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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傳真

安全駕駛及健康研討會 2017

關注前列腺健康　你我得益 黃國田醫生

（編按：作者黃國田醫生為「香港前列腺基金」創辦人及主
席，是擁有多年臨床經驗的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黃醫生畢業於香
港大學醫學院，並考獲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泌尿科院士及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資格。此外，黃醫生自幼學習二胡，不時
於慈善埸合演奏，去年亦創辦了「香江粵樂社」，致力弘揚中華
文化。

各位讀者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前列腺健康的問題，歡迎瀏覽 
 「香港前列腺基金」網頁（http://www.hkprostate.org）。黄醫
生為本專欄提供健康資訊，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謹此致謝。

的士司機工作繁忙，常常食無定時，可能有時連小便的時間也不能預計。這對泌尿

系統的影響不容忽視。男性於中年過後，常會出現前列腺增生問題。良性增生，可引致

小便頻密，流速減慢。嚴重的更可使膀胱衰退，排尿困難。假如處理不當，甚至可引致

腎臟功能衰退，影響男性機能。

定期驗血 確保健康

男性的前列腺也是身體的器官，一樣可以發生癌症病變。有家族病歷，或者有吸

煙習慣的司機朋友，更須定期驗血，檢查血液裏一個名為PSA的前列腺癌指標。如有需

要，可以考慮抽取前列腺活組織化驗，確保身體健康。

注意均衡飲食

日常保健方面，須注意飲食均衡，少肉多菜，多攝取維他命C及茄紅素，避免煎炸

油膩的食物，最好遠離煙酒。

切勿諱疾忌醫

假若懷疑患上前列腺病，切勿諱疾忌醫。如有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問題，可以考慮以

口服藥物治療。即使患上前列腺癌，只要及早發現，亦能有效徹底根治。

讓我們關心前列腺健康，緊記「定期驗身，令你安心」。謹祝各位身體健康，路路

暢通，出入平安！

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聯同運輸

署於2017年8月17日假灣仔運輸署總部

舉辦「安全駕駛及健康研討會2017」，

希望向的士業界加強宣揚健康及安全駕

駛的訊息，讓他們進一步意識到道路安

全及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研討會是「至fit安全駕駛大行動」

活動系列的一部分。當日出席研討會的

講者，包括香港警務處道路安全組（西

九龍交通部）趙志華警長和楊尚華警

員，以及香港前列腺基金創辦人及主席

黃國田醫生。研討會分為兩部分，第一

節主要講解安全駕駛的訊息。趙志華警

長和楊尚華警員透過講解及播放一些真

實個案短片分析交通意外的成因，藉此

提醒的士業界時刻安全駕駛的重要性和

駕駛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二節重點講解健康資訊，黃國田醫生透過生動方式講解男性前列腺問題的成因，

並即場向與會者提供寶貴的醫學意見。以下我們希望透過黃國田醫生的文章，與大家分

享關於前列腺健康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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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欄

安全駕駛及健康研討會 2017

前列腺癌有哪些常見的症狀？

編按：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網頁，早期前列腺癌可能沒有任何症狀，因
而往往被忽視。常見的症狀包括：

