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區區議會 (2016-2019)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第 13 次會議記錄  

 

日期︰2018 年 1 月 8 日 (星期一 ) 

時間︰下午 2 時 35 分  

地點︰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到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席：  劉國勳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下午 3:20 

副主席：  曾勁聰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委員：  何樹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卓廷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3:00 

 侯福達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姚銘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5:22 

 陳旭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惠達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宏滔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彭振聲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曾興隆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溫和達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廖興洪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劉其烽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根年議員 , MH 會議開始  下午 4:52 

 藍偉良議員  下午 3:13 會議結束  

 蘇西智議員 , SBS,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增選委員：  林智洋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柯倩儀女士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萬新財先生  下午 2:43 下午 4:40 

 潘孝汶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道昆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開始  

秘書：  何達文先生  北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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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列席者  

 

 莊永桓先生 , JP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  

 許霈雯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2) 

 吳冠雄先生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北區  

 黃嘉麟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北區二  

 林志成先生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北區  

 尤永翹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口岸工程 4(新界東 ) 

 楊治強先生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 (大埔、北區及沙田五 ) 

 曾天柱先生  香港警務處邊界警區交通隊警署警長  

 徐翼福先生  香港警務處大埔警區交通隊警署警長  

 黃子健先生  九龍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襄理 (車務 ) 

 李述恆先生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高級主任 (策劃及

發展 ) 

 龔樹人先生  城巴有限公司營運經理  

   

 議程第 2 項   

 熊永達博士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  

 吳坤成先生  香港的士業議會副主席  

 王漢榮先生  香港的士業議會幹事  

   

 議程第 3 及 4 項   

 周禮芬先生  上水專線小巴有限公司公共關係及車輛營運  

總監  

   

 議程第 4 項   

 方玉標先生  德啟投資有限公司主席  

 林深強先生  德啟投資有限公司副主席  

   

 議程第 9 項   

 羅耀華先生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一級策劃及支援主任  

   

 議程第 17(a)項   

 黃可瑩女士  環境保護署署理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評估及   

噪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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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未克出席者  

 

 侯志強議員  

 溫和輝議員 , MH 

 林子琼女士  

 胡景鵬先生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部門和機構代表出席交通及運輸委

員會 (下稱「委員會」)第 13 次會議，並特別歡迎新任增選委員林

智洋先生、柯倩儀女士和鄧道昆先生。  

2. 主席表示，胡景鵬先生因不在香港而未能出席是次會

議。由於胡先生的缺席理由並非《北區區議會常規》內列明的情

況，委員會不批准他的缺席申請。  

3. 主席續稱，林子琼女士於會議前以書面通知秘書處未能

出席會議，但未有列明缺席原因。委員會不批准她的缺席申

請。  

4. 此外，主席表示，他於會前收到由劉其烽議員、林卓廷

議員和陳旭明議員提交的臨時動議，動議名稱為「要求調整新增

巴士線 73B 服務」。他表示，委員如欲於委員會會議討論有關議

題，應於會前提交有關文件；委員亦可於是次會議討論相關議

題時發表意見。由於動議人未有於限期前提交有關文件，故有

關臨時動議不會納入會議議程內。  

5. 劉其烽議員詢問相關的會議規條是否容許委員提交臨時

動議。  

6. 主席回應指，委員應在截止提交文件日期前提交提案，

而非在會議開始前才提交臨時動議。此外，73B 號線的細節仍有

待落實，並會於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會議上繼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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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論，有關會議預計於 2018 年 1 月底前舉行。他相信委員有充足

時間進行討論，認為沒有迫切性提交臨時動議。  

7. 陳旭明議員詢問委員會議事規則內有否提及處理臨時動

議的規定。  

8. 主席回應指，除非另獲主席同意，否則議員如欲提出動

議，須於即將舉行的會議的十個淨工作日前通知秘書。  

9. 秘書補充，根據《北區區議會常規》第 17 條，除非另獲

主席同意，否則議員如欲提出動議，須於即將舉行的會議的十

個淨工作日前通知秘書。有關期限已於秘書處早前發出的開會

通知內提及。  

10. 主席表示，委員會須按《北區區議會常規》第 17 條的規

定處理動議或臨時動議。  

 

