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9 年工作報告

的士業議會的宗旨是提升的士服務水平讓乘客可享受滿意的快速點到點接載服
務。同時提升業界的形象和自尊，讓所有從業員敬業樂業。
提升的士服務水平首先要爭取一個公平和合理的服務環境，而為提升服務水平
和減少不必要的糾紛，要加強培訓和管理，更要加強溝通，讓乘客和從業員理
解法例要求。同時，更尋求方法，擴展服務，滿足乘客不同期望的需求。
甲、2019 年的工作重點
一、 爭取公平合理服務環境，特別要應對專的條例草案及非法白牌車對業界的
影響。
二、持續推動「2018 的士業改革建議」，爭取政府的支持落實。
三、繼續推行「的士服務質素問卷調查」，了解乘客對的士服務滿意度的轉建
變，並積極回應調查結果，作出進一步改善服務的措施。
四、全力推動「E-的士」APPS，透過 E-的士 APPS，支持前線司機營運和提升
的士服務。同時，配合政府智慧出行的目標，為乘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務。
五、推動網上專業培訓課程，吸引年青人入行，並提升在職從業員服務水平，
滿足乘客對服務的期望。
六、繼續加強和爭取擴展服務種類，尤其是輪椅乘客、攜帶大行李的旅客、短
暫訪港和特色遊的遊客。
七、設立網上一站式平台，讓乘客和業內從業員得到所需資訊和服務。公眾亦
可對這些服務評分，讓這些服務能不斷因應評分而改善。
八、設法鼓勵業界加強車隊的營運和管理，打造品牌，讓乘客感受多元化的個
人點對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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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繼續推動「的士禮貌大使」活動，宣傳乘客司機相互尊重的訊息。

乙、2019 年行事曆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7 日(會員大會)共舉行了 12 次理事會，平均每月一
次，其間就各項重點工作舉行工作會議。第一屆理事會由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2019 年 5 月 16 日任滿。新一屆理事會除 17 名當然理事由個別創會會員委任
外，全部 5 位獨立理事(非業界人仕)需要重新選舉和委任。
2019 年業議會增加了共 15 個新成員為普通會員。根據會章，理事會可從普通
會員中選任 3 位成員進入理事會。
新一屆的理事會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的理事會選任，任期由 2019 年 17 日至
2022 年 5 月 16 日。新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於 7 月 15 日舉行。
2019 年業讓會的主要活動詳見下表。
1月15日
1月21日
1月24日
1月31日
2月22日
2月22日
2月22日
3月6日
3月11日
3月14日
3月22日
3月29日
4月16日
4月26日
5月6日
5月7日
5月15日
5月23日
5月24日
5月29日
5月30日
5月30日
6月6日

協助科技公司與中移動簽署「e的士 App」服務協議
的士業議會會議
接待「北京公交服務公司」訪問團隊
恆大問卷調查報告「記者會」
的士業議會會議
推出「e的士App」司機版
提交「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申請最後文件
的士業界自資「開發網約平台」回應Uber及白牌車「記者會」
商討八達通卡公司「贊助e的士計劃」
向「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推介申請重點
的士業議會會議
推出「e的士App」乘客版
舉行「e的士App 」啟動禮及推廣活動
的士業議會會議
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發出「專營的士條例」回應信及業界共同宣言
舉行專營的士法例草案「記者招待會」
就「專營的士條例」約見公民黨代表
就「專營的士條例」約見立法會議員朱凱迪
的士業議會會議
就「專營的士條例」約見經民聯代表
就「專營的士條例」約見民主黨代表
與VISA卞公司商討贊助「e的士App」
專營的士條例「司法覆核」約見「柯伍陳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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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12日
6月20日
6月21日
6月27日
6月28日
7月5日
7月11日
7月15日
7月15日
7月17日
7月19日
7月26日
7月29日
7月30日
8月2日
8月19日
8月27日
8月29日
9月16日
9月24日
10月8日
10月29日
11月4-7日
11月15日
11月29日
12月13日
12月17日

國際公交聯盟高峰會
專營的士條例「司法覆核」約見香律師
的士業議會會議
的士禮貌運動派駐大使開始
就「專營的士條例」約見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與潘熙資深大律師商討「司法覆核」
恆大問卷調查報告「記者會」
香港的士業議會「第二屆就職典禮」
由資深大律師團隊呈交「司法覆核」申請
就「專營的士條例」約見民建聯代表
就「專營的士條例」約見立法會議員陳沛然
時代廣場的士「禮貌運動啟動禮」
約見專業教育學院講師商討「網上自學考的士牌課程」
的士業議會會議
推介及建議業界「認證車隊」
與TnG / BBPOS商討「e的士App」無現金支付服務
的士業議會會議
向特首反映「2019-20施政報告」：車隊認證、港珠澳大橋的士站 、電動的士
與TnG / BBPOS建議及落實「e的士App」無現金支付服務
的士業議會會議
與「環境局」商討電動的士的測試及充電站建議
的士業議會會議
主席參加國際公交聯盟的士分會會議
約見VTC講師及製作公司代表商討「臨時司機租用的士平台系統」
的士業議會會議
參觀訪間深圳的士車隊服務公司
的士業議會會議 / 週年㑹員大會

丙、主要工作進展
下面詳細交待每項工作：
一、 爭取公平合理服務環境，特別要應對專的條例草案及非法白牌車對業界的
影響
要求政府提供政策，讓的士行業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經營環境，是理所當然的。
業議會在 2019 年就這方面進行了如下的工作：
1. 去信運房局局長，要求政府讓香港的士使用港珠澳大橋，把乘客直接接
送到珠海和澳門關口，一來疏導部份乘客，二來增加大橋的車流。對提
升香港『好客之都』的美譽卻有積極意義(附錄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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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去信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回應運房局「汽車非法出租或取
酬載客的罰則水平」文件。要求政府加重罰則，全面遏止白牌車(附錄
1b)。
3. 召開記者招待會，呼籲業界參與業界自資開發網約平台回應UBER及白牌
車。詳細向公眾解釋包括Uber的白牌車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共七宗
罪)，並且解釋業界自資開發的E的士網約平台的優點，期望業界共同參
與和支持(附錄1c)。
4. 聯同41個業界團體，發表『回應專營的士條例香港的士業界共同宣
言』，詳盡駁斥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專營的士服務條例草案，並發表業界
如下的共同宣言(附錄1d)：
我們絶對願意為全港市民提供優質的士服務，並願意接受市民和政府監
督業界的服務水平，只要政府提供合適服務條件，我們承諾會：a. 提供最少 1200 部全新高質素的士車輛；
b. 利用 「e 的士」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叫車、評分、尋找失物等服
務；
c. 提供可載輪椅車服務；
d. 提供司機培訓課程，保證司機能夠提供專業服務；
e. 提供 24 小時客戶服務和處理投訴機制；
f. 提供全方位電子支付服務，包括八達通和銀行咭作為現金支付
的選擇；
g. 提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5. 支持業界提出的士加價申請，市區和新界的士起錶加 6 元至 30 元，落旗
後每跳錶加 0.2 元，停車等候從 60 秒減至 45 秒跳錶。加價申請仍待政
府審批。
6. 去信環境局局長要求政府繼續透過免地價批地方式保留專用石油氣車輛
營運的必需基礎設施，當中 2 個專用氣站是重要一環(附錄 1e)。專用氣
站合約將於 2021 年至 2022 年屆滿，業議會會持續跟進。
7. 的士車輛保險大幅調高收費，令業界經營百上加斤。業議會透過不同渠
道向政府當局反映像管，爭取降低增幅或不要增加。
二、持續推動「2018 的士業改革建議」，爭取政府的支持落實
2018 年，的士業議會擬定及公佈「2018 的士業改革建議」，就 1）車款和車
廂、2）服務種類、3）司機專業要求及職業保障、4）道路設施配套和 5）發牌
及競爭提出改革方向。這些政策建議要達到五個目標：1）提供有更好質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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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行業收入增多和 5）行業有專業、尊嚴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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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就以上各項都努改善，的士業議會於 2019 年就改革建議進行了以下的推
廣工作。
1. 向運輸署、運房局和立法會詳細解釋業界就改善服務進行了的一系列工
作(附錄 2a,2b 及 2c)，爭取各方面對業界的支持，尤其是加價申請的支
持。這些工作包括持續監察的士服務質素、的士禮貌運動、開發及提升
網約的士服務、提升及推動的士服務專業化、協助引入環保及可接載輸
椅車的士車輛、向政府提交的士業改革方案。
2. 向特首解釋的士行業可配合發展智慧城市，而的士行業面臨危機，要政
府提供合適的政策，才有轉機(附錄 2d)。
3. 向運房局和環保局提交電動的士的試驗建議，積極推動電動的士，讓業
界有多一個選擇，減少污染的同時可減低經營成本(附錄 2e)。
4. 在第二屆就職典禮上，主席發言說明業界正不斷改善服務，並期望政府
讓業現時 18163 輛的士可先試先行，提供優質的士服務。在座賓客包括
運輸署署長和立法會議員(附錄 2f)。
5. 去信特首，就 2019/2020 施政報告提出的士政策的建議(附錄 2g)。主要
提出三點，即接納及推行優質的士車隊認證計劃，全面提升現有 18163
部的士的服務、容許的士使用港珠澳大橋，直達珠海或澳門關口，方便
來往香港的旅客、推動電動的士計劃，為提升市區空氣質素注入新動
力。
三、繼續推行「的士服務質素問卷調查」，了解乘客對的士服務滿意度的轉變
2019年，業議會繼續委托恒生恒生大學，進行獨立的問卷調查，每次訪問約
1200乘客，了解乘客對的士服務的滿意度。 香港的士業質素2019年上半年度
調查的綜合平均得分為3.59分，所對應的質素評級為四星，質素達至良好。此
質素評級與過往調查評級相若(附錄3a)。
四、全力推動「E-的士」APPS
經過一年的籌備，業界自資研發的「E-的士」APPS 終於面世，方便市民之餘，
亦為司機配對乘客，增加生意之餘，減少不必要的糾紛和投訴。同時為司機和
乘客提供有用訊息，如交通狀況。
「E-的士」APPS於四月十六日正式起動，承蒙蘇偉文副局長、易志明議員等運
房局和運輸署官員、以及一眾立法會議員(譚文豪議員、劉國勳議員，林卓廷
議員，尹兆堅議員、吳永嘉議員、容海恩議員、梁志祥議員)出席起動禮指
導。「E-的士」和八達通合作，以八達通搭的士為口號，以正規、正宗和正價
為宗旨，為市民乘客提供服務(附錄4a)。「E-的士」的開發得到運輸署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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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服務完全符合法規，因此，為方便和鼓勵乘客使用，的士業議會去信運輸
署要求把「E-的士」在運輸署的香港出行易網站提供連結，正等待運輸署的回
覆。
五、推動網上專業培訓課程，吸引年青人入行，並提升在職從業員服務水平，
滿足乘客對服務的期望
行業的持續發展必須要有新血，亦必須要有能力不斷提升服務，滿足乘客的需
求和期望。尤其是這行業是服務行業，加強服務態度和管理培圳，是當務之
急。培訓分三部份，一是職前，二是入職、三是在職。職前培訓應和職業培訓
局的課程掛鈎，吸引年青人入行，亦讓年青人有就業和創業機會。在職培訓要
配合服務需求和科技發展，與時並進，不斷更新。
職前培訓方面，業議會持續爭取：1）儘快把擁有 3 年私家車/輕型貨車才可考
的士執照的要求降至 1 年；2）把可駕駛的士的年齡限制取消；及 3）與職業培
訓局商討加入的士行業培訓的原素。
入職培訓方面，業議會繼續組織入職培訓，協助有意入職人士初步了解行業的
最新狀況，實地接客和運作技巧。並為入職人士配對租車車行或打理人。
在職培訓方面，會設法鼓勵司機參與再培訓局的有關課程。
2019 年的士業議會與職訓局的一名講師合作，籌辦開發一個網上學習平台，讓
有心考取的士駕駛執照的人士，可以通過這平台，更易考的士牌(附錄 5a)。
六、繼續加強和爭取擴展服務種類，滿足不同乘客和不同期望的需求
市民乘客對的士服務有不同的訴求，有些是希望更平宜，有些是希望服務水平
高。有許多乘客住在巴士和小巴路線較遠的地點，或巴士和小巴的班次疏，或
服務不足夠；的士就成為一項選擇。同時，由於社會人口老化，對乘載輪椅車
的需求日增，運輸署已要求制造商要進口可載輪椅的車輪。但卻沒有提供足夠
的誘因，讓司機樂意接載這類乘客。
要滿足這些不同服務的需求，現時的劃一收費錶有無法克服的難度。業議會現
正透過「E-的士」，研究如何滿足這些不同服務的需求。
七、設立一站式平台，讓乘客和業內從業員得到所需資訊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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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站式平台上，業議會可為持份者提供正確的資訊以消除誤解、誤判、投訴
以至衝突。持份者是 1）乘客、2）司機、3）打理人、4）車主。這個資訊平台
將分為四部份，分別服務四組持份者。
對乘客相關的資訊有：1）的士服務種類 ；2）法律知識；3）投訴；4）讚
賞。
對司機相關的資訊：1）出租車行車主名單；2）法律知識；3）求助電話。
對打理人相關的資訊：1）招募司機的平台；2）提供車輛保險的供應商；3）
提供車隊管理的供應商 4）提供車輛維修服務的車房；5）法律知識。
對車主相關的資訊： 1）各類的士車輛的資料；2）各類應用在的士車輛的新
科技；3）法律知識。
2019 年的士業議會向「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申請撥款開發這一站通平台(附錄
7a)，可惜未能取得成功。
八、設法鼓勵業界加強車隊的營運和管理，打造品牌，讓乘客感受多元化的個
人點對點服務
為提升的士服務應付不停改變的乘客需求，的士業界近年自組有品牌的車隊。
組織車隊是業界的一項大膽嘗試，在收入不確定的情況下，要大幅增加投資成
本，加強司機專業培訓和管理，及大力宣傳和推廣。
為鼓勵車隊的營運，業議會在「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上提議在的士司機嘉許
計劃，加入的士團隊的奬項。這建議在 2019 年 6 月 16 日得到委員會的接納，
在在正舉辦的嘉許計劃中，設有車隊的奬項。
同時，的士業議會提出優質的士車隊認證計劃(附錄 8a)，呈交特首、運房局、
運輸署考慮給予政策支持。現時，的士業議會正向有物業管理的財團，遊說他
們支持這個計劃。
業界深明的士車隊要能成功必須做大做強，業議會正協助業界籌劃成立的士大
車隊(附錄 8b)，加強車輛和司機的管理，應付市場的挑戰。
九、繼續推動「的士禮貌大使」活動，宣傳乘客司機相互尊重的訊息。
因應近年涉及的士業的負面新聞不絕於耳，為改善的士業及的士司機的形象，
香港的士業議會由 2017 年起，舉辦「禮貌大使活動」，主要集中於週末的繁忙
時間，目的是希望透過禮貌大使駐紮於主要之的士站，向旅客及市民提供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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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協助、解答疑問及收集乘客意見，並鼓勵的士司機保持良好的服務態度和宣
傳「不拒載、不揀客、不兜路」。
有鑑於「禮貌大使活動」的成效顯著，為進一步推廣的士服務以客為尊的正面
形象，促使的士業界向乘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香港的士業議會於2019年續辦
「禮貌大使活動」。今年徵得22名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男女學生作為
大使。經過培訓，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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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接觸到的乘客/司機的總數約 28,560 人次，結
果反映(附錄9a)：
a. 乘客感激及欣賞禮貎大使的協助，代上行李、照顧小孩及行動不便人
士；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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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司機即場拒載問題依舊存在，尤其交更時段；
d. 司機不太接受運輸署設計的「司機守則溫馨提示」貼紙，但喜歡膠片
扇。議會的鎖匙扣，非常受歡迎但宣傳單張須要花費更多時間送出；
e. 運輸署的「的士服務指南」較為吸引司機，而乘客對「香港的士業議
會」亦有所聞，對的士App「e的士」亦抱有興趣；
f. 司機及乘客普遍上支持「香港的士業議會」提供此等活動。

