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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新電子繳費系統收取車資

本年度的士服務嘉許計劃獎金/獎品一覽： 

● 十位獲獎的優秀的士司機可獲得 
 至少10,000元獎金/獎品 

● 三間獲獎的優秀的士服務管理團隊可獲得 
 至少6,000元獎金/獎品 

● 公眾網上投票中獲最高票數的一位候選的士司機可獲得至少3,500元獎金/獎品 

齊參與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的網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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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傳真

介紹新電子繳費系統收取車資

請注意

的士業界考慮引進新電子繳費系統時，必

須確保電子繳費系統安全、穩健可靠及具

有高效率。

的士業界亦不可收取超過法例訂明批准的

車資，必須按錶收費，不可對使用電子繳

費系統繳付車資的乘客徵收任何附加費。

如要進一步了解引進新電子繳費系統收取

車資時須注意的事項，可參閱以下網頁：

http ://www.td .gov .hk/f i l emanager/

tc/pub l i cat ion/gu ide l ines%20on%20

e l ec t ron i c%20paymen t%20sys%20

(jun%202017)%20chi.pdf

「轉數快」
根據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網頁，「轉數快」是金管局在

2018年推出的支付金融基建，由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負責

運作，在香港推行即時支付，全日24小時為消費者及商戶提供安

全、有效率及便捷的零售支付服務。

PAY

政府一直鼓勵的士業界提供不同類

型的電子繳費模式，以方便乘客繳付車

費，至於是否安裝電子繳費系統，則屬

車主的商業及營運決定。

運輸署於2019年3月27日聯同香

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舉辦簡介會，

向業界介紹「快速支付系統」(「轉數

快」)，讓業界更清楚了解以「轉數快」

電子支付形式收取車費的詳情。當日，

金管局金融基建部周惠強先生和李國雄

先生，以及貨幣管理部許建勤先生和吳

鹿朋先生，以生動方式並附以投影片，

向業界講解「轉數快」的應用。簡介會

後，金管局人員更即場解答個別業界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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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欄／消息專欄

淺談中風
(編按:黃秉康醫生先後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和英國愛丁堡皇

家外科醫學院，曾在本港五所醫院工作並取得腦神經外科專科資

格，是擁有多年臨床經驗的神經外科專科醫生。另外，黃醫生是香

港中風學會委員及香港介入和神經放射治療學學會的理事會成員，

亦是前香港三項鐵人代表隊成員。黃醫生為本欄提供健康資訊，

《的士通訊》謹此致謝。)

各位司機朋友經常長時間在車上工作，運動少加上飲食習慣影

響，容易出現血壓高、血糖高和膽固醇過高這些「三高」問題，而這些正是導致中風的主要

危險因素，不容忽視。今次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中風問題。

何謂小中風?
大家可能也有聽過「小中風」，但這是不是指輕微的中風呢？其實所謂小中風，是反

映腦細胞曾短時間缺乏氧份供應，繼而導致短暫性症狀出現。雖然病徵短暫，但這是嚴重中

風前的一個警號！小中風的常見症狀就包括半身麻痺、無力，也可能是突然感到暈眩、天旋

地轉，又或者是說話口齒不清、吞嚥有困難等等；有些人會出現單眼視力短暫性模糊不清，

原因是眼與腦是由同一條主動脈供血，若大腦有事，眼亦可能受到影響。由於小中風來了又

走，症狀又很快消退，很多人容易忽略其重要性，但這正可能是中風前的唯一警號！

患者越早得到治療，受影響的程度便會越低
萬一不幸出現中風症狀，切勿拖延，應盡早求醫！超過七成的中風個案均屬缺血性中

風，而現代醫學證明，患者越早得到治療，盡快將被阻塞的血管重新開通，受影響的程度便

會越低。通血管的方法可以是在病發後4.5小時內利用「溶血針」溶解血塊，如因為較大的血

管受阻塞的話，則可盡早利用導管取栓術這個微創的介入性治療取出血塊。

中風治療技術日新月異，大大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質素和康復機會，但預防勝於治療！平

常生活要飲食均衡、多做運動、不吸煙，並且定時做身體檢查，留意有沒有患上「三高」疾

病，當可有效減低患上中風的機會！

免擠塞　分段入氣　人人得益
我們留意到大部分的士司機均集中在下午3時至5時到石油氣加氣站入氣，導致加氣站在

該時段經常出現擠塞，除增加同業的輪候時間外，亦有機會引致該時段的士服務不足。

我們建議業界朋友，如可行的話，盡可能選擇在不同時段到石油氣加氣站入氣，以避開

繁忙時段，減少輪候時間，既省時又方便。

TAXI
3



消息專欄

政府一向重視司機駕駛安全，尤其是涉及暴力行為的案件。在任何情況下，的士乘

客不得故意妨礙或阻撓司機駕駛。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46條，的士乘客不

得故意妨礙或阻撓司機駕駛，違者一經定罪，可處罰款3,000元及監禁6個月。若的士司

機懷疑乘客違法，司機宜記下事發日期、時間及其他詳情，並盡快向警方舉報，以便警

方跟進和調查。

有乘客向運輸署反映，在尖沙咀一帶，懷疑有的士司機拒載及揀客。

我們提醒的士業界朋友，不得無故拒載或揀客，以免觸犯法例。乘客如遇到的士司

機拒載或揀客，可直接向警方舉報。

—請注意—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的士司機拒載屬違法行為，

司機揀客亦可能會觸犯法例。任何人如違反有關法例，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元及監禁