小 便 困 難 ， 久 久 不 能 排 出 尿 液• 

小 便 緩 慢 或 減 弱• 

小 便 次 數 頻 密 ， 特 別 是 在 晚 上• 

小 便 帶 血• 

下 背 部 、 盆 骨 及 臀 部 疼 痛• 

不 過 ， 以 上 大 部 分 症 狀 與 良 性 前 列 腺 肥 大 症 非 常 相 似 ， 而 良 性 前 列 腺 肥 大 症 

並 不 是 癌 症 。 如 果 你 出 現 以 上 症 狀 ， 應 盡 早 請 教 醫 生 。

的士司機工作繁忙，常常食無定時，可能有時連小便的時間也不能預計。這對泌尿

系統的影響不容忽視。男性於中年過後，常會出現前列腺增生問題。良性增生，可引致

小便頻密，流速減慢。嚴重的更可使膀胱衰退，排尿困難。假如處理不當，甚至可引致

腎臟功能衰退，影響男性機能。

定期驗血 確保健康

男性的前列腺也是身體的器官，一樣可以發生癌症病變。有家族病歷，或者有吸

煙習慣的司機朋友，更須定期驗血，檢查血液裏一個名為PSA的前列腺癌指標。如有需

要，可以考慮抽取前列腺活組織化驗，確保身體健康。

注意均衡飲食

日常保健方面，須注意飲食均衡，少肉多菜，多攝取維他命C及茄紅素，避免煎炸

油膩的食物，最好遠離煙酒。

切勿諱疾忌醫

假若懷疑患上前列腺病，切勿諱疾忌醫。如有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問題，可以考慮以

口服藥物治療。即使患上前列腺癌，只要及早發現，亦能有效徹底根治。

讓我們關心前列腺健康，緊記「定期驗身，令你安心」。謹祝各位身體健康，路路

暢通，出入平安！

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聯同運輸

署於2017年8月17日假灣仔運輸署總部

舉辦「安全駕駛及健康研討會2017」，

希望向的士業界加強宣揚健康及安全駕

駛的訊息，讓他們進一步意識到道路安

全及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研討會是「至fit安全駕駛大行動」

活動系列的一部分。當日出席研討會的

講者，包括香港警務處道路安全組（西

九龍交通部）趙志華警長和楊尚華警

員，以及香港前列腺基金創辦人及主席

黃國田醫生。研討會分為兩部分，第一

節主要講解安全駕駛的訊息。趙志華警

長和楊尚華警員透過講解及播放一些真

實個案短片分析交通意外的成因，藉此

提醒的士業界時刻安全駕駛的重要性和

駕駛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二節重點講解健康資訊，黃國田醫生透過生動方式講解男性前列腺問題的成因，

並即場向與會者提供寶貴的醫學意見。以下我們希望透過黃國田醫生的文章，與大家分

享關於前列腺健康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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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嶼幹線使用費代用券安排

