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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區政府向受疫情影響的各行各
業及市民提供協助及援助推出「防疫抗疫基金」。至於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下向
的士司機提供補貼的目的是向在職司機提供援助。

運輸署已於2020年6月17日（星期三）早上9時正推出電子平台接受申
請，截止申請時間為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晚上11時59分。有意申請的
士司機補貼的人士，可瀏覽網址：https://eform.one.gov.hk/form/td0015/tc/	
或掃瞄右方的二維條碼。

「的士或紅色小巴司機補貼」的申請資格如下：

資格 詳情

(1)	持有有效的	
的士司機證

申請人必須：
(i)	 在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這三個月期間的任何時候，持
有有效的的士司機證；或

(ii)	 在2020年4月1日至5月7日期間的任何時候，持有有效的
的士司機證，而有關司機須同時持有在2018年10月5日或
之前發出的相關的士司機證。

(2)	2020年1月1日	
至3月31日期間	
的有效租車協議	
或聯署聲明

申請人須在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提供其中一個月
的有效租車協議或司機及車主就此的聯署聲明（若申請人身兼
車主司機亦須就此提交簽署聲明），以證明申請人租賃及駕駛
的士至少8天1

(3)	2020年4月1日	
至9月30日期間	
的有效租車協議	
或聯署聲明

申請人須在以下兩個階段提供當中一個月的有效租車協議或司
機及車主就此的聯署聲明（若申請人身兼車主司機亦須就此提
交簽署聲明），以證明申請人租賃及駕駛的士至少12天2：
•第一階段：2020年4月1日至6月30日
•第二階段：2020年7月1日至9月30日

如申請人只能提交其中一個階段的租車協議或聯署聲明，
運輸署將發放該階段每月港幣6,000元的補貼，為期三個月。

申請人可於申請期內一次過申請兩個階段的補貼，或分兩
個階段作出申請。

如申請人符合以上3項資格，可申請每月港幣6 ,000元的補貼，為期6個月	
（由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如申請人只符合資格(1)及(2)，運輸署將
發放一筆過港幣7,500元的補貼以協助該等司機。

運輸署已擬訂有關司機與車主就有效租車協議的聯署聲明及身兼車主司機的聲明
的內容及格式，供申請人參考。

同心抗疫  防疫抗疫基金

1	 該日數須為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的同一個月份內。此外，每位有效的士車輛牌照的登記車主於上述期間
最多只可替四位司機簽署有關聲明。

2	 該日數須為2020年4月1日至6月30日及2020年7月1日至9月30日這兩個階段期間的同一個月份內。此外，每位有
效的士車輛牌照的登記車主於上述期間最多只可替四位司機簽署有關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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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資料由衞生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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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鄭可瑜博士現時任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

院助理教授，亦是香港的普通科及精神科註冊護士。她的研究興趣

集中在心腦血管和精神健康方面，特別是開發和研究基於心理與生

理機制的干預措施，以促進中風後的心理健康。鄭教授除了成功取

得三百多萬元研究基金外，並獲英國聯邦大學協會-香港賽馬會資助

就有關心理健康研究前往英國交流。

馬玥博士現時任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博士後

研究員，持有中國內地護士資格證書並有多年護理研究經驗，其研

究範圍主要為社區護理、高血壓患者的自我管理，以及移動健康與

護理的結合等。

鄭博士和馬博士為本欄提供健康資訊，《的士通訊》謹此致

謝。

天有晴陰雨雪，人有喜怒哀樂。各位四十歲後的司機朋友，可有覺得比以前更

容易情緒低落、焦慮、疲勞、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對事物的興趣減少呢？其實，

人的情緒除了會受到周遭環境影響外，亦會因為身體內的賀爾蒙而變化。不論男

女，人人都會面對這個伴隨更年期而來的善變情緒。

一般男士在三十歲開始，男性賀爾蒙（睪酮，C19H28O2）水平會自然地下降

（每年下降約百分之一）。睪酮除了影響肌肉、骨骼和紅血球的生長，及脂質和碳

水化合物的代謝外，亦會影響血清素（俗稱：快樂賀爾蒙）在大腦中的傳遞，以及

大腦負責控制情緒反應的前額杏仁核迴路的活動。因此，當睪酮的水平越低，男性

更年期的不穩定情緒、焦慮、抑鬱及記憶能力下降就有更大機會出現。

男性更年期：「陰天情緒」不可怕

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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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欄