第 1 項通過 2017 年 11 月 13 日第 12 次會議記錄  

11. 主席表示，秘書處沒有收到修訂建議，請委員會通過第

12 次會議記錄。  

12. 林卓廷議員表示，他因代表立法會前往英國出席研討會

而缺席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但有關缺席申請不獲委員會批准。

他希望主席和委員考慮批准有關缺席申請。  

13. 主席認為林卓廷議員按立法會的行程出席研討會，委員

會可接受其缺席申請。委員會批准有關缺席申請。主席請秘書

將委員會上述的決定記錄在案。  

(會後按語：秘書處已將有關決定記載於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記

錄。 )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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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14. 委員會通過第 12 次會議記錄。  

 

第 2 項提案：要求讓的士業代表列席交通及運輸委員會，闡

述改善服務建議  

(委員會文件第 1/2018 號 ) 

15. 主席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2018 號，並歡迎香港的士業議

會主席熊永達博士、幹事王漢榮先生和副主席吳坤成先生列席

會議。  

(萬新財先生於此時到席。 ) 

16. 熊永達博士以投影片介紹改善的士服務的建議，有關投

影片載於附件一。  

17. 吳坤成先生表示，香港的士業願意改革，但須得到政府

在的士車種、收費等政策上的配合。他認為政府應着手改善全

港約 18 000 部的士的服務質素，而計劃推出的 600 部專營的士

無助改善服務質素。  

18. 侯福達議員表示支持的士業，希望的士業議會跟進皇崗

口岸新界的士服務態度欠佳和拒載的問題。  

19. 曾勁聰議員表示，現時無障礙的士服務主要由「鑽的」和

「星群的士」兩間公司提供，使用無障礙的士的乘客須繳付預約

費用。與其他志願機構提供的無障礙接送服務比較，兩間的士

公司的服務較為方便且收費較低。考慮到無障礙的士的客源較

少，他建議的士業議會要求政府向無障礙的士營辦商和司機提

供補貼，以配合傷健人士的需求。  

20. 熊永達博士認同曾勁聰議員的意見，指無障礙的士的車

價較高，加上每宗服務須時較長完成，使無障礙的士司機收入

較低。因此，服務供應商須收取額外費用。他表示倫敦計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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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030 年前將無障礙的士的佔比提升至 20%，並表示的士業議會

將要求政府津貼輪椅使用者，降低他們乘搭無障礙的士的費

用。  

21. 吳坤成先生表示，現時「星群的士」使用的無障礙的士由

該公司自行研發，但的士引擎容積過小，因此市面行走的無障

礙的士只有約 70 部。他認為政府無意為的士開放更多車種，使

的士車種與市場脫節。他續稱，擴大無障礙的士車隊規模有助

降低無障礙的士收費。  

(林卓廷議員於此時離席。 ) 

22. 溫和達議員支持業界改善的士服務質素，並提出以下意

見：  

(a) 有的士司機於車頭放置多部電話，非常危險；  

 

(b) 政府應撥款資助無障礙的士的額外成本；  

 

(c) 「黑的」影響的士業界的服務水平，應予以嚴厲打擊；  

 

(d) 現時業界招聘人手出現困難，應考慮設立基金補貼的士

司機，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以及  

 

(e) 不少屋苑的的士站淪為「的士停車場」，的士停泊該處但

並無上落客，警方應加強執法。  

 

 

23. 劉其烽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現時電子付費流行，但的士只接受現金付款，對乘客造

成不便。他支持的士引入電子付費；  

 

(b) 港鐵上水站對出的巴士站經常有的士違例停泊等候乘

客，而警方執法的成效並不顯著。他認為問題涉及司機

操守，亦有損業界形象，希望業界設法解決問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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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c) 的士業議會並非政府部門，較難調撥資源找出違反職業