6個月。

不得故意妨礙或阻撓的士司機駕駛

做個守法好司機 切勿無理拒載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G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57及58條，在道路上的汽

車的司機須確保任何負載物已適當地固定在該車輛上或已盛載在該車輛上或該車輛內，

並確保負載物的重量、分類包裝及調整，無論何時均不會對在該汽車上的人或對在道路

上或附近的任何人造成或相當可能造成危險，亦不會對道路或對公共或私人財產造成或

相當可能造成損害。違例者首次被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再次被定罪者則

可處罰款10,000元及監禁6個月。

另外，根據香港法例第374E章《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8條及附表

4有關展示登記號碼的條文，若所駕駛車輛的車尾行李廂有負載物，駕駛人士亦應確保

車上所展示的登記號碼在任何情況下易於辨認及不被掩蔽。請注意，違例者如無合理辯

解，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

最後，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41條，的士

不得運載個人手提行李以外的貨物，而且在運載乘客的個人手提行李時，亦應嚴格遵守

上述法例條文，以及保障乘客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元朗區錦壆路一帶有的士司機涉嫌阻礙其他道路使用者。

我們在此提醒的士司機，要時刻遵守交通規例及道路使用者守則，以保障其他道路使

用者安全。另外，警方會透過執法工作（包括繼續採取執法行動）規管的士司機的行為。

1. 的士司機每工作9小時，建議最少應有45分鐘休息時間(包括用膳時間)；其中不少於

10分鐘應安排在首4小時的工作時間內提供。然而，若的士司機在駕駛期間感到不

適，應停止駕駛及盡快休息。

2. 的士司機每日駕駛時間(扣除所有休息時間後)，建議不應超過11小時。

3. 兩個相連工作日之間的休息時間不應少於10小時。

近日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有的士司機在提供服務時，拒絕或沒有展示的士司機

證。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51條，的士司機在

提供服務時，必須將有效之的士司機證展示於的士車廂內，任何人違反規定，即屬犯

罪，違規者一經定罪，可被處罰款2,000元。的士司機可攜同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及的士

駕駛執照，到運輸署指定地點自費辦理的士司機證。

的士運載行李時應注意的事項

注意道路使用者安全 時刻遵守交通規例

的士司機的工作時間參考指引

齊守法 展示的士司機證

—請注意—

如有的士司機涉嫌作出違法行為，乘客可記下：

 ● 事發日期  ● 時間  ● 司機姓名及車牌等資料

—請注意—

現時，的士司機證由運輸署認可的承辦商（包括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士團體、沖

印店和駕駛學校）發出。承辦商在不同地區設有辦證中心，提供的士司機證製作服

務，並收取製作司機證的費用。如要查詢承辦商的最新名單，以及其服務時間及辦

證費用等資料，可：

 ● 瀏覽運輸署網頁-的士實用資訊：

https://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ublic_transport/taxi/index.html　或

 ● 致電運輸署熱線28042600

(2019年9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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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專欄

政府一向重視司機駕駛安全，尤其是涉及暴力行為的案件。在任何情況下，的士乘

客不得故意妨礙或阻撓司機駕駛。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46條，的士乘客不

得故意妨礙或阻撓司機駕駛，違者一經定罪，可處罰款3,000元及監禁6個月。若的士司

機懷疑乘客違法，司機宜記下事發日期、時間及其他詳情，並盡快向警方舉報，以便警

方跟進和調查。

有乘客向運輸署反映，在尖沙咀一帶，懷疑有的士司機拒載及揀客。

我們提醒的士業界朋友，不得無故拒載或揀客，以免觸犯法例。乘客如遇到的士司

機拒載或揀客，可直接向警方舉報。

—請注意—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的士司機拒載屬違法行為，

司機揀客亦可能會觸犯法例。任何人如違反有關法例，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元及監禁

6個月。

不得故意妨礙或阻撓的士司機駕駛

做個守法好司機 切勿無理拒載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G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57及58條，在道路上的汽

車的司機須確保任何負載物已適當地固定在該車輛上或已盛載在該車輛上或該車輛內，

並確保負載物的重量、分類包裝及調整，無論何時均不會對在該汽車上的人或對在道路

上或附近的任何人造成或相當可能造成危險，亦不會對道路或對公共或私人財產造成或

相當可能造成損害。違例者首次被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再次被定罪者則

可處罰款10,000元及監禁6個月。

另外，根據香港法例第374E章《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8條及附表

4有關展示登記號碼的條文，若所駕駛車輛的車尾行李廂有負載物，駕駛人士亦應確保

車上所展示的登記號碼在任何情況下易於辨認及不被掩蔽。請注意，違例者如無合理辯

解，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

最後，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41條，的士

不得運載個人手提行李以外的貨物，而且在運載乘客的個人手提行李時，亦應嚴格遵守

上述法例條文，以及保障乘客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的士運載行李時應注意的事項

注意道路使用者安全 時刻遵守交通規例

的士司機的工作時間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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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專欄

守法紀　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
根據香港法例第371章《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第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在公共交通