2019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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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a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東翼 22 樓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先生 JP
致：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先生 JP
容許的士到港珠澳大橋珠海澳門關口
港珠澳大橋於 10 月 23 日開通以來，根據運輸每月的車流報告，大橋到
11 底每天的車流只有 3481 輛(見下表)，車流量遠遠比原本預測的每天流量
9200 至 14000 為少，這是不理想的。的士業界希望協助改善這種情況，建議
讓香港的士使用大橋，把乘客直接接送到珠海和澳門關口，一來疏導部份乘
客，二來增加大橋的車流。對提升香港『好客之都』的美譽卻有積極意義。
(1)

表 8.1(e)

: 港珠澳大橋關卡車輛交通

Table 8.1(e)

: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Crossing Vehicular Traffic (1)

年/月
Year / Month

2018 / 10
11

私家車
Private Car
進
出
Inward
Outward

2 581
15 804

3 173
16 793

旅遊巴士
Coach
進
Inward

1 167
12 285

出
Outward

1 171
12 303

穿梭巴士
Shuttle Bus
進
出
Inward
Outward

4 656
21 970

4 632
21 901

2018/11
貨車及貨櫃車
Goods Vehicle and Container
進
出
Inward
Outward

88
1 401

202
1 970

平均每日架次
Average Daily Vehicles
進
出
來回
Inward
Outward
Two-way

1 062
1 715

1 147
1 766

我們希望局方能積極考慮並安排會議，讓業界能面對面向局方反映意
見。靜候你的回覆。
祝政務亨通!

香港的士業議會熊永達謹啟
2019 年 1 月 30 日

2 209
3 481

附錄1b

致：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

就汽車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的罰則水平檢討的意見書
2019 年 2 月 15 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討論運輸及房屋局提交的「汽車非法出租或
取酬載客的罰則水平檢討」文件。 香港的士業議會有以下意見:1) 香港的士業議會歡迎政府加強對非法白牌車的罰則，以遏止日益猖獗的非法白牌車
活動。
2) 非法白牌車對市民的生命財產造成莫大損傷，亦對政府的載客運輸服務造成嚴重干
擾。 政府必須嚴厲打擊，以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及載客市場的正常運作。現時白牌車
採用不合規格的車輛，有些甚至機件有問題去接載乘客。而載客取酬的非法活動不受
一般的保險承保，乘客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而白牌車司機良莠不齊，有女士被白牌
車司機侵犯甚至姦殺的案件，不時發生，令人心寒。本港有接近六十一萬輛私家車和
七萬五千輛輕型貨車都可以做白牌車，若果讓接近 70 萬部車都可以隨時非法載客取
酬，那交通必然擠塞，尤其是繁忙時間的交通，將難以負荷。
3) 政府發牌規管載客取酬的車輛，是合情合理，亦有必要。政府不但規管這些車輛的
數量、規格，安全設備、保險、及司機的駕駛執照等要求。容許白牌車將令政府所有
這些規管，形同虛設，挑戰法治。
4) 究竟現時的規管是否能夠應付市場的需求和能否保障乘客的權益和安全? 是需要定
期檢討，但沒有檢討前，容許白牌車營運，這是不合理和造成混亂。在現時的情況
下，政府別無選擇，應大力遏止和打擊白牌車的滋長。
5) 政府文件建議對白牌車加重罰則，最高罰款額由現時 5000 元加至 10000 元；再犯，
由一萬元加至 25000 元；最高監禁期不變。而吊銷牌照的期限由三個月加至六個月，
再犯則由六個月加至 12 個月。這些措施只能有震懾一時的作用，並不能根治白牌車的
問題。香港的士業議會贊成政府加重罰則，我們同時認為政府應檢討法例，從根本防
止白牌車的出現。
6)白牌車主要有兩種:-一般私家車和輕型貨車。若果要杜絕私家車做白牌車，一經法庭
定罪，永久吊銷白牌車司機的駕駛執照，是無可避免。至於輕型貨車，香港的士業議
會認為應該還原貨車的本位，盡量增加載貨的位置，取消輕型貨車後排座位，方可遏
止輕型貨車非法載客取酬活動。希望政府和立法會議員考慮從根本杜絕白牌車出現的
有效措施。

7)有意見認為部分白牌車，是共享經濟和創新科技的產物，我們絕不苟同。所謂共享
經濟，現時的所有載客車輛都是以共享經濟的形式營運。數位創新科技，無非是用來
配對的 apps，現時所有營運的車輛，都可以用 apps 增加配對的效率，以至提供資訊。
現時個別利用國際品牌而營運的白牌車，唯一特點是他們可以自由定價，剝奪乘客和
司機的利益。這個國際品牌的 apps 可以為乘客提供的服務，本地 apps 都可以提供，
而且比它更好。
8) 亦有意見認為現時的士沒有競爭，而引入其他載客車輛會有更加好的競爭。香港的
士業議會認為 現時的合法出租車和的士已有相當大的競爭。我們贊成增加競爭，讓出
租車和的士都能提供更好服務，應付各種乘客的需求。關鍵是政府要提供合適的競爭
環境。車款、車種、車身設計和司機質素都取決於收費水平。若政府能夠開放收費水
平，由規定幾種不同收費水平到自由定價，我們相信現時的出租車和的士是完全可以
提供各類不同服務水平的個人點對點載客服務，給市民選擇。
9)有人認為政府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尤其是的士車牌持有人，這完全罔顧事實。
現時 18163 部的士，總共有 8900 多名持牌人。75% 的車主只是單頭車主，擁有十架以
上的士車牌的車主只佔 2%。數據顯示絕大部分的車主都是克勤克儉，勞累一生而把積
蓄投資在一部的士上，這是否社會不容呢?是否要打擊他們呢? 請有關人士撫心自問，
這是不是社會可以容忍的核心價值?
10) 又有人認為的士服務不佳，有許多投訴。但是這些人沒有察覺一個事實，這些投訴
數字都是不能核實的，一部分乘客可能出於誤會，投訴司機。我們也不否定在四萬多
個司機中，有害群之馬，有進行黑的活動，這我們是不會姑息的。事實上，整個的士
業界都敦促政府加重刑罰，打擊這些害群之馬。
11) 從 2017 年開始，香港的士業議會委託恆生大學進行一項獨立的調查，監察的士乘
客對服務的滿意度。調查的結果顯示六成以上的乘客滿意的士服務，大約三成多的乘
客認為服務水平一般，只有少於 2%的乘客不滿的士服務。五次調查的結果亦顯示，乘
客對的士服務的滿意度緩緩上升。最近一次的調查結果，歡迎到以下網址瀏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xq5ebU7yumIexRAfbZ6CvpgcOhYO41c/view

熊永達博士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
(2019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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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c