操守的司機並進行調查，以實施「扣分制」，而安排司機

接受再培訓、除牌等則屬政策事宜。他認同有關措施對

業界有幫助，但擔心措施在實際執行上會出現困難。  

 

24. 姚銘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認為政府計劃推出 600 部專營的士旨在應付 UBER 衍生的

法律問題。現時香港的士服務過於單一並缺乏競爭，部

分車輛的車齡較大，業界須設法提升服務質素；  

 

(b) 外地的士已接受多種電子付費方式，但香港的士仍只接

受現金付款。香港的士業界須急起直追；  

 

(c) 英國、新加坡等先進地區的的士設有攝錄鏡頭，保障乘

客和司機，香港的士可考慮引入類似做法；以及  

 

(d) 現時無障礙的士的服務不足，影響部分社福機構的運

作。政府應向無障礙的士經營者發放更多津貼。  

 

25. 何樹光議員支持的士業改革，但擔心改革期間年長司機

的生計會受到影響。  

(藍偉良議員於此時到席。 ) 

26. 彭振聲議員認為香港的士司機良莠不齊，部分司機年紀

大，業界應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他指出現時的士司機的問題

涉及服裝、儀容、服務態度、行車安全等，希望的士業議會加

以改善。  

27. 熊永達博士就委員的意見和建議綜合回應如下：  

(a) 的士業議會正爭取政府落實「的士司機扣分制」，有關政

策並非由的士業議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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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b) 新加坡的士設有監察系統，監察司機有否按錶收費或故

意繞路等，部分香港的士亦已安裝有關系統。另外，部

分香港的士已安裝攝錄鏡頭，業界須向個人資料私隱專

員公署了解相關條例，並留意會否收到有關攝錄鏡頭的

投訴；  

 

(c) 業界積極回應增設電子付款系統的訴求，部分的士已安

裝有關系統。然而，如須大規模應用電子付款系統，政

府須放寬相關財金條例；以及  

 

(d) 的士業議會希望讓業界了解改善服務可增加收益，正與

僱員再培訓局安排培訓課程，亦正向政府爭取提高的士

司機的基本要求，以及將的士司機持私家車車牌的最低

年期由 3 年縮短至 1 年。  

 

28. 吳坤成先生就委員的意見和建議綜合回應如下：  

(a) 預計部分的士會於 2018 年年初開始接受銀聯及其他電子

支付方式；  

 

(b) 理解的士司機交更期間會使交通稍為混亂，的士業議會

會呼籲司機改善。然而，業界申請增設的士站或的士泊

位時往往非常困難；以及  

 

(c) 政府留意到的士服務問題，卻無意作出改善。他希望委

員可向政府反映，要求政府就的士服務問題與業界作多

方面探討。  

 

(劉國勳議員於此時離席。 ) 

29. 委員會副主席曾勁聰議員表示，由於委員會主席須出席

立法會會議，他會按《北區區議會常規》的規定，主持會議餘下

部分。他多謝 3 位的士業議會代表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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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第 3 項提案：要求專線小巴 51K 號 (上水 -料壆 )加密班次及延

長服務時間  

(委員會文件第 2/2018 號 ) 

30. 副主席歡迎上水專線小巴有限公司公共關係及車輛營運

總監周禮芬先生列席會議。  

31. 侯福達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2/2018 號。  

32. 周禮芬先生回應如下：  

(a) 在馬草壟鄉村車結束營運後，有關服務改由 51K 號線馬

草壟特別班次提供；特別班次於平日共有三部小巴運

作。小巴公司會留意周末前往展能運動村和馬草壟的遊

客人數，並會從其他路線調撥車輛接載遊客，確保村民

不受影響；以及  

 

