

2 社会工作者的艰难任务

如上文所述，主管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参与

制定了交通补贴计划，但其中的措施却遗漏了部

分目标。实地工作的社会工作者更加了解人们的

困难与需求，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参与设

计面向最弱势群体的交通补贴措施。这意味着他

们或许要帮助文盲或不会说法语的人通过驾照考

试，帮助其使用按需交通系统、出租汽车或廉价

的租赁汽车。工作性质决定了社会工作者会最先

发现最弱势群体面临的新困难，然后必须说服主

管部门改变法律条款并给予财政拨款，以便采取

补救措施。最后，想出新的措施及方法帮助弱势

群体重新融入社会和开始职业生涯，而这一切均

是在政治与机制环境不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通

过与城市、郊区以及农村地区的社会与职业一体

化机构进行的调研发现，40%的社会工作者团队

最常讨论的话题是交通障碍，1/3的社会工作小组

会临时性地提起这一话题。许多情况下，这些讨

论会带来创新型做法。目前，已有2/3的机构参与

创新型交通支持措施的制定，其他一些组织也计

划加入这一领域。

2.1 创新型交通支持措施

创新途径并非来自于相似组织间的对立，也

不是来自于综合机构所属的区域或全国性网络传

递的信息，而是来自于个体所面临的突发事件以

及社会工作者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应对方式。由法

国动态城市基金会(IVM)围绕“交通融合”平台组

织起来的机构发起的交通支持措施创新可以分为

三类。

1) 基本措施。工作人员根据受助者情况调整

工作和培训课程的时间及地点。这并不是真正的

交通支持措施，但距离管理是社会工作机构所用

的方法之一。例如，里昂一家大型的就业培训综

合机构特地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开设了门店。求

职者在第一次面试时，社会工作者对其交通条件

进行精确评估后，再向求职者推荐可供选择的工

作机会。调查中发现，约有 10%的机构使用这些

做法。

2) 常规协助与发展或恢复交通技能相结合。

例如，一名社会工作者陪同受助者第一次来到工

作地点或培训中心时，给受助者指明路线，帮助

其认清地标(一幢房子、一家商店等)以便在日后

作为出行指引。有些机构与心理学家合作提供个

人训练项目，主要目的是获得或恢复心理运动技

能 (平衡能力、分辨左右方向的能力、协调性

等)。还有些机构向受助者提供学习或重新阅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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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指南或公共交通地图的课程，并一起进行短途