正所謂車到山前必有路，縱然我們不能逆轉年齡，但我們

仍可以在生活中作出點點滴滴的改變，平穩渡過情緒陰

天的時期。

一週五天勤運動，中等強度最為好
堅持每週運動五天，每次三十分鐘（或每日三次

持續十分鐘的運動），可以幫助我們調節情緒並降低患

上心腦血管病的風險。各位司機朋友可能會問，何謂中等強度

運動呢？即是在運動時可以談話交流，但不可以唱歌，會心跳

加速，少許流汗，那就是中等強度運動。將運動自然地融入

日常生活中，例如：交更的前或後，急步行十五分鐘，更可

以幫助我們堅持運動。

大腦「燃料」選擇好，多元飲食要識做
大腦一日廿四小時不停工作，而我們的飲食就是大腦的燃料供應，直接影響大

腦的功能，並影響情緒。身體中的血清素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在胃腸道中產生，因此

多元化、適量和均衡的飲食是不可或缺的。除了選擇低鹽低脂低糖的食物之外，在

日常飲食中加入未經加工的食物（如：生果、經焗製和不加調味的堅果），亦有助

建立及維持腸道微生物組，改善情緒。當然改變飲食習慣並不容易，我們建議在日

常飲食中加入低鹽低脂低糖的食物，並逐步減少高鹽高脂高糖的食物的食用份量和

次數，最終達到均衡多元化，健康常相伴。

平穩情緒有出路，社交支持免煩惱
四十歲後，男士肩負著事業和家庭的責任。生活工作中總有不可避免的壓力，

而負面的情緒會影響工作表現及家庭的和諧。俗語有云：「山不轉人轉」。面對壓

力時，環境從來不會去適應我們，而是要我們去適應環境。與家人、朋友談論我們

的感受並不表示軟弱，相反地，這是我們為自己和家人負責任，竭盡所能保持健康

的表現。與家人、朋友交談除了可以解決一直困擾的問題或讓我們感到被支持，交

談的作用更是雙向的，鼓勵你的家人、朋友也可以這樣保持健康。

老子曾說過：「天下難事，必做於易；天下大事，必做於細」。各位司機朋友

就從今天開始吧，一步步地改善生活方式，順利渡過一個晴陰皆備的男性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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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欄

職業司機和普遍的上班族一樣，在外工作時間較長。雙腳可能整天穿上皮鞋
或運動鞋，沒有時間清潔或透氣，因而產生強烈的氣味。如果懂得處理腳氣味的問
題，便可減少尷尬和煩惱。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網站的資料，產生腳氣味的問題有兩個原因：

	● 相比身體其他部位，足部有更多汗腺。這些汗腺於天氣炎熱或運動時會大量排
汗，當汗水被困於鞋內便難以消散，使雙腳產生強烈氣味。

	● 另外，足部經常處於陰暗和潮濕的環境，容易滋生細菌。這些細菌會製造出「異
戊酸」，即引起腳臭的主要物質。

在一般情況下，各位可以透過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來減少腳氣味的問題：

	● 注意良好的足部衞生

	● 每天以暖和的水及肥皂浸泡和沖洗雙腳

	● 清洗後要抹乾雙腳，尤其是腳趾之間的位置

	● 常保持雙腳乾爽，可以的話塗上爽身粉及止汗劑

	● 襪子要經常替換及洗滌

	● 可以的話，不要穿着尼龍物料的襪子

	● 選擇透氣的鞋，並確保鞋子完全乾透才穿着

腳氣味的成因

請注意

	● 如腳氣味的問題仍沒有改善，應直接向醫生求診

	● 請醫生診治可能引起腳氣味的其他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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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專欄/重點匯報