呼籲全港的士業界參與
業界自資開發網約平台回應 Uber 及「白牌車」
新聞稿
近年網約車輛平台 Uber 進軍香港，提供運載個人點對點服務，受部份市民歡迎。
香港的士業界並不抗拒網約平台的競爭，業界歡迎競爭，並認為有競爭才有進步。我們
認為競爭必需在符合香港本地法例的先決條件下進行，而不是利用非法「白牌車」，自
行定價，挑戰香港法律，不顧司機和乘客利益，為公司謀求最大利潤的手法去掠奪市場。
這幾年，的士業界不斷努力，自資開發網約的士平台，以完全合法的方法，為乘客及司
機提供優質服務。近期，業界正在推出新的網約平台”E-的士”APPS，為乘客和司機提
供更全面服務。
近年，網約車平台 Uber 進軍香港市場，可惜卻沒有依從香港本地法例，反而從事組織「白
牌車」活動。Uber 司機屢次被檢控，亦有司機發生交通意外死亡，及造成其他駕駛人士
受傷，保險成疑。Uber 的非法活動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包括：
1) 非法「白牌車」司機明顯沒有受監管，不知數量又未有符合法例要求的營業車在路面
行走，增加其他道路使用者的風險，扺銷政府大力確保交通安全的努力。
2) 由於司機涉及利用車輛作非法行為，提供車輛第三保的保單也會失效，司機個人或其
財產繼承人都有被追討的風險。
3) 公眾乘坐這些「白牌車」完全沒有得到作為消費者的權益保障。
4) 現時登記私家車數量超過 600,000，全部都有可能成為「白牌車」，等於在路面遍佈
炸彈，害己害人。同時，亦令交通擠塞惡化。
5) 「白牌車」搞亂運輸業的人力市場，非法客運由於有利可圖，令許多司機抵受不了引
誘，轉投這些非法勾檔，由於這些非法車輛數目不受控，運輸業界司機大量流失，嚴
重影響服務水平。
6) 「白牌車」挑戰政府的有效管治，這些非法接載活動的黑商，明目張膽的在各大小媒
體招聘司機，招徠乘客，大張旗鼓做非法勾當，十分囂張，視執法機構如無物。
7) 動搖業界以至市民對政府有效管治的信心，非法載客取酬活動猖獗，但檢控數字偏
低，而罪成的判罰輕微，令條例如同虛設，市民對政府的管治意志漸漸失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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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19 年 3 月 5 日)，Uber 推出包括叫的士的 Uber Flash，明顯想用一些合法的載
客取酬車輛沖淡大量的「白牌車」非法活動。由於其中 Uber Taxi 不是按錶收費，而是以
包車形式按自行訂定的方法收費，若登記車主沒有與乘客簽署租車合約，可能違法，亦
嚴重挑戰政府管控的士收費的有效機制。的士業界強烈要求運輸署、運房局、警務署和
律政司應該立即展開檢控行動，否則政府的收費規管全面失效。
香港的士業議會強烈呼籲的士司機小心誤墮法網；据 Uber 聲稱 Uber Flash 可以利用包
車形式，由的士接單，的士收費可以不按錶收費，亦即收取比咪錶高的費用，讓司機增
加收入。我們必須指出，根據香港法例 374D 章，包車合約要由的士登記車主及用車人
員在使用時租的士服務前簽署一式兩份的《的士租用協議》
，該租用協議載有租用的士的
詳情和行程資料，用車人員在警務人員要求時，須出示協議書。根據保險業的常規，車
主必須通知保險公司車輛有關用途，保險公司同意下，第三者保險才有效。司機若未取
得登記車主同意而接 Uber Flash 的包車服務，可能觸犯相關法例，保障乘客的第三者保
險也可能失效。
香港的士業議會同時呼籲全港的士司機支持業界自行開發的網約平台。事實上，的士業
界近年開發了許多網約的士平台，為乘客提供優質服務，其中有「星群的士」和「XAB
的士」
。
星群的士是第一個業界自行開發的網約車隊，自 2015 年以來，提供全面多元的士服務。
星群的士座位寬敞，乘客可在車上免費享用增值服務，例如免費 Wi-Fi、USB 充電等等。
【星群多用途的士 MPT (Multi -Purpose Taxi)】更有寬敞的行李空間，而輪椅使用者除
有獨立乘坐空間，更備有斜板供輪椅直接上落。星群的士的車隊慢慢增加至 150 部。
XAB 是一間嶄新既初創科技公司，為配合香港成為智慧城市而提供網約出租車服務平
台。XAB 不只是一個普通網約的士平台，亦提供自己營運的優質車隊。XAB 擁有自己的
車隊同受薪司機，並提供專業培訓，目的是為的士重拾應有形象，同提供比一般的士更
舒適，更快捷，更安心的服務 。XAB 的宗旨是”Your Chauffeur Service”，即“你的
私人司機服務”，意思是希望乘客使用 XAB 之後感覺如同聘請私人司機一樣，享受最貼
心的旅程。XAB 會定期進行車長培訓，保持服務質素，給予乘客百分百信心保證及安全
感。
近期，的士業界正在推出自資合作開發的「E-的士」APPS，為乘客和司機提供全面的服
務。乘客可透過「E-的士」為自己或家人朋友即時叫車、預約叫車，亦可選擇車款、優
質司機、行車路線、裝載多行李或輪椅車等。「E-的士」有車資提示的功能，乘客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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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知道估算車資。乘客上車後，可以和家人朋友分享實時行程。若在車廂內留下物
件，「E-的士」可協助尋找。最後，乘客可為司機及車輛的整潔度評分。「E-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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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可
以聽語音講播接單，不用分神看手機，增加駕駛安全。車主亦可透過 APPS，了解車輛的
位置和運作狀況。
「E-的士」完全符合香港法例，提供的服務超越 Uber，不會抽取司機利潤，不會拒載，
不會濫收車資，亦不會兜路。「E-的士」會處理乘客的投訴，積極跟進，不斷改善服務。
傳媒查詢，請聯絡：議會副主席吳坤成先生(90356619) 或主席熊永達博士（9843
9807）
。
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9 年 3 月 6 日

香港的士業議會 創會會員（排名依筆劃順序）
1.
2.
3.
4.
5.
6.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
自由的士權益協進會
西貢的士工商聯誼會
車馬樂的士聯會
忠誠車行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7.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
8.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
9. 香港的士商會
10. 香港計程車會
11. 泰和車行
12.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

13.
14.
15.
16.
17.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新界的士車主司機同業總會
新興的士電召聯會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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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d

回應「專營的士條例」
香港的士業界共同宣言
1) 政府在今年 4 月 17 日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專營的士」服務條例草案，正式落實推動
「專營的士」。文件的第 2 段中說明政府的理據有兩個，一是乘客對的士拒載、兜路、濫
收車資等行為投訴有所上升；二是市民對非法網約「白牌車」有需求。不過，政府並沒
有針對非法網約「白牌車」而採取有效取締措施，反而是針對的士，認為只要提供另類
優質的士服務，就可以解決上述所有需求問題。政府亦認為，現時受制於的士條例有所
局限，無法有效規管現有 18163 輛的士的服務水平，因此決意另立「專營的士」條例，選
任和規定營辦商，營運 600 輛專營的士，必須符合一系列的服務準則，就能提升整體的士
服務。我們不同意政府這個邏輯思維，我們認為政府應同時取締非法網約車，方可合符
市民的期望。
2) 的士業界一直贊成和積極致力提升的士服務，滿足不同乘客的需求，亦一直要求政府
立法及主動打擊「黑的」的非法行為，減少乘客對的士的投訴。為提升的士服務，除積
極參與及支持由運輸署署長領導的「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工作外，近年業界相繼有鑽
的、星群的士、XAB、JUMBO 的士、PRIMECAB、SUPERCAB 等優質車隊服務，又加強
司機培訓，亦舉辦禮貌大使活動，最近的士業界更推出「e 的士」的網約平台。事實上，
香港的士業議會委托「恒生大學」向乘客進行定期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滿意香港的
士服務的整體服務由 2017 年第三季的 57.9%受訪者攀升至 2018 年第四季的 72%；而表示
不滿意的受訪者則由 5.7%下跌至 1.2% (見附圖)。既然業界正積極提升服務，政府應予以
支持。
3) 的士業界從不抗拒競爭，及提升服務水平。但強烈反對不公平競爭，尤其是來自非法
白牌車的不公平競爭。至於政府提及現時的士登記車主嚴重分散，造成只重投資，不重
視服務的亂局，這情況是由政府設立的政策所造成的，所以政府絕對不應該把扭轉這亂
局的責任，全部推給業界。這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的行為。
4) 政府推出提升的士服務的措施，業界有合情合理的期望(legitimate expectation)，就是期
望政府首先讓業界先試先行，有商有量，以協助業界尋找一個可行的方法，讓現時 18163
輛的士可以不斷提升服務。政府現在決定隨意引入另類牌照，丟開 18163 輛的士不理，另
設一個不公平競爭的平台，政府不單不協助業界，反而扼殺業界正在改革的動力，這是
不合符情理的。
5) 政府建議發出三個「專營的士」服務牌照，為期五年，以招標形式選任三個承辦商，
每個承辦商可營運 200 輛「專營的士」，車輛必須全新和較現有的士豪華。根據政府提出
的理據和邏輯，政府承認現行法例無法加入任何服務條件，要求永久性的士持牌人遵
從，因此政府不能確保現時 18163 輛的士的服務質素。於是政府決定另起爐灶，認為「專
營的士」的安排，能確保服務質素。信心來自同一安排在巴士管理上行之有效。政府認
為若承辦商不能履行達到服務水平的條款，政府可以施加罰則，甚至撤銷專營權。我們
認為政府不能確保以至放棄提升 18163 輛的士服務的邏輯，是完全錯誤的。

6) 政府提交立法會的「專營的士」文件第 18 段交待「專營的士」和普通的士的角色及定
位時，表示政府會繼續致力提升普通的士的服務質素和營運環境，讓兩種的士優勢互
補。這說法和建議另立「專營的士」的理據互相矛盾，亦顯示理據蒼白無力。若果政府
真心認為兩種的士並行，鼓勵它們優勢互補的話，理應讓現有的士採用類似紅色小巴以
投標方法，轉往經營綠色小巴的做法，讓他們可以選擇營運「專營的士」，提升服務。
事實上，現時部分的士車隊已提供政府所列出的各項「專營的士」服務元素。
7) 政府表示沒有有效方法提升現有普通的士服務，因而推出「專營的士」，又鼓勵現有
的士營辦商競投專的。這正正說明政府認為只要現有的士願意接受「專營的士」條款約
束，政府就有信心可以作出監管，提升現有的士服務。事實上，業界從來沒有反對接受
監管，政府硬要踢開業界，建築一個不公平競爭平台，是不合情不合理的做法。
8) 根據「競爭事務委員會」向運房局提供的意見，「…專營計劃的設計模式僅可為少數
人提供優化服務，似乎難以滿足這相當明確的公眾需求。」競委會明確指出，「…相應
解決方案是改變普通的士的運作機制，給予的士車主更大靈活度，容許其自訂收費或是
降低起錶價，讓普通的士能有效競爭。」我們贊同競委會的建議，當局應考慮協助現時
18163 輛的士提升服務，才可滿足公眾需求。
9) 政府設立這不公平的競爭平台，是有負面影響的，一、路面多了 600 部營業車，它們
會在擠塞的繁忙路面行駛，令繁忙地區擠塞更嚴重。二、600 部車在五年後退役，將不能
轉做其他車輛，會製造大量不必要的垃圾。三、600 部新增的士將會在現有市場抽走起碼
1500 名司機，對現時已經嚴重短缺之的士人力資源造成惡劣影響。四、現有的士接載輪
椅客，都需要額外收費，以補償增加了的成本及填補司機時間上的損失，就算「專營的
士」收費高 50%，財務上並不可行的，只會打擊現有的士服務。
10) 事實上，政府要求「專營的士」提供所有服務，包括網約，輪椅車及非現金付款等，
現時業界已經有車隊提供。只要政府提供同一樣的條件，尤其是在主要地點，提供額外
的士站，鼓勵業界經營，業界是可以提供政府要求的任何數量的士車輛的服務，令政策
更具彈性，而避免以上所提的負面影響，亦能為市民更快地提供更好的服務。
11) 因此，業界強烈要求政府，給予業界「專營的士」相同的支持，以便業界可以即時向
市民提供更快更好的服務。同時，業界作出以下宣言和服務承諾，讓全港市民監督業界
和政府，一起攜手為市民大眾提供優質的士服務。業界的宣言如下：
我們絶對願意為全港市民提供優質的士服務，並願意接受市民和政府監督業界的服務水
平，只要政府提供合適服務條件，我們承諾會：a. 提供最少 1200 部全新高質素的士車輛；
b. 利用 「e 的士」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叫車、評分、尋找失物等服務；
c. 提供可載輪椅車服務；
d. 提供司機培訓課程，保證司機能夠提供專業服務；
e. 提供 24 小時客戶服務和處理投訴機制；
f. 提供全方位電子支付服務，包括八達通和銀行咭作為現金支付的選擇；
g. 提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聯署團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團體名稱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的士業議會
忠誠車行
泰和車行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
香港的士商會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西貢的士工商聯誼會
香港計程車會
車馬樂的士聯會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
新興的士電召聯會
自由的士權益協進會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
新界的士車主司機同業總會
香港的士電召中心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新界的士營運協會

(2019 年 5 月 7 日)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團體名稱 (排名不分先後) :大嶼山的士聯會
新界電召的士聯會
惠益港九及新界的士車主聯會
友聯的士車主聯會
的士同業聯會
榮泰車主及司機聯會
利來的士車主聯會
榮利無線電車商會
香港無線電的士聯誼會
新界的士商會
新界四海合衆的士聯會
港九利萊無線電召中心
西貢衛星新界的士電召服務中心
城市的士車主司機聯會
的士權益協會
數碼的士電召中心
的士權益(四海)電召中心
順安汽車貿易有限公司
衛星的士電召服務中心
推動的士發展聯會
杰昌車行

對香港的士服務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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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a

