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6 年 5 月 13 日正式註冊為有限公司) 

2018 年工作報告 

 

香港的士業議會顧問： 

陳阮德徽博士  

鄧竟成 

 

香港的士業議會理事： 

熊永達博士         (主席) 

胡兆英博士     (獨立理事) 

葉鉅雲律師     (獨立理事) 

李鎮強     (獨立理事) 

符傳富  / 梁永安會計師   (司庫/獨立理事) 

任太平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 

李林昌     自由的士權益協進會 

李少彬     西貢的士工商聯誼會 

陳偉鵬     車馬樂的士聯會  

鄭克和      忠誠車行 

吳業培 / 李為民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吳坤成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   

唐躍峰 / 周國強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 

黃保強          香港的士商會 

黎海平     香港計程車會 

伍海山     泰和車行 

周倩荷 / 唐子濤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 

羅雪芬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 

陳偉明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趙鴻娟     新界的士車主司機同業總會 

陳明生         新興的士電召聯會     

歐陽根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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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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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政府提交「的士業改革建議 2018」：- 

業議會繼印發 10,000 份「2017 的士業改革公眾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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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晤以下團體和人士及根據收集到的意見： 

(1) 香港物流及運輸學會 

(2) 運輸署 

(3) 北區區議會 

(4) 民建聯陳恒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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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各方面意見，業議會於 2018 年 5 月向政府提交了的士業改革的政策建議， 

見 (附件一) 。 

 

B. 的士服務質素乘客意見問卷調查：- 

繼 2017 年 6、9、12 月委托「恒生管理學院」(現稱香港恒生大學)進行了三次乘

客對的士服務質素的問卷調查。業議會在 2018 年 5 月及 12 月進行了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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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調查報告見 (附件

二)。 

 
2018 年兩次的調查結果大致顯示受訪乘客認為的士服務質素良好，而且持續改

善。2018 年第四季的滿意度更首度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香港的士的整體服務質

素良好，也滿意的士的整體服務。的士服務整體滿意度平均得分為 65.3 分，達

到滿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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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站進行。每次活動年青大使都有一個或以上指

導員 (業議會人員) 陪同。 

 
繼 2017 年的成功經驗，今年續辦的士禮貌運動 2018，持續推動提升的士服務。

《的士禮貌運動 2018》除得到「優質旅遊服務協會」贊助港幣 10 萬元外，亦

得到運房局、運輸署、「商業電台」馬路的事和警務處全力支持和協助。《的

士禮貌運動 2018》於 6 月 27 日舉行了啟動儀式。 

 
《的士禮貌運動 2018》的口號是：『待人以禮，我們做到』。《的士禮貌運動

2018》派出年青禮貌大使駐守在繁忙的的士站，向乘客和司機提供正確資訊，

協助乘客尋找乘車服務，上落車，認識目的地和收費水平，也向的士司機講解

待客之道，讓的士服務向正規的方向健康發展。 



 

 
大使在這些地點進行以下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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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活動估計有 39700 個市民乘客受惠。業議會有以下的總結：- 

a. 乘客感激及欣賞禮貎大使的協助，例如；代上行李、照顧小孩及行動不便人

士； 

b. 乘客感謝代尋回失物； 

c. 在的士交更時，協助司機及乘客配對，雙方各得所需，例如；司機交更目的

地與乘客的一樣； 

d. 第一時間指示乘客往過海的士站，避免上落行李引致司機/乘客費時失事，

雙方非常接受； 

e. 通知「的士電召台」，派車接載候車乘客，乘客滿意； 

f. 在花園道山頂纜車總站，可以牽制「黑的」劏客的行為； 

g. 個別司機有揀客情況，尤其交更時段，例如；遊客要求由尖沙咀天星碼頭前

往海洋公園，司機聲稱九龍車，不熟港島區； 

h. 司機不太接受特別設計的「司機守則溫馨提示」貼紙，但喜歡宣傳單張、運

輸署的膠片扇、的士服務指南及議會鎖匙扣； 

i. 司機及乘客渴望「香港的士業議會」長久性地提供此等活動。 

 



 
活動報告見 (附件三)。 

 

D. 繼續協助業界開發智能手機叫的士程式 (e-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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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議會在過去兩年不斷努力，協助業界籌備開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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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全新的士 APPS 命名為 e-Taxi，簡介見 (附件四)。 

 

經過多月的努力，e-Taxi 將於 2019 年 2 月推出。 

 

E. 向「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申請 (的士一站通) 提升的士服務質素及競爭力為進一

步提升的士服務，業議會於 2018 年向工貿署輆下的「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提交

一份申請建議書，開發一個手機 APPS 平台，命名“的士一站通”。將全港不同

叫車服務公司的 APPs 及目前 8 個大型的士電召台收錄在一起， 讓乘客隨時選擇

所有 Apps 公司或電召台的服務，加上特別車種配對系統，及提供司機交更時為

乘客/司機路程配對服務，方便的士乘客選用，省時及加快叫車之餘，亦可比較

不同 Apps 公司和電召台的服務質素。簡介見 (附件五)。 

 

F. 評估新款豐田混能的士車輛： 

2018 年 7 月，四部豐田混能的士車輛 (HV-1, HV-2, HV-3 及 HV-4) 陸續投入經營。

這批混能車輛是由電能和液體石油氣推動，首次投入香港市場服務。業界關注

這款新車的性能、油耗和設計能否滿足業界的營運要求，及能否會受乘客歡迎。

業議會受豐田混能的士車輛的經銷商邀請，對這四部車輛的表現進行評估，業

議會本著為的士業界和乘客服務的精神，義務為這四部車輛進行監察和評估。

四部車輛從 2018 年 7 月至 12 月的評估見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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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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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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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議會為剛從「職業培訓局」畢業的學生提供職前技巧培訓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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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業議會和業界的共同努力，政府已答允把要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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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在 2019 年進行立法。 

 
為協助新入職人士，從 201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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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業讓會

成功協助 38 名新人入行。 

 
4.   協助的士業界對公眾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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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己於 2018 年上載業議會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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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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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2日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建議措施

的推行》的文件  

(2) 4月22日回應一宗涉及白牌車傷及的士司機的交通意外發出新聞稿：《把公

交規劃和規管挽回正軌，保障乘客權益和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3) 7 月 13 日回應法庭裁定 UBER 司機罪成出新聞稿: 《就法庭裁定 28 名 Uber

司機駕駛「白牌車」罪成的回應》 

(4) 9 月 12 日給特首施政報告的建議： 《給林鄭月娥特首的公開信 : 智慧出行

之個人化點對點運輸政策》 

(5) 11 月 7 日向運房局提交《容許的士到港珠澳大橋珠海澳門關口》的建議 

(6) 11 月 9 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2018 年施政報告的紓緩交通擠塞措

施》的建議 



 
7.   鳴謝：- 

業議會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感謝以下機構的贊助：- 

(1) 皇冠汽車    $112,000. (的士乘客意見問卷調查及購買 

環球公交報告) 

(2)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   $100,000.  (禮貌大使活動) 

 

 

熊永達博士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 

 

(2019 年 2 月 3 日)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118 號 TGN 觀塘啟迪創新總部 5 樓 501 室 
 電話：2117 7012          email：info@hk-tc.org 

的士業改革建議 
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8年 

前言： 

 
2017 年 6 月運房局發表《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報告，明確的士是公交的一種，

其角色是為市民提供個人化點對點更舒適的公交，但收費較其他公交高。現時

本港有 18163 個的士車輛牌照，每天接載約 93 萬乘客，佔總體公交客量的

7.3%。報告指出由於現時法例規管的士服務的限制，現時政府未能有效監管的

士服務。報告提出兩個同步走的策略（報告 8·14段）：一是發出三個專營的士

執照，每個執照持有人可營運 200 部的士，收費較現時高 35-50%；二是採取措

施改善現時 18163 部的士服務；包括 a)檢討現時各項違規行為的罰則，b)放寛

70 公里時速以下路段的上落客禁區，c)延長司機證有效期至 10 年，d)縮短的

士駕駛執照申請人須持有效私家車或輕型貨車牌三年至一年及 e)津貼的士司機

修讀培訓課程。 

 

2017 年第二季「香港的士業議會」（業議會）委托恒生管理學院，展開了一項

季度的乘客滿意度調查，利用 17項指標，評估乘客對的士服務的滿意度。三個

季度的結果清楚顯示，超過 60%乘客滿意的士服務，遊客的滿意度達 70%。有約

6-8%的乘客不滿或極不滿的士服務；其中，司機的專業服務態度是不滿的主

因。這些調查結果都可在業議會的網頁下載(www.hk-tc.org/web/tc/)。 

 

2017 年第四季業議會發表一份「香港的士業改革」的諮詢文件，基於紐約、倫

敦、新架坡和台北等城市的經驗，提出了包括 1）車款和車廂設備；2）服務種

類；3）司機專業要求；4）司機職業保障和 5）發牌和競爭等改革建議方案，

讓公眾討論。業議會與政黨（自由黨、民主黨、民建聯、公民黨）、北區區議

會和香港物流及運輸學會舉行會議，與會者給予諮詢文件許多有建設性的意

見。業議會亦印發了一萬份諮詢文件給業界和公眾，共收回約 1000份意見。 

 

2017 年至今非法載客取酬活動越來越猖獗，進行非法活動的集團更有計劃和有

組織的惡意攻擊的士服務，破壞的士業的良好形象，以「踩低別人，抬高自

己」的策略，推銷非法服務。 

 