(b) 現時 51K 號線料壆特別班次由港鐵上水站和由料壆開出

的尾班車時間分別為下午 8 時 30 分和 9 時正。礙於資源

所限，小巴公司暫未能將由上水站開出的特別班次的尾

班車時間延後至下午 9 時 30 分。然而，他會向小巴公司

反映提案建議。  

 

33. 吳冠雄先生回應說，運輸署已要求小巴公司留意 51K 號

線馬草壟特別班次的假日客量，並透過靈活調配車輛應付需

求。運輸署亦曾於 2017 年 11 月假日為 51K 號線馬草壟特別班次

進行調查，發現小巴公司有自行加開特別車。署方會繼續監察

該線服務。  

34. 侯福達議員表示，隨着邊境禁區開放，不少行山人士於

周末和假期前往馬草壟和料壆。他希望小巴公司定期與村長舉

行會議，討論鄉郊小巴服務。  

35. 副主席請運輸署與侯福達議員跟進鄉郊小巴服務會議事

宜。他建議有關議題的討論到此為止，不需於下次會議繼續。  

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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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第 4 項提案：要求提升 52A、54A、56A 專線小巴服務  

(委員會文件第 3/2018 號 ) 

36. 副主席歡迎德啟投資有限公司主席方玉標先生和副主席

林深強先生列席會議。  

37. 曾興隆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3/2018 號。  

38. 吳冠雄先生回應說，小巴在聯和墟總站不會刻意預留座

位，以免乘客投訴車長拒載。據運輸署向小巴公司了解，部分

車長會待小巴滿座後才開車。運輸署已要求小巴公司訓示車長

須按時間表開車，以免中途站乘客無法登車。  

39. 周禮芬先生回應如下：  

(a) 52A、54A 和 56A 號線由兩間小巴公司營運，兩間公司各

派出 12 部小巴行走有關路線。於早上 9 時前，兩間公司

各派出 8 部小巴行走海聯廣場至港鐵粉嶺站的短途路線，

其餘小巴則行走聯和墟總站至粉嶺站 (不經海聯廣場 )的路

線。小巴公司已向車長作出訓示，盡量維持在粉嶺站等

候的小巴不多於兩部；  

 

(b) 早上 9 時後，所有小巴會行走來往聯和墟總站、海聯廣場

和粉嶺站的路線。小巴公司已要求車長在聯和墟總站依

時開車；以及  

 

(c) 於早上 7 時至 9 時，站長會在聯和墟總站安排多於一部小

巴同時上客，以盡快疏導乘客。由於個別乘客替同行人

士排隊，影響站長的安排之餘，亦會使其他乘客感到不

滿。小巴公司會考慮要求在隊頭不即時登車的乘客重新

排隊。  

 

40. 曾興隆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近期早上繁忙時段，港鐵粉嶺站仍有 4 至 5 部小巴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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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頭小巴未有在超過兩部小巴等候時立即離開；   

 

(b) 於非繁忙時間，部分車長未有為海聯廣場乘客預留 4 至 5

個座位；以及  

 

(c) 52A、54A 和 56A 號線的站長對乘客態度欠佳，有關投訴

並非單一事件，亦非只針對其處理乘客排隊問題的方

式。  

 

41. 劉其烽議員表示，過往過多小巴在粉嶺站等候的情況曾

略有改善，然而據他在 2018 年 1 月 3 日的觀察，早上 8 時 25 分

有 4 部小巴在粉嶺站等候。此外，他不時收到有關 52A、54A 和

56A 號線班次和站長態度問題的投訴。  

42. 周禮芬先生回應說，小巴公司會再就站長的態度問題作

出訓示，並會考慮在粉嶺站加設站長的可行性。他續稱，現時

52A、54A 和 56A 號線早上班次維持每 3 分鐘一班，小巴公司期

望日後透過加派車輛或引入 19 座小巴，縮短乘客的候車時間。  

43. 副主席建議有關議題的討論到此為止，不需於下次會議

繼續。  

 

第 5 項提案：要求增設上水鄉郊繁忙時間巴士特別班次服務  

(提案見委員會文件第 4/2018 號 ) 