出行，使受助者熟悉空间关系。在该类创新型交

通支持措施中，也包括针对文盲、多次未通过考

试者及外籍人士的驾照考试准备课程。着重针对

交通技能的措施占所有创新型交通支持措施的比

例约为1/4。

3) 创建了提供交通帮助的协会或大型组织中

的“细胞体”。该类措施在所有创新型交通支持措

施中占2/3，涉及范围很广，种类多种多样，主要

包括：①在行政领域，帮助持外国驾照的人办理

合法手续。②在经济领域，帮助受助者申请购车

贷款、与工作及培训相关的全部或部分交通补

贴、燃油票或交通优惠券、营利性驾校的部分或

全部课程资助。③协调当地可用交通资源。组织

在同一社区居住、同一地区或同一时段工作的人

拼车(car sharing)，或者与受助者一起通过使用公

共汽车、地铁等交通方式设计最佳出行路线。在

这类措施中，就业安置机构、公司及临时机构充

当了交通服务中心的角色。④许多创新型措施要

求社会工作机构本身拥有并运营车辆。这将涉及

自行车、轻便摩托车或小汽车的购买、维修、借

出、租进或租出问题。例如，有些机构购买迷你

巴士为自己的员工提供交通服务。

依据受助者使用的公共交通网络的服务质

量，社会工作机构可选择上述三类措施中的任何

一类。总体来说，工作在城市的社会机构倾向于

提高受助者的交通技能，而工作在城市边缘地区

以及农村的社会机构主要关注硬件，包括车辆外

借及租赁、按需交通及社区出租汽车，以及帮助

受助者准备驾照考试。

2.2 创新原则、局限性及面临的挑战

上述各种各样的创新方式目前正在地方、区

域以及全国性的综合机构间进行协调。因此，城

市交通研究协会所建平台中包含的 6家利益相关

机构，将定期接受对应机构的意见询问及想法。

另外，为满足现场调查员的需求，负责协调社会

工作群体的机构也开始逐步参与上述问题并着手

分发最佳实践指南。例如，城市就业联合会(the

City Employment Alliance)目前已将相关交通支持

措施放入宣传手册，供负责就业规划的人员阅

读。交通支持措施的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

力及行动领域并无关联，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涉足

这一领域？他们进行相关活动时遇到了哪些困

难？在处理交通排斥与交通管理问题时，他们的创

新会引发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呢？

进行创新的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工作者每天都

会处理受助者面临的各种交通问题，积累了很多

实践经验，创新背景可靠。同时，与弱势群体的

紧密接触，使社会工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演变具有

很高的敏感性，加上他们的行动哲学——关注个

体，使他们不断地拓宽自己参与和干预的领域。

而且，这一行动哲学不仅限于社会工作，它也是

其他领域(例如城市发展)共同的行动原则，且其

作为社会行动原则的基石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因

此，相关机构毫不犹豫地将社会弱势群体交通支

持措施的创新纳入其工作范围。只要交通专业人

员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交通问题表示出一点儿兴

趣，这些机构的积极性就更加高昂。

大部分社会工作机构的规模都很小，若一个

机构有 10个以上的永久社工(社会工作人员)就算

是大型组织了。因此，社工机构的领导一般都直

接参与实地工作，直接面向需要帮助的人群。这

也意味着机构的决策链很短，发现的问题、紧急

需求或突然出现的想法都可立即传达给领导者。

参与交通支持措施创新的理由还与社会工作机构

的存活模式有关。社会工作机构是脆弱的，通常

面临威胁，政府以及地方主管机构换届带来的社

会政策变迁对其影响非常明显。例如，许多社工

都想知道怎样克服取消青年雇佣项目给他们带来

的影响，他们依靠不固定的资助维持工作，年复

一年生存着。社会工作机构之间也有领土“之

争”。某就业安置机构扩大其行动范围的同时，也

扩大了其潜在的合作伙伴和资源，从而对另一机

构造成威胁，使其陷入困境。社会工作本身带有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创新可成为其保持稳定的

重要帮手，创新使其获得关注，进而获得比其他

机构更多的支持和资助。例如，一家大型工作安

置机构的主管通过开发交通支持系统，在其所在

区域取得了极高的地位。社会工作机构夹在地方

主管部门制定的地区政策以及政府制定的社会政

策间生存。正如文献[16]指出的：要么选择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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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具，要么陷入经济困境。因此创新为社会