工具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公共巴士、公共小巴、

的士、港鐵列車、電車、山頂纜車和渡輪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機、指導員、稽查

員、收票員或管理人等，都獲授權執行有關禁煙措施。任何人不得在指定禁煙區吸煙或攜

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違者可處定額罰款1,500元。

此外，燃着的香煙會釋放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化學物質，會對人體造成

傷害。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網站：

 ● 吸煙者會有較大機會患上癌症（特別是肺癌）、心臟病和腦血管病。 
 ● 吸入環境中的二手煙會增加患肺癌、心臟病和出現呼吸道不適徵狀的機會。 
 ● 孕婦吸煙，可影響嬰兒的生理成長和智力發展，如身高較矮、閱讀和數學能力
較弱。
 ● 吸煙會減低荷爾蒙分泌，減慢男性生殖器官的反應，因此吸煙者出現陽痿的機
會比非吸煙者為高。

既然吸煙和吸入環境中的二手煙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各位業界朋友，從今天

起，愛惜生命，展開戒煙行動。

戒煙三訣（節錄）

第一訣：作好準備

 ● 檢視以往戒煙經歷，找出可行和不可行之戒煙方法

第二訣：爭取支持及鼓勵

 ● 告訴家人、身邊朋友及同事你的戒煙行動

第三訣：學習新技能

 ● 嘗試深呼吸或飲用大量清水及其他健康飲料，以減低吸煙意欲
 ● 計劃每天做一些有趣的事

齊參與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網上課程
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已推出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網上課程，並鼓勵各

位現職的士司機積極參與，以提升顧客服務技巧。  

課程內容以短片形式拍攝，共分為五個單元，分別為：

單元一　的士司機與乘客的溝通技巧及建立人際關係

單元二　處理與乘客的衝突

單元三　的士司機的顧客服務基本技巧

單元四　的士車主／代理人與司機之間的關係

單元五　無障礙設施及知識

各現職的士司機可隨時瀏覽以下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的網頁或運輸署

YouTube頻道，觀看及免費下載有關課程。

運輸署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培訓課程」 

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ublic_transport/taxi 

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 -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培訓課程」

www.ctsq.org.hk 

運輸署YouTube頻道 

www.youtube.com/tdgovhk

另外，為鼓勵的士司機積極參與培訓課程，的士司機在修畢網上課程後，可免費預約

參加由運輸署安排的考試。考試及格者可獲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頒發證明書，以

資嘉許。有關課程內容及考試報名的詳情，請瀏覽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網頁。

—請注意—

運輸署在考試當日確認考生資格時，考生若未能出示相關的有效駕駛執照，證明具備的士駕駛

資格，運輸署有權在不預先通知下即時取消考生的考試申請，並要求考生立即離開試場。

車主、打理人和司機應常確保的士車廂清潔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希望的士業界留意車廂內是否有殘留煙味，並確保的士車廂清潔及

保持車廂內環境舒適。我們藉此呼籲，車主、打理人和司機應常確保的士車廂清潔及保持車廂

內環境舒適，為乘客提供優質的士服務。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下稱“規例”)第44條，的士司機

須確保車輛保持整齊清潔。此外，規例第46條(1)(d)亦訂明，的士乘客不得吐痰或故意損壞、

弄髒、毀損或弄污車輛任何部分、任何設備或其任何附件。如司機及／或乘客涉嫌作出任何違

法行為，可報警求助，警方會根據實際情況及現場環境進行調查及搜證，並按法例規定執法。

的士乘客需求
運輸署收到乘客反映，指平日及假日時間，下列地點／的士站內沒有的士，使市民感到不便。

我們呼籲各位的士業界朋友，多加留意上述地點的乘客需求，為他們提供優質服務。

•  香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帶

•  葵盛東邨商場一帶

•  港鐵彩虹站的士站

•  九龍塘一帶

•  屯門青龍路及愉翠園一帶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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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專欄

守法紀　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
根據香港法例第371章《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第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在公共交通

工具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公共巴士、公共小巴、

的士、港鐵列車、電車、山頂纜車和渡輪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機、指導員、稽查

員、收票員或管理人等，都獲授權執行有關禁煙措施。任何人不得在指定禁煙區吸煙或攜

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違者可處定額罰款1,500元。

齊參與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網上課程
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已推出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網上課程，並鼓勵各

位現職的士司機積極參與，以提升顧客服務技巧。  

課程內容以短片形式拍攝，共分為五個單元，分別為：

單元一　的士司機與乘客的溝通技巧及建立人際關係

單元二　處理與乘客的衝突

單元三　的士司機的顧客服務基本技巧

單元四　的士車主／代理人與司機之間的關係

單元五　無障礙設施及知識

各現職的士司機可隨時瀏覽以下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的網頁或運輸署

YouTube頻道，觀看及免費下載有關課程。

運輸署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培訓課程」 

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ublic_transport/taxi 

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 -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培訓課程」

www.ctsq.org.hk 

運輸署YouTube頻道 

www.youtube.com/tdgovhk

另外，為鼓勵的士司機積極參與培訓課程，的士司機在修畢網上課程後，可免費預約

參加由運輸署安排的考試。考試及格者可獲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頒發證明書，以

資嘉許。有關課程內容及考試報名的詳情，請瀏覽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網頁。

—請注意—

運輸署在考試當日確認考生資格時，考生若未能出示相關的有效駕駛執照，證明具備的士駕駛

資格，運輸署有權在不預先通知下即時取消考生的考試申請，並要求考生立即離開試場。

車主、打理人和司機應常確保的士車廂清潔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希望的士業界留意車廂內是否有殘留煙味，並確保的士車廂清潔及