基於上述的情況和以下重要考慮的因素，業議會提交這份改革建議的文件，供

公眾、政府和各政團考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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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目標和考慮： 
 

香港的士業改革的願景是為香港提供與其他國際級大城市匹配的的士服務。改

革有五大目標：- 

一、有更好質素和具競爭的服務； 

二、有更多可供選擇的優質(包括可載輪椅車)服務； 

三、有經專業培訓的司機； 

四、乘客市場更大、整體行業（包括司機）收入增多； 

五、行業有專業、尊嚴和自信。 

 

在制定的士業改革方案時，有兩個凌駕性的考慮因素： 

 

1. 的士服務必須滿足比私家車快捷的個人點對點客運需求，採取以客為

主、乘客和司機相互尊重的原則;及 

2. 香港道路擠塞，任何改革建議不應令擠塞惡化，令的士及其他公交無

法運轉，乘客及公眾受害。 

 

改革的必要： 
 

根據業議會的三次季度調查，結果很穏定，約有 60%乘客滿意現時的士服務，

約 32%認為服務一般，而餘下約 6-8%對的士服務不滿意或極不滿意。而根據運

輸署的投訴數字，乘客對的士服務的投訴數字逐年增加，尤其是在網約車進軍

香港市場時，對服務質素的對比，有相當大落差。許多輿論都對「黑的」行為

（即拒載、兜路、濫收車資等）不滿，期望的士服務能提升，為乘客提供稱心

的服務，減少投訴。 

 

的士無疑屬於服務性行業，服務質素包括快捷、安穏、舒適、設施方便和司機

好客之道等原素。道路日益擠塞，車輛老化和人力資源短缺，都令服務質素每

況愈下。司機待客之道往往是乘客投訴的主因。司機年紀老化（根據運輸署數

據，的士司機 2017 年的平均年齡是 59 歲），少有新人入行，司機嚴重短缺，

是改善待客之道的最大障阻。 

 

過去五年間，的士從平均每日載客量超過百萬下跌至約九十萬。近年鐵路網絡

擴展，服務可靠快捷，令的士客大量流失；是因素一。的士服務水平下降，顧

客流失，是因素二。人力不足，許多的士無人開，是因素三。而近年大量「白

牌車」(即無出租車證的私家車和輕型貨車)湧現，非法接載乘客，是因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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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提升的士服務和如何能有效打擊非法載客取酬活動？是満足乘客服務和

令社會回復正常運作的關鍵。 

 

從公共客運系統而言，的士是提供個人點對點客運服務重要一環，它填補巴

士、小巴的不足。的士給乘客一個私人空間，尤其是對離巴士及小巴網絡較

遠、或行動不便的人，想最快達到目的地，的士都是較佳選擇。在運輸政策而

言，的士往往肩負起吸引有車人士，放棄開車，減少令繁忙地區交通擠塞惡化

的重要作用。而私家車數量近年大幅增長，交通擠塞惡化，令提升的士服務更

形重要。 

 

「香港的士業改革」諮詢結果 
 

2017 年業議會展開「香港的士業改革」的諮詢，就五方面收集業界和公眾意

見：一、車款和車廂；二、服務種類；三、司機專業服務；四、司機職業保

障;五、道路設施配套；六、發牌及競爭。 

 

業議會共收回 926 份回覆的問卷，亦曾與相關的團體和人士會唔和商討；包括

香港運輸及物流學會、運輸署、北區區議會、民建聯陳恆賓和劉國勳立法會議

員、民主黨林卓廷立法會議員、公民黨譚文豪議員和自由黨易志明立法會議

員。 

 

問卷回覆顯示最多人選的三種車款依次為：普通四人石油氣房車、特大車廂石

油氣四人房車及可上輪椅的石油氣四人房車。而無線上網、手提電話充電和行

車路線及准許落客點即時顯示是三項最多人選擇的車廂設備。在的士服務種類

方面，首選是設立一個統一預約各類的士系統，統一管理和發車。對於司機專

業要求，最多人選擇對現有的士司機採取扣分制，若違反專業操守的，必須扣

分，參加再培訓，屢犯不改的，最終要除牌。其次是希望收緊新的士司機駕駛

執照的發出條件，日後要考獲的士牌，必須要經過正規培訓課程。司機都希望

有職業保障，設立退休金制度，年資越長，得到退休金越高。道路設施配套方

面，首選是把現有巴士專線改為公交專線，讓包括的士在內的公交使用。而在

發牌及競爭方面，最多人首選是收回現時所有的士牌照，重新安排發出各類客

運牌照。 

 

所有問卷回覆選擇維持現狀不變的都是最少數，清楚表達業界和公眾都期望的

士服務必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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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運輸及物流學會認為現時規管的士服務條例十分局限，導致乘客沒有足夠

服務選擇，而又不能有效規管司機行為。學會支持政府提供誘因，讓服務質素

得以提升，如容許更好服務收取較高費用，但收費必須透明。學會認為從業員

應接受恰當的專業培訓，採用扣分制規管服務是好的建議。 

 

北區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十分關注的士的服務，尤其是無障礙的士不足，議

員贊成政府應對無障礙的士提供更多津貼。議員亦希望的士可以有電子付費的

選擇。同時，同意加強的士司機的培訓和監管的士司機的違法行為。 

 

所有政黨都對「黑的」行為不滿，關注司機同時看多部手機，駕駛專注不足，

行車不安全，令乘客感到不舒適。他們同意的士業界必須改革，提升服務。他

們分別贊成一）為司機設立退休基金及醫療保障系統；二）在繁忙時間和地區

設立公交車專道，讓包括的士在內的公交車行駛，加速公交車的流轉；三）政

府應尊重私有產權，「專的」方案不能打擊現有的士，尤其是不能令車主司機

一生積蓄化為烏有；四）政府應讓現有的士參與「專的」，讓現有的士有出

路；五）政府不應容許 Uber 或「專的」和現有的士進行不公平競爭，Uber 的

營運必需符合香港法例；及六）政府應控制私家車增長，解決交通擠塞，加快

路面公交流轉。 

 

改革建議： 
 

一、加強規管的士持牌人、車輛和司機質素 

 

為提升待客之道，達至以客為主，以客為尊的目標，的士車輛和司機質素必須

受到適當的監管。根據運輸署有關專營的士的立法會文件，現時的士車輛牌照

或司機駕駛執照都無監管的規例，可要求車主或司機待客之道。為堵塞這漏

洞，讓政府有權有責，協助業界提供優質服務，以滿足乘客的期望。本業議會

認為只有三種方法：1）收回現有全部 18163個的士牌照，重新發牌。政府可加

入發牌條款，規管持牌人。例如牌照有年限、持牌人必須是司機、不得出租

等。2）參照巴士和小巴的客運牌照，向現有的士牌主發出有年期的牌照，列

明收費水平和服務條款，規管新的服務牌照持牌人、車輛和司機的質素。現有

18163 個的士牌主可自行選擇申請這服務牌照，亦可根據條款退出。3）發出新

專營的士牌照，列明收費水平和服務條款，規管持牌人、車輛和司機的質素。 

 

無論第二或三種方法，服務條款可包括車輛級別，如車價比現時的士車輛為

高，或必須是更環保的混能車、全電動車或可接載輪椅車。車輛要配備無線上

網、無現金支付系統及可監控車輛操控的全球定位系統等；營運商要有容易叫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118 號 TGN 觀塘啟迪創新總部 5 樓 501 室 
 電話：2117 7012          email：info@hk-tc.org 

車系統，接載率要達 90%以上，也要有處理投訴、懲處及讚賞司機和代客找失

物機制；司機要儀容整潔，保持車輛潔淨，待客有道等。 

 

第一種方法要重新制定的士條例，第二和第三種方法都要修例，設立新一種收

費咪錶，並授權運輸署規管職能。 

 

採取後兩種方法最關鍵之處，是要確保營運商有足夠資源，提供服務。持牌人

要符合這些服務條款，政府必须讓他們收取比現時的士較高的收費。運輸署對

持牌人的監管，將和監管專營巴士及小巴一致，可作有效監控。違規的可警

告、罰款、以至暫停或永久吊消牌照。 

 

似乎政府現時已決定採取第三種方法。但決定前有沒有就不同的做法作分析，

政府沒有交待，亦沒有作公眾諮詢，公眾無法判斷政府是深思熟慮，還是魯莽

行事。業議會從以下幾個關鍵因素，判斷這三種方法的優劣。 

 

從制定政策自由度，讓公眾有選擇，滿足個人點到點的運輸需求來看，第一種

方法是最乾浄利落的。政府可以完全自由决定：1）服務種類、2）收費水平、

3）車輛種類和設備、4）司機入職和在職要求、5）發牌種類和數量、6）營運

方式、7）服務水平、8）處理投訴機制、9）賞罰制度等等。第二及三種方法

都會受制於現行條例，任何改動都有被司法覆核的風險，尤其是第三種方法可

能涉及以不同方式發出牌照，抵及約定俗成的做法。 

 

從施政複雜度和執行難度而言，第一種方法最難。政府要重新規劃個人點對點

服務的立法規管，還要制定過渡期，防止混亂。第二種方法最簡單，做法沿用

對巴士和小巴的規管，有跡可尋，不用太多解說，各持份者即可遵從。第三種

方法無跡可尋，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令持份者迷糊不清， 要順暢推行這方法，

必須相當力量和時間的解說，實不容易。 

 