此外，由於青嶼幹線使用費代用券不可退款及不設找贖，的士司機如欲將雙程收費

面額代用券兌換為單程收費面額代用券，可在今年11月20日或以前聯絡威信停車場管理

（控股）有限公司（聯絡電話：2830 3845）查詢有關安排。

消息專欄

 青嶼幹線實施雙向收取使用費安排

青嶼幹線大嶼山及馬灣收費廣場已於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凌晨零時起實施雙

向收取使用費的安排，即按每一單程向駕駛人士收取使用費。

的士司機繳付使用費安排

《青馬管制區（使用費、費用及收費）規例》（香港法例第498A章）訂明各類車輛

的使用費，的士使用費為15元。以往，在實施單向收費的安排下，的士離開大嶼山途經

大嶼山收費廣場時須支付的使用費，是上述所指明使用費的雙倍（即30元），在進入大

嶼山時，則無須在收費廣場繳費。同樣，當車輛進入馬灣途經馬灣收費廣場時須支付的

使用費，是所指明使用費的雙倍（即30元），而在離開馬灣途經收費廣場時，則無須繳

費。換言之，青嶼幹線（包括馬灣）在實施雙向收取使用費安排後，只會對的士司機繳

付青嶼幹線使用費的方式帶來改變，即由單次向司機收取30元的方式，改為分開兩次向

司機收取15元。

的士乘客支付的附加費

至於的士乘客，租用的士時使用青嶼幹線須支付的附加費金額，則不會因上述實施

雙向收取使用費的安排而有任何改變。乘客每次租用的士使用青嶼幹線進出大嶼山、赤

鱲角和馬灣所須支付的附加費，可參考以下例子：

乘客每次在租用的士時使用青嶼幹線須支付附加費例子

乘客支付附加費金額

1. 由市區或新界前往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 30元

2. 由大嶼山、赤鱲角或馬灣前往市區或新界 30元

3. 由大嶼山或赤鱲角前往馬灣 60元

4. 由馬灣前往大嶼山或赤鱲角 60元

大嶼山收費廣場的交通安排

在8月20日凌晨零時實施雙向收取使用費的安排後，大嶼山收費廣場（機場方向）

部分的繳費通道仍會暫時封閉，以便進行收費設施及系統的安裝工作和相關土木工程。

的士司機須留意現場交通標誌的指示，小心駕駛，以確保道路安全。

中區遮打道過海的士站

為配合乘客對過海的士站的需求，

中區遮打道歷山大廈對開已於今年8月

25日增設過海的士站，請善加利用。

我們提醒各位業界朋友，必須遵守道

路交通規則，不得在遮打道及畢打街

的士站以外的範圍等候接載乘客，以

避免阻塞路口及影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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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嶼幹線使用費代用券安排

此外，由於青嶼幹線使用費代用券不可退款及不設找續，的士司機如欲將雙程收費

面額代用券兌換為單程收費面額代用券，可在今年11月20日或以前聯絡威信停車場管理

（控股）有限公司（聯絡電話：2830 3845）查詢有關安排。

消息專欄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中區遮打道過海的士站

為配合乘客對過海的士站的需求，

中區遮打道歷山大廈對開已於今年8月

25日增設過海的士站，請善加利用。

我們提醒各位業界朋友，必須遵守道

路交通規則，不得在遮打道及畢打街

的士站以外的範圍等候接載乘客，以

避免阻塞路口及影響交通。

新增過海的士站
市區的士站

市區的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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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

按錶收費　切勿犯法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市民不時向運輸署反映，有的士司機涉嫌向乘客濫收車費，涉案地點包括西

貢萬宜水庫東壩及中環等。

香港的士之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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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輛的士均裝有計程錶，按的士被租用時所行駛

的車程及等候時間計算車費。計程錶上所顯示的車費幣值為港幣。乘客須依法按

照計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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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根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香港法例第374A

章），每輛的士須安裝一個能在12秒內打印出一張車費收據的設備。按照《道路

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香港法例第374D章）的規定，乘客可向的士司機

索取機印車費收據，的士司機則須按照乘客要求發出收據，否則如無合理辯解，

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如果收據打印機失靈，的

士司機應發出手寫收據，並盡快安排修理打印機。

的士司機請注意
司機不得向乘客收取高於法定之的士車費，

違法者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及監禁6個月。

的士乘客請注意
乘客須依法按錶繳付的士車費，任何人不誠實地設法逃避繳費即屬違法，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3,000及監禁6個月。

有效地址證明須:
•  由下列任何一間機構在申請日前三個月內發出
•  清楚顯示申請人姓名、地址、發函機構名稱及發函日期
•  影印本、傳真本及數碼式的版本均可接受。

重要通知

更改地址

根據法例，駕駛執照持有人或登記車主的地
址如有改變，須在72小時內通知運輸署。任
何人無合理辯解而違反此規定，即屬犯罪，
可處罰$2,000。你可透過書面、政府一站通
或遞交表格 (「更改個人資料或車輛資料通
知書」) 連同新地址的證明文件通知運輸署
有關地址的更改。

查詢

•  運輸署各牌照事務處詢問處
•  24小時查詢熱線：(852) 2804 2600
•  電郵地址：licensing@td.gov.hk

可接納為地址證明的各類文件

(一) 水/電/煤/中央石油氣(不包括中央石油
氣營運商)帳單

(二) 電話/電視/互聯網收費單

(三) 銀行、持牌放債人、保險公司或強積
金核准受託公司發出的文件

(四) 政府部門或司法機構(法庭)發出的文件

(五) 本地大學或可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
校發出的文件

(六) 已加蓋釐印的有效租約 (遞交申請當日
必須在租約有效期內)  

(七) 下列機構發出的文件
•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  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考評局)
•  快易通 (Autotoll)
•  在港車輛燃料供應商

•  國際及本地註冊的慈善機構
•  指定的駕駛學校
 (包括：香港駕駛學院及觀塘駕駛學院)