致：運輸署陳美寶署長

的士業界近年不斷為提升的士服務的努力
呈上的士業界近年不斷努力地提升服務的簡介，期望議員和政府能積極考慮今次(2019 年)
的加價申請，讓業界保持士氣，繼續推行各項改革，改善服務水平。
自 2015 年，香港的士業界不斷努力，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改善服務。根據過去 5 次獨立
的調查結果顯示，乘客對的士服務的滿意度慢慢上升。以下簡介各項改善服務的措施。
一) 持續監察的士服務質素
2017 年 6、9、12 月及 2018 年 5 月和 12 月，香港的士業議會委托「恒生管理學院」(現
稱香港恒生大學)進行了五次乘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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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乘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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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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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不滿
意的百分比由差不多 8%下跌到 1.2%，顯示我們的司機正不斷努力改善服務態度。所有調查
報告可在香港的士業議會的網站下載(http://www.hk-tc.org/web/tc/)。
二) 的士禮貌運動
2017 及 2018 年，香港的士業議會為協助公眾乘客和司機了解的士營運守則，推動「禮貎
大使」(大使) 活動，目的是令乘客及司機建立良好關係及互信基礎。活動在繁忙的的士站進
行。年青大使在輔導員 (香港的士業議會人員) 的陪同下，派發單張，宣揚禮貌訊息，並協
助乘客找的士、上落的士及認識目的地和收費水平，也向的士司機講解待客之道。《的士禮
貌運動》的口號是：
『待人以禮，我們做到』
。每年運動有約四萬名乘客受惠，得到許多「讚」
。
以下是這運動的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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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貎大使在花園道山頂纜車總站值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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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118 號 TGN 觀塘啟迪創新總部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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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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開發及提升網約的士服務
隨著科技的發展，業界亦努力尋求方法提升服務，包括提供服務給輪椅車人士。近年，先後
有鑽的、星群的士和 XAB 的士等優質車隊的出現。最近，的士業界亦共同開發 E-的士 APPS，
提供網約的士服務。由於現時的士的收費過低，提供這些優質服務，在財務上不可行。鑽的
以社企形式經營，它的營運總裁以無比的毅力，排除萬難，得到社會有心人的支持，組織了
一支小型的車隊(不到 10 部的士車輛)，為用輪椅車人士服務，得到普遍的贊賞。
星群的士是第一個業界自行開發的網約車隊，自 2015 年以來，提供全面多元的士服務。星群的士
座位寬敞，乘客可在車上免費享用增值服務，例如免費 Wi-Fi、USB 充電等等。【星群多用途的士
MPT (Multi -Purpose Taxi)】更有寬敞的行李空間，而輪椅使用者除有獨立乘坐空間，更備有斜板
供輪椅直接上落。星群的士的車隊慢慢增加至 150 部。

XAB 是一間嶄新的初創科技公司，為配合香港成為智慧城市而提供網約出租車服務平台。
XAB 不只是一個普通網約的士平台，亦提供自己營運的優質車隊。XAB 擁有自己的車隊同
受薪司機，並提供專業培訓，目的是為的士重拾應有形象，同提供比一般的士更舒適，更快
捷，更安心的服務 。XAB 的宗旨是”Your Chauffeur Service”，即“你的私人司機服
務”，意思是希望乘客使用 XAB 之後感覺如同聘請私人司機一樣，享受最貼心的旅程。XAB
會定期進行車長培訓，保持服務質素，給予乘客百分百信心保證及安全感。
近期，的士業界正在推出自資合作開發的「E-的士」APPS，為乘客和司機提供全面的服務。
乘客可透過「E-的士」為自己或家人朋友即時叫車、預約叫車，亦可選擇車款、優質司機、
行車路線、裝載多行李或輪椅車等。「E-的士」有車資提示的功能，乘客上車前，已知道估
算車資。乘客上車後，可以和家人朋友分享實時行程。若在車廂內留下物件，「E-的士」可
協助尋找。最後，乘客可為司機及車輛的整潔度評分。「E-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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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可以聽語音講播接單，不用分
神看手機，增加駕駛安全。車主亦可透過 APPS，了解車輛的位置和運作狀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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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
為剛從「職業培訓局」畢業的學生提供免費職前培訓，讓行業逐步正規化，讓準備入職的司
機了解行業的運作和謀生的技巧。為協助新入職人士，從 2017 年 4 月開始，香港的士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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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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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亦曾與「再培訓局」合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118 號 TGN 觀塘啟迪創新總部 5 樓
電話：2117 7012
email：info@hk-tc.org

作，組織在職司機接受提升服務的培圳。讓司機多了解以客為先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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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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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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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版刋
出。乘客、的士從業員和公眾可以透過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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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的士業議會的長期工作，初版己於 2018 年上載香港的士
業議會的網站。
五) 協助引入環保及可接載輪椅車的士車輛
2018 年 7 月，的士業界樂意試驗四部豐田混能的士車輛，這批混能車輛是由電能和液體石
油氣推動，是更環保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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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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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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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乘客和司機都喜歡這新款車輛。由於這款車
輛亦能接載輪椅車乘客，業界正努力組織培訓司機，專業操作上落輪椅，亦正爭取政府資助
輪椅車乘客，為司機提供足夠誘因，提供優質服務給使用輪椅車乘客。
六) 向政府提交「的士業改革建議 2018」
香港的士業議會繼經過諮詢公眾、業內人士、相關政府部門、政黨、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
員等，擬訂的士業改革的建議書，並提交政府，希望政府能協助的士業進行改革。改革的方
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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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士業改革建議 2018」可在香港的士業議會的網站下載
(http://www.hk-tc.org/web/tc/)
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9 年 3 月 9 日
香港的士業議會 創會會員（排名依筆劃順序）
1.
2.
3.
4.
5.
6.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
自由的士權益協進會
西貢的士工商聯誼會
車馬樂的士聯會
忠誠車行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7.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
8.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
9. 香港的士商會
10. 香港計程車會
11. 泰和車行
12.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

13.
14.
15.
16.
17.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新界的士車主司機同業總會
新興的士電召聯會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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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b

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先生

的士業界近年不斷為提升的士服務的努力
呈上的士業界近年不斷努力地提升服務的簡介，期望議員和政府能積極考慮今次(2019 年)
的加價申請，讓業界保持士氣，繼續推行各項改革，改善服務水平。
自 2015 年，香港的士業界不斷努力，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改善服務。根據過去 5 次獨立
的調查結果顯示，乘客對的士服務的滿意度慢慢上升。以下簡介各項改善服務的措施。
一) 持續監察的士服務質素
2017 年 6、9、12 月及 2018 年 5 月和 12 月，香港的士業議會委托「恒生管理學院」(現
稱香港恒生大學)進行了五次乘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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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乘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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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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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不滿
意的百分比由差不多 8%下跌到 1.2%，顯示我們的司機正不斷努力改善服務態度。所有調查
報告可在香港的士業議會的網站下載(http://www.hk-tc.org/web/tc/)。
二) 的士禮貌運動
2017 及 2018 年，香港的士業議會為協助公眾乘客和司機了解的士營運守則，推動「禮貎
大使」(大使) 活動，目的是令乘客及司機建立良好關係及互信基礎。活動在繁忙的的士站進
行。年青大使在輔導員 (香港的士業議會人員) 的陪同下，派發單張，宣揚禮貌訊息，並協
助乘客找的士、上落的士及認識目的地和收費水平，也向的士司機講解待客之道。《的士禮
貌運動》的口號是：
『待人以禮，我們做到』
。每年運動有約四萬名乘客受惠，得到許多「讚」
。
以下是這運動的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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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貎大使在花園道山頂纜車總站值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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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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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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開發及提升網約的士服務
隨著科技的發展，業界亦努力尋求方法提升服務，包括提供服務給輪椅車人士。近年，先後
有鑽的、星群的士和 XAB 的士等優質車隊的出現。最近，的士業界亦共同開發 E-的士 APPS，
提供網約的士服務。由於現時的士的收費過低，提供這些優質服務，在財務上不可行。鑽的
以社企形式經營，它的營運總裁以無比的毅力，排除萬難，得到社會有心人的支持，組織了
一支小型的車隊(不到 10 部的士車輛)，為用輪椅車人士服務，得到普遍的贊賞。
星群的士是第一個業界自行開發的網約車隊，自 2015 年以來，提供全面多元的士服務。星群的士
座位寬敞，乘客可在車上免費享用增值服務，例如免費 Wi-Fi、USB 充電等等。【星群多用途的士
MPT (Multi -Purpose Taxi)】更有寬敞的行李空間，而輪椅使用者除有獨立乘坐空間，更備有斜板
供輪椅直接上落。星群的士的車隊慢慢增加至 150 部。

XAB 是一間嶄新的初創科技公司，為配合香港成為智慧城市而提供網約出租車服務平台。
XAB 不只是一個普通網約的士平台，亦提供自己營運的優質車隊。XAB 擁有自己的車隊同
受薪司機，並提供專業培訓，目的是為的士重拾應有形象，同提供比一般的士更舒適，更快
捷，更安心的服務 。XAB 的宗旨是”Your Chauffeur Service”，即“你的私人司機服
務”，意思是希望乘客使用 XAB 之後感覺如同聘請私人司機一樣，享受最貼心的旅程。XAB
會定期進行車長培訓，保持服務質素，給予乘客百分百信心保證及安全感。
近期，的士業界正在推出自資合作開發的「E-的士」APPS，為乘客和司機提供全面的服務。
乘客可透過「E-的士」為自己或家人朋友即時叫車、預約叫車，亦可選擇車款、優質司機、
行車路線、裝載多行李或輪椅車等。「E-的士」有車資提示的功能，乘客上車前，已知道估
算車資。乘客上車後，可以和家人朋友分享實時行程。若在車廂內留下物件，「E-的士」可
協助尋找。最後，乘客可為司機及車輛的整潔度評分。「E-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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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可以聽語音講播接單，不用分
神看手機，增加駕駛安全。車主亦可透過 APPS，了解車輛的位置和運作狀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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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
為剛從「職業培訓局」畢業的學生提供免費職前培訓，讓行業逐步正規化，讓準備入職的司
機了解行業的運作和謀生的技巧。為協助新入職人士，從 2017 年 4 月開始，香港的士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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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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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亦曾與「再培訓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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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組織在職司機接受提升服務的培圳。讓司機多了解以客為先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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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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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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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版刋
出。乘客、的士從業員和公眾可以透過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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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的士業議會的長期工作，初版己於 2018 年上載香港的士
業議會的網站。
五) 協助引入環保及可接載輪椅車的士車輛
2018 年 7 月，的士業界樂意試驗四部豐田混能的士車輛，這批混能車輛是由電能和液體石
油氣推動，是更環保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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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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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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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乘客和司機都喜歡這新款車輛。由於這款車
輛亦能接載輪椅車乘客，業界正努力組織培訓司機，專業操作上落輪椅，亦正爭取政府資助
輪椅車乘客，為司機提供足夠誘因，提供優質服務給使用輪椅車乘客。
六) 向政府提交「的士業改革建議 2018」
香港的士業議會繼經過諮詢公眾、業內人士、相關政府部門、政黨、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
員等，擬訂的士業改革的建議書，並提交政府，希望政府能協助的士業進行改革。改革的方
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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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士業改革建議 2018」可在香港的士業議會的網站下載
(http://www.hk-tc.org/web/tc/)
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9 年 3 月 9 日
香港的士業議會 創會會員（排名依筆劃順序）
1.
2.
3.
4.
5.
6.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
自由的士權益協進會
西貢的士工商聯誼會
車馬樂的士聯會
忠誠車行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7.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
8.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
9. 香港的士商會
10. 香港計程車會
11. 泰和車行
12.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

13.
14.
15.
16.
17.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新界的士車主司機同業總會
新興的士電召聯會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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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c