(九巴公司的書面回應見委員會文件第 5/2018 號 ) 

44. 侯福達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4/2018 號。  

45. 李述恆先生回應說，九巴公司了解古洞一帶居民對前往

市區的交通需求，會繼續與運輸署商討改善古洞交通的措施。

另一方面，待 76K 號線更改其元朗的行車路線後，九巴公司會安

排載客量較高的巴士行走該線，相信有關安排可便利乘客。  

46. 侯福達議員指出，古洞一帶有不少學童，繁忙時段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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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居民等候乘搭 76K 號線，希望九巴公司推行改善古洞交通的

措施。  

47. 副主席建議是項議題轉交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

繼續跟進，並請九巴公司收集 76K 號線中途站候車人數的數據，

於下次工作小組會議上匯報。  

 

第 6 項提案：開辦北區至大埔那打素醫院巴士服務  

(提案見委員會文件第 6/2018 號 ) 

(九巴公司的書面回應見委員會文件第 7/2018 號 ) 

48. 柯倩儀女士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6/2018 號。  

49. 吳冠雄先生回應說，運輸署和九巴公司早前建議開辦 73B

號線，方便祥華邨、聯和墟和石湖墟一帶的居民前往大埔那打

素醫院。運輸署正就開辦 73B 號線一事進行地區諮詢，並已透過

秘書處了解委員的意見。  

50. 劉其烽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73B 號線在北區的走線迂迴，亦未能深入天平總站。他建

議該線改由上水廣場開出，經天平邨、聯和墟和祥華邨

前往大埔。根據 73B號線的建議走線，天平邨的長者和覆

診人士須步行至順欣花園分站乘車，非常不便；  

 

(b) 73B 號線的服務時段不夠全面，應延長服務時段或改為全

日行走，為上水北、粉嶺北居民提供前往大埔的交通服

務；  

 

(c) 73B 號線的車費 (8 元 4 角 )昂貴，應與 73 號線 (6 元 8 角 )

看齊；以及  

 

(d) 要求盡快開辦來往上水北、粉嶺北和沙田威爾斯親王醫

院的巴士線。  

 

九巴公司  



                             

 13  

負責人  

51. 廖興洪議員歡迎開辦來往北區和大埔那打素醫院的 73B

號線，但認為建議走線未有服務翠麗花園和上水圍，對前往大

埔那打素醫院的居民非常不便，因此不支持該線的走線。他建

議 73B 號線改由翠麗花園開出，相信建議可平息委員對該線走線

的爭議。  

52. 陳旭明議員樂見九巴公司計劃試辦 73B 號線，但對該線

抵達祥華邨後須途經聯和墟和上水，然後才前往大埔的走線感

到莫名其妙。他建議 73B 號線改由上水開出，經天平邨、聯和墟

和祥華邨前往大埔，認為此走線對北區居民更有吸引力。此

外，他要求九巴公司延長 73B 號線的服務時間或安排該線全日行

走，並下調該線收費，以及盡快開辦來往北區和沙田威爾斯親

王醫院的巴士線。  

53. 黃宏滔議員歡迎九巴公司開辦 73B 號線，希望九巴公司

接納委員的意見，並確保該線可如期開辦，使北區居民盡快受

惠。此外，他認為順欣花園分站與天平邨相隔一條行人隧道，

對天平邨居民而言較為不便。  

54. 柯倩儀女士相信委員均支持開辦 73B 號線，但認為該線

的服務時間對覆診時間較早的居民而言頗為困擾，希望該線在 6

個月的試辦期完結後能成為常規路線並全日行走。她亦希望九

巴公司調整 73B 號線收費，使收費符合居民的負擔能力。  

55. 陳惠達議員表示，他曾提案建議 73 號線繞經大埔那打素

醫院，委員對此並無反對意見，詢問運輸署和九巴公司會否考

慮有關建議。此外，他表示小巴 502 號線未能滿足粉嶺南居民前

往大埔那打素醫院的需求。  

56. 曾興隆議員支持開辦 73B 號線，但認為該線的服務時段

不包括繁忙時間，首班車抵達大埔的時間約為早上 11 時，有關

安排較為罕見。他詢問九巴公司安排 73B 號線以循環線模式運作

的原因。  

57. 林智洋先生認為，縱使 73B 號線收費高，服務時間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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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惠及早晚覆診或探病的居民，九巴公司亦應盡快開辦該線，