(八) [只適用於公司車主] 有效的商業登記證

我們呼籲各位的士司機尊重計程

錶制度，必須按錶收費，切勿犯法。同

時，我們亦提醒各位乘客，須依法按錶

繳付的士車費。乘客若遇上違規情況，

請盡量記下該的士司機之姓名、車牌號

碼、上落車的時間和地點，並索取有關

車費收據等。有需要時，可直接向警方

或交通投訴組（電話：2889 9999）表

達意見或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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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

按錶收費　切勿犯法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有效地址證明須:
•  由下列任何一間機構在申請日前三個月內發出
•  清楚顯示申請人姓名、地址、發函機構名稱及發函日期
•  影印本、傳真本及數碼式的版本均可接受。

重要通知

更改地址

根據法例，駕駛執照持有人或登記車主的地
址如有改變，須在72小時內通知運輸署。任
何人無合理辯解而違反此規定，即屬犯罪，
可處罰$2,000。你可透過書面、政府一站通
或遞交表格 (「更改個人資料或車輛資料通
知書」) 連同新地址的證明文件通知運輸署
有關地址的更改。

查詢

•  運輸署各牌照事務處詢問處
•  24小時查詢熱線：(852) 2804 2600
•  電郵地址：licensing@td.gov.hk

可接納為地址證明的各類文件

(一) 水/電/煤/中央石油氣(不包括中央石油
氣營運商)帳單

(二) 電話/電視/互聯網收費單

(三) 銀行、持牌放債人、保險公司或強積
金核准受託公司發出的文件

(四) 政府部門或司法機構(法庭)發出的文件

(五) 本地大學或可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
校發出的文件

(六) 已加蓋釐印的有效租約 (遞交申請當日
必須在租約有效期內)  

(七) 下列機構發出的文件
•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  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考評局)
•  快易通 (Autotoll)
•  在港車輛燃料供應商

•  國際及本地註冊的慈善機構
•  指定的駕駛學校
 (包括：香港駕駛學院及觀塘駕駛學院)

(八) [只適用於公司車主] 有效的商業登記證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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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

有關在車輛登記文件簽署及蓋印的規定

 車輛登記文件（以下稱為「牌簿」）是發給登記車主的重要文件。登記車主必須於

牌簿上簽署，並應妥善保存有關文件。

為保障登記車主的利益及更有效地確認申請人的身分，根據現行規定，牌簿及有關

的牌照申請表格上的簽署／蓋印須符合以下要求，否則運輸署將不會處理有關申請：—

(i)  以個人名義為登記車主：

牌簿及申請表格必須由登記車主簽署；以及• 

申請表格上的簽署必須與牌簿上的簽署相符。• 

(ii)  以公司／機構為登記車主：

牌簿及申請表格必須由公司所指定獲授權人士簽署，並蓋上公司／機構印章；• 

公司／機構印章所顯示的公司／機構名稱必須與牌簿上的登記車主名稱相符； • 

以及

申請表格上的公司／機構印章必須與牌簿完全相同。• 

有關在牌簿簽署及蓋印的規定詳情，可參閱運輸署以下網頁：

網址:

http:/ /www.td.gov.hk/tc/publ ic_services/ l icences_and_permits/

signature_and_chop_on_vrd/index.html

QR code: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24小時查詢熱線：2804 2600

遵守法則　人人讚好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有的士在尖沙咀彌敦道彩星中心外巴士站、旺角柏景灣巴士

站、紅梅谷路新翠巴士站、屯門龍門居迴旋處及西洋菜南街近快富街限制區上落和等候

乘客，阻塞交通。運輸署提醒各的士司機，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香港

法例第374G章）第45條，除法例另有規定外，以及除非穿著制服的警務人員或穿著制

服的交通督導員給予其他指示外，在道路的車輛的司機不得在巴士站內停車，除非該車

輛是專利巴士。

另一方面，若持有在時速限制70公里以下路段內的繁忙時段及「上午七時至下午七

時或八時」限制區上落乘客的限制區許可證，的士司機應嚴格遵守「即上、即落、即

走」及「不可停車等候」的規定，切勿在限制區內（包括巴士站範圍）停車「等客」，

對交通造成阻塞。警方會對違法之的士司機，採取執法行動。

我們藉此呼籲各位業界朋友，駕駛時要時刻保持警覺，多忍讓，切勿分心及超速。

同時，我們也希望乘客及市民，在任何情況下要提高警惕，過馬路時要小心，齊齊做個

精明守法的道路使用者。

車輛上運載負載物時應注意事項

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香港法例第374G章）第57及58條，車輛（包

括的士）在道路行走時，駕駛人士須確保任何負載物已適當地固定在該車輛上，並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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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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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造成損害。違例者首次被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再次被定罪則可處罰款