從公眾觀感而言，第一種方法顯示政府最大決心，改革的士服務，以滿足市民

的期望。但卻冒最高風險，當民眾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第二種方法有給公

眾維護現有車主利益的錯覺，原因是新的服務牌照只發給現有 18163 個持牌

人。第三種方法似乎給公眾一㮔打破既有習慣的感覺，因為有新的牌照，新的

營運方式。但這種「英雄」感覺不可持續，政府完全沒把握，保證 3 個營運商

把 600 部車經營得比市面優質車隊更好。一時「英雄」的觀感過後，往後的監

管工作，是摸著石頭過河，比第二種方法更艱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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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利弊，香港的士業議會認為第二種方法最可取。它是在現有基礎上，讓現

時 18163 部的士車主申請新的服務牌照，加強政府的規管，為乘客提供更優質

的士服務。同時，讓現有 18163 部的士可以有上流的機會，拖動整體服務質素

上升。至於保護現有車主的錯覺，只要開誠佈公的向公眾解釋，無論一半以上

的司機車主或餘下的車主公司，持有的士牌照，都是正當的投資活動，不難取

得公眾的認同。若果政府一意孤行，採取第三種方法，首先發出 600 個新的士

牌，必會加劇交通擠塞，尤其是在繁忙地區更甚，這與政府壓抑車輛增長，以

舒緩擠塞的政策背道而馳。 

 

二、嚴懲「黑的」、奬勵優質服務 

 

乘客和業界對拒載、兜路、濫收車資、粗言穢語等「黑的」行為深恨痛絕，這

些行為破壞了乘客和司機的互信，給乘客不可磿滅的壞印象，亦令的士業界蒙

羞。為抗衡「黑的」行為，許多司機/車主自覺淨潔車箱、提供紙巾、充電及

無線上網等設備和提供不用現金支付服務、主動招呼乘客等等，讓乘客有一個

愉悅行程。公眾都期望政府能發出一個明確訊息，打擊違法劣行，奬勵善舉。 

 

業界一直不遺餘力打擊「黑的」行為，建議政府引入如新加坡的扣分制，對司

機的違例行為扣分，扣滿分就吊銷司機證。同時建議在車箱內安裝全球定位系

統(GPS)和 CCTV，監察車輛運作狀況，方便搜証，能有效處理對「黑的」行為

的投訴。事實上，業界亦主動在部份的士安裝了 GPS和 CCTV測試，証明這些設

置運作良好，能提供有用資訊，而司機或乘客亦沒有負面意見。因此，業議會

建議政府應積極考慮引入違例扣分制和規定所有的士車輛安裝 GPS及 CCTV。 

 

在提供優質服務方面，近年業界已經不停引入可接載輪椅車和大型行李的車

輪，並陸續成立有品牌的車隊，包括鑽的、星群的士、派的、HKTaxi、

HKCab。他們都有接受「讚」和處理投訴的機制。目前，這些提供優質車輛和

服務的車隊都在摸索中，會否血本無歸?是未知之數。政府應提供合適的鼓勵

或奬勵，讓他們可持續擴展。為此，運輸署可考慮一個驗證制度，對提供優良

服務的車隊進行驗證，並定期公布獲驗證的車隊名稱。 

 

三、加強職前、入職和在職培訓，提供人力資源 

 

妥善解決的士行業的人力資源培訓，是行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服務以客為主、以客為尊的態度最好能在入行前有合適的培養和薰陶。行業正

規化、專業化，和教育制度掛鈎是必由之路。一可讓年青人創業，二可為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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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新思維，開創新的客運服務種類。的士行業的在職司機起碼四萬，打理

人、傳呼台、智能手機程式營運、車主等從業員合共幾千，現正藉新老交替之

時，是年青人創業的好時機。 

 

的士行業其實有晉升階梯，由司機、打理人、車隊經理、車行經理、車行合伙

人、以至老板。亦有支援團隊，由傳呼台姐、台長、智能手機叫車程式技術

員、經理、大數據分析員、大數據開發、使用和銷售、以至營運集團的總裁。

的確是一門既舊且新的行業。和其他行業一樣，年青人由低做起，首先當司

機，了解待客之道，然後晉升，對如何能提供更貼心的客載服務，打好堅實基

礎。 

 

當司機，就要考獲駕駛執照，現行制度下，年青人要滿 18歲才可考車牌，要有

3 年的私家車或輕型貨車牌才可考的士牌。亦即最少 21 歲才可考的士牌或駕駛

的士。但隨著運輸署把持牌 3 年的要求降至 1 年，21 歲的界線就顯得沒有意

義，反而成為年青人入職的障阻。 

 

現行的教育制度下，年青人中學畢業是 17 與 18 歲間，若選擇進入職業培訓局

的 2 至 3 年課程就讀，畢業時是 19 與 20 歲間，就算能考上私家車駕駛執照，

再考到的士駕駛執照，也未滿 21歲，不能入職，駕駛的士。 

 

明顯地，若政府在立法把持牌 3年降至 1年要求的同時，剔除 21歲的規定，那

就掃除年青人入行的全部障阻。 

 

至於課程，當局可和職訓局商討，在它們的運輸課程中，加有經營的士的單

元。若同學修讀這些相關單元，畢業後可加入的士行業。相關經營的士的課程

單元，可參考倫敦和新加坡的經驗，同時讓這些課程單元納入認可資歷架構

中。當一切就緒時，當局更可考慮規定未來入行的資歷，必須擁有正式培訓的

合格證書，以確保從業員的質素。 

 

經過正規教育培訓畢業的同學，需要入職培訓，令他們能了解行業最新的狀

況。更重要的是讓他們能初步掌握搵食的竅門，並且可以入職，開展自己的事

業。目前，業議會和有些車行公司都有組織自己的入職培訓課程，但各施各

法，若政府能資助並制定統一方法，會有助有志有職人士。 

 

至於在職培訓，現時業議會已和再培訓局制定課程，政府除提供津貼，讓在職

人士可免費就讀課程外，還必須提供足夠的誘因，如抵銷違例扣分，才能鼓勵

更多在職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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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的士提供良好營運環境，讓的士能做到快捷方便點對點載客服務 

 

的士服務要能吸引乘客，尤其是吸引擁有私家車人士放棄使用汽車進入市區，

必須方便、快捷和舒適。要達到這些要求，政府的政策幫助必不可少。除了車

輛外，的士的謀生工具就是道路。道路是公有的，誰可優先使用或誰不能使

用，由政府決定。只有讓的士在方便乘客地點上落，和優先使用道路，才可為

乘客提供方便和快捷的服務。 

 

在提供方便上落客點方面，政府應全面開放禁區，為的士乘客提供方便，而在

路面使用上，政府應把巴士專線提升為公交專線，讓的士可更快把客人送到目

的地。 

 

現時在繁忙路段，路面劃有巴士專線，讓巴士享有優先使用這些路面權，同屬

公交的小巴和的士都未能享有這種權利。為全面提升小巴和的士的營運效能，

政府可參照其他國際都會如倫敦的做法，開設公交專道，讓巴士、小巴和的士

都享有優先使用權。當然，一條行車線是不可能應付全部公交，當局應考慮在

繁忙時段，將繁忙路段的全部行車線指定為公交通道。這樣，就更能確立以公

交為主的運輸政策。其實，當的士和小巴更有效使用現時的巴士專線時，會騰

出路面空間，讓在其他行車線的車輛得益。 

 

控制路面擠塞，尤其是繁忙時間和路段的擠塞，是政府為公交提供良好經營環

境必不可少的措施。交通諮詢委員會曾於 2016年建議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壓抑

私家車的增長和使用，又建議利用電子道路收費，減少車輛進人收費區，造成

擠塞。政府應認真儘速落實這些措施。而政府建議新增 600 部專營的士，讓更

多營業車爭相使用繁忙路段，加劇擠塞，是與既定政策背道而馳的。 

 

五、設立基金，為的士從業員提供醫療及退休保障 

 

現時行業經歷嚴重的人力短缺難題，尤其是司機不足和平均年齡徧高，又缺少

新人入行。要走出這困境，實有必要大幅改善司機的職業保障。成立一個永久

性的基金，為從業員提供醫療保險和退休保障，是在諮詢期間收回最多業內人

士的選項。 

 

不少車主和車行表示願意承擔注資基金。當局可考慮在的士牌的轉賣交易中，

抽取固定金額，投入基金。業界雖然有此意願，但沒有法例的支持，絕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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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平、公正和令人信服。業議會建議政府支持業界的構想，主動和業界一起

研究落實的方法。 

 

六、資助購置及使用無障礙的士，讓行動不便人士可更多出行 

 

由於人口老化，加上傷健人士出外活動增加，越來越多乘客需要無障礙的士服

務。現時，只有約 100 部的士可裝載輪椅，遠遠應付不到需求。可接載輪椅的

車輛的購買和維修成本會比一般車輛高，為鼓勵車主購置這類車輛，政府有必

要提供足夠的誘因。另一方面，就是車輛可載輪椅，司機安排這類乘客上落，

要花多一點時間，要承擔額外時間成本，司機也不一定願意接載使用輪椅人

士。為讓賺取微薄收入的司機不致有損失，鼓勵他們服務用輪椅人仕，政府有

必要提供足夠補貼給使用輪椅人仕乘坐的士。 

 

為能儘速達到可載輪椅的士的數量目標，政府應考慮限時限量發放購車補貼。

而津助使用輪椅乘坐的士，則需持續提供。 

 

七、為電動的士設置充電設備，加速的士電動化，減輕路旁空氣污染 

 