致：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恒鑌議員, BBS, JP 及其他委員會委員

的士業界近年不斷為提升的士服務的努力
呈上的士業界近年不斷努力地提升服務的簡介，期望議員和政府能積極考慮今次(2019 年)
的加價申請，讓業界保持士氣，繼續推行各項改革，改善服務水平。
自 2015 年，香港的士業界不斷努力，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改善服務。根據過去 5 次獨立
的調查結果顯示，乘客對的士服務的滿意度慢慢上升。以下簡介各項改善服務的措施。
一) 持續監察的士服務質素
2017 年 6、9、12 月及 2018 年 5 月和 12 月，香港的士業議會委托「恒生管理學院」(現
稱香港恒生大學)進行了五次乘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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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乘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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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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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不滿
意的百分比由差不多 8%下跌到 1.2%，顯示我們的司機正不斷努力改善服務態度。所有調查
報告可在香港的士業議會的網站下載(http://www.hk-tc.org/web/tc/)。
二) 的士禮貌運動
2017 及 2018 年，香港的士業議會為協助公眾乘客和司機了解的士營運守則，推動「禮貎
大使」(大使) 活動，目的是令乘客及司機建立良好關係及互信基礎。活動在繁忙的的士站進
行。年青大使在輔導員 (香港的士業議會人員) 的陪同下，派發單張，宣揚禮貌訊息，並協
助乘客找的士、上落的士及認識目的地和收費水平，也向的士司機講解待客之道。《的士禮
貌運動》的口號是：
『待人以禮，我們做到』
。每年運動有約四萬名乘客受惠，得到許多「讚」
。
以下是這運動的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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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貎大使在花園道山頂纜車總站值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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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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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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開發及提升網約的士服務
隨著科技的發展，業界亦努力尋求方法提升服務，包括提供服務給輪椅車人士。近年，先後
有鑽的、星群的士和 XAB 的士等優質車隊的出現。最近，的士業界亦共同開發 E-的士 APPS，
提供網約的士服務。由於現時的士的收費過低，提供這些優質服務，在財務上不可行。鑽的
以社企形式經營，它的營運總裁以無比的毅力，排除萬難，得到社會有心人的支持，組織了
一支小型的車隊(不到 10 部的士車輛)，為用輪椅車人士服務，得到普遍的贊賞。
星群的士是第一個業界自行開發的網約車隊，自 2015 年以來，提供全面多元的士服務。星群的士
座位寬敞，乘客可在車上免費享用增值服務，例如免費 Wi-Fi、USB 充電等等。【星群多用途的士
MPT (Multi -Purpose Taxi)】更有寬敞的行李空間，而輪椅使用者除有獨立乘坐空間，更備有斜板
供輪椅直接上落。星群的士的車隊慢慢增加至 150 部。

XAB 是一間嶄新的初創科技公司，為配合香港成為智慧城市而提供網約出租車服務平台。
XAB 不只是一個普通網約的士平台，亦提供自己營運的優質車隊。XAB 擁有自己的車隊同
受薪司機，並提供專業培訓，目的是為的士重拾應有形象，同提供比一般的士更舒適，更快
捷，更安心的服務 。XAB 的宗旨是”Your Chauffeur Service”，即“你的私人司機服
務”，意思是希望乘客使用 XAB 之後感覺如同聘請私人司機一樣，享受最貼心的旅程。XAB
會定期進行車長培訓，保持服務質素，給予乘客百分百信心保證及安全感。
近期，的士業界正在推出自資合作開發的「E-的士」APPS，為乘客和司機提供全面的服務。
乘客可透過「E-的士」為自己或家人朋友即時叫車、預約叫車，亦可選擇車款、優質司機、
行車路線、裝載多行李或輪椅車等。「E-的士」有車資提示的功能，乘客上車前，已知道估
算車資。乘客上車後，可以和家人朋友分享實時行程。若在車廂內留下物件，「E-的士」可
協助尋找。最後，乘客可為司機及車輛的整潔度評分。「E-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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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可以聽語音講播接單，不用分
神看手機，增加駕駛安全。車主亦可透過 APPS，了解車輛的位置和運作狀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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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
為剛從「職業培訓局」畢業的學生提供免費職前培訓，讓行業逐步正規化，讓準備入職的司
機了解行業的運作和謀生的技巧。為協助新入職人士，從 2017 年 4 月開始，香港的士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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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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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亦曾與「再培訓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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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組織在職司機接受提升服務的培圳。讓司機多了解以客為先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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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業議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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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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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版刋
出。乘客、的士從業員和公眾可以透過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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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的士業議會的長期工作，初版己於 2018 年上載香港的士
業議會的網站。
五) 協助引入環保及可接載輪椅車的士車輛
2018 年 7 月，的士業界樂意試驗四部豐田混能的士車輛，這批混能車輛是由電能和液體石
油氣推動，是更環保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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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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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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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乘客和司機都喜歡這新款車輛。由於這款車
輛亦能接載輪椅車乘客，業界正努力組織培訓司機，專業操作上落輪椅，亦正爭取政府資助
輪椅車乘客，為司機提供足夠誘因，提供優質服務給使用輪椅車乘客。
六) 向政府提交「的士業改革建議 2018」
香港的士業議會繼經過諮詢公眾、業內人士、相關政府部門、政黨、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
員等，擬訂的士業改革的建議書，並提交政府，希望政府能協助的士業進行改革。改革的方
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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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士業改革建議 2018」可在香港的士業議會的網站下載
(http://www.hk-tc.org/web/tc/)
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9 年 3 月 9 日
香港的士業議會 創會會員（排名依筆劃順序）
1.
2.
3.
4.
5.
6.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
自由的士權益協進會
西貢的士工商聯誼會
車馬樂的士聯會
忠誠車行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7.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
8.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
9. 香港的士商會
10. 香港計程車會
11. 泰和車行
12.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

13.
14.
15.
16.
17.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新界的士車主司機同業總會
新興的士電召聯會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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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d

智慧城市
的士危機與轉機
熊永達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

1

危機
• 服務水平達不到一些群組的期望和
• 投訴數字和檢控數字有損國際城市聲譽
服務水平包括:
• 揮之即來、隨傳隨到
• 司機服務態度
• 車程快捷
• 車廂清潔和舒適度
• 可接載輪椅車乘客

2

服務水平的可控性
• 揮之即來、隨傳隨到---- 供求問題(注入新思維應受控)
• 司機服務態度---- 人力資源問題(提供專業培訓和回報應受控)
• 車程快捷---- 道路擠塞和使用權問題(政府行為，業界不可控)
• 車廂清潔和舒適度---- 成本效益問題(規管行為守則可部份受控)
• 可接載輪椅車乘客---- 成本效益問題(專業培訓可局部受控)

3

行業特點:
• 車輛質素: 車款以豐田(石油氣)為主(在一種咪錶收費的制度下，營運商
尋求最低成本)
• 人力市場:
• 約40000活躍司機中有約90%是租車司機，全部自僱人士，形成一盆散沙
• 司機老化(平均69歲)，甚少年青人入行，司機數量不足，導致超過10%車輛無司
機
• 司機服務態度沒有和收入掛鉤(貼士不穏定)

• 管理
• 車行主要經營牌照賣買和出租車輛，直接打理車隊是極少數，行業缺乏系統管
理
• 車行把車租給打理人，讓打理人招攬司機，由租金差額獲利
• 打理人的冒起，令登記車主對租車司機完全失控
4

挑戰
• 提升現有的士服務，滿足現有每天約90萬乘客需求
• 提供更高檔的服務，照顧「優步」的乘客群，以滿足這些群體的
需求(需求多少，未能量化，估計這些乘客群可承受高收費，期望
司機服務態度好和車輛(不是目前之的士)舒適)

5

機遇
• 業界受壓，改革的意欲強
• 司機不足，車租受壓，入職門檻相對低
• 改革的空間大，讓新思維有無限空間發揮創意，提升服務
• 新科技提供必要的工具，創造條件，達致智慧出行

6

規管個人點對點客運服務現有的法律框架:
374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條例》
•出租汽車許可證:酒店出租、旅遊出租、機場出租、學校出租及私
家出租，其中私家出租可再細分為私家車及豪華房車服務
•的士服務: 按錶收費(不可議價)和合約出租(按時段)(可議價)
現時的法例框架應有足夠空間提供上述兩類客運服務：私家出租提供高檔服
務而的士包車制可提升現有服務

7

出路(1)：
引入管理新思維和提供人力資源是關鍵
• 透過發出有年期的的士車隊營運牌照(列明服務水平要求) ，讓現
有的18163登記車主或有心營運者(透過租車或租牌)提供有保障的
服務
• 透過智慧出行基金(新建議)鼓勵業界推動有創意而提升服務的項
目，包括和旅遊業界、工商機構、傷健機構或大學等合作的一條
龍服務項目

現時星群車隊、香港的士、XAB車隊、以至近期的E-Taxi提供了初見成效的案例
服務水平要求可包括專業操作輪椅車的士成份及電動的士車輛，以配合智慧城市的概念

8

初見成效的案例
星群的士是第一個業界自行開發的網約車隊，自2015年以來，提供全面多元的士服務。星群的士座位
寬敞，乘客可在車上免費享用增值服務，例如免費 Wi-Fi、USB 充電等等。【星群多用途的士MPT
(Multi -Purpose Taxi)】更有寬敞的行李空間，而輪椅使用者除有獨立乘坐空間，更備有斜板供輪椅直
接上落。星群的士的車隊慢慢增加至150部。
XAB是一間嶄新既初創科技公司，為配合香港成為智慧城市而提供網約出租車服務平台。XAB不只是一
個普通網約的士平台，亦提供自己營運的優質車隊。XAB擁有自己的車隊同受薪司機，並提供專業培訓，
目的是為的士重拾應有形象，同提供比一般的士更舒適，更快捷，更安心的服務 。XAB的宗旨是”Your
Chauffeur Service”，即“你的私人司機服務”，意思是希望乘客使用XAB之後感覺如同聘請私人司機一
樣，享受最貼心的旅程。XAB會定期進行車長培訓，保持服務質素，給予乘客百分百信心保證及安全感。
近期，的士業界正在推出自資合作開發的「E-的士」APPS，為乘客和司機提供全面的服務。乘客可透過
「E-的士」為自己或家人朋友即時叫車、預約叫車，亦可選擇車款、優質司機、行車路線、裝載多行李
或輪椅車等。「E-的士」有車資提示的功能，乘客上車前，已知道估算車資。乘客上車後，可以和家人
朋友分享實時行程。若在車廂內留下物件，「E-的士」可協助尋找。最後，乘客可為司機及車輛的整潔
度評分。「E-的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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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機可以聽語音講播接單，不用分神看手機，增加駕駛安全。車主亦可透過APPS，了解車輛的位置和運
作狀況。
9

電動的士車輛----萬事俱備、只欠政策

電動的士車輛對業界、政府和市民都有好處，是三贏方案
•業界減少營運成本，同時加強車隊的管理(有實時運作數據)
•政府有效減少路旁廢氣排放，落實智慧出行(實時運作數據是大數據的一部份)
•市民享用較佳的車輛和較清新的空氣
現時狀況：
•業界有很大意願採用電動車輛
•市面已有合適的電動車可以採用作的士車輛，如e-NV200, Hyundai, Leaf, Niro 等
•業界憂慮沒有足夠的充電設備
建議：
如同1999年政府推動石油氣的士一樣，政府和業界一起推動大規範的試驗，包括
車種和配套設備，也可納入上述的士車隊營運牌照的條款執行
10

出路(2)
提供可持續的人力資源
•短期措施:吸引持有輕型貨車駕駛執照的人士入行(加強打擊非法載
客取酬)
•短中期措施:利用網上培訓課程，提高的士司機駕駛執照考生合格
率改善入職環境及行規，方便新人入行
•中長期措施：行業全面正規化和專業化，與教育制度掛鉤，提供
正規培訓和清晰的職業階梯(成立Academy for Taxi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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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e
電動的士試驗計劃

理據:
1. 的士是行走最高里數公共交通工具之一，18163 輛的士，24 小時運作，平均每輛每天
行走 500 公里，約八成是在繁忙市區內進行，排出的廢氣是導致市區路旁空氣污染的
主要源頭之一。
2. 雖然石油氣的士已經比柴油的士淨潔，但排出的氮化物和細微的懸浮粒子，仍然十分
高，許多車齡高的的士，都超標排放。現今電動車技術已經成熟，把的士有計劃轉成
電動車，是解決路旁廢氣污染有效的方法。
3. 把的士轉為電動車最大的障阻，不是車價，而是沒有足夠的快速充電設施網絡，目前
的情勢是等於有傳統汽車可以開動，但沒有油站而不能開動一樣。現時是萬事俱備，
只欠充電站。
4. 電動的士對業界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因為電能的消耗成本較傳統燃料(電油、柴油、以
至石油氣)都比較平，而且價格平穩。政府只要 稍為輕推一下，業界是有相當大的動
力轉為電動車。 所謂輕推， 就是協助業界尋找方法 ，提供足夠的充電設備，全數或
部分資助一個有足夠規模的試驗項目，讓業界清楚看到可行性，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電動的士試驗計劃大綱
5. 政府協助業界試驗最少 50 輛電動的士，包括 a) 提供資助採購電動車及 b) 提供土地
及資助安裝起碼 10 個專為這些車輛而設的充電點，遍佈港、九、新界。
6. 若政府無法提供資助，業界可以考慮自己購買電動車及安裝充電設備，但動力會減
弱，只會有少數幾間車行會承擔這些資金的風險。不過，業界無法自行解決充電設備
網絡，政府必須提供土地安裝充電設備。
7. 現有可以作為的士使用的電動車有三個選擇，一是日產的 LEAF，二是日產的 eNV200，三是比亞迪。而 e-NV200 有機會乘載輪椅車。三款車的售價在 30 萬至 40 萬之
間，屬合理水平。三款車都有慢充和快充設備的選擇，若果是快充的話，需時大概兩
小時左右。業界將會採用智能管控充電設備的系統，十個充電點是完全可以滿足 50 輛
電動的士的充電需求。要滿足本地乘客的要求，這些車款可能要進行一些設計上的改
動，根據日產代理商的意見，日產廠方希望看到香港政府有轉換的士車輛到電動車的
承諾，才可能在車輛設計上作改動。