保持車廂內環境舒適。我們藉此呼籲，車主、打理人和司機應常確保的士車廂清潔及保持車廂

內環境舒適，為乘客提供優質的士服務。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下稱“規例”)第44條，的士司機

須確保車輛保持整齊清潔。此外，規例第46條(1)(d)亦訂明，的士乘客不得吐痰或故意損壞、

弄髒、毀損或弄污車輛任何部分、任何設備或其任何附件。如司機及／或乘客涉嫌作出任何違

法行為，可報警求助，警方會根據實際情況及現場環境進行調查及搜證，並按法例規定執法。

的士乘客需求
運輸署收到乘客反映，指平日及假日時間，下列地點／的士站內沒有的士，使市民感到不便。

我們呼籲各位的士業界朋友，多加留意上述地點的乘客需求，為他們提供優質服務。

•  屯門青龍路及愉翠園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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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

多顧及殘疾人士需要 提供適切協助 人人做得到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42條，有關公共巴士或公

共小巴或的士運載動物及鳥類，以及運載任何動物或鳥類所根據的條款及條件，完全由有關車

輛的持證人酌情決定，或如屬的士時，則由該車輛的司機酌情決定。此外，香港法例第487章

《殘疾歧視條例》規定，任何人士如拒絕視障人士攜同導盲犬（包括正在和視障人士接受引路

訓練的導盲犬）進入容許公眾人士進入的處所，或拒絕向他提供服務或設施，則可能被視為觸

犯《殘疾歧視條例》。在該條例下，處所、服務及設施涵蓋交通運輸設施及與交通運輸有關的

服務。

為免觸犯法例，同時為了促進傷健共融，運輸署促請的士業界容許導盲犬和攜帶導盲犬的

視障人士、受訓中的導盲犬及有關訓練人員，以及導盲犬的寄養家庭義工使用的士服務。

 ● 導盲犬是專業受訓犬隻，責任是協助視障人士的活動及提高其安全能力，亦是視障人士的陪

伴者。

 ● 導盲犬在成長和訓練階段會暫居於寄養家庭。導盲犬訓練員和導師可以是健視人士。

 ● 攜帶導盲犬的人士除了視障人士，亦可能是寄養家庭的成員、導盲犬訓練員和導師。

我們鼓勵業界朋友多顧及殘疾人士的需要，不拒載，上落車時主動提供協助，繼續為乘客

提供優質的士服務。

運輸署不時接獲的士司機或乘客詢問有關司機搬動行李上落的士事宜。現時，法例並沒有

規定的士司機必須協助乘客搬運行李，但為提升的士服務水平及質素，我們鼓勵司機在可行情

況下盡量向乘客提供協助。如有需要，司機應考慮主動協助乘客擺放／固定輪椅和重型行李。

若司機協助乘客搬運行李時遇到困難，可考慮耐心向乘客解釋，並以互諒互讓的態度，共

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的士司機搬動行李上落的士事宜

隨處便溺要不得　保持清潔　大家得益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懷疑在早上時間，有的士司機在海麗邨公共運輸交匯處一帶小

解。我們在此呼籲各位司機，要時刻守法，切勿弄污公眾地方。保持清潔，人人有責。

—請注意—

根據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條「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等」，任何人

在公眾或無掩蔽的地方或其他不適當的地方大小便，可處罰款500元或監禁3個月。

不時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有的士司機在提供服務時態度欠佳，沒有回答乘客查詢。

另外，有市民表示，希望的士車廂內外常常保持整潔，的士司機保持良好駕駛態度。

我們在此呼籲的士司機：

 ● 要常保持個人整潔

 ● 確保的士車身和車廂內清潔，車廂內不應存放雜物

 ● 以禮待客，盡量回答乘客查詢，不說粗言穢語

 ● 平穩駕駛。特別在下雨天，多加留意其他道路使用者，時刻注意路面情況

 ● 尊重不同種族人士及殘疾人士

 ● 如有需要，主動協助乘客上落車

 ● 採用最直接可行或乘客指定的路線行車

友善有禮　平穩駕駛　做個好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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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重點匯報

多顧及殘疾人士需要 提供適切協助 人人做得到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42條，有關公共巴士或公