路旁空氣污染一直困擾香港，市區的情況尤其嚴重。回歸以來，政府花了以十

億計的補貼，為舊車加添尾氣淨潔設備，及加快舊車轉換更環保新車。雖然減

慢了空氣質素惡化，但並不能持續。過去一年，主要的空氣污染物氧化氮和微

粒，以至臭氧都不跌反升，不時成為城中熱話。 

 

全世界大城市都致力遏止汽車交通產生的空氣污染，從現時汽車科技發展的情

勢分析，電動車已普遍被採用，尤其是電動房車，其性能和續航力，已可以媲

美傳統車輛。國內大城市用電動房車做的士，已十分普遍，估計會是全球大趨

勢。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是決定領風氣之先？還是慢慢地等？是特區政府的

決擇。 

 

近年，政府在推動電動車的政策上左搖右擺，舉旗不定。兩年前，曾全面豁免

電動車輛的首次登記稅，鼓勵進口和售賣電動車。但當只有一款名貴電動車暢

銷和車輛數量不斷增長，政府馬上撤回全免首次登記稅。今年政府在壓力下，

改以舊車換新車(一換一)和增加税務減免，應對社會的訴求。 

 

在運輸和環保政策上，全力推動環保公交肯定最能同時解決交通和環保的議

題。其他任何政策是會是次優的選擇。從目前情勢和科技處境分析，我們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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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結論：政府應首先全力鼓勵電動的士的購置和營運。電動的士遇到的最大

障阻是充電設施不足，其次是車價較傳統車貴。 

 

業議會建議政府提供方便的充電網絡，解決電動車使用的難題。若以全港

18163 部的士計算，大約要 6000 部充電裝置，每個充電裝置約 300000 元計，

政府最高投資 18億元。再加上提供採購環保的士的適當補貼（政府曾補貼每部

的士 60000元由柴油轉石油氣），相信會大大加快電動的士的銷售和使用。 

 

八、打擊非法載客取酬活動，保障乘客和守法營運者的利益 

 

近年，「白牌車」非常猖獗，尤其在網絡招攬乘客，無所不用其極，教唆和引

誘司機和乘客，使用他們提供的非法服務。根據業議會委託恒生商管學院進行

連續三次的季度調查結果，顯示乘客對的士服務的意見穩定，有 60%強的乘客

滿意或十分滿意的士服務，30%強的乘客認為服務一般，只有約 6%的乘客不滿

意或極不滿意服務。但過去一段時間，傳媒突然出現大規模的評論，對的士服

務惡意攻擊。業議會有理由相信，這是非法載客取酬集團有部署的，推動「踩

低別人、抬高自己」的策略。政府容忍這些非法行為，造成非法者得食，守法

者當災的局面。社會將會秩序大亂，逼良為娼。想日求兩餐的，都只好投身非

法活動。 

 

嚴厲打擊非法行為，政府責無旁貸。業議會建議政府應發動一連串雷霆掃穴式

行動，一方面大規模向公眾講解這些非法行為，再而建立一個簡易程序，讓公

眾和業界舉報這些非法活動，政府積極起訴，把不法之徒繩之於法。 

 

表面上，乘客以為可從非法載客取酬活動中受益，有人表示他們提供了有別於

的士的選擇。但由於不受監管，若遇上任何事故，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

命財產都不受保險，沒有保障。 

 

結語 
政府應接納香港的士業議會的建議，協助推動的士業改革，讓市民能得到滿意

的個人點對點客運服務。 



 *此調查由香港的士業議會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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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乘客意見調查報告 ——  2018 第四季 

 

摘要 

 

自 2017 年五月開始，恒生管理學院全球供應鏈政策研究所何熾權博士與黃惠虹博士每季

進行一項關於香港的士服務質素問卷調查。 2018 年第四季的調查於 11 - 12 月期間進行，

此項調查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在全港各區共派出九位調查員，以面對面的方式訪問的士

乘客。此次調查成功訪問了 1202 位的士乘客。 

受訪者需為車款設計、專業態度、路面配套三個範疇，13 項的士服務質素進行評分。調

查結果顯示，受訪乘客評分較高的五項的士服務元素分別為‘的士車身和車廂清潔’、‘的士

司機熟知乘客目的地及交通狀況’ ，‘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 及 ‘的士司

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車資)’ ，’ 的士車廂寬敞、座位舒適’ ，‘的

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路線’。此五項服務元素中有一項是關於的士車款設計，

四項反映的士司機專業態度，四項服務元素已達致良好水平。 

大部分服務質素元素的平均評分均有輕微上升。受訪者在 13 項服務質素中評選了五項最

重要的元素，當中四項服務元素皆與的士司機的專業態度有關，一項與路面配套有關，反

映出的士乘客在眾多元素中最看重的士司機的專業服務態度，同時也很關注能否在路旁容

易地截的士 。此五項元素的評分平均值接近良好水平。香港的士業質素 2018 年第四季調

查的綜合平均得分為 3.78 分，所對應的質素評級為四星，質素達至良好。此質素評級與

上季持平。 

相比去年同期，的士整體服務質素及服務整體滿意度有著明顯改善，當中給予優秀平分的

乘客百分比上升近一倍。業界應繼續努力，持續改善，以符合乘客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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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設計與受訪者的基本信息 

如表一所示，在此項調查中受訪者會圍繞著車款設計、專業態度和路面配套三個範疇為

13 項的士服務質素進行評分。所有項目評分皆分為五個等級，最高等級為“非常同意”，

相應的評分為 5 分，接下來的等級包括“同意“，“一般”與“不同意”，相應分數為 4

分、3 分與 2 分，最低等級則為“非常不同意”，得分為 1 分。 

表㇐ 香港的士服務質素元素 

在對的士服務質素進行評分後，受訪者還會為 13 項的士服務質素的重要程度進行排序，

並且為的士行業的整體服務質素與整體滿意度進行評價。接著，受訪乘客會被問到對於新

建議的看法，比如說，政府應資助殘疾人士乘坐為輪椅使用者而設的無障礙的士。問卷的

最後部分還會採集一些關於乘客個人搭乘的士的模式與習慣方面的信息，並加以分析。例

如，平均一個星期會搭乘的士多少次。 

  

  

車款設計 

1.     的士車身和車廂清潔 

2.     的士車廂溫度適中 

3.     的士車廂寬敞、座位舒適 

4.     的士很環保 (如廢氣排放量低、耗能低) 
  
  

專業態度 

1.     的士司機熟知乘客目的地及交通狀況 

2.     的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路線 

3.     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 

4.     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車資) 

5.     的士司機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 (如協助乘客擺放輪椅和行李、提醒乘客帶齊物件才下車) 

6.     的士司機待客以禮 (如主動與乘客打招呼、禮貌地詢問和確認目的地) 
  
  

路面配套 
1.    的士站和上落客點很充足 

2.    在的士站輪候時間不長 

 3.    在路旁很容易截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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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調查共派出九位調查員分佈在全港各區對的士乘客進行問卷訪問，而調查訪問的時間

則平均分佈在白天和晚上的繁忙與非繁忙時間。在正式開展調查前，調查員都會先接受調 

查訪問培訓，並且在完成每天的調查後，進行數據錄入的工作。 

 

此項調查成功訪問了 1202 位的士乘客，當中包括 573 位女士和 629 位男士。而在受訪

者的區域分佈方面，新界約佔五成，而港島與九龍則分別有兩成半。受訪乘客當中絕大部

分為本地居民，也有 58 位為非本地居民。在年齡方面，七成六受訪者年齡處於 18-49 歲

之間 ; 而在職業與收入方面，七成二為在職人士，另外有一成八為學生，而大概七成受訪

者每月平均收入介乎 10,000 至 49,999 港元之間。至於教育程度方面，六成四受訪者擁有

大專或以上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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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的士服務質素之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乘客評分較高的五項的士服務元素分別為‘Q４. 的士司機熟知乘客

目的地及交通狀況’ 、‘Q6. 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Q7. 的士司

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車資)’、‘Q3. 的士車廂寬敞、座位舒適’ 

及 ‘Q5. 的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路線’ （表二）。此五項服務元素的平均

得分都為 3.85 分，而對此三項服務的評價選擇同意（含非常同意）的受訪者都約佔

68.1%。此五項服務元素中有四項是關於的士司機的專業態度，一項關於車款設計，這反

映的士司機的服務質素有所改善。 

 

而受訪乘客對的士服務給予評價最低的則是‘Q12. 在路旁很容易截的士 ’和‘Q13. 的士

很環保 (如廢氣排放量低、耗能低)’。此兩項服務元素的平均得分分別有 3.４9 分和 3.２

８分，表現尚可。我們建議的士業應在這兩方面下工夫，進一步滿足乘客的期望。 

 

與上季比較，大部分服務質素元素的平均評分均有上升 (表二)。其中有八項元素的平均評

分在統計上的顯著改善， 它們包括 :‘Q４. 的士司機熟知乘客目的地及交通狀況’, ‘Q６. 的士

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 , ‘Q７. 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

不濫收車資)’ , ‘Q３. 的士車廂寬敞、座位舒適’ , ‘Q５. 的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

路線’及 ‘Q８. 的士司機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 (如協助乘客擺放輪椅和行李、提醒乘客帶齊

物件才下車)’, ‘Ｑ9.的士司機待客以禮 (如主動與乘客打招呼、禮貌地詢問和確認目的地)

‘ 及 ‘Q12. 在路旁很容易截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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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香港的士服務質素元素評分 (2018 年第四季) 
  

評分平

均值 

選擇同意

(百分比) 