工作机构提供了部分生存条件。尽管如此，提供

交通支持的社会工作机构仍然非常脆弱，有些在

运行两三年后就销声匿迹了。这些机构关注的范

围多数都比较小，只关注几个受助者，有时是几

十个，很少有几百个的情形。下文将以本研究项

目中涉及的社会工作机构为例，讨论其工作状况。

圣纳赛尔(Saint-Nazaire)社区住房联盟为15名

左右的妇女提供交通培训。由于培训者不是交通

领域的专业人员，因此培训中提供的交通支持措

施相当脆弱。当培训者提出发展社区出租汽车、

自行车租赁系统或按需交通服务时，他们正跨入

一个自己未知的领域。到某一特定阶段，任何一

项交通措施都需要社工具备车辆维修、驾驶人管

理或线路设计等方面的特殊技能，但他们并没有

这些技能。另外，他们在担任新角色时，并没有

额外的资金来源，而且还要继续服务于日常客

户。长此以往，导致工作时间排不开，且由于资

助来源不固定、法律框架模糊、领导偶尔的临阵

退缩，阻碍了一些专业组织对项目的参与。而

且，由于项目开始时未预见到经济方面的困难，

导致交通支持措施直接被放弃。有个别机构由于

创新计划过于庞大、花费昂贵，还出现了难以管

理的赤字。

交通支持创新措施的不稳定还与交通补贴产

生的复杂背景有关，社会工作与部门工作之间的

关系也很复杂。社会工作者急迫地、热切地想帮

助自己的客户，同时也想尽力保住自己的饭碗。

而对于政府和地方主管部门来说，缓慢原则在取

得技术人员与官员的共识方面非常重要。联合筹

款原则也拖延了创新工作进程，中央政府只有在

地方政府拨款的前提下才会为创新建议提供财政

支持，即基于资金匹配的做法。省级就业部门只

有在省级卫生与社会行动部门也采取同样决定的

情况下才会支持某个项目。总理事会只有在区域

理事会、城市理事会以及市内群体联盟也加入的

条件下才愿意拨款。因此，社工在推来挡去的乒

乓球游戏中动弹不得，而这占据了社工机构领导

2/3的工作时间。即使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仍

不能改变上述做法带来的持久损害。协商、联合

筹款、共同的政治承诺，其微妙性意味着交通补

贴依赖于复杂的合作关系。一个项目同时牵涉很

多机构(如几个城镇机构、一家社区机构、一项当

地就业整合计划、一个总理事会和一个区域理事

会、2~3 个政府部门，或许还有一家国有企业，

甚至包括欧洲基金、企业基金等)的情况非常常

见。如果其中有一个机构退出，整个计划就会崩

溃，随之消失的还有对最终受益人的资助。

上述是社会工作遇到的普遍困难，当其与交

通资助相连时难度被进一步放大。事实上，有关

交通支持的创新型提议与法律及财务框架都格格

不入。基于交通组织机构及公共服务，法律为公

共交通实施提供了精确定义。唯一的交通组织机

构是当地的主管部门，他们对公共交通服务享有

垄断权，并根据公共服务全民所有原则，给每个

公民都有权自由使用的服务项目定价。而自行创

办按需交通服务、社区出租汽车、超低价小汽车

以及自行车租赁系统的社会工作机构，属于私人

性质的协会，所提供的交通资助不属于当地交通

主管部门的范畴。因此，他们在交通主管部门的

管辖领域外运行，且其提供的服务仅限于机构内

成员，而不是面向所有人。由于这些原因，使交

通资助处于公共交通服务的法律框架之外。为遵

循法律与公共审计条例，地方交通主管部门不能

也不被允许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工作机构提供资金

支持，除非是直接发放补助金，而这也要经过每

年的审核，并有可能增加补助额度，但并不常见。

地方分权扩大了主管部门的权力，使其必须

为越来越多的创新项目提供资助，尤其对旨在抵

消失业以及不安全因素的项目。重新安排优先启

动事项可能会导致主管部门从某综合机构的交通

资助计划中撤资。因此，当社会工作机构涉足不

熟悉的领域、不具备该领域的相应知识，并且由

于其依赖的合作关系的复杂性、基金安排的专制

性，会导致交通支持计划变得更加脆弱。尽管有

困难，但区域分化及就业分化给弱势群体带来的

影响，正引发越来越多的社区及专业机构在交通

资助领域进行创新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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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由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于2000年6月发起成立，旨在为城市机动性提出创新性的解

决方案。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基金会汇集了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代表和研究人员，共同为一些

研究项目联合展开工作；并调动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传播相关知识和提高公众意识，以此应对当今城市社会

的机动性挑战。

2005年4月，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设立城市机动性国际教席，在潘海啸教授的科

学管理下，每年围绕国际研究的主要方向分三次举办为期一周的论坛和讲座，从社会学、交通工程、经济

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城市机动性这一命题提出不同观点和看法，并通过召开国际研讨会、举办国

际展览、国际竞赛等探讨城市机动性的提高与改善，并提出建议。此外，还与中国专业期刊合作，合作出版

研究成果和专著。网址如下：http://www.city-on-the-move.com；http://www.ivm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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