然後再因應委員意見調整服務，使居民盡快受惠。  

58. 鄧根年議員表示，過往北區試辦多條路線 (如 A43 號線 )的

反應理想，於試辦期後獲增加班次和延長服務時間。他希望運

輸署和九巴公司聽取委員意見，理順 73B 號線的走線。  

59. 李述恆先生回應說，九巴公司備悉委員對 73B 號線的意

見，會繼續收集各議會的意見，並與運輸署研究建議是否可

行。九巴公司亦會考慮為 73B 號線乘客提供車費優惠。  

60. 黃子健先生回應說，開辦 73B 號線涉及額外資源；為盡

快試辦該線，九巴公司將服務時段定於早上 10 時至下午 4 時。

如有足夠乘客需求，九巴公司樂意為 73B 號線增撥資源，或將該

線納入為恆常路線。  

61. 吳冠雄先生回應說，運輸署現階段將集中處理試辦 73B

號線事宜，暫未有計劃安排 73 號線繞經大埔那打素醫院。九巴

公司籌備開辦 73B 號線時須考慮其營運情況，會因應委員意見檢

討該線的運作安排。  

62. 副主席請運輸署於下次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會

議上交代更多有關 73B 號線的細節。  

63. 劉其烽議員重申，九巴公司應延長 73B 號線的服務時

間，以測試該線在醫院運作期間的乘客需求。他要求運輸署和

巴士公司檢視 73B 號線的收費、向委員匯報開辦 73B 號線的最新

進展，並就開辦來往北區和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巴士線的建議

作出回應。  

64. 柯倩儀女士認為，於繁忙時段試辦路線的成效較佳，希

望九巴公司在非繁忙時段試辦 73B 號線的同時，理解有關時段的

乘客需求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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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黃宏滔議員認為運輸署須根據委員的意見，要求九巴公

司修訂 73B 號線的走線，使該線服務更能切合乘客需求。  

66. 黃子健先生回應說，繁忙時段的車隊資源較為緊張，故

九巴公司以非繁忙時段的剩餘資源開辦 73B 號線。如 73B 號線有

足夠客量，九巴公司願意為該線增撥資源。  

67. 副主席建議是項議題轉交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

繼續跟進。  

 

第 7 項提案：277E 加開上水南上班時段特別班次  

(提案見委員會文件第 8/2018 號 ) 

第 8 項提案：要求增設 277 特別線前往九龍灣及觀塘商貿區

一帶，便利上水及粉嶺北居民  

(提案見委員會文件第 10/2018 號 ) 

(九巴公司對上述兩項議題的書面回應見委員會文件

第 9/2018 號 ) 

68. 副主席表示，由於上述兩項議題均與 277 系列路線的服務

有關，建議將兩項議題合併討論。  

69. 藍偉良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8/2018 號。  

70. 劉其烽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0/2018 號。  

71. 黃子健先生回應說，九巴公司計劃把 277E 號線的頭班車

提早至早上 6 時和增加 T277 號線班次，並於 2018-19 年度北區巴

士路線計劃 (下稱「巴士路線計劃」 )中建議為 277E 號線增撥資

源。現時會集中資源改善現有的服務，現階段未有計劃開辦新

路線。  

72. 劉其烽議員表示，根據巴士路線計劃，加強 277E 和 277X

號線服務的建議擬於 2018 年第 3 季實施。他希望九巴公司提早



                             