易泊卡是運輸署於1998年推出的電子儲值卡，適用於當年的易泊卡停車收費錶。
易泊卡停車收費錶已於2004年底停止使用，並以現時的八達通停車收費錶取代。

運輸署自2004年起為易泊卡持有人提供退款服務。駕駛人士如希望為仍然持有
的易泊卡取回餘額，可於下列運輸署指定的退款地點辦理手續：

九龍青山道478號百欣大廈1樓C室（智控系統有限公司）
（查詢熱線：23180616）

「易泊卡」退款安排

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香港法例第374D章）第51條，的
士司機在提供服務時，須於車廂內展示有效的司機證，違者可被罰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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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的士司機證

有乘客向運輸署反映，在赤鱲角國泰城一帶，有的士司機拒載和揀客。

我們提醒的士業界朋友，不得無理拒載或揀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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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無理拒載或揀客

請注意

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香港法例第374D
章第37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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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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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懷疑在早上時間，有的士司機在中環山頂梅道一帶小
便。我們在此呼籲各位司機，切勿弄污公眾地方，要遵守法律。保持地方清潔，人
人有責。

保持地方清潔 切勿隨處便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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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在小西灣道近曉翠街
的巴士站、赤柱廣場、置富道、尖沙咀金巴利道
及中港城、啟德沐翠街、威爾斯親王醫院地下對
出的士站、大圍下徑口村對出的巴士站、新田皇
巴站（近青山公路）、葵涌邨公共運輸交匯處及
粉嶺嘉福邨置福圍巴士站旁的士站一帶，不少的
士違例停泊或等候乘客，阻塞交通。運輸署在此
呼籲各位的士業界朋友，切勿在非准許泊車的地
點停車等客或妨礙的士站的正常運作，以免對其
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及造成不便。	

的士違例停泊問題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有的士司機在荃灣翠豐臺的士站一帶洗車，妨礙的士站
運作和乘客使用的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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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將任何腐肉、污垢、泥土、稻草、糞便，或其
他髒物、廢料、發出惡臭或令人厭惡的物品拋擲或放置在任何公眾地方，可處罰款
500元或監禁3個月。

運輸署呼籲各位的士司機，顧己及人，切勿弄污公眾地方，做個守法司機。

荃灣翠豐臺的士站洗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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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

不時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懷疑有的士司機在某些
旅遊區，沒有按咪錶收取車資。

的士收費是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
例》（香港法例第374D章）第47及48條所指明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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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錶收費 守法人人讚

的士司機請注意

司機不得向乘客收取高於法定車資的費用，違法者一經定罪，可處
第3級罰款10,000元及監禁6個月。

的士乘客請注意

乘客須依法按錶所顯示的金額繳付的士車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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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呼籲各位的士司機，遵守咪錶制度，必須按錶收費，切勿犯法。同時，我
們亦提醒各位的士乘客，須依法按錶繳付的士車費。

另外，運輸署已在主要的士站（包括機場的士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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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列本港的士收費率及往來
主要旅遊區的車費，在主要過境口岸及旅遊地點（包括機場等）派發給旅客和乘客
參考。

的士乘客若遇上濫收車資情況，請盡量記下的士司機的姓名、
的士司機證號碼、車牌號碼、上落車的時間和地點，並索取有關車
費收據。

如有需要，可直接向警方或交通投訴組（電話：28899999）
舉報、表達意見或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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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