共小巴或的士運載動物及鳥類，以及運載任何動物或鳥類所根據的條款及條件，完全由有關車

輛的持證人酌情決定，或如屬的士時，則由該車輛的司機酌情決定。此外，香港法例第487章

《殘疾歧視條例》規定，任何人士如拒絕視障人士攜同導盲犬（包括正在和視障人士接受引路

訓練的導盲犬）進入容許公眾人士進入的處所，或拒絕向他提供服務或設施，則可能被視為觸

犯《殘疾歧視條例》。在該條例下，處所、服務及設施涵蓋交通運輸設施及與交通運輸有關的

服務。

為免觸犯法例，同時為了促進傷健共融，運輸署促請的士業界容許導盲犬和攜帶導盲犬的

視障人士、受訓中的導盲犬及有關訓練人員，以及導盲犬的寄養家庭義工使用的士服務。

 ● 導盲犬是專業受訓犬隻，責任是協助視障人士的活動及提高其安全能力，亦是視障人士的陪

伴者。

 ● 導盲犬在成長和訓練階段會暫居於寄養家庭。導盲犬訓練員和導師可以是健視人士。

 ● 攜帶導盲犬的人士除了視障人士，亦可能是寄養家庭的成員、導盲犬訓練員和導師。

我們鼓勵業界朋友多顧及殘疾人士的需要，不拒載，上落車時主動提供協助，繼續為乘客

提供優質的士服務。

運輸署不時接獲的士司機或乘客詢問有關司機搬動行李上落的士事宜。現時，法例並沒有

規定的士司機必須協助乘客搬運行李，但為提升的士服務水平及質素，我們鼓勵司機在可行情

況下盡量向乘客提供協助。如有需要，司機應考慮主動協助乘客擺放／固定輪椅和重型行李。

若司機協助乘客搬運行李時遇到困難，可考慮耐心向乘客解釋，並以互諒互讓的態度，共

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的士司機搬動行李上落的士事宜

隨處便溺要不得　保持清潔　大家得益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懷疑在早上時間，有的士司機在海麗邨公共運輸交匯處一帶小

解。我們在此呼籲各位司機，要時刻守法，切勿弄污公眾地方。保持清潔，人人有責。

—請注意—

根據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條「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等」，任何人

在公眾或無掩蔽的地方或其他不適當的地方大小便，可處罰款500元或監禁3個月。

不時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有的士司機在提供服務時態度欠佳，沒有回答乘客查詢。

另外，有市民表示，希望的士車廂內外常常保持整潔，的士司機保持良好駕駛態度。

我們在此呼籲的士司機：

 ● 要常保持個人整潔

 ● 確保的士車身和車廂內清潔，車廂內不應存放雜物

 ● 以禮待客，盡量回答乘客查詢，不說粗言穢語

 ● 平穩駕駛。特別在下雨天，多加留意其他道路使用者，時刻注意路面情況

 ● 尊重不同種族人士及殘疾人士

 ● 如有需要，主動協助乘客上落車

 ● 採用最直接可行或乘客指定的路線行車

友善有禮　平穩駕駛　做個好司機

我們在此呼籲的士司機：

 ● 要常保持個人整潔

 ● 確保的士車身和車廂內清潔，車廂內不應存放雜物

 ● 以禮待客，盡量回答乘客查詢，不說粗言穢語

 ● 平穩駕駛，提供安全舒適旅程

 ● 尊重不同種族人士及殘疾人士

 ● 如有需要，主動協助乘客上落車

 ● 採用最直接可行或乘客指定的路線行車

 ● 不可在車輛行駛時，使用手提式無線電通訊設施，包括流動電話、平板電腦及

無線電通話器

運輸署不時接獲市民就的士司機收取行李附加費和車輛可運載人數的查詢及意見反映。

一般來說，的士司機可就下列行李，收取行李附加費：

 ● 每件擺放在車尾行李箱內的行李

 ● 每件擺放在車廂內長、闊、高總和超過140厘米的行李

請注意，嬰兒車亦須按照上述準則繳付行李附加費。至於擺放在車廂內長、闊、高

總和不超過140厘米的行李，司機不應向乘客收取行李附加費。

另外，根據香港法例第374G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53條，就車輛可運

載的人數而言，不足3歲的兒童不計算在內，3名3歲或3歲以上的兒童，如每人身高不超

過1.3米，則算作2人。如接載的乘客人數超出法定限制，司機有權拒絕乘客租用。

若乘客對上述規定有疑問，的士司機應耐心向乘客解釋。

—請注意—

 ● 行李必須適當地固定在車輛上。

 ● 殘疾乘客賴以行動的輪椅及拐杖毋須繳付附加費／費用。

 ● 如乘客攜帶動物或鳥類，司機可酌情決定是否接載該動物或鳥類。

 ● 除個人手提行李外，的士不可用作運載貨物，所以乘客不應使用的士作運載貨物用途。

互諒互讓　減少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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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實用資訊

租用的士時使用青嶼幹線須支付的附加費金額安排 
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附表5第4(v i )、(v ia)、

(viab)、(viac)及(viad)條已列明乘客每次在租用的士使用青嶼幹線時應繳付之的士附加

費，相關的法例條文請參閱下列資料。

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 
附表5第4(vi)、(via)、(viab)、(viac)及(viad)條

4. 附加車費

 (vi) 每次涉及使用青嶼幹線的租用—    的士司機在租用時 

            為使用青嶼幹線而 

            繳付的使用費。

 (via) 符合以下情況的每次租用— 

   (a) 從大嶼山、赤鱲角及馬灣以外的地方開始； 

   (b) 目的地在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及 

   (c) 涉及使用青嶼幹線       $15.00

乘客每次在租用的士時使用青嶼幹線須支付附加費普遍的例子

例子 乘客支付附加費金額

1. 由市區或新界前往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 30元

2. 由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前往市區或新界 30元

3. 由大嶼山或赤鱲角前往馬灣 60元

4. 由馬灣前往大嶼山或赤鱲角 60元

5. 由市區或新界前往大嶼山或赤鱲角，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大嶼山或赤鱲角返回市區或新界
30元

6. 由市區或新界前往馬灣，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馬灣返回市區或新界
30元

7. 由大嶼山或赤鱲角前往市區或新界，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市區或新界返回大嶼山或赤鱲角
30元