10,000元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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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有關展示車牌號碼的條文，若所駕駛車輛的車尾行李箱有負載物，駕駛人士亦應確保

車上所展示的車牌號碼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被掩蔽及易於識別。違例者如無合理辯解，一

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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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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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上述法例條文，以及保障乘客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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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匯報重點匯報

有關在車輛登記文件簽署及蓋印的規定

 車輛登記文件（以下稱為「牌簿」）是發給登記車主的重要文件。登記車主必須於

牌簿上簽署，並應妥善保存有關文件。

為保障登記車主的利益及更有效地確認申請人的身分，根據現行規定，牌簿及有關

的牌照申請表格上的簽署／蓋印須符合以下要求，否則運輸署將不會處理有關申請：—

(i)  以個人名義為登記車主：

牌簿及申請表格必須由登記車主簽署；以及• 

申請表格上的簽署必須與牌簿上的簽署相符。• 

(ii)  以公司／機構為登記車主：

牌簿及申請表格必須由公司所指定獲授權人士簽署，並蓋上公司／機構印章；• 

公司／機構印章所顯示的公司／機構名稱必須與牌簿上的登記車主名稱相符； • 

以及

申請表格上的公司／機構印章必須與牌簿完全相同。• 

有關在牌簿簽署及蓋印的規定詳情，可參閱運輸署以下網頁：

網址:

http:/ /www.td.gov.hk/tc/publ ic_services/ l icences_and_permits/

signature_and_chop_on_vrd/index.html

QR code: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24小時查詢熱線：2804 2600

遵守法則　人人讚好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有的士在尖沙咀彌敦道彩星中心外巴士站、旺角柏景灣巴士

站、紅梅谷路新翠巴士站、屯門龍門居迴旋處及西洋菜南街近快富街限制區上落和等候

乘客，阻塞交通。運輸署提醒各的士司機，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香港

法例第374G章）第45條，除法例另有規定外，以及除非穿著制服的警務人員或穿著制

服的交通督導員給予其他指示外，在道路的車輛的司機不得在巴士站內停車，除非該車

輛是專利巴士。

另一方面，若持有在時速限制70公里以下路段內的繁忙時段及「上午七時至下午七

時或八時」限制區上落乘客的限制區許可證，的士司機應嚴格遵守「即上、即落、即

走」及「不可停車等候」的規定，切勿在限制區內（包括巴士站範圍）停車「等客」，

對交通造成阻塞。警方會對違法之的士司機，採取執法行動。

我們藉此呼籲各位業界朋友，駕駛時要時刻保持警覺，多忍讓，切勿分心及超速。

同時，我們也希望乘客及市民，在任何情況下要提高警惕，過馬路時要小心，齊齊做個

精明守法的道路使用者。

車輛上運載負載物時應注意事項

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香港法例第374G章）第57及58條，車輛（包

括的士）在道路行走時，駕駛人士須確保任何負載物已適當地固定在該車輛上，並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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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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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造成損害。違例者首次被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再次被定罪則可處罰款

10,000元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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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有關展示車牌號碼的條文，若所駕駛車輛的車尾行李箱有負載物，駕駛人士亦應確保

車上所展示的車牌號碼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被掩蔽及易於識別。違例者如無合理辯解，一

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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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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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上述法例條文，以及保障乘客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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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入氣　省時方便