時刻保持警覺 以禮待客 專心駕駛
不時有市民表示，部分的士司機在提供服務時態度欠佳，在停車等候交通燈轉

換時，使用流動電話或其他電子產品。

我們在此呼籲的士司機：

	● 時刻警覺，駕駛時切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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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駕駛時留意車速及會否為其他道路使用者帶來潛在危險；

	● 如對目的地路線有疑問，應禮貌地向乘客查詢；

	● 採用最直接可行或乘客指定的路線行車；

	● 平穩駕駛，提供安全舒適旅程；

	● 以禮待客，不說粗言穢語；

	● 要常保持個人整潔及衣著適當；

	● 確保的士車身和車廂內清潔，車廂內不應存放雜物；

	● 不要在車廂內吸煙，或攜帶燃點著的香煙、雪茄或煙斗；

	● 尊重不同種族人士及殘疾人士；及

	● 主動協助有需要的乘客上落車

在2020年1至3月，交通諮詢委員會轄下的交
通投訴組共接獲1	 118宗有關的士服務的投訴及
建議，個案數字較上季下降51.3%，與2019年比
較，則下降57.3%。當中涉及的士司機違規行為的
個案佔96.1%，達1	 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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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業界能時刻遵守的士營運法例與守則
及保持自律，有禮，不揀客，不拒載，注意車廂清
潔，努力為乘客提供最優質的的士服務，增強的士
業界的競爭力。

交通投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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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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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理人與司機之間的關係
•	單元五　無障礙設施及知識

齊參與 
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務質素網上課程

請注意

運輸署在考試當日須確認考生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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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考生離開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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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現職的士司機可隨時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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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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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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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tsq.org.hk

運輸署YouTube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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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實用資訊

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374G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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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顧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司機時刻應專注駕駛。

安全第一  
駕駛時 應避免使用流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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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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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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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初，「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成功替20	230人次尋回失物。

司機尋回失物個案 成功配對個案

總計 37 295 20 230

乘客在的士上遺下物件應怎麼辦？
乘客在的士上遺下物件，可將

失物的詳細資料及聯絡辦法致電商業
電台主辦的「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	
免費的士失物熱線1872920，亦可
透過的士台尋找失物。

	（資料由商業電台提供） pa
ss
po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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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的士罪案舉報熱線
警方於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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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籲市民切勿濫用此熱線，同時亦希望的士同業利用警方提
供的資源，積極與警方合作，撲滅罪行。

切勿在斑馬綫前的「之」字綫區內停車
有乘客向運輸署反映，在接近上午8時於置富花園巴士總站，有的士在斑馬綫

範圍停泊，令巴士運作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受到影響。

我們在此呼籲各位司機，除非為了讓行人過馬路，或正在等候轉左或轉右，否
則不可在斑馬綫前的「之」字綫區內停車。另外，在斑馬綫前的「之」字綫區內，
司機不得超越正靠近斑馬綫行駛或正停下讓路給行人的車輛。

即使斑馬綫範圍內沒有「之」字綫，司機也不可在斑馬綫前泊車、上落貨或超
車。

讀者可登入運輸署以下網頁，瀏覽更多有關斑馬綫的注意事項：

https://www.td.gov.hk/tc/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
chapter_5_for_all_drivers/zebra_crossings_/index.html

請注意

斑馬綫過路處髹有黑白間條紋，兩旁有「之」字形白綫。這些標
記除了用於控制車輛交通，亦提醒駕駛者，可能有行人正在該處橫過
或等候橫過馬路。斑馬綫所在處設有黃色指路燈，通常不停閃動。

如有行人踏足斑馬綫上，司機須停車，讓行人過馬路。司機在慢
駛或停車前，必須發出信號，以通知其他駕駛者。另外，司機切勿示
意行人橫過馬路，因為可能會有其他車輛駛至，造成危險。

pa
ss
po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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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乘客守則

實用資訊

的士司機守則

常保持車廂清潔

切勿超速， 
留意路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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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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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錶收費及準確找續

提供收據

不應揀客

以禮待客

佩戴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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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好人好事

