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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海山     泰和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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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 (下稱業議會) 的宗旨是： 

1. 致力改善香港的士服務質素，以滿足香港市民及遊客對服務的期望； 

2. 接收公眾人士對的士服務的投訴或嘉獎，並以公平及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 

3. 提升及推動的士服務專業化； 

4. 協助的士業界對公眾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及 

5. 協助公眾選擇及正當使用各項的士服務。 

 

為實踐業議會宗旨，2016及 2017年的工作如下： 

1. 致力改善香港的士服務質素，以滿足香港市民及遊客對服務的期望：- 



業議會成立四個委員會，分別處理一、優質服務，二、科技應用，三、可持續發展

和四、公共關係事宜。分別由一名副主席領導。 

 

A. 的士業改革建議：- 

業議會成立開始以來，不斷討論如何改革服務，以達到公眾對的士服務的期望。

2017 年中，經多翻討論，擬備一份「2017 的士業改革公眾諮詢」文件 (附件

一)。文件說明下列改革目標： 

(1) 有更好質素和具競爭的服務 

(2) 有更多可供選擇的優質服務 

(3) 有經專業培訓的司機 

(4) 乘客市場更大、整體行業 (包括司機) 收入增多 

(5) 行業有專業、尊嚴和自信 

 

業議會參考倫敦、紐約、新加坡和台北的經驗，文件提出改革方向如下：- 

(1) 車款及車廂要多元化及設備良好，以滿足乘客需求 

(2) 的士的服務種類要能擴展及提升，以服務更多市民和遊客 

(3) 司機專業要求要提升，達到知識和服務態度良好 

(4) 保障司機職業安穏的方法 

(5) 政府提供道路設施以配合良好服務 

(6) 政府發牌和提升競爭的方向 

 

業議會印製了共 10000 份文件，向公眾、業內人士、相關政府部門、政黨、立

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派發。並邀約業界團體，相關政府部門、政黨、立法會

議員、區議會議員商討，徵詢他們的意見。至 2017 年底，共收回約 1000 份回

應，並正在處理。並且，曾會晤以下團體和人士及根據收集到的意見，2018年

將向政府提交的士業改革的政策建議：- 

(1) 香港物流及運輪學會 

(2) 運輸署 

(3) 北區區議會 

(4) 民建聯陳恒賓和劉國勳立法會議員 

(5) 民主黨林卓廷立法會議員 

(6) 公民黨楊岳橋和譚文豪立法會議員 

(7) 自由黨易志明立法會議員 

 

B. 的士服務質素乘客意見問卷調查：- 

2017 年 6、9、12 月業議會委托「恒生管理學院」進行了三次乘客對的士服務

質素的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了 17 項服務指標，即的士車廂、設備、司機服

務態度等的滿意度，要求受訪乘客評分。每次調查訪問最少 1200 乘客。三次調

查報告見 (附件二)。三次調查報告都廣為報導，立法會、運輸署和消委會都引

用其中一些結果。 

 

三次調查結果大致顯示受訪乘客約 60% 認為的士服務質素良好。不滿和極不滿

的士服務的受訪乘客佔 6-8%。報告為的士業改革方向提供參考，如的士司機遵



 

守的士條例和待客以禮有改善空間。為回應乘客的反映，業議會在 2017 年 5 月

底推出的士禮貌大使運動，協助乘客和司機，改善服務。 

 

C. 的士禮貌大使活動：- 

司機形象差、負面新聞多，業議會為協助公眾乘客和司機了解的士營運守則，

以改善負面形象，推出「禮貎大使」(大使) 活動，透過大使的努力，令乘客及

司機從新建立良好關係及互信基礎。活動由 2017年 5月 26日至 12月 30日止

逢星期五及六在指定地點進行。每次活動年青大使都有一個或以上輔導員 (業

議會人員) 陪同。 

 

活動包括制定乘客守則和司機守則，業議會印製約 10000 張單張和貼紙派發給

乘客和司機，提醒他們應遵守的規則。 

 