8. 若果政府能提供財務資助，整個試驗計劃的安排可參照柴油的士轉石油氣的士的試驗
計劃，成立監察委員會收集試驗數據，並定期監測試驗計劃的進度。委員會的成員可
包括政府和業界代表及學者專家。
9. 若政府只能提供土地和承諾的士車輛轉換電動車的大方向，業界也可自行組織監察機
構，公佈監測數據，讓全行分享。
進一步工作
10.為進一步推進電動的士的試驗，建議設立一個由環保局、運房局、立法會議員、香港
的士業議會和香港電動車業總商會定期會議，跟進預備工作，直至試驗計劃的落實。

附錄2f
香港的士業議會 第二屆就職典禮

主席致詞
香港的士業議會轉眼已過三年， 我首先感謝第一屆各委員辛勤工作和全
情投入， 尤其是對卸任的委員，更要衷心感激。在過去三年香港的士業
議會進行了許多工作。 最重要是團結業界， 無論是車主、車行、打理人、
電召台或者司機，大家在這個平台上，平心靜氣討論， 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將的士行業搞好。
我們第一項工作， 就是將業界的改革動力和建議，匯集一起，完成了
2018 香港的士業改革建議書，內容包括組織大車隊， 成立的士司機 退
休及保障基金， 加強司機培訓及政府提供良好營運環境等。 香港的士業
議會易破天荒進行一項定期的士服務水平調查。 這項調查比單單依靠投
訴數字，評估的士服務水平更為客觀合理。每次調查訪問 1200 乘客， 涵
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車廂的質素，而是司機服務質素，三是道路系統支
援的水平。 這項客觀調查為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立下標竿。 過去五次的調
查，發現的士服務 評分 大概 60 分增長睫 70 分的良好水平，顯示我們大
部份司機表現良好。為進步改善形象，我們舉辦禮貌運動，在市區黑的最
多的的士站，派出年青有禮的禮貌大使，幫助乘客叫車和上落車，同時向
乘客派發的士服務的單張。
過去幾年，業界受白牌車和政府建議的專營的士困擾。的士作為一種公共
交通工具，政府完全有責任提供 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讓的士 能夠提供
優質服務及市民。對於非法白牌車 應該嚴加打擊， 責無旁貸。但政府似
乎忘記了自己的職責， 沒有積極做好這項工作， 令業界積怨日深。
至於專營的士，業界反對政府另起爐灶，完全不顧 18163 現有的士的利益，
不單會搶走現時嚴重短缺的司機，還把最好的生意讓專營的士有優先權搶
走。 這樣做，不但對業界的服務 沒有幫助，反而雪上加霜 ，令業界的
經營更加困難，現有的士的服務，只會下降。 嚴重打擊業界現時艱辛經
營優良車隊。 迫使這些車隊 收縮結業。
一直以來，業界都期望和政府攜手合作，提升的士的服務，滿足市民的要
求。 我們希望 政府 不要遺忘 18163 部的士， 讓我們先試先行， 提供
優質的士服務。 未來三年，我們的工作將更為艱巨， 我們將加倍努力，
與時並進 將香港的士服務 提升是世界級水平
15 Jul 2019

附錄2g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林鄭月娥女士
事由：2019/2020 施政報告有關的士政策
香港的士業議會對來年(2019/2020)施政報告對來年施政報告有如下意見，殷
切期望特區政府在如今艱難時刻，聆聽業界意見，協助業界渡過艱困，減少
社會的怨氣。
一、 接納及推行優質的士車隊認證計劃，全面提升現有 18163 部的士的服
務
1. 政府協助設立一個優質的士車隊的認證計劃，在不修訂現行法例的前題
下，讓有心改革的業內人士，根據認證的條款，組織優質車隊，提供優
質的士服務。
2. 獲認證為優質車隊，可在公營和私營機構得到廣泛宣傳，亦可享用額外
的上落客設施，讓公眾容易識別優質車隊及獲得服務。優質車隊的目標
乘客是願意付出較高車費 獲取優質服務的人士。令提供服務的士司機獲
得較高的收入。
3. 優質車隊的數目會跟隨市場的需求，由市場決定。任何車隊若能滿足認
證條款的要求，都可向認證機構申請成為優質車隊。
4. 這計劃由政府牽頭，公營及私營機構合作，並不涉及改動現行法例。
計劃的詳細建議見附件一。
二、容許的士使用港珠澳大橋，直達珠海或澳門關口，方便來往香港的旅客
港珠澳大橋於 10 月 23 日開通以來，根據運輸每月的車流報告，大橋每天的
車流量遠遠比原本預測的每天流量 9200 至 14000 為少，這是不理想的。的士
業界希望協助改善這種情況，建議讓香港的士使用大橋，把乘客直接接送到
珠海和澳門關口，一來疏導部份乘客，二來增加大橋的車流，三來讓年長的

老人家和行動不方便人士可減少過關時要步行的路程，對提升香港『好客之
都』的美譽有積極意義。
三、推動電動的士計劃，為提升市區空氣質素注入新動力
推動汽車零排放是全球改善空氣污染的共同目標，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應作
出全面配合。減少市區空氣污染，對市民的健康大有裨益，而同時讓業界享
用較可靠和便宜的燃料，是多贏方案。

1. 政府協助業界試驗最少 50 輛電動的士，包括 a) 提供資助採購電動車及 b)
提供土地及資助安裝專為這些車輛而設的充電點，遍佈港、九、新界。政
府除在市區內進行試驗外，亦可同時考慮在較容易掌控的地區(例如大嶼
山和西貢)推行試驗計劃。
2. 政府應參照向電動輕型貨車車輛的資助額，提供最少 30%車價的資助，協
助業界購署電動車用作的士。
3. 業界無法自行解決充電設備網絡，政府必須提供土地安裝充電設備。
4. 現有可以作為的士使用的電動車有三個選擇，一是日產的 LEAF，二是日
產的 e-NV200，三是比亞迪。而 e-NV200 有機會乘載輪椅車。三款車的售
價在 30 萬至 40 萬之間，屬合理水平。三款車都有慢充和快充設備的選
擇，若果是快充的話，需時大概兩小時左右。業界將會採用智能管控充電
設備的系統，十個充電點是完全可以滿足 50 輛電動的士的充電需求。要
滿足本地乘客的要求，這些車款可能要進行一些設計上的改動。
5. 若果政府能提供財務資助，整個試驗計劃的安排可參照柴油的士轉石油氣
的士的試驗計劃，成立監察委員會收集試驗數據，並定期監測試驗計劃的
進度。委員會的成員可包括政府和業界代表及學者專家。

詳細建議見附件二。

查詢：熊永達博士(議會主席): 98439807、吳坤成副主席 90356619

附錄3a
香港的士乘客意見調查報告 —— 2019 上半年度
新聞稿
自 2017 年五月開始，香港的士業議會委托香港恒生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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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度的調查
於 5 月期間進行，此項調查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在全港各區共派出八位調查員，以面對
面的方式訪問的士乘客。此次調查成功訪問了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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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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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車廂溫度適中’，‘的士司機遵守交通規則，”安全
和平穩行車’，’的士車廂寬敞、座位舒適’及‘的士司機使用最有效率或乘客指定的路線’。
此六項服務元素中有三項是關於的士車款設計，三項反映的士司機專業態度，這些元素的
分數已達致良好水平。
受訪者在 13 項服務質素中評選了五項最重要的元素，全部五項服務元素皆與的士司機的
專業態度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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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項元
素的評分平均值接近良好水平，但乘客對’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例 (如不揀客、不拒載、不
濫收車資)’和‘的士司機待客以禮’方面有更高的期望。香港的士業質素 2019 年上半年度調
查的綜合平均得分為 3.59 分，所對應的質素評級為四星，質素達至良好。此質素評級與
過往調查評級相若。
相比去年下半年度，的士整體服務質素及服務整體滿意度分數大致持平，但仍有少部分受
訪者對的士服務表示不滿意，業界需要正視,建立有效投訴跟進機制，以回應乘客訴求。
總體而言，自去年初開始作調查，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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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分，達到滿意水
平。的士質素評級仍然是四星級。可是對比上一季，部分服務元素的表現有輕微下降。當
中，有待改善元素包括 :‘在的士站輪候時間‘，’的士司機的禮貌程度(如主動與乘客打
招呼、禮貌地詢問和確認目的地)’，’在路旁截的士的容易度’及‘的士環保表現 (如廢
氣排放量低、耗能低)’。

這些元素在過往兩次調查持續拿到較低分數，我們建議的士業應加大力度於‘在路旁很容
易截的士 ’與‘的士司機待客以禮’這兩方面的改善方案。隨著網上預約的士程式的普
及，業界也要預留足夠的士在路面上，以滿足不同乘客的需要。
對於乘客對「專營的士」的期望和乘搭意向，業界可以向有關政府單位報告結果，有利各
方籌劃和改善香港整體的士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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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一 香港的士整體服務質素評價

表五.二 香港的士服務整體滿意度

附錄4a
e 的士 起動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發言
蘇偉文副局長、易志明航運界立法會議員、各位嘉賓:
首先我作為一個乘客，同時係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感謝業界同心同德，
出錢出力，孕育這個 e 的士 app，講十月懷胎，都不為過。今天她的正式
誕生，值得慶賀。
出席今天起動禮的各位嘉賓，各位業界翹楚， 各位新聞界朋友，及各位
市民，我們都有一個共同心願，就是希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智慧城市，有
一個令人羨慕，高質素的的士服務。今天無論政府官員，不同黨派的立法
會議員，業界不同的持分者，濟濟一堂，都係撐呢個 e 的士 app，這本身
就是一個歷史性的場合，值得一記。
我特別感謝易志明議員，佢用心用力，聯繫業界，讓業界能求大同存小異，
促成 e 的士的誕生。我亦十分感謝運房局、運輸署和其他政府部門的官員，
以及各位立法會議員，譚文豪議員、劉國勳議員，林卓廷議員，尹兆堅議
員、吳永嘉議員、容海恩議員、梁志祥議員給予的關懷和指導。
易高氣站、皇冠車行和泰加保險的支持，推動司機下載和安裝 e 的士，在
此一併鳴謝。我亦特別感謝八達通行政總裁張耀堂先生，讓八達通搭 e 的
士，夢想成真。 香港向著無現金城市邁出一大步。
e 的士是業界一個集體的 App，服務市民，亦服務司機。我希望最終能夠
成為香港人的的士 app。這個的士 app 值得市民大眾支持，主要原因是：
這個 app 是 正規、正宗 和正價。
正規：這個 app 是完全符合香港法例，完全不做違法勾當，接受乘客批評
和讚賞， 亦會處理乘客投訴及為乘客尋找失物。
正宗：這個 app 不是以牟利為主，而是以服務質素為主，是聚集整個行業
各持份者，包括車隊及 call 台提供的服務，匯集行業改革的精神，為乘
客服務的同時，亦致力改善司機的服務環境和質素。

正價：這個 app 不做折扣柯打，司機的辛勞，應該得到合符比例和合法的
回報。我們鼓勵司機和乘客有一個融洽的關係，正價就不會產生不必要的
爭拗。
最後，我衷心感謝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不眠不休工作的團隊，包括香港
的士業議會、香港的士軟件有限公司、八達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和一群
年輕的的士禮貌大使。
我呼籲全港市民支持業界的改革行動，用八達通搭 e 的士，祝願 e 的士無
比成功，謝謝。
熊永達
16 Apr 2019