我們留意到大部分同業均集中在下午3至5時到石油氣加氣站入氣，導致石油氣加

氣站在該時段經常出現擠塞，大大增加同業的輪候時間，亦有機會引致該時段的士服

務不足。我們建議業界朋友，如可行的話，盡可能選擇在不同時段入氣，以避開繁忙

時間，這樣既省時又方便。

行李附加費和運載任何動物或鳥類

有市民向運輸署反映，希望了解有關在的士車廂內擺放嬰兒車時，司機是否可收

取行李附加費和運載任何動物或鳥類的事宜。

一般來說，的士司機可就下列行李，收取行李附加費：

每件擺放在車尾行李箱內的行李；或• 

每件擺放在車廂內而長、闊、高總和超過140厘米的行李。• 

乘客擺放嬰兒車，亦需按照上述準則繳付行李附加費。因此，對於擺放在車廂內

而長、闊、高總和不超過140厘米的嬰兒車，司機不應向乘客收取行李附加費。

此外，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香港法例第374D章）第42條，

有關的士運載動物及鳥類，以及運載任何動物或鳥類所根據的條款及條件，完全由的

士司機酌情決定。而《殘疾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487章）規定，任何人士如拒絕

視障人士攜同導盲犬（包括正在和視障人士接受引路訓練的導盲犬）進入容許公眾人

士進入的處所，或拒絕向他提供服務或設施，則可能被視為觸犯《殘疾歧視條例》。

在該條例下，有關處所、服務及設施的涵蓋範圍包括交通運輸設施及與交通運輸有關

的服務。因此，為免觸犯法例，同時亦為了促進傷健共融，運輸署促請的士業界容許

導盲犬和攜帶導盲犬的視障人士、受訓中的導盲犬及有關訓練人員和寄養家庭義工使

用的士服務。

最後，乘客如獲准攜帶任何動物或鳥類上車，須對有關動物或鳥類對該車輛所造

成的任何損壞負責並作出賠償。若乘客對上述規定有疑問時，請耐心向乘客解釋。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的士乘客需求

有乘客向運輸署反映，在平日及假日時間，下列地點／的士

站內的士服務不足，使乘客感到不便。

我們呼籲各位的士業界朋友，多加留意上述地點的乘客需

求，為他們提供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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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交通投訴報告

在2017年4至6月，交通諮詢委員會轄下的交通投訴組共接獲2,710宗有關的士服務

的投訴及建議，個案數字較上季上升12.4%，與2016年比較，則上升4.6%。當中涉及的

士司機違規行為的個案佔97%，達2,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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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士計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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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士營運的法例與守則，並保持自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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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服務，以吸引更多乘客選擇使

用的士，增強的士業界的競爭力。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的士乘客需求

有乘客向運輸署反映，在平日及假日時間，下列地點／的士

站內的士服務不足，使乘客感到不便。

我們呼籲各位的士業界朋友，多加留意上述地點的乘客需

求，為他們提供優質服務。

 中環一帶• 

 山頂一帶• 

 尖沙咀中港城• 

 尖沙咀碼頭• 

 何文田常康街• 

 九龍港鐵站• 

 • 屯門瑜翠園

 大埔安富道• 

 東涌與東涌昂坪纜車的士站• 

 大嶼山南部• 

 坑口港鐵站•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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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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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的士失物熱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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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啟用以來，一直得到各的士司機朋友熱心支持。

截至2017年8月初，「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 成功替15,925人次尋回失物。

司機尋回失物個案 成功配對個案

總計 29,354 15,925

乘客在的士內遺下物件應怎麼辦？

乘客如在的士內遺下物件，可致電商業電台主辦的「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免

費的士失物熱線187 2920，告知失物詳細資料及聯絡方法，亦可透過的士台尋找失物。

的士司機及乘客守則

的士司機應

對乘客保持良好態度

的士司機應

照顧傷殘人士的需要

的士乘客不應

損壞或弄污的士任何部分

的士乘客不應

在的士停定前或在禁止停車地帶上落車

的士司機應

常保持車廂清潔

早晨！

       多謝！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的士乘客應

在的士站排隊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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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的士失物熱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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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啟用以來，一直得到各的士司機朋友熱心支持。

截至2017年8月初，「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 成功替15,925人次尋回失物。