活動培訓了約 20 名大使，都是大專學生。他們駐在比較人多的的士站，協 助

乘客和司機，這些地點包括：花園道山頂纜車站、金鐘地鐵站、銅鑼灣時代廣

場、遮打道歷山大廈、畢打街置地廣場、廣東道新陽光廣場、紅磡火車站及觀

塘創紀之城。 

 

大使在這些地點進行以下工作：- 

(1) 在的士站向乘客提供協助包括搬運行李上車尾箱； 

(2) 擔當外藉及內地遊客翻譯員； 

(3) 解答的士乘客問題及派發「的士服務指南」； 

(4) 指示遊客目的地方； 

(5) 執行乘客問卷調查； 

(6) 鼓勵司機在車廂內張貼「的士司機守則」的溫馨提示貼紙；及 

(7) 派發「香港的士業改革」諮詢文件。 

 

整個活動估計有 42000個市民乘客受惠。業議會有如下的總結：- 

(1) 乘客及司機非常欣賞大使協助上行李； 

(2) 感化部份司機落車一起搬行李； 

(3) 透過大使的翻譯，司機更了解乘客要求及稱讃大使； 

(4) 外籍人士非常多謝大使主動的協助； 

(5) 乘客加強認知其權利與義務，例如；上太平山頂車資，抵制「黑的」； 

(6) 即時通知「的士電召台」，派車接載大量候車乘客； 

(7) 乘客提供很多寶貴意見，例如；過海的士站的標示不足及難以理解收費計

法，建議設立熱線平台即時解答的士服務問題 ； 

(8) 司機及乘客見到穿著制服的禮貎大使，非常雀躍交流及了解更多關於「香

港的士業議會」的工作。 

 

活動報告見 (附件三)。 

 

D. 協助業界與快易通開發智能手機叫的士程式 (的士 APPS) ： 

為响應政府倡議的智慧出行，讓市民利用智能手機，叫的士、結帳、投訴、尋

失物、評分等，方便出行。業議會在過去一年不斷努力，協助業界和「快易通」



合作，籌備開發和營運一個「的士 APPS」，方便市民之餘，亦為司機提供有用

訊息，如交通狀況、道路、語言和法律常識等。車主亦可透過 APPS，了解車輛

的位置和運作狀況。 

 
的士 APPS 曾在 2017 年 6 月推出使用，初期在 17 個創會會員的支持下，有過千

的士司機下載和使用，亦有過千乘客利用的士 APPS叫車。 

 
可惜推出後一段短時期，即發現定位不準和語音不準等技術問題，經過幾個月

時間也沒能解決，到 2017 年 10 月，快易通決定放棄這項合作，業議會只好另

找合作伙伴，繼續這項工作。 

 

2. 接收公眾人士對的士服務的投訴或嘉獎，並以公平及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 

業議會自成立以來，一直推動開發業界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供公眾乘客叫的士 (的

士 APPS)，乘客可以在使用的士服務後，透過的士 APPS，讚賞或投訴司機。第一代

的士 APPS由於技術困難，未能及時解決，未取得成功。 

 

不過，業議會汲取經驗，正繼續開發第二代的士 APPS，接受公眾乘客投訴和嘉奬，

是業議會長期的工作。雖然暫時未有接受投訴和讚賞機制，業議會仍有接收公眾對

的士服務的查詢和尋找失物的電話或電郵，業議會在過去一年都處理了一些個案。 

 

3. 提升及推動的士服務專業化：- 

的士行業得以持續及不斷發展，要有一個培訓人材的機制。培訓新人和加強在職人

員知識更新，推動行業服務推陳更新，滿足不斷改變的乘客需求。在培訓新人方面，

業議會主張的士行業應為剛從「職業培訓局」畢業的學生提供就業機會，加以培訓。

也讓行業逐步正規化。業議會已開展研究新人培訓課程，內容是參考國際大城市如

倫敦、紐約和新加坡的相關培訓經驗。擬備好課程要求將會與「職業培訓局」展開

對話，探討加入培訓的士營運專門人員的元素在現有運輸課程的可能性。 

 