與上季 

比較* 

Q4 的士司機熟知乘客目的地及交通狀況 3.90 71.71% ↑ 

Q6 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 3.87 67.89% ↑ 

Q7 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車

資) 

3.84 67.80% ↑ 

Q3 的士車廂寬敞、座位舒適 3.83 67.72% ↑ 

Q5 的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路線 3.83 65.47% ↑ 

Q1 的士車身和車廂清潔 3.80 70.63% ↓ 

Q2 的士車廂溫度適中 3.72 60.07% -- 

Q8 的士司機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 (如協助乘客擺放輪椅和

行李、提醒乘客帶齊物件才下車) 

3.71 59.57% ↑ 

Q9 的士司機待客以禮 (如主動與乘客打招呼、禮貌地詢問

和確認目的地) 

3.69 60.65% ↑ 

Q10 的士站和上落客點很充足 3.68 59.65% -- 

Q11 在的士站輪候時間不長  3.56 52.66% -- 

Q12 在路旁很容易截的士  3.49 50.50% ↑ 

Q13 的士很環保 (如廢氣排放量低、耗能低) 3.28 40.27% NA 

*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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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重要的士服務質素評選 

而在最重要的服務質素評選中，最多受訪者選擇了以下五項服務元素，此五項服務元素按

選擇人數由高至低排列分別是：‘Q7. 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

收車資) ‘ 、‘ Q12. 在路旁很容易截的士‘ 、‘Q4. 的士司機熟知乘客目的地及交通狀

況’、‘Q6. 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Q9 的 士 司 機 待 客 以 禮 

(如主動與乘客打招呼、禮貌地詢問和確認目的地)’。當中四項服務元素皆與的士司機的

專業態度有關，一項與路面配套有關，反映出的士乘客在眾多元素中最看重的士司機的專

業服務態度。而根據我們的調查，的士乘客對的士司機的專業態度還是比較認可的，因為

這四項服務元素的平均得分為 3.83 分（單項得分都在 3.7 分以上），表現較上季改善 (表

三)。值得留意是 : 乘客很關注在路面上的士供應 ’在路旁很容易截的士’，它的關注排

名從上季的第九位上升到第二位。 

 

表三.  的士服務質素元素重要性排序 

 
服務質素元素* 選擇人數 百分比 評分平均值 

Q7 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車資) 455 37.9% 3.84 

Q12 在路旁很容易截的士  397 33.0% 3.49 

Q4 的士司機熟知乘客目的地及交通狀況 391 32.5% 3.90 

Q6 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 362 30.1% 3.87 

Q9 的士司機待客以禮 (如主動與乘客打招呼、禮貌地詢問和確認目的地) 340 28.3% 3.69 

Q5 的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路線 325 27.0% 3.83 

Q1 的士車身和車廂清潔 279 23.2% 3.80 

Q8 
的士司機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 (如協助乘客擺放輪椅和行李、提醒乘客

帶齊物件才下車) 

252 21.0% 
3.71 

Q10 的士站和上落客點很充足 246 20.5%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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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在的士站輪候時間不長  230 19.1% 3.56 

Q3 的士車廂寬敞、座位舒適 145 12.1% 3.83 

Q2 的士車廂溫度適中 134 11.1% 3.72 

Q13 的士很環保 (如廢氣排放量低、耗能低) 48 4.0% 3.49 

 

二. 二 的士司機的專業態度表現 

鑒於乘客對的士司機的專業態度十分著重，我們分析了在過往一年調查中，在專業態度方

面的表現。 在下列六元素中，評分平均值均平穩上升。當中，以 ’ 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

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車資)’’ 的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路線’及 ’ 

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上升幅度最為明顯，可見司機專業態度有所改

善。 

1. 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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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路線 

 

 
3. 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和平穩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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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的士司機熟知乘客目的地及交通狀況 

 

 

 

 
5. 的士司機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 (如協助乘客擺放輪椅和行李、提醒乘客帶齊物件才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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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士司機待客以禮 (如主動與乘客打招呼、禮貌地詢問和確認目的地) 

 

 

二. 三 的士車輛及司機服務質素評價 

自上次調查開始，我們邀請受訪乘客針對的士車輛及司機服務質素評價。在的士車輛質素

方面，評分大致一樣。在的士司機服務質素方面，平均分比上季上升了３分，認為滿意的

乘客百分比多了６.４％。  

表四. 香港的士車輛及司機質素評價(18 年第四季) 
 

等級 評分 

的士車輛 的士司機服務 

評價 百分比 評價 百分比 

5 80-100 分 質素優秀 24.0% 非常滿意 24.7% 

4 60-79 分 質素良好 43.3% 滿意 43.8% 

3 40-59 分 質素一般 31.0% 一般 30.1% 

2 20-39 分 質素較差 1.7% 不滿意 1.3% 

1 0-19 分 質素極差 0.0% 非常不滿意 0.0% 
 

  平均分 64.5  平均分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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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的士業整體表現之分析 

在了解的士乘客對於各項細分服務元素的評分以及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服務元素的具體表

現後，在調查問卷的第二部份中，則是針對受訪者對於的士行業整體表現的評價。 

 

從問題設計上說，第十七道問題是關於香港的士整體服務素質評分，而第十八道問題則是

關於香港的士服務整體滿意程度。兩道問題都細分成五個等級，而滿分一百分的評分則由

低到高平均分配到這五個等級中，即每個等級都代表著二十分的得分區間，同時也代表著

受訪者的評價與滿意程度，如表五.一 和表五.二所示。 

表五.㇐ 香港的士整體服務質素評價 

 

表五.㇐ 香港的士服務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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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到，受訪乘客對於這兩道問題的評分非常接近，反映受訪者對於的士服

務素質的評價與滿意度有著高度的關聯性。從具體得分來看，兩道問題的平均值得分為 6

５.２分。這是繼上一季後，持續超過 60 分,代表的士乘客普遍認為的士的服務質素良好，

對的士的整體服務較滿意。從受訪者的選擇分佈來看，首度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的士

的服務質素良好或優秀，而只有約１%的受訪者認為的士服務質素較差甚至極差。相仿的

比例在的士服務整體滿意度的問題中也能看到，也是首度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滿意或非常

滿意的士服務，而有１%的受訪者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士服務。當中，以表現優秀和非

常滿意的百分比升幅較明顯。 

 

總體來說，綜合五個最重要服務質素元素評分平均值、整體服務質素等級平均值及整體滿

意度等級平均值，香港的士業質素 201８年第四季調查的綜合平均得分為 3.７８分，所對

應的質素評級為四星，質素達至良好。這質素評級和上兩季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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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組分析 

 

如表六所示，在對受訪者進行分組分析後，我們發現跟上季不同的結果。在性別、學歷、

薪水和遊客/居民的分組，對服務評價的平均分有著幾分的差別。這和上季的結果不同，

但與第一次(第二季)分組平均分相似。 

 

過往三季均反映，受訪遊客和非本地居民對的士的評分與滿意度普遍比本地居民高。 

 

表六分組分析 
 

分組 的士整體服務質素評價 的士服務整體滿意度 

性別 
女 67.42 67.76 

男 62.81 63.11 
 

 

學歷 
大專或以上 63.99 64.30 

其他 66.84 67.15 
 

 

收入 
≥ 2 萬 61.71 61.94 

< 2 萬 68.26 68.66 
 

 

遊客/居民 

遊客/ 非本地

居民 
78.28 78.90 

本地居民 64.34 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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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的士乘客對㇐些新建議的看法 

 

在此份問卷中，受訪者還會被問到關於一項新建議的看法（表七）。調查結果顯示，普遍

受訪者支持 ‘政府應資助殘疾人士乘坐為輪椅使用者而設的無障礙的士’的新建議，超

過八成的受訪者對此項建議給予了‘同意’與‘非常同意’的評價。政府也可以提供誘因，

鼓勵的士提供新服務，配合不同乘客需要。 

表七 新建議的看法 
 

  評分平

均值 

非常不

同意 

不同

意 ㇐般 同意 

非常同

意 

Q23 
政府應資助殘疾人士乘坐為輪

椅使用者而設的無障礙的士 
4.31 0.4% 1.8% 15.1% 31.0%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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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搭乘的士的模式與習慣 

 

在問卷的最後，研究者還會採集一些受訪者個人搭乘的士的行為模式與習慣的信息，此部

分一共通過四道問題採集四方面的信息。此部分的統計結果如下： 

1. 受訪乘客平均一個星期約搭乘的士 1.6 次。從選擇分佈來看，約四成半的受訪者每

周搭乘的士兩次或以下。 

2. 在搭乘的士類型方面，搭乘市區（紅的）與其他的士（綠的和藍的）的乘客比例約

為 6.5 : 3.5。 

3. 於繁忙時間（07:30–09:30 及 17:00-19:00）乘搭的士次數百分比約為 39.1%。 

4. 在乘搭的士的主要原因方面，最多受訪者選擇‘緊急情況’，其次是‘不懂如何往

目的地’及 ‘方便’，合共佔總受訪者的比例約為 44%。乘搭的士的主要原因正

慢慢改變，不再是因為 ’上班 /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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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結 

 

總體而言，自去年初開始作調查，首度有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香港的士的整體服務質素良

好，也滿意的士的整體服務。本季的士服務整體滿意度平均得分為 65.3 分，達到滿意水

平。 對比上兩季，大部分服務元素的表現有平穩上升趨勢。我們建議的士業應優先從

‘在路旁很容易截的士 ’與‘的士司機待客以禮’這兩方面進一步改進服務質素。至於

車款設計，的士業也應滿足乘客對’ 的士很環保 (如廢氣排放量低、耗能低)’的合理期

望 。隨著網上預約的士程式的普及，業界也許要預留足夠的士在路面上，以滿足不同乘

客的需要。 

 