司機尋回失物個案 成功配對個案

總計 29,354 15,925

乘客在的士內遺下物件應怎麼辦？

乘客如在的士內遺下物件，可致電商業電台主辦的「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免

費的士失物熱線187 2920，告知失物詳細資料及聯絡方法，亦可透過的士台尋找失物。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的士司機應

對乘客保持良好態度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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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如拾獲他人

遺留於的士內的物件，須保持該物件在拾獲時的

原狀，以等待物主認領。如該物

件未被認領，司機須在拾獲

物件後6小時內將它送交

警署。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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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3366，鼓勵的士業界

人士向警方舉報罪案。運輸署希望的士同業利用警方提供的資源，積極與警方合作，撲

滅罪案。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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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審委員會的話

為了加強的士業界對安全駕駛及健康的意識，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聯同運輸署

於今年8月17日舉辦「安全駕駛及健康研討會2017」。委員會在此感謝香港警務處代表

趙志華警長、楊尚華警員和「香港前列腺基金」創辦人及主席黃國田醫生，於百忙中抽

空為的士同業講解道路安全和保健等實用資訊。今期《的士通訊》的「活動傳真」專欄

刊登了有關研討會的花絮，各位讀者萬勿錯過。

另外，委員會藉此感謝劉永鏗先生為今期《的士通訊》封面及內文提供有關青嶼幹

線的照片。

踏入秋季，我們提醒各位業界朋友，常保持充足休息，適當地補充體內水份，做個

醒目「至Fit」駕駛者。

的士電召台的資料

市民不時向我們反映，希望了解有關的士電召台的資訊。市民可以直接進入以下網

站或攝取以下的QR圖碼，獲取有關資訊：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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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的士實用資訊」後，點擊「的士電召台」）

QR圖碼：

 （選擇「香港的士服務資訊」後，

 點擊「的士實用資訊」，再點擊「的士電召台」）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好人好事

今期獲乘客表揚之的士司機共12位。他們分別因車不拾遺、以禮待客及主動向乘客

提供協助而獲乘客表揚。我們希望各的士同業繼續努力，提供優質的士服務。同時，歡

迎讀者來函編審委員會，分享的士同業的好人好事。

另一方面，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和運輸署定期舉辦「的士司機嘉許計劃」，目

的是為乘客提供固定的途徑，表揚和嘉許的士司機的良好服務。這項計劃不但可以鼓勵

的士司機為乘客提供優質的士服務，提升業界水平，亦能進一步促進的士司機與乘客之

間的和諧關係。「的士司機嘉許計劃」全年均接受提名。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將根

據獲提名的士司機的駕駛記錄、品格、在職培訓記錄、獲表揚的優異行為，以及乘客對

該司機所提供服務的滿意程度，作出評核。

提名表格可以在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網頁（www.qtssc.org.hk）或運輸署網頁

（www.td.gov.hk）下載，或致電運輸署熱線（2804 2600）索取。

李漢忠(TJ1953)	 鄺念恩(MU9978)	 梁耀新(KA6705)	 朱樂懷(DN9301)
李家耀(TJ109)	 蘇嘉諾(UB8874)	 黃玉榮(ST6713)		 莊浩堅(UK7191)
黃梓優(SX6884)	 郭心安(MA2261)	 布耀華(PK9180)	 朱焯權(JV5039)

特此表揚：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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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篇

編審委員會的話

為了加強的士業界對安全駕駛及健康的意識，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聯同運輸署

於今年8月17日舉辦「安全駕駛及健康研討會2017」。委員會在此感謝香港警務處代表

趙志華警長、楊尚華警員和「香港前列腺基金」創辦人及主席黃國田醫生，於百忙中抽

空為的士同業講解道路安全和保健等實用資訊。今期《的士通訊》的「活動傳真」專欄

刊登了有關研討會的花絮，各位讀者萬勿錯過。

另外，委員會藉此感謝劉永鏗先生為今期《的士通訊》封面及內文提供有關青嶼幹

線的照片。

踏入秋季，我們提醒各位業界朋友，常保持充足休息，適當地補充體內水分，做個

醒目「至Fit」駕駛者。

第四十三期有獎問答遊戲答案

1. 今期活動傳真的標題是？  （2016年的士司機嘉許計劃頒獎典禮）

2. 今期健康專欄的標題是？  （點減先好？）

3. 今期健康專欄的作者就讀那一間大學？  （香港大學）

4. 運輸署於何時推出「交通快訊」流動應用程式？  ( 2016年9月)