新人加入的士行業應從最基層的司機開始，因此將來完成「職業培訓局」課程的年

青人，有志加入的士行業都應擁有的士的駕駛執照。亦即課程應包括協助學生考獲

的士駕駛執照。業議會已向運輸署呈交文件，要求署方考慮把要擁有 3年私家車或

輕型貨車牌照才可考的士駕駛執照降至 1年，配合年青人入職。運輸署和立法會對

這要求都有正面回應，立法程序已經展開。 

 

為協助新入職人士，從 2017年 6開始，業議會為新司機舉辦半日入職培訓課程，

由經驗豐富的師傅在的士上，實地講解和輔導接載乘客的技巧。業議會亦為這些新

入行司機介紹到心儀的車行租車，讓新人可順利入行。至 2017年 12月，業讓會成

功協助 21名新人入行。 

 

在加強在職司機培訓方面，業議會與「僱員再培訓局」合作，制定短期的增強服務

技巧的課程 (附件四)。2017年 2月和 11月舉辦了三班，有約 55位在職司機完成

課程。業議會亦配合「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派出有豐富經驗的理事，在 2017

年出席了 12次「僱員再培訓局」的的士司機培訓畢業班，向學員介紹行業的狀況

和入行須知。 



 

4. 協助的士業界對公眾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在推動禮貌大使活動期間，業議會制定司機的服務守則單張及貼紙 (附件五)，派

發給司機，並協助司機在的士車廂內張貼貼紙。禮貌大使向司機解釋守則的內容。 

 

為讓司機進一步了解法例規定的服務準則，減少司機和乘客產生不必要的磨擦，業

議會在 2017年 11開展了籌備出版『的士服務法律小知識』的工作，並邀請了熟識

相關法例的黃國康律師事務所合作。內容分為乘客篇、司機篇、車主/打理人篇和

法庭小故事篇。『的士服務法律小知識』將會以電子版刋出，乘客、的士從業員和

公眾可以透過業議會的網頁或的士 APPS 查看。出版及更新『的士服務法律小知識』

是業議會的長期工作，希望在 2018年正式面世。 

 

5. 協助公眾選擇及正當使用各項的士服務：- 

為方便不同的乘客，業界必須提供 i) 現時叫車或預約車服務、ii) 現金和非現金

付款服務 和 iii) 尋找車上失物服務。市面上這些服務五花八門，水準不一，有

些甚至是違法的，不易選擇。 

 

為協助乘客作明智選擇，業議會除了印發乘客守則和正在開展的『的士服務法律小

知識』工作外，現正籌備一個的士服務資訊平台，讓乘客能一站式了解各項服務，

又可評比各項服務。 

 

6. 其他相關工作：- 

業議會就促進的士服務的提升，向有關政府部門和機構提交包括以下的建議：- 

(1)優質的士先導計劃建議方案  

(2)於機場客運大樓內設置「旅客的士服務專櫃」 

於機場茶水亭設置服務攤位，為長時間輪候接客的的士司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

例如；身體檢查、疾病研究、業議會宣傳講座等 

   (3)的士業突發事件通報機制 

   (4)回應施政報告 - 有關的士部份 

   (5)個人點對點交通運輸服務政策 

 

7. 鳴謝：- 

業議會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感謝以下機構的贊助：- 

(1)皇冠車行   $150.000   (的士乘客意見問卷調查) 

(2)忠誠車行   $100.000  (禮貌大使活動) 

(3)泰加保險公司  $30.000  (的士業改革諮詢文件印刷費用) 

(4)英之𠎀  $6435  (記者招待會) 

(5)泰和車行   $4500  (的士業改革諮詢文件印刷費用) 

   業議會特別鳴謝交通航運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太平紳士給予工作的支持和指導。 

 

 

 

熊永達博士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  

(2018年 2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