對於乘客普遍贊成的新建議， ‘政府應資助殘疾人士乘坐為輪椅使用者而設的無障礙的

士’，則應與有關方面溝通，陸續推行。 

 

乘客乘搭的士的主要原因正慢慢改變，不再是主要因為 ’上班 / 下班’。面對競爭和乘

客要求提升，行業與時並進，通過不同形式進行自我改善和管理，使的士從業員的行為更

符合法規、職業道德，並持續改良的士車款設計，提升整體服務質素。 

 

 

完 





香港的士業議會 - 「的士禮貌運動2018」檢討報告 
 

運動背景 

1. 「香港的士業議會」(下稱議會) 為了提升的士服務質素，以滿足香港市民和遊客對的士

服務的期望，繼2017年的成功經驗，今年續辦的士禮貌運動2018，持續推動提升的士服

務。《的士禮貌運動2018》除得到「優質旅遊服務協會」贊助港幣10萬元外，亦得到運

房局、運輸署、「商業電台」馬路的事和警務處全力支持和協助。 

 

2. 議會推動禮貌運動是要回應乘客調查的結果。議會委托恒生管理學院 (現稱香港恒生大

學) 在2017年三個季度和2018年第一季進行了四次的士乘客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乘客

最重視司機的服務態度。自去年舉辦禮貌運動等活動以來，乘客對的士服務的滿意度逐

步上升，2018年乘客對的士服務滿意度達 63.3分。 

 

運動目標 

3. 《的士禮貌運動2018》的目標是減少司機和乘客的誤會，令乘客感到賓至如歸，減少不

必要的不禮貌行為，增加讚賞，減少投訴。《的士禮貌運動2018》的口號是：『待人以

禮，我們做到』。《的士禮貌運動2018》派出年青禮貌大使駐守在繁忙的的士站，向乘

客和司機提供正確資訊，協助乘客尋找乘車服務，上落車，認識目的地和收費水平，也

向的士司機講解待客之道，讓的士服務向正規的方向健康發展。 

 

4. 議會在的士車廂內張貼司機須知和乘客須知，溫馨提示司機同業良好的服務態度和行為：

包括“待客以禮”、“不拒載、不揀客、不兜路”、“不濫收車資”、“主動幫助乘客”

等。同時，希望提示乘客尊重司機，包括“不應向司機作出不恰當行為或粗言穢語”、

“不可在的士禁區上落或等候”等。 

 

運動目的 

5. 禮貌大使在的士站向乘客及司機派發宣傳刊物及單張，推廣議會的職能及服務；講解乘

客權利和義務；鼓勵的士司機保持良好的服務態度；勸導司機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

車資；倡議的士業改革；同時協助運輸署派發最新的「的士服務指南」。 

 

揀選禮貌大使  

6. 「禮貌大使」要求大專程度，今年男女學生共有19名均來自「恒生管理學院」並經過培

訓，了解的士營運的規範和司機及乘客須知。若有不能解答的疑問，議會有理事作為

「指導員」在場協助。學生當值時均須穿著特製「禮貎大使」制服以資識別。 

 

禮貎大使「指導員」 

7. 指導員在每個的士站協助學生推廣是非常重要的，他們的經驗及認知可以彌補禮貎大使

的不足外，同時亦可起到監察學生的操行及工作態度。指導員工作的分擔是由「香港的

士商會」全力支援港島區的指導工作，九龍及新界區則由各議會理事及幹事輪流執勤。 

 

整體運動編排 

8. 2018 禮貌大使整體活動編排是參考2017年學生的建議、今年5月份議會會議建議、 

及贊助金額而編排如下： 

a. 日期：- 6月27日舉行啟動儀式，及由6月29日至9月28月 (逢星期三及星期五) 當值； 

附件三�



b.   時間：- 每日兩個時段由 (上午11時30分 - 2時30分) 及 (下午4時 - 7時) ； 

c. 人數：- 每段時間有兩個大使加一個指導員； 

d. 的士站當值地點包括：- 花園道山頂纜車站、金鐘地鐵站、銅鑼灣時代廣場、銅鑼灣

百德新街、中環畢打街置地廣場、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紅磡火車站、九龍塘多福

道火車站、中文大學火車站、大埔墟火車站等。 

 

運動工作重點 

9. 禮貎大使活動的工作重點如下： 

a. 在的士站向乘客提供協助包括搬運行李上車尾箱； 

b. 擔當外藉及內地遊客翻譯員； 

c. 解答的士乘客問題及派發議會宣傳刋物及運輸署「的士服務指南」和小禮品； 

d. 指示遊客目的地； 

e. 鼓勵司機協助乘客搬運行李，在車廂內張貼「的士司機守則」的溫馨提示貼紙。 

 

接觸乘客/司機及派出刋物數目 

10.  接觸乘客/司機的大概平均數約 39720 (23日 x 12小時 x 每小時 140人 + 1080) ： 

       a.  港島區的士站 (平均人數約 19320人包括 13800 乘客及 5520 司機) ； 

       b.  九龍區的士站 (平均人數約 19320人包括 13800 乘客及 5520 司機) ； 

       c. 新界區的士站 (平均人數約 1080人包括 720 乘客及 360 司機) ； 

       d. 派出宣傳刋物包括；議會 6000 份單張/膠貼/500個鎖匙扣、運輸署 2400 份新出版

「的士服務指南」連貼紙/膠片扇。 

(備註：作為小禮品免費派給乘客和司機的兩批鎖匙扣指甲鉗 : - 第一批由「的士司

機從業員總會」贊助的3000個和第另一批1000個由議會訂製的均因為需時設計、報

價、製作及其他失誤等拖延，分別於9月24日及10月15日才由內地送到香港，並實際

只有一天派發期) 

 

運動過程中面對的問題 

11. 在花園道山頂纜車站當值期間，「黑的」活動依然存在及同一批司機，有指導員亦曾致

電警方要求跟進某黑的過案；當值時期天氣非常炎熱，但興幸沒有禮貌大使當值時身體

不適而離場；有女大使在紅磡火車站被乘客指駡不能即時安排車輛；男大使被司機責駡

事前不向乘客講清楚過海的士站的分別；及由於議會單張/貼紙加入運輸署的「的士服

務指南」書刋連同膠片扇，一起派給乘客/司機，令小部份人把議會和運輸署混淆起

來，經過解釋及個別包裝後情況沒有再出現。 

 

運動的得著及反思 

12. 為期3個月共26個工作天的「禮貎大使」活動，已達到預期的效果，乘客對的士服務給

予一個良好的印象，司機亦正面回應此活動，下列各點可以反映活動成果及反思：- 

a. 乘客感激及欣賞禮貎大使的協助，例如；代上行李、照顧小孩及行動不便人士； 

b. 乘客感謝代尋回失物； 

c. 在的士交更時，協助司機及乘客配對，雙方各得所需，例如；司機交更目的地與乘

客的一樣； 

d. 第一時間指示乘客往過海的士站，避免上落行李引致司機/乘客費時失事，雙方非常

接受； 

e. 通知「的士電召台」，派車接載候車乘客，乘客滿意； 



f. 在花園道山頂纜車總站，可以牽制「黑的」劏客的行為； 

g. 個別司機有揀客情況，尤其交更時段，例如；遊客要求由尖沙咀天星碼頭前往海洋

公園，司機聲稱九龍車，不熟港島區； 

h. 司機不太接受特別設計的「司機守則溫馨提示」貼紙，但喜歡宣傳單張、運輸署的

膠片扇、的士服務指南及議會鎖匙扣； 

i. 司機及乘客渴望「香港的士業議會」長久性地提供此等活動。 

 

日後的改善地方 

13. 禮貎大使在的士站可以起到司機與乘客之間的協調作用，但要日後做得更好，建議在下

列地方多加思考及實行： 

a. 因應上年建議，應該設計一些禮品送給司機/乘客令其更加認識議會，今年製作了一

批具備「指甲鉗/開樽蓋」的鎖匙扣，此小禮品非常吸引及有司機特意到派發點要求

索取，日後應構思有系列的小禮品，例如；類似「麥當勞」的玩具槪念，並要小心

掌握製作時間安排； 

b. 應該舊事重提「運輸署」牽頭一起參與此活動； 

c. 議會成員應該協助及編排更多「指導員」當值，以便在現場協助禮貎大使解答乘客

問題/查詢； 

d. 加強及深化司機的服務意識，從旁協助乘客搬運行李及其他合理服務； 

e. 再次要求運輸署配合，重點檢討的士過海站的指示標誌，加強指示令乘客清楚方向

輪候，例如；中環畢打街、銅鑼灣百德新街、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紅磡火車站

等。 

 

14. 根據第一次活動後的學生建議，不要在星期六的日子安排此活動因乘客量很少，所以今

年將星期六改在星期三。但是在開學後，發現學生在星期三上課的人數很多，而做成星

期三人手出現輕微不足情況，下㳄活動應該預早跟老師和學生商議合適的日期配合乘

客。 
 

禮貌大使運動未來持續發展 

15. 議會透過不同渠道、埸合、及推廣活動等，例如；「商業電台」馬路的事，這幾年的認

知程度是有所提升的。「的士禮貌運動」是其中一個認知推廣活動，因此來年可以考慮

繼續舉辦，當然經費是非常關鍵，尋找及得到贊助是先決條件。 

 