 16  

負責人  

有關建議的實施日期，並將 277E 號線的班次加密至每 15 分鐘一

班。他續稱，他建議開辦的特別線可為上水北、粉嶺北及未有

前往東九龍巴士線的美景新村居民提供前往九龍灣商貿區的服

務，有助紓緩 277E 和 277X 號線的客量。  

73. 溫和達議員表示，早前有提案建議開辦 277E 號線早上特

別班次，方便置福圍、清曉路和清河邨一帶的乘客前往九龍灣

商貿區上班。他希望九巴公司在巴士路線計劃內落實為 277 系列

路線投放額外資源，並加強九龍灣往北區的巴士服務。  

74. 黃宏滔議員認為 277E 號線的客量接近飽和，九巴公司不

應將資源集中投放於 277X 號線。他希望九巴公司盡快提早 277E

號線的頭班車時間，並將該線早上時段的班次加密至每 15 分鐘

一班，滿足上水南北居民的需要。  

75. 藍偉良議員認為，從開辦 978B 號線的事例可見，服務置

福圍、清河邨和祥龍圍邨一帶的巴士線有一定客量。清河邨為

277E 號線在北區的尾站，九巴公司須加開特別班次疏導上水南

的乘客，滿足民生所需。  

76. 副主席表示，277E 和 277X 號線的服務水平相距甚遠，相

信上水一帶的乘客需求足以支持 277E 號線加強服務，然而九巴

公司未有回應居民訴求。他亦希望九巴公司提早落實增加 277E

和 277X 號線的班次。  

77. 黃子健先生回應說，根據巴士路線計劃，九巴公司會預

留資源提升 277E 號線的服務。九巴公司會先着手提升現有路線

的服務，然後研究其他改善 277 系列服務的方案。  

78. 吳冠雄先生回應說，運輸署會繼續監察 277E 號線的使用

率，並會因應 277 系列路線的客量，與九巴公司商討提早落實巴

士路線計劃內有關加強 277 系列路線服務的建議。  

79. 副主席建議是項議題轉交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

繼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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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項提案：要求全面改善北區來往通宵機場巴士服務  

(提案見委員會文件第 11/2018 號 ) 

(龍運公司的書面回應見委員會文件第 21/2018 號 ) 

80. 副主席歡迎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下稱「龍運公司」 )一級策

劃及支援主任羅耀華先生列席會議。  

81. 劉其烽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1/2018 號，並表示提案標

題應為「要求全面改善北區來往機場通宵巴士服務」。  

82. 羅耀華先生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21/2018 號。  

83. 陳惠達議員指出，早上航班起飛時間有提早趨勢，現有

的機場巴士服務未能為須在早上 5 時 30 分抵達機場的乘客提供

服務，故龍運公司應提早往機場方向巴士的服務時間。此外，

他表示 A43 號線往北區方向的頭班車時間為早上 7 時，較其他機

場巴士線遲，且該班次客量不低，希望該線的頭班車時間可以

提前。  

84. 劉其烽議員表示，現時凌晨 1 時至 3 時期間沒有由北區前

往機場的巴士服務，凌晨 5 時左右亦沒有從機場前往聯和墟的巴

士服務。提案建議加開的 4 個班次可填補有關時段服務的真空，

相信龍運公司有足夠資源提供有關服務。  

85. 潘孝汶先生表示，劉國勳議員曾去信龍運公司，要求延

長 NA43 號線的服務時段和提早 A43 號線往北區方向的頭班車時

間。現時凌晨 2 時左右在機場下班的人士須轉車經市區返回北

區，而在凌晨 5 時左右抵港的旅客須等候逾一小時乘搭首班 A43

號線巴士。  

86. 羅耀華先生回應說，龍運公司編訂各機場巴士路線的班

次時會考慮乘客需求和機場航班的升降時間及分布。考慮到個

別時段的航班升降量較其他時段低，現時北區機場巴士線於凌

晨 1 時至 3 時 (往機場方向 )和凌晨 4 時至 5 時 (往北區方向 )不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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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龍運公司備悉委員的意見，會繼續留意航班升降分布並檢