5. 運輸署推出「交通快訊」流動應用程式，是否備有Andr oid電話及iPhone版？

 (是)

6.  寫出今期健康專欄提及一碟菠蘿雞粒炒飯的熱量。

 （大約1500千卡路里）

7. 寫出商業電台「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免費的士失物熱線號碼。

 （187  2920）

8. 寫出任何2個出現於「好人好事」專欄內的車牌號碼。

 TH7362、SS6915、TE657、TD8932、TE1325、TH4752、TU1976、TE5283、T W1721

 T J1320、T J1995、TU578 4、T J2517、T W1930、TU10 47、SH38 43、HJ615、T Z 3235

 TP107 4、GG3365、LD60 4、K Z 4017、SM621、MY 6272、KF703、K V 7356、UC77 45

9. 寫出任何2個出現於「好人好事」專欄內的司機名字。(請參閱第四十三期的士通訊）

 李先生、林星、陳汪頡、張廣勝、蘇永強、袁偉雄、梁偉倫、吳子良、陳錦迅、廖佩儀、芮偉烈、

季百富、張德興、區志恆、馮惠明、李志清、梁國章、李志豪、鍾繼志、馬增強、余先生、黃志成

10. 寫出任何1個封面的標題。

 （2016年的士司機嘉許計劃頒獎典禮/ 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主席李家慧女士專訪/

任景信主席給委員會和業界的信 / 點減先好？）（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資料由運輸署提供）

好人好事

今期獲乘客表揚之的士司機共12位。他們分別因車不拾遺、以禮待客及主動向乘客

提供協助而獲乘客表揚。我們希望各的士同業繼續努力，提供優質的士服務。同時，歡

迎讀者來函編審委員會，分享的士同業的好人好事。

另一方面，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和運輸署定期舉辦「的士司機嘉許計劃」，目

的是為乘客提供固定的途徑，表揚和嘉許的士司機的良好服務。這項計劃不但可以鼓勵

的士司機為乘客提供優質的士服務，提升業界水平，亦能進一步促進的士司機與乘客之

間的和諧關係。「的士司機嘉許計劃」全年均接受提名。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將根

據獲提名的士司機的駕駛記錄、品格、在職培訓記錄、獲表揚的優異行為，以及乘客對

該司機所提供服務的滿意程度，作出評核。

提名表格可以在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網頁（www.qtssc.org.hk）或運輸署網頁

（www.td.gov.hk）下載，或致電運輸署熱線（2804 2600）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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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期有獎問答遊戲

1. 今期活動傳真的標題是？

 

2. 安全駕駛及健康研討會2017於何時舉行?

 

3. 安全駕駛及健康研討會2017是否邀請了香港警務處代表作為其中一位講者?

 

4. 今期健康專欄的標題是？

 

5. 今期健康專欄的作者畢業於哪一間本地大學？

 

6. 寫出今期健康專欄作者的名字。

 

7. 商業電台「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小時免費的士失物熱線號碼是否187 2920?

 

8. 寫出警方於2002年2月6日設立之的士司機專用罪案舉報熱線號碼。

 

9. 的士司機在完成一次行程過後，是否應小心檢查車輛，以確定乘客有沒有遺留物件
在的士內?

 

10. 寫出任何1個封面的標題。

首100位答中所有問題的讀者可獲得紀念品一份，先到先得。 
參加者需將以下表格連同答案郵寄至：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號入境事務大樓40樓4036室《的士通訊》編審委員會收

注意：遊戲答案及參加表格的資料如有殘缺或不實，或重複參加，即自動喪失參加資格。

聯絡電話：

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通訊地址（恕不接受郵政信箱）：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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