8. 由馬灣前往市區或新界，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市區或新界返回馬灣
30元

9. 由大嶼山或赤鱲角前往馬灣，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馬灣返回大嶼山或赤鱲角
60元

10. 由馬灣前往大嶼山或赤鱲角，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大嶼山或赤鱲角返回馬灣
60元

有乘客向運輸署反映，表示有的士在英皇道西行近鰂魚涌街一帶、置富花園巴士總

站、粉嶺嘉福邨置福圍巴士站、青衣青康路青槐樓外的巴士站及長安巴士總站內的小巴

站上落客，阻礙巴士乘客。

我們在此呼籲各停車等候之的士業界朋友，必須繼續發揮自律精神，不可在劃有巴

士站道路標記的地方上落乘客。此外，為確保道路安全及避免觸犯法例，的士司機必須

確保的士停泊在合法、合適、安全且不影響或妨礙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位置讓乘客上落，

並嚴格遵守「即上、即落、即走」及「不可停車等候」的規定，以免阻塞交通。

巴士站上落限制事宜

提供車費收據　優質的士服務　你我做得到
全港的士均已安裝收據打印機，乘客可向的士司機索取機印車費收據。如無合理辯解，

的士司機不得拒發收據，否則即屬違法。如果收據打印機失靈，的士司機應發出手寫收據。

—請注意—

乘客如要索取車費收據，宜在的士到達目的地前，預早提出，讓司機有足夠時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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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租用的士時使用青嶼幹線須支付的附加費金額安排 
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附表5第4(v i )、(v ia )、

(viab)、(viac)及(viad)條已列明乘客每次在租用的士使用青嶼幹線時應繳付之的士附加

費，相關的法例條文請參閱下列資料。

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 
附表5第4(vi)、(via)、(viab)、(viac)及(viad)條

4. 附加車費

 (vi) 每次涉及使用青嶼幹線的租用—    的士司機在租用時 

            為使用青嶼幹線而 

            繳付的使用費。

 (via) 符合以下情況的每次租用— 

   (a) 從大嶼山、赤鱲角及馬灣以外的地方開始； 

   (b) 目的地在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及 

   (c) 涉及使用青嶼幹線       $15.00

乘客每次在租用的士時使用青嶼幹線須支付附加費普遍的例子

例子 乘客支付附加費金額

1. 由市區或新界前往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 30元

2. 由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前往市區或新界 30元

3. 由大嶼山或赤鱲角前往馬灣 60元

4. 由馬灣前往大嶼山或赤鱲角 60元

5. 由市區或新界前往大嶼山或赤鱲角，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大嶼山或赤鱲角返回市區或新界
30元

6. 由市區或新界前往馬灣，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馬灣返回市區或新界
30元

7. 由大嶼山或赤鱲角前往市區或新界，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市區或新界返回大嶼山或赤鱲角
30元

8. 由馬灣前往市區或新界，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市區或新界返回馬灣
30元

9. 由大嶼山或赤鱲角前往馬灣，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馬灣返回大嶼山或赤鱲角
60元

10. 由馬灣前往大嶼山或赤鱲角，在同一次租用情況下原車， 

 再由大嶼山或赤鱲角返回馬灣
60元

有乘客向運輸署反映，表示有的士在英皇道西行近鰂魚涌街一帶、置富花園巴士總

站、粉嶺嘉福邨置福圍巴士站、青衣青康路青槐樓外的巴士站及長安巴士總站內的小巴

站上落客，阻礙巴士乘客。

我們在此呼籲各停車等候之的士業界朋友，必須繼續發揮自律精神，不可在劃有巴

士站道路標記的地方上落乘客。此外，為確保道路安全及避免觸犯法例，的士司機必須

確保的士停泊在合法、合適、安全且不影響或妨礙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位置讓乘客上落，

並嚴格遵守「即上、即落、即走」及「不可停車等候」的規定，以免阻塞交通。

巴士站上落限制事宜

提供車費收據　優質的士服務　你我做得到
全港的士均已安裝收據打印機，乘客可向的士司機索取機印車費收據。如無合理辯解，

的士司機不得拒發收據，否則即屬違法。如果收據打印機失靈，的士司機應發出手寫收據。

—請注意—

乘客如要索取車費收據，宜在的士到達目的地前，預早提出，讓司機有足夠時間準備。

 (viab) 符合以下情況的每次租用— 

   (a) 從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開始； 

   (b) 目的地在大嶼山、赤鱲角及馬灣以外的地方；及 

   (c) 涉及使用青嶼幹線     $15.00

 (viac) 符合以下情況的每次租用— 

   (a) 從大嶼山或赤鱲角開始； 

   (b) 目的地在馬灣；及 

   (c) 涉及使用青嶼幹線     $30.00

 (viad) 符合以下情況的每次租用— 

   (a) 從馬灣開始 

   (b) 目的地在大嶼山或赤鱲角；及 

   (c) 涉及使用青嶼幹線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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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的士司機守則