附錄4b

運輸署署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署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11 號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
10 樓
(經辦人：吳翰禮先生)
敬啓者：
事由：的士業界智能手機叫車應用程式 eTAXI 連接上運輸署網頁
香港的士業議會謹向運輸署提出申請把業界自資開發的叫車程式 eTAXI 連接
上署方的網頁和應用程式「香港出行易」，供市民和遊客知悉業界 eTAXI 服
務。運輸署的網頁和應用程式將能全面提供有關本港公共交通服務(包括的士
服務)的資訊。
市面上雖然有不少叫的士的應用程式，但 eTAXI 是唯一業界集體出資開發，
同時，接受運輸的指引，完全符合香港的法例法規，不接受折頭柯打的應用
程式。這個叫車應用程用程式是為的士司機和乘客提供服務，為司機提供服
務資訊，如交通訊息和乘客熱點等，又為乘客配對車輛服務和尋找失物等。
最終目的是提高服務水平，接受乘客評分和投訴。
eTAXI 願意接受署方的任何規範，希望能收到署方積極回應。

熊永達博士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
查詢：熊永達博士(主席): 98439807、吳坤成先生(副主席)90356619

附錄5a

附錄7a

工業貿易署「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REF NO: T18 004 004)

項目名稱 :

開發智能平台 (的士一站通)
提升的士服務質素及競爭力

申請金額 :

港幣4,856,960

1

1. 車行 (可以賣買的士牌及放租)
約100間

受惠單位 : -

2. 的士車租用承辦商
約70 間
3. 電召的士服務台
約15個
4. 個體戶公司車主
約5700 間

2

【組成】: 議會由十七個業內
團體發起組成，有車主、的士
租車𠄘辦商、電召台服務中心、
的士車行、司機、學者、旅遊
界人士、會計師、律師等
【宗旨】 : 致力改善香港的士
服務質素，提升及推動的士業
界正規化和服務專業化

【目標】 協助業界提升的士服
務，建立品牌。建立業界的行
業自尊，讓乘客享受高質素的
士服務，包括可接載輪椅車的
優質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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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

三大機遇：-

(1) 機遇一 ：發展有品牌保證的多元化服務有逼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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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針對三大困難，抓緊三大機遇，開發的士“智
能平台 (的士一站通)”

申請項目-目的：

1.

協助建立服務品牌

2.

培訓司機和車隊管理的一站式服務

3.

提升服務質素及增強行業競爭力

4.

邁向專業化發展

最終
提升40,000 個活躍司機收入

讓乘客享受多元化及最方便的服務

5

1. 將全港叫車APPs (例如； 滴滴、星群、eTaxi)，及
目前8個主要的士電召台及其他資訊服務統合在一
起。讓乘客選擇，用家可對服務質素評分，利用競
爭推動改善
2. 為乘客尋找失物及提供相關的士相關法律知識，改
善行業形象

項目特色

3. 平台有「的士業一籃子資訊」，令行業更透明，更
能服務業界， 資訊包括 ；
香港的士歷史及發展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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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的士業趨勢等

4. 透過安裝「車輛追踨系統」協助改善司機駕駛態度、
車隊管理和處理乘客的投訴

6

1. 提供服務選項

一站通基本操
作模式：

◦
◦
◦
◦
◦
◦

乘客版:
的士 App
電召台
特別輪椅車的士
尋找失物
服務評分
相關法律資訊

•
•
•
•
•
•

司機版：
訂單管理
相關法律資訊
的士業資訊
即時交通消息、大型活動等
自學的士考試課程
準司機職前技巧培訓課程資訊

2. 不論 iOS 或 Android 手機均可下載，使用平台設定
的服務
3. 安裝一個30 x 80 x 100mm體積的機盒，透過GPS追
蹤系統監察的士位置及實時車速，司機不易察覺或
拆除此機盒

7

財務預算：
活動支出預算：
諮詢會議 / 推廣講座

$101,500

面書製作及維護 $351.100

海外經驗考察

$70,400

禮貌大使

$327,000

的士一站通平台

$770,000

網上自學課程

$200,000

車輛追踨系統

$1,380,000

雜項開支

$24,800

提升競爭力硏究

$258,000

項目職員

$727.200

媒體/路演宣傳

$646,960

總數：

$4,856,960

推廣活動包括 :
• 公衆研討會兩場
• 資訊科技提升的士
行業競爭力的研究
• 海外考察(新加坡、
臺灣、日本、深圳)
• 應用講座
• 面書
• 禮貌大使(國際機場
等)
• 路演、宣傳海報及
單張/申請機構成員
的網頁
• 電台/報紙登廣告

8

項目流程 :

2020年：
1月測試的士一站通平台及測試網上自學課程

2月提交中期報告

2019年：
6月 組成督導委員會及聘請項目職員
7月 成立工作小組及制定海報設計
8月 啟動硏討會及擬訂競爭力硏究大綱
9月 的士一站通平台及面書招標
10月 海外考察及制定網上自學課程
11月 舉辦宣傳硏討會
12月 測試面書操作及招聘禮貌大使

3月推出一站通平台及舉行5次應用講座
5月三場路演及制定車身廣告標書
6月安排禮貌大使的士站推廣

7月車輛追蹤系統招標及裱車身海報
8月推出車身廣告及安裝車輛追蹤系統硬件
11月初收集及分析車輛追蹤系統數據
2021年：

3月中收集用家對的士一站通平台的意見
4月收集追蹤系統/意見及撰寫硏究報告
5月初檢討/總結項目成果及提交電子版報告
5月提交終期報告

9

項目工作流程
項目活動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11月12月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11月12月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組成督導委員會
聘請項目職員
成立工作小組
啟動硏討會
提升競爭力硏究
的士一站通平台
海外考察
網上自學課程
面書設計和運作
宣傳硏討會
禮貌大使推廣活動
中期報告
應用講座
路演
車身廣告
行車追蹤系統
收集用家意見
終期報告

10

附錄8a

優質的士車隊認證計劃
背景:
1. 香港的士行業面對兩大挑戰: 一是非法「白牌車」充斥市場，二是政府
強行推動「專營的士」(專的)方案。在司機短缺的情況下，政府再增加
600 部專的，勢必造成惡性競爭，爭奪司機，但對提升整體的士服務則無
補於事。
2. 結果是：的士的客運市場不斷被侵蝕。為爭生意，尤其是在晚間，收費
八折成為主流，司機生計受到負面影響。
3. 為增加收入，部份司機揀客、兜路、濫收車資，導致乘客投訴。
4. 政府打擊「白牌車」和「黑的」不力，讓的士行業的形象嚴重受損，士
氣低落。
5. 現時 18163 部的士的前景不明，呈現萎靡不振的現象。有營運的士的車
行和投資的士的人士慢慢退出市場，牌價下跌。
6. 要走出這個困局，的士業界意識到必須改革，服務水平需要與時並進，
讓「白牌車」和「黑的」沒有生存空間。現在就是尋找改革方案的時
刻。
7. 歸根究底，的士行業必須提升服務水平，令乘客滿意，才能搶回市場的
佔有率。從政府提出「專營的士」的理念可以清楚看到，政府認為組織
車隊才能有效加強管理，達到提升服務水平的目標。
8. 事實上，業界多年來都希望組織如台灣實行的大車隊制度 1，加強車輛和
司機的管理，提升車輛與乘客需求配對的能力。讓乘客可以快速得到高
質素的服務，而同時提高的士司機的收入，是雙贏的方案。
建議:

1

http://www.taiwantax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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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政府協助設立一個「優質的士車隊的認證計劃」，在毌須修訂現行法例的
前題下，讓有心改革的業內人士，根據認證的條款，組織優質車隊，提
供優質的士服務。
2. 獲認證為優質車隊，可在公營和私營機構得到廣泛宣傳，亦可享用額外
的上落客設施，讓公眾容易識別優質車隊及獲得服務。優質車隊的目標
乘客是願意付出較高車費 獲取優質服務的人士。令提供服務的士司機獲
得較高的收入。
3. 優質車隊的數目會跟隨市場的需求，由市場決定。任何車隊若能滿足認
證條款的要求，都可向認證機構申請成為優質車隊。
4. 這計劃由政府牽頭，公營及私營機構合作，並不涉及改動現行法例。
認證優質的士車隊的條款:
1. 申請人必須能提供證明，顯示車隊能符合一系列服務條款，例如
• 必須聘請一名專業車隊管理人員，負責管理 100 部車或以上的車隊
• 必須有一個培訓司機課程
• 有一個 app 或電召台叫的士
• 有釐定收費的機制，上車前清楚向乘客顯示預計收費
• 有處理乘客投訴機制
• 有無現金交易的選擇
• 有免費無線上網
• 開始時車齡五年以下
• 定期公佈服務水平調查結果
2. 認證機構會在認證年期內進行不定期審查，確保車隊能持續符合認證各項
條款。
3. 如發現有違反認證條款，會先行警告，然後採取罰則，最終會剔除認證優
質車隊名單。
優質車隊認證委員會:
1. 委員會成員由政府委任，成員應給予公眾公平公正的形象，主席應由社
會賢達出任。
2. 委員會秘書處可由運輸署的士組支援，該組人員掌握業界資料，方便業
界聯絡。
3. 委員會每季開會一次，審批新的申請和審閱已獲認證車隊的表現報告。
4. 委員會可批出最長五年的認證，在車隊認證期內，車隊必須定期提交表

現報告，交委員會審閱，委員會有權主動核實報告內容。若發現車隊未
能達到認證要求，可採 取適當的提示和處分。
5. 獲認證的優質車隊名稱(包括運輸署和旅遊事務署)會在官方網頁公佈。
合作伙伴
1. 政府會協助尋求公共及私營機構作為計劃的合作伙伴，在合適場地提供
優質的士車隊上落站。
2. 這些機構包括機管局、市建局、港鐵、醫管局、房屋委員會、房屋協
會、地產商、及酒店等。
政府角色
1. 政府必須承擔主要角色才可有效讓這認證計劃發揮作用，令業界全力投入
優質車隊服務，達到全面提升現時 18163 輛的士服務的目的。
2. 政府必須提供以下協助
a. 委任優質的士車隊委員會
b. 指派運輸署的士組為委員會秘書處
c. 制定認證條款
d. 游說公營及私營機構作為合作伙伴支持這計劃，物色適當地點作為
認證優質的士乘客上落點
e. 開發一個認證優質的士車隊的總 APP，把全部獲認證的車隊 APP 納
入其中(每個車隊 APP 變成總 APP 裡的小程式)，方便乘客選用服
務，同時可監察每個 APP 的服務
f. 容許認證優質的士車隊使用巴士專用通道
g. 在機場和各口岸提供獲認證的車隊車輛方便的上落客點
h. 全面開放禁區，方便的士乘客下車
i. 向輪椅車乘客派發津貼，讓這類的士乘客和普通乘客一樣，支付同
一水平收費
j. 在全港各區設立電動的士充電設備，並豁免在停車場充電時的停車
收費，讓車主可以選擇採用電動的士，減低營運成本。

2019 年 8 月 2 日

附錄8b

香港的士大車隊
徵求意見稿
2019年12月10日

對車主/車行的好處:
1.
2.
3.
4.
5.
6.
7.
8.
9.