特別鳴謝 

16. 在此特別鳴謝：-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的慷慨贊助；「商業電台馬路的事」提供啟動

禮的司儀及在電台節目作出呼籲；「警務處」安排特別巡邏小隊協助；「運房局/運輸

署」提供的膠片扇/的士服務指南等物質支援；及「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贊助的 3000 

個鎖匙扣；及易志明議員協調各相關機構。有關各項開支可參閲附件一。 

 

 

 

Paul Wong 

(2019 年 1 月 10 日) 

 
 



附件一 

禮貌運動 2018 收支表 

 
 

香港的士業議會 

禮貌運動 2018 收支表 

---------------------------------------------------------------------------------------------- 

 

A.   收入 :  

1.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贊助     $100,000.00 

2. 總收入        $100,000.00 

 

B 支出 : 

1. 禮貌大使制服 (20 件)                  $963.60 

2. 的士車身廣告                  $8,100.00 

3. 順豐速遞                      $160.00 

4. 租用貨車                      $390.00 

5. 購買摺椅 (26 張)           $1,988.00 

6. 勞工保險                    $5,656.16 

7. 指導員卡套                        $85.00 

8. 宣傳刊物                    $9,384.00 

9. 學生出勤費 (619 小時 x $100)              $61,900.00 

10. 鎖匙扣指甲鉗(1000 個)連運費                $5,650.00 

11. 每日運送宣傳刊物交通費                                $1,380.00 

12. 每日運送物資勞動力                             $4,600.00  

13. 總支出                 $100,256.76 

 

C. 收支平衡 : 

總收入 $100,000.00 減 總支出 $100,256.76 (超支)      ($256.76) 

                      

---------------------------------------------------------------------------------------------- 

(2019 年 1 月 10 日) 



eTaxi Apps 介紹

2018-11-29

**** PPT的畫面顯示的是概念擇要，並
不是最終設計。歡迎提供意見****

附件四�



願景 Vision

→提供一個方便，易於使用的APP系統

→具有叫車，支付，查詢和投訴功能

→以服務香港市民，方便旅客及多種需要人士，提升

乘客使用滿意度

→為全港的士服務，以提高的士服務質素，單量

→讓市民享受更好服務、讓的士司機、車主都能分享

成果

→ 將來可進一步發展成為國際領先的系統。



1. 產品設計
2. 重點功能
3. 乘客應用程式概述
4. 司機應用程式概述
5. 電召台應用程式簡介
6. 特色功能
7. 司機 星級評分
8. 司機 積分計劃
9. 車廂 整潔評分



1. 產品名稱, ICON設計

英文名稱: eTaxi , 中文名稱: e的士

意思是透過 電子軟件叫車的的士服務，及取其諧音”易”. 



2. 重點功能(1)

1. iOS和Android app(乘客應用程式), Android app (司機 )

2. 手機連結中央系統集成，包括GPS 定位，約車及接單，查詢司機位置

(但手機定位系統有內在缺點，如新加坡便採用整個軟硬件管理系統 )

3. 可即時落單/預約，可選多元化服務，如輪椅、寵物、多行李等

4. 可選定司機水平及車廂整潔(如4.5星級以上)

5. 可用社交媒體(Whatsapp, WeChat, SMS 等)實時分享行程位置給親

友

6. 乘客登記戶口，電郵收到單據，方便管理

7. APP上行程記錄 (路線，費用，司機資料等) 

8. 估計行程價格，可比較司機實際收費



9. 可選擇路線，例如：隧道和高速公路

10. 可選擇的士車類型

11. 多元化 支付方式整合，例如：現金、信用卡、手機支付等

12. 即時手機投訴，讚許，配合call 台熱線服務 (辦公時間跟進) 

13. 乘客對司機/行程 滿意度評分，配合的士業議會投訴處理機制

14. 司機有等級和積分制度，好司機多好單，惡劣的依機制除名

15. 實時交通/天氣廣播

16. 廣告播放及其他服務

17. 以上一些功能於第2階段推出

2. 重點功能(2)



3. 乘客應用程式概述
1. 註冊/登錄（用社交媒體或手機，然後驗證）

2. 用戶信息編輯

3. 支付方式（信用卡/電子支付/八達通）

4. 叫車，訂車，路線選擇，例如：隧道和高速公路

5. 允許選擇車型類別

6. 估計行程價格

7. 司機/行程 滿意度評分 / 投訴

8. 熱線查詢服務 (working days: 9am~6pm)

9. 即時行程分享

10. 車程歷史(含刪除功能)

11. 電郵行程單據



乘客戶口登記流程-1

輸入電話號碼 自動輸入驗証碼
填寫個人資料:
姓名, 電郵, 緊急聯絡
人資料或以社交媒體
登入



落單畫面

乘客戶口登記流程-2

預設付款偏好 驗證碼 條款與細則



10

乘客叫車流程-1

更多備註

語音輸入地
址，地圖顯
示，更多備
註

行程估價，落單
等待司機接單，顯示
司機數目，附近司機
數目和行程估價



11

乘客叫車流程-2

接單車輛和司機資
料，位置，打電話
和取消訂單

司機接單後，會在2
分鐘內致電乘客確實
上車地點和訂單詳情

分享行程給親友

實時位置及路線
(親友手機畫面)

1分鐘

樂助人



乘客 到達目的地

確認支付 評價服務

樂助人 樂助人

意見: _________



Delete history

乘客車程歷史 乘客優惠券

電郵收據

Service hotline



4. 司機應用程式概述

1. 註冊/登錄（手機號碼，駕照及司機証，然後驗證）

2. 用戶信息編輯

3. 支付方式（現金/信用卡/手機支付）

4. 訂單畫面，前往乘客路線

5. 估計行程價格

6. 司機評分(有查詢，獎勵建議制度功能)

7. 額外的費用/支付畫面

8. 行程歷史



上傳駕駛執照 上傳的士司機證 填寫基本信息

司機戶口登記流程-1



16

司機戶口登記流程-2

條款與細則接受支付方法設定

審核畫面

審核畫面



司機接單流程-1

接單畫面(已上
線)，訂單資料

確認接單
已接訂單及乘
客開始位置



司機 到達目的地

輸入車資 等待付款 成功收取

司機接單流程-1

80.50



Delete history

Coupons & points

司機車程歷史 司機消息

Service hotline



語音

落單

1

輸入電台 /乘客電

話號碼及小費

2

5. 電召台應用程式簡介



等待司機接單3
司機端畫面

台姐版落單與接單



告知乘客司機資訊4

台姐版落單與接單



6. 特色功能

乘客 司機

• 搵站易

• 計費易

• 安全易

• 俾錢易

• 登記易

• 聽單易

• 接單易

• 攞錢易



乘客 搵站易

• 顯示附近的士位置

• 顯示附近的的士站位置



乘客 計費易

預計行程價格

(*未包含附加費，並以咪

錶價格為準)



乘客 安全易

透過Whatsapp, 微信等

分享行程，或設定自動分

享到指定電郵



乘客 俾錢易

預設支付方式 (支援信用

卡，電子錢包，現金設定)

11.52

樂助人



司機 登記易

透過OCR 技術，自動辨識 和填入



司機 聽單易

收到新單時會以語音讀出，

司機無需時時留意手機屏幕



司機 接單易

司機現單即將到達目的地時，

會優先收到目的地附近的單

以便接載下一個乘客



司機 攞錢易

• 司機可在7-11，OK便利店24

小時提款(每次<=$500)，或於

指定找換店提款(<=$50,000)

• 司機可將app錢包的錢過數到

銀行戶口



• 星級是衡量司機服務水準的重要指標，我們知道司機們都很關注自己的星級變化。

• 司機星級及搶單優次：

• 5星司機 ( 星級平均分在4.5 以上)，優先10秒搶單

• 4星司機 ( 星級平均分在4.0~4.4 以上) ，優先5秒搶單

• 3星司機 ( 星級平均分在3.0~3.9 以上)，優先0秒搶單

• 2星司機 ( 星級平均分在2.0~2.9 以上)，不獲派單

• 1星司機 ( 星級平均分在1.0~1.9 以上)，不獲派單

• 司機星級計算方法：最近100單星級平均值（最近100單指的是最近有星級評價的100單） 即

分母為100，分子為最近100單有星級評價的星級總和。

• 請注意取消行程後乘客不會給予評分,亦不會影響司機的評分。

• 如果乘客來不及評分，會被默認為是5分。乘客可在完成單後30日內更改評分及加上評語。

• 本程式有乘客意見(Comment)選項，意見內容由專人查閱跟進，例如對投訴，讚許的處理，日

後可能會安排每月之星，好人好事訪問等專題。

7. 司機星級評分



• 司機積分是爭取訂單的重要指標，我們以積分計劃鼓勵司機提高服務水準。

以下行為都可獲取積分

• 成功登記

• 利用電子收費方式

• 每日第1次上線

• 每小時累積上線

• 接短途單 (短途單為app估計路程金額<=$40.00)

• 準時到達接客地點

司機可用積分換氣油券等禮品，詳情有待公佈

8.司機 積分計劃



• 車廂整潔星級是衡量車廂整潔質數服務的重要指標。

• 車廂整潔星級計算方法：最近100單車廂整潔星級平均值（最近100

單指的是最近有星級評價的100單） 即分母為100，分子為最近100

單有星級評價的星級總和。

• 請注意取消行程後乘客不會給予評分,亦不會影響司機的評分。

• 如果乘客來不及評分，會被默認為是5分。乘客可在完成單後30日內

更改評分及加上評語

9. 車廂星級評分



工業貿易署「工商機構支援基金」(TSF)