24.00

的士乘客守則

的士收費是根據香港法例第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所指明的

收費率計算。每輛的士均裝有計程錶（即「咪錶」），按的士被租用時所行駛的車程及

等候時間計算車費。咪錶上所顯示的車費幣值為港幣。乘客須依法按照咪錶所顯示的金

額繳付的士車費，並按情況另付規定的附加費用。

運輸署在主要的士站（包括位於機場的的士站）設置的士資訊牌，展示有關的士收

費的資料。運輸署亦印製了的士乘客資訊單張，載有本港的士收費率及往來主要旅遊區

的車費參考，並於主要過境口岸及旅遊地點（包括機場等地點）派發予訪客參閱。

我們呼籲各位的士司機，尊重咪錶制度，必須按錶收費，切勿犯法。同時，我們亦

提醒各位乘客，須依法按錶繳付的士車費。

尊重咪錶制度 切勿犯法

的士司機請注意

司機不得向乘客收取高於法定的

士車費，違法者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10,000元及監禁6個月。

的士乘客請注意

乘客須依法按錶繳付的士車費，任何人

不誠實地設法逃避繳費即屬違法，一經

定罪，可處罰款3,000元及監禁6個月。

乘客若遇上濫收車資情況，請盡量記下：

有需要時，可直接向警方或交通投訴組（電話：28899999）表達意見或投訴。

●● 車牌號碼 ●● 上落車的時間和地點 ●● 並索取有關車費收據●● 該的士司機的姓名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G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42(1)(g)條，任何司機在

他所駕駛的車輛移動時，不得以他本人手持或置於他的頭與肩膀之間的方式使用流動電

話，或以他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動電話的任何附件。違例者可處罰款2,000元。

—請注意—

若司機以「指尖操控」方式使用流動電話或其他通訊裝置而影響其駕駛，甚或引致

交通意外，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觸犯《道路交通條例》有關「危險駕駛」或「不小心

駕駛」的罪行。

為顧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司機在駕駛時應避免受到任何外在的干擾。

駕駛時 應避免使用流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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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的士司機守則

常保持個人及車廂清潔

切勿超速，留意路面情況

按錶收費及準確找續 提供收據

以禮待客

不揀客

24.00 24.00
車號：HK1234上車：13：00下車：13：10

等候：00：01
車資：24.00

多謝惠顧

的士乘客守則

不應在車廂內棄置垃圾
不應在禁止停車

地帶上落車

在的士站有秩序地排隊 佩戴安全帶

尊重咪錶制度 切勿犯法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G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42(1)(g)條，任何司機在

他所駕駛的車輛移動時，不得以他本人手持或置於他的頭與肩膀之間的方式使用流動電

話，或以他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動電話的任何附件。違例者可處罰款2,000元。

—請注意—

若司機以「指尖操控」方式使用流動電話或其他通訊裝置而影響其駕駛，甚或引致

交通意外，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觸犯《道路交通條例》有關「危險駕駛」或「不小心

駕駛」的罪行。

為顧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司機在駕駛時應避免受到任何外在的干擾。

駕駛時 應避免使用流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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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編輯的話
我們不時收到乘客意見，反映的士車廂內殘留香煙味道或整潔問題。相信各位讀者

都知道，吸煙和吸入環境中的二手煙及三手煙均會對人體造成傷害。根據香港法例第

371章《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第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包括的士）

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

因此，我們準備了「戒煙三訣」送給愛惜自己和家人生命的業界朋友，詳情可參閱

今期題為「守法紀　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的文章。

另外，踏入秋冬乾燥月份，我們在此提醒各位業界朋友，適時補充水份和定期做運

動，生病時要多休息，並常保持車廂內空氣流通，注意個人和車廂整潔，做個醒目至FIT

駕駛者。

免費的士失物熱線報告
商業電台主辦的「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免費的士失物熱線，由2001年12月

14日啟用以來，一直得到各的士司機朋友熱心支持。

截至2019年8月初，「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 成功替34 307人次尋回失物。

司機尋回失物個案 成功配對個案

總計 34 307 18 763

乘客在的士上遺下物件應怎麼辦？

乘客在的士上遺下物件，除可報警求助或透過的士台尋找失物外，亦可致電商業電

台主辦的「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免費的士失物熱線1872920，提供失物的詳細

資料及聯絡方法。

處理失物
的士司機在完成一次行程後，應小心檢查車輛，以確定乘客有沒有遺留物件在的士

內。司機如拾獲他人遺留在的士上的物件，須讓保持該物件在拾獲時的原狀，以等待物

主認領。如無人認領物件，司機須在拾獲物件後6小時內將物件送交警署。

的士罪案舉報熱線
警 方 於 2 0 0 2 年 2 月 6 日 設 立 了 的 士 司 機 專 用 罪 案 舉 報 熱 線

31113366，鼓勵的士業界人士向警方舉報罪案。運輸署希望的士同業利

用警方提供的資源，積極與警方合作，撲滅罪案。

好人好事
今期獲乘客表揚的的士司機共30位。他們的好行為分別為：對乘客有禮、車不拾

遺、及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等。

我們希望各的士同業繼續努力，提供優質的士服務。同時，歡迎讀者來函至《的士

通訊》，分享的士同業的好人好事。

交通投訴報告
在2019年4至6月，交通諮詢委員會轄下的交通投訴組共接獲2 704宗有關的士服

務的投訴及建議，個案數字較上季上升3.2%，與去年同季比較，則下降2.1%。當中涉

及的士司機違規行為的個案佔97.6%，達2 640宗，包括司機舉止無禮和不守規矩、拒

載、駕駛行為不當、濫收車資、沒有正確展示的士司機證、有關的士咪錶的違規行為及

不採用最直接可行的路線等。

罪案舉報熱線

31113366

1 2 3

4 5 6

7 8 9

* 0 #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希望的士司機在超車（俗稱「扒頭」）時留意路面情況。