提供吸引司機的服務條件，包括提高入息及職業保障
培圳司機，提高司機的服務質素，包括服務態度
訂立有效的奬罰制度，有效監管司機的服務質素
有力乘接載客的短期或長期合約，有效提升對個人或機構的載客市場佔有
率
制定服務顧客守則，提升客服的水平
為車隊提供的士車輛檢驗（包括大驗小驗）、維修以至劏車服務
利用車隊規模的優勢，爭取降低車輛甚或司機的保費，降低車輛的管理和
維護費
利用車隊規模的優勢，增加廣告費收益
檢視市場的變化，採取策略，提升生產力及利潤，包括引進新車種、新科
技和管理方法，讓車隊持續發展

對乘客的好處:
1. 讓乘客享用電話熱線或APPS，得到即時或預定時間的叫車服務、
行程分享、語言及匯率協助、無現金收費、行程紀錄和收據等
2. 提供各類不同車輛的選擇，包括可上落輪椅車，大車廂和電動
車輛
3. 接受及跟進乘客對服務的投訴或讚賞
4. 提供免費為乘客尋找遺留在車廂的個人物品
5. 接受本地或外地任何有關的士服務的查詢及預約符合機構客戶
要求的預約服務
6. 設立一個乘客資訊網站，包含有關的士服務的資訊，遊客可透
過網站預約服務

組織5000車大車隊
• 以最少5000車組合成大車隊的管理公司
• √ 集中管理，平衡市場供求
• √ 易於提升的士業的服務質素
• √ 更有彈性配對司機，減少空置情況
• √ 整合人力資源，綜合管理及維修人員，免於重複工序
• √ 整合維修零件，降低成本，從而提高利潤

董事會
首席資訊科技總裁

首席財務總裁

資深工程師

首席營運總裁

編程及設計

管理公司會計部經理

高級會計文員

會計文員

維修中心會計部經理

高級會計文員

會計文員

人事及行政部經理

行政總裁

程式及電腦支援

人事部文員
秘書及文員

市場推廣部經理

市場推廣主任

培訓部經理

培訓導師

租務部主管

高級租務主任

租務主任

保險部經理

高級保險文員

保險文員

車身燒焊主管

車身燒焊師傅

技工

噴油部主管

噴油師傅

技工

修理部主管

維修師傅

技工

驗車部主管

驗車部高級技工

技工

外勤驗車主管

外勤驗車技工

營運經理

營運主任

零件管理主管

倉務員

維修中心總經理

快速換油站技工

核心營利業務一:

大車隊管理月營運開支概覽
• 51人團隊(包括CEO，CFO，COO，CTO) 薪金 $1,863,000.00
• 強職金及企業醫療保 $160,000.00
• 租金及雜費 $191,000.00
• 市場推廣費用 $100,000.00
• 每月基本開支 $2,314,000.00

• 開業裝修及設備費用 $1,908,000.00

大車隊管理
財務概覽

每月平均每車租金收入
每月平均每車租金支出
每月打理人支出

$
$
$

23,117.64
17,284.00
1,000.00

每月的士日常維修支出

$

2,148.34

平均每架的士毛利

$

租出的士數量
空置的士數量

2,685.30
4,500
500

毛利總結 (A5 x A8)
空置的士淨支出 (A3 x A9)
空置的士停車場支出每部$500
整體租金毛利

$
$
$
$

12,083,855.00
8,642,000.00
250,000.00
3,191,855.00

加: 3000車廣告收入，每車$400
扣: 日常運作支出
每月純收益

$
$
$

1,200,000.00
3,230,500.00
1,161,355.00

開業費用
首月營運收益 (已扣除開業費用)
2至12月營運收益
首年營運收益

$
$
$
$

1,908,000.00
(746,645.00)
12,774,905.00
12,028,260.00

首年稅後損益

$

10,043,597.10

解決業界的士空置壓力
• 按此建議進行，大車隊管理公司有能力承擔500台空置的士
• 扣除所有營運開支後，可獲年營利約$12,028,260.00
• 首年稅後營利為$10,043,597.10

• 按年每多開出50台的士將獲額外營利$12,281,580.67

核心營利業務二:

維修中心月營運開支概覽
• 管理團隊及維修人員74人 薪金 $1,687,000.00
• 勞保每月 $208,333.33
• 租金及雜費 $400,000.00
• 每月基本開支 $2,295,333.33
• 開業裝修及設備費用 $10,928,000.00

維修中心預算: 4500 車計
• 維修中心每車每月平均銷售額
為$3,348.31
• 每天需要處理基本日常維修如
下:
•
•
•
•
•
•

換油及日常保養 164架
大驗20架
更換車頭7架
更換波箱7架
驗缸3架
盤頭7架

首年稅後純利 : $36,109,700.25

每車每月平均銷售額
每月平均銷售額
銷貨成本

支出
日常營運支出
每月薪金支出

首年預算損益
純利
扣:開業費用
扣: 應繳稅

$
3,348.31
$ 15,067,375.00
$ 8,257,612.50
毛利 $ 6,809,762.50

$
$
純利 $

608,333.33
1,687,000.00
4,514,429.17

$ 54,173,150.00
$ 10,928,000.00
16.5% $ 7,135,449.75
稅後損益 $ 36,109,700.25

可持續發展
• 當業界空置的士集中處理後，每更租金可望提高$10.• 該年營利將增加至 $ 35,083,577.10
• 大幅上升$25,039,980.- 約為 249% 增長

如何入股 / 參予計劃 ?
• 整個方案需組合最少5000台的士
• 的士持有人可按投入的士的數量認購同等數量
的紅股，即一車一股
• 如只提供的士作營運，其紅股認購權將歸他人
所有
• 每股股本為$100,000.00
• 5000股合共 5億 ($500,000,000.00)

為什麼要入股 / 參予計劃 ?
• 提高車租收入

• 現時普遍車主有10%的士空置，即每9車有1車空置
• 以平均$17,000/車 計算，實際每車車租只有$15,300.00
• 若投入此計劃，包括空置的士均能收足租金，比實際
租金高出11%

• 分享成果

• 大車隊的首年綜合利潤為 $46,153,297.35
• 將20%利潤撥歸公司的持續發展用途，每紅股每年可
獲$7,384 股息

• 每月收入

• 平均每月每車連股息收入為 $17,615.--

附錄9a

香港的士業議會 - 「的士禮貌運動2019」檢討報告
活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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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過去兩年的成功經驗，今年續辦的士禮貌運動2019，持續推動及提升
的士服務。《的士禮貌運動2019》除得到「優質旅遊服務協會」贊助港幣10萬元外，亦
得到「易志明議員」及業界各持份者的全力支持和協助。
2. 議會推動禮貌運動是要回應乘客調查的結果：議會委托「 香港恒生大學」在2018年12
月份及2019年6月份，進行「香港的士服務質素調查」，結果顯示乘客最重視司機的服
務態度。過去兩年舉辦禮貌運動等活動以來，乘客對的士司機服務的滿意度逐步上升，
2019年乘客對的士服務滿意度達 60.3分。
活動目標
3. 《的士禮貌運動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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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的口號跟往年一樣：
『待人以禮，我們做到』。《的士禮貌運動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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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乘客尋找的士，上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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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貌大使透過在的士站向的士司機派發運輸署提供的貼紙，標題包括；香港的士服務標
準、旅途路上不分你我、𢹂手協助殘疾人士、乘客的良好行為，溫馨提示司機同業良好
的服務態度和行為等，同時亦向乘客及司機兩者派發運輸署提供的 「香港的士服務指
引」及「議會宣傳單張」。
活動目的
5. 禮貌大使在的士站向乘客及司機派發宣傳刊物及單張，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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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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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名均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並經
過培訓，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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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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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則由各議會理事及幹事輪流執勤。
整體活動編排
8. 2019 禮貌大使整體活動編排是參考2018年學生的建議、議會主席團在今年6月的建議、

及贊助金額等因素而編排如下：
a. 日期：由6月27日至9月30月 (逢星期一及星期四) 當值，及7月26日舉行啟動儀式；
b. 時間：每日兩個時段由 (上午11時 - 2時) 及 (下午3時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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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港澳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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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巴士總站等；
e. 活動在9月30日完結。
(請參閱附件一)
活動的重點工作
9. 禮貎大使活動的重點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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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司機在車廂內張貼「運輸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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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的總數約 28,560 人次 (26日 x 12小時 x 每小時 90人+ 480)：
a. 港島區的士站 (平均人數約 14,040人 包括 9,360 乘客及 4,680 司機) ；
b. 九龍區的士站 (平均人數約 14,040人包括 9,360 乘客及 4,680 司機) ；
c. 新界區的士站 (平均人數約 480人包括 320 乘客及 160 司機) ；
d. 派出宣傳刋物及禮品包括；議會 6,000 份單張、4,500個鎖匙扣及2,500份「e的士
App」單張、運輸署 6,240 份新出版「的士服務指南」連貼紙、10,000份膠片扇。
活動過程中面對的問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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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花園道山頂
纜車站由7月至9月進行裝修工程，原定6次的當值改為4次；很多大使被乘客埋怨不能即
時安排車輛；有大使被司機質詢「運輸署」計算小孩人頭的標準與保險的不一樣而要拒
載；部份大使被警察要求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而遲到；9月7日當值金鐘的士站，因有示威
及公眾活動而取消，及後移師到紅磡火車站進行；由8月尾至9月尾，因有不同類形的公
眾活動，市面交通狀況出現嚴重問題而令到學生遲到或不能上課，學校因而改動課程編
排，導致學生上課時間與活動撞期，須要將原定星期一及星期四的運作，改在其他的日
子進行。
活動的得著及反思
12. 由於市面上出現示威抗議等大小型公眾活動，為期3個月共27個工作天，包括啟動禮的
「禮貎大使」活動，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乘搭的士乘客保守估計下跌約30%，收集乘
客和司機的回應相對比上年較小，很多乘客不太願意説話，司機說話亦有所保留，雖然
如此，普遍的乘客及司機對此活動給予正面的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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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行李、照顧小孩及行動不便人士；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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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e.
f.

接受；
司機即場拒載問題依舊存在，尤其交更時段；
司機不太接受運輸署設計的「司機守則溫馨提示」貼紙，但喜歡膠片扇。議會的鎖
匙扣，非常受歡迎但宣傳單張須要花費更多時間送出；
運輸署的「的士服務指南」較為吸引司機，而乘客對「香港的士業議會」亦有所
聞，對的士App「e的士」亦抱有興趣；
司機及乘客普遍上支持「香港的士業議會」提供此等活動。

13. 派發單張作為推廣宣傳時，必須設計不同誘因，例如小禮品才可吸引對象，今次活動將
上年議會剩餘的4,500個「指甲鉗/開樽蓋」鎖匙扣，及運輸署的10,000「膠片扇」作為誘
因，吸引乘客和司機是最明顯的例子，沒有此等小禮品，兩者大多數不會接收各種宣傳
刋物；
日後的改善地方
14. 禮貎大使在的士站進行活動，可以在司機與乘客之間起到協調作用，但要日後做得更
好，建議在下列地方多加思考及實行：
a. 禮貌大使的人選應要揀選更加高年級及成熟的學生；
b. 集思廣益，設計更多經濟實惠的小禮品吸引乘客和司機；
c. 再次要求「運輸署」計劃及安排此活動，並作為恆常化的工作；
d. 議會成員應該編排更多「指導員」輪流當值，以便分擔指導員的工作；
e. 考慮單元式的項目而達到宣傳效果，例如；戶外擺設攤位或在室內進行講座；
15. 根據上年活動後的學生建議，不要在星期三及星期五安排此活動，因學生在這些日子較
多人集中上課，所以今年改在星期一及星期四兩天。若非市面上出現示威抗議活動及交
通混亂情況等影響，基本上9月份的活動不用改期及可以按時間表進行。
禮貌大使活動未來持續發展
16. 議會透過不同渠道、埸合、及推廣活動等，近幾年的認知程度大大提升。「禮貌運動」
是其中一個認知推廣活動，若「活動經費」得到支持，來年可以考慮繼續舉辦。

Paul Wong
(2019 年 11 月 18 日）

(附件一)
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9年 禮貌大使當徝紀錄 (6月27日至9月30日)
(啟動禮) :
日期 :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時間 : 下午3時30分
地點 : 香港銅鑼灣羅素街時代廣場地下的士站
編序
1

日期 :
6 月 27 日

2

7月4日

3

7月8日

4

7 月 11 日

5

7 月 15 日

6

7 月 18 日

7

日期 :
7 月 22 日

8

7 月 25 日

9

7 月 29 日

10

8月1日

11

8月6日

12

8月8日

13

日期 :
8 月 13 日

14

8 月 15 日

15

8 月 19 日

羅素街時代廣場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紅磡火車站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中環港澳碼頭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銅鑼灣百德新街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九龍塘火車站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花園道山頂纜車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備註 :
每段時間
兩人
“
“
“
“
“
備註 :
每段時間
兩人
“
“
“
“
“
備註 :
每段時間
兩人
“
“

16

8 月 22 日

17

日期 :
8 月 26 日

18

8 月 27 日

19

9月7日

20

日期 :
9 月 10 日

21

日期 :
9 月 13 日

22

日期 :
9 月 17 日

23

日期 :
9 月 24 日

24

日期 :
9 月 27 日

25

9 月 28 日

26

9 月 30 日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金鐘統一中心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大埔墟火車站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大埔墟火車站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羅素街時代廣場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羅素街時代廣場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銅鑼灣百德新街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尖沙咀碼頭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中文大學火車站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馬鞍山巴士總站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銅鑼灣百德新街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銅鑼灣百德新街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中環港澳碼頭的士站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1100 - 1400 hrs
1500 - 1800 hrs

備註：橙紅色代表不是星期一及星期四的日子。

“
備註 :
每段時間
兩人
“
“

“

“

“

“
備註 :
每段時間
兩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