編輯的話
踏入炎夏盛暑月份，我們在此提醒各位業界朋友，適時補充體內水份，生病

時要多休息，並常注意個人和車廂整潔。常洗手，咳嗽或打噴嚏時要完全掩蓋口和
鼻，以防止病毒散播。呼吸道分泌物應用紙巾包好，並棄置於有蓋垃圾桶內。保持
心情開朗，做個有責任的駕駛者。

另外，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網站的資料，男性四十歲後，由於男性賀爾蒙
的水平下降，可能會出現跟女性更年期相似的徵狀，包括情緒不穩、憂慮、缺乏動
力及失眠等。今期《的士通訊》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鄭可瑜教授和馬玥博士
撰文，為業界朋友提供有關中年男性情緒問題的資訊，詳情可參閱今期題為「男性
更年期：『陰天情緒』不可怕」的文章。

好人好事
今期獲乘客表揚的的士司機共42位。他們因駕駛態度良好、有禮、車不拾遺及

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等而獲乘客表揚。

以禮待客

李庭康 (KF9605)

黃火勝 (JM3561)

沒有提供 (NW8928)

Cheng Muk Yam (EB390)

沒有提供 (FB2118)

沒有提供 (UB2259)

沒有提供 (KY499)

林國彬 (KA2577)

梁棠成 (CU5950)

蔡俊志 (VY8757) 

陳宥霖 (VK5616)

黃仲賢 (SN6038)

何成昌 (UC7745)

沒有提供 (SY5444)

陳富樺 (TT4724)

LO CHUI WAN (FN9118)

蕭劍文 (PN9094)

杜偉德 (EH623)

沒有提供 (TU1047)

沒有提供 (RZ149)

沒有提供 (PY287)

沒有提供 (LR8732)

沒有提供 (UT5482)

譚永業 (KY7577)

蔡偉程 (WK4110)

Lau Chi Shing (CD502)

沒有提供 (WH3202)

沒有提供 (UW2090) 

沒有提供 (KE8323)

吳英嶸 (VL6256)

李仲文 (GF1926)

劉詠基 (FC1898)

沒有提供 (CX870)

LI CHOK FAI (JZ2380)

唐添強 (RC7106)

Lam Tsz Chun (WH5075)

王寶田 (BZ8339)

沒有提供 (SY4329)

Tsang Ka Kit (UZ8427)

魏達昌 (ND2796)

沒有提供 (AX8879)

黃保強 (JU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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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刊登於第16頁)，分享的士同業的好人好事。

特此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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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篇

第四十九期有獎問答遊戲
1.	 寫出今期健康專欄其中一個題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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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或監禁　　　　　　個月。

3.	 司機如拾獲他人遺留在的士上的物件，須讓該物件保持在　　　　　　，以等待物主
認領。

4.	 一般情況下，各位可以透過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來舒緩腳氣味的問題，可以的話，不
要穿著　　　　　　的襪子。

5.	 斑馬綫過路處髹有黑白間條紋，兩旁有「之」字形白綫。這些標記除了用於控制車輛
交通，亦提醒　　　　　　，可能有行人正在該處橫過或等候橫過馬路。

第四十八期有獎問答遊戲答案
1.	 寫出今期健康專欄的作者名字（黄秉康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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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身高較矮、閱讀和數學能力較弱。

3.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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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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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與乘客的衝突、的士司機的顧客服務基本技巧）

5.	 的士收費是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香港法例第374D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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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郵件郵資不足，均會自動喪
失參加資格。如有任何爭議，《的士通訊》擁有參加者資格的最終決定權。若郵件郵資不
足，香港郵政會收取欠資及相關費用。《的士通訊》不會接收郵資不足的郵件，有關郵件
將由香港郵政退回寄件人	(有回郵地址)	或予以銷毀	(沒有回郵地址	)。

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通訊地址（恕不接受郵政信箱）：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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