除非肯定超車不會對自己及他人造成危險，否則切勿超車。駕駛人士應觀察車輛前

後的路面情況，確定在足夠距離內並無障礙，方可超車。將車輛駛向外線前，應先察看

倒後鏡和發出轉線信號。

另外，由於在黃昏、黎明、天黑或大霧時，駕駛人士較難判斷車速及距離，故此要

加倍留神，留意路面情況，多禮讓，照顧道路使用者的需要。

時刻留意路面情況　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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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編輯的話

編輯的話
我們不時收到乘客意見，反映的士車廂內殘留香煙味道或整潔問題。相信各位讀者

都知道，吸煙和吸入環境中的二手煙及三手煙均會對人體造成傷害。根據香港法例第

371章《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第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包括的士）

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

因此，我們準備了「戒煙三訣」送給愛惜自己和家人生命的業界朋友，詳情可參閱

今期題為「守法紀　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的文章。

另外，踏入秋冬乾燥月份，我們在此提醒各位業界朋友，適時補充水份和定期做運

動，生病時要多休息，並常保持車廂內空氣流通，注意個人和車廂整潔，做個醒目至FIT

駕駛者。

免費的士失物熱線報告
商業電台主辦的「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免費的士失物熱線，由2001年12月

14日啟用以來，一直得到各的士司機朋友熱心支持。

截至2019年8月初，「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 成功替34 307人次尋回失物。

司機尋回失物個案 成功配對個案

總計 34 307 18 763

乘客在的士上遺下物件應怎麼辦？

乘客在的士上遺下物件，除可報警求助或透過的士台尋找失物外，亦可致電商業電

台主辦的「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免費的士失物熱線1872920，提供失物的詳細

資料及聯絡方法。

好人好事
今期獲乘客表揚的的士司機共30位。他們的好行為分別為：對乘客有禮、車不拾

遺、及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等。

特此表揚：

我們希望各的士同業繼續努力，提供優質的士服務。同時，歡迎讀者來函至《的士

通訊》，分享的士同業的好人好事。

交通投訴報告
在2019年4至6月，交通諮詢委員會轄下的交通投訴組共接獲2 704宗有關的士服

務的投訴及建議，個案數字較上季上升3.2%，與去年同季比較，則下降2.1%。當中涉

及的士司機違規行為的個案佔97.6%，達2 640宗，包括司機舉止無禮和不守規矩、拒

載、駕駛行為不當、濫收車資、沒有正確展示的士司機證、有關的士咪錶的違規行為及

不採用最直接可行的路線等。

罪案舉報熱線

31113366

1 2 3

4 5 6

7 8 9

* 0 #

徐詩華(KA4137) 

沒有提供(CK1697) 

沒有提供(VE1182) 

沒有提供(TE3606) 

潘兆豐(UA5010) 

區俊文(NP6801) 

鄺錦華(GR5551) 

譚先生(GB1415) 

陳錦和(TH9681) 

沒有提供(UT5092) 

譚凱廸(VU7263) 

梁志偉(TU1361) 

丘志雄(TJ476) 

何志海(TH7949) 

黎敏強(TU6449) 

楊展威(TJ4160) 

梁保民(UL6282) 

文俊源(TJ1450) 

梁家強(TH4752) 

許嘉浩(TU7123) 

蔡培坤(VL5274) 

黎少棠(UR1141) 

高文輝(VC8451) 

馬炳雄(TE657) 

李家樂(TU6615) 

周傑東(TJ3884) 

唐志輝(TD9106)

沒有提供(KJ1165) 

陳錦均(PJ7782) 

Wong Ghun Tim(PF8889)

時刻留意路面情況　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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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篇

第四十八期有獎問答遊戲
1.  寫出今期健康專欄的作者名字                                                  

2.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網站，孕婦吸煙，可影響嬰兒的生理
成長和智力發展，如                 、                 和                 較弱。

3. 根據香港法例第374G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42(1)(g)條，任何司機在
他所駕駛的車輛移動時，不得以他本人手持或置於他的頭與肩膀之間的方式使用流動
電話，或以他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           的任何附件。違例者可處罰款           。

4.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網上課程，內容以短片形式拍攝，共分為五個單元，請問
單元二和單元三的內容是？                                                  

5. 的士收費是根據                                                     
所指明的收費率計算。

首100位答中所有問題的讀者可獲得紀念品一份，先到先得。 

參加者須將以下表格連同答案郵寄至：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11號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14樓《的士通訊》收

注意：遊戲答案及參加表格內之資料如有殘缺、不實或重複參加，均會自動喪失參加資格。

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通訊地址（恕不接受郵政信箱）：

第四十七期有獎問答遊戲答案
1.  寫出警方於2002年2月設立了的士司機專用罪案舉報熱線號碼。

 （31113366）

2.  寫出今期健康專欄的標題。

 （男性也有「更年期」)

3.  司機如拾獲他人遺留在的士上的物件，是否須讓該物件保持在拾獲時的原狀，以等待物

主認領？

 （是）

4.  在香港，每輛的士是否已安裝了收據打印機？

 （是）

5.  商業電台「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的士失物熱線號碼是？

 (1872920)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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