申請建議書計劃簡介

附件五�



1. 工業貿易署「工商機構支援基金」(TSF)

a.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於2018年10月1日成立，旨在資
助非分配利潤組織推行項目，以提升香港整體或
個別行業的非上市企業的競爭力。

b. 申請工商機構支援基金，項目活動可包括研討會、
工作坊、會議、展覽會、調查研究、獎勵計劃、
最佳營運守則、數據庫、服務中心、支援設施和
科技應用示範等。獲基金資助的項目必須於三年
內完成。



c. 與項目直接有關的支出可以獲得資助，例如：
(1) 人手、額外機器設備、執行費用

- (2) 其他直接費用：-

包括；消耗品的費用、外聘顧問的費用、

製作及推廣項目成果的費用 (例如印刷單

張、廣告宣傳及租用研討會場地等費用) 、

交通費、 項目小組成員的交通開支不能

多於總預算或總實際支出的5% 

(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



d. 基金的撥款不可用於支付行常開支 (例如申請機構處所
的租金、裝修及公用設施費用)、社交、膳食及茶點，
及其他行政開支；

e. 最高可獲基金資助港幣500萬元或該項目總核准開

支 90%，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f.  獲資助機構須承擔項目總開支的10%，形式可以是

現金、實物或贊助；

g.  申請機構必須為非分配利潤組織。



2. 申請背景理念：

a. 基於的士行業面對三大困難：-

(1) 困難一；非法白牌車競爭

(2) 困難二；的士行業形象低落

(3) 困難三；的士從業員年齡老化

b. 爭取的士行業的三大機遇：-

(1) 機遇一；發展有品牌保證的多元化統一的士叫車平台

(2) 機遇二 ；發展優質的士服務需求和動力很大

(3) 機遇三 ；預約可載輪椅車服務市場大有空間



3. 申請項目名稱及期限：

a.  (中文) 開發智能平台 (的士一站通) 提升的士服務
質素及競爭力

b. 預計開展日期 2019/06/01 完成日期 2021/05/31
c. 在項目完成之後：
香港的士業議會將會負責平台的營運，繼續收集
乘客的滿意度評分及整理分析大數據，定期 (比如
半年) 公開報告。



4. 申請目的：

a. 増加/提升的士業界在營運上的收益， 乘客亦

可享受多元化及最方便的服務；

b. 協助的士業界建立服務品牌，培訓司機

和車隊管理的一站式服務；

c.  提升服務質素及增強行業競爭力，向專業化發

展。



5. 項目特色：

a. 「的士一站通」平台的特色是將全港不同叫
車服務公司的APPs，目前8個大型的士電召
台及或另外20個之後加入的電召台收錄在
一起， 讓乘客隨時選擇所有Apps公司或電召台
的服務；

b.  透過24小時服務的電召台，乘客亦可即時尋
找失物下落；



5. 項目特色：

c. 平台亦設置有「的士業一籃子

資訊」不同資訊供司機及乘客參閲，包括並

不限於 ; 的士發展歷史、法律常識/法庭案例、

投訴服務渠道、路程車資估算、自學的士考試課

程、準司機職前技巧培訓課程、司機租用的士/ 

保險按金須知、的士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環球

的士業發展資訊等；



5. 項目特色：

d. 透過在的士車廂安裝「車輛追踨系統」減少

乘客的投訴及改善司機駕駛態度；

e. 系統在後台收集到的大數據，可以協助有關

機構進行硏究及分析，例如 : 政府的「香港

智慧城巿藍圖」計劃。



6. 項目重點糸列：

a. 手機Apps – 只須簡易步驟便可進入操作區域；

b. 車輛追蹤系統 - 在1000部的士安裝一個訊號

接收「介面硬件」，透過GPS系統紀錄司機

駕駛習慣及收集數據。



7. 項目建議書大綱及計劃及項目執行開支：

a. 公衆研討會 $29,000

b. 鄰近的士業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服務的體驗 $70,400

c. 開發“的士一站通”平台 $1,800,000  

d. 推廣“的士一站通”平台應用講座 $$72,500

e. 應用資訊科技提升的士行業競爭力的研究報告 $272,000

f. 製作考的士駕駛執照網上自學課程 $200,000

g. 製作網頁面書 $351,000



7. 項目建議書大綱及計劃及項目執行開支：

h. 禮貌大使大型的士站宣傳 $327,000

i. 其他推廣活動 (包括；路演、宣傳海報) $1,269,300

j. 電台/報紙登廣告 $54,800

k. 兩年審計費用 $20,000

l. 項目執行期間的雜項費用 $40,000

m. 項目經理/幹事人工 $728,900

n. 車輛追蹤系統的介面硬件 $250,000

(1000部 x 每部$250元)



8. 項目申請撥款金額：

a. 2019年6月1日 至 2021年5月31日

b. 第一年 $1,526,000

c. 第二年 $3,959,000

d. 24個月 $5,485,000 減 $548,500 

(承擔項目總開支的10%)   = $4,936,500



9. 獲資助機構須承擔項目總開支的10%：

a. 300輛的士車身宣傳租用費用 $495,000

(3個月，每輛的士每月為$550)  

b. 300輛的士車身宣傳的廣告設計/           $2,500

製作費用

c. 每架車裱工費約 $170 x 300 $51,000 

d. 總投入金額 $548,500



10. 支援機構的參與名單：

a. 香港恒生大學

b. 忠誠車行有限公司 (的士Apps)

c. 香港的士商會有限公司

d.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e.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f.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g.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h. 車馬樂的士聯會有限公司

i. 新興的士電召聯會

j. 新界的士車主司機同業總會



11. 督導委員會架構：

a.  確保的士一站通平台服務的項目順利有效推展、嚴格的財務監管、資源

合理分配、按照規條辦事、及可持續性發展，組織督導委員會是必須的，

督導委員會將在項目成功申請後 (約今年4月中)，立即展開籌組；

b. 組成：- 由議會代表及旅遊業界代表組成督導委員會；

c. 角色包括：-

(1)  主席 (職責是全面監管委員會及出謀獻策)；

(2)  副主席 (協助主席並督導各成員的工作和負責平台服務質素)；

(3)  一位律師提供法律意見；

(4)  一位會計師監管財務事宜；

(5)  一位協調督導委員會事務。



12. 項目工作小組架構：

a. 熊永達博士(項目統籌人) 負責項目的整體規劃與統籌

b. 王漢榮先生 (項目副統籌人) 協助各階段工作計劃的制定

c. 吳坤成先生(公共關係主席) 負責統籌宣傳推廣及處理傳媒工作

d. 伍海山先生(科技應用主席) 負責統籌及監督項目平台服務操作

e. 鄭敏怡小姐(網絡支援主席) 統籌及處理網頁/面書工作/網上課程

f. 羅雪芬女士(質素保證主席) 處理投訴，提升/創新平台服務元素

g. (未招聘) (項目經理) 負責/執行/協調所有項目工作 (標書/承辦)



13.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申請流程：

a. 4 個階段申請流程，包括；初步審查文件、質詢議題、

深入審查、批核建議：-

b.  12月27日已呈交申請；

c.  1月中後將收到工貿署要求補充文件；

d.  2月中作答，若作答接受；

e. 3月中前議會要預備 10 分鐘簡介，向評審委員會講解；

f.   4月中公佈結果。



13.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申請總結：

議會今次向政府部門申請資助，只是開始，往後有
合適切實可行的項目，定必透過不同渠道，作出申
請及要求資助，提升議會服務範疇及令會務得以持
續發展。

多謝大家支持

雲霧處漸見曙光！



JPN HYBRID TAXI
新款豐田混能的士
DR. HUNG WING TAT, CHAIR, HONG KONG TAXI COUNCIL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熊永達博士

1/25/2019

附件六�



車輛主要特點
VEHICLE MAIN FEATURES

• 五座位(包括司機)多用途車

FIVE SEATER (INCL DRIVER)

• 氣缸容量1497立方厘米

1497 LITRE CYLINDRICAL 

CAPACITY

• 可以接載輪椅乘客

WHEELCHAIR ACCESSIBLE



燃料效能
FUE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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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次入氣行走哩程
DISTANCE TRAVELLED PER RE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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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次入氣高低金額
AVERAGE REFUEL COST (MAX/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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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意見
DRIVERS’ VIEWS

• 座位舒適 comfortable seats

• 軚盆輕，攞位容易 easy to steer

• 上斜夠力 adequate power uphill

• 省油 fuel saving

• 乘客拉扯自動門
Passengers pull auto-door

• 擔心接載輪椅車乘客
Worry to carry wheelchair passengers

• 擔憂維修成本
High maintenance costs
• 車前面兩塊倒後鏡不能摺動，有輕微碰撞都會做成破壞

Worry cause damages to the fixed front mirrors easily
• 沒有櫃桶可以放私人物品

No space for putting personal belongings 

• 裝載行李不比傳統車多
Carry no more luggage than conventional vehicles



乘客意見
PASSENGERS VIEWS

• 座位寛敝、舒適和上落安全及容易

Spacious, comfortable, safe and easy to get on and off 

• 部份乘客害怕這款新車收費會比傳統的士高，而不敢上車

Maybe more expensive and hesitant to ride on

• 上斜夠力

Powerful upslope

• 支持以這類型車輛取代現有的傳統的士車輛

Support to replace all conventional vehicles with this hybrid vehicle

收回共105份乘客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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