視 NA43 號線的服務水平；如有足夠資源，龍運公司會研究落實

提案建議的可行性。  

87. 劉其烽議員希望龍運公司檢視其資源調配安排，並於下

次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會議上交代提案建議的可行

性。  

88. 副主席建議是項議題轉交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

繼續跟進，希望屆時龍運公司可提供相關數據供委員參考。  

 

第 10 項提案：要求增加泊車位數目  

(委員會文件第 12/2018 號 ) 

89. 姚銘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2/2018 號。  

90.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備悉委員對商用車輛泊位問

題的意見和關注。由於提案建議涉及地政總署、政府產業署、

規劃署等多個部門的範疇，他希望委員會將建議轉交相關部門

考慮；運輸署收到相關部門的建議後，會從交通工程角度提供

意見。另一方面，如地政總署就增設短期租約停車場的申請徵

詢運輸署的意見，運輸署會要求地政總署於租約內加入規範商

用車輛泊位佔比的條款。  

(萬新財先生於此時離席。 ) 

91. 劉其烽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泊車位不足的問題已存在多時，即使政府有意增加泊車

位，實際泊車位的數目卻見減少。他舉例說，聯和墟囍

逸發展項目使區內泊車位減少，但政府沒有補償減少的

泊車位；  

 

(b) 政府應積極考慮興建停車場大樓，並開放更多土地作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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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停車場；以及  

 

(c) 晚上馬會道近天平邨泊滿旅遊巴、拖頭等大型車輛。由

於違例泊車罰款或低於泊車位租金，部分駕駛者選擇把

車輛違例停泊在路邊。  

 

92. 溫和達議員建議於多個地點興建多層停車場，包括沙頭

角公路、聯和墟、上水馬會道和新豐路外圍、近蓬瀛仙館的一

幅細小土地，其中沙頭角公路和聯和墟的選址方便居民消費，

無須進入北區市中心，而近蓬瀛仙館的選址可吸引居民使用港

鐵等公共交通工具。他亦建議設立電子顯示牌，向市民提供附

近泊車位數目的資訊，以便市民使用就近的泊車設施。  

93. 黃宏滔議員認為石湖墟和聯和墟的違泊問題嚴重，運輸

署應作主導角色，物色閒置土地作泊車用途，例如考慮將前田

料米業商會公立學校校舍作臨時停車場。另外，天平路和馬會

道近石湖墟賽馬會診所一帶時有大型貨車停泊，使該處只有一

條暢通的行車線，運輸署應着手處理。  

94. 黃嘉麟先生就委員的意見和建議綜合回應如下：  

(a) 運輸署明白泊車位不足的問題較為嚴峻，希望在晚間推

行商用車輛泊車計劃；計劃所用路面於日間會用作行車

線，對交通的影響較小。運輸署會繼續就道路安全考

慮、道路使用量、計劃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當區泊車

需求、當區居民意見等因素，物色合適位置推行計劃；  

 

(b) 運輸署會繼續要求地政總署增加短期租約停車場內的商

用車輛泊位比例，並會就增設泊車位的選址與地政總署

緊密聯繫，提供交通工程意見；以及  

 

(c) 市民可利用運輸署「行車易」流動應用程式獲取附近停車

場的資訊，惟有關私人停車場的資訊須由經營者提供。  

 

95. 副主席表示，有關議題涉及長遠規劃，希望運輸署多作

研究，解決北區泊車位數目不足的問題。他建議有關議題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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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此為止，不需於下次會議繼續。  

 

第 11 項提案：要求改善飆車噪音擾民問題  

(委員會文件第 13/2018 號 ) 

96. 潘孝汶先生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3/2018 號，並指出車輛排

氣喉發出聲浪並不受有關車輛改裝的法例規管，詢問警方會否

與相關部門檢討規範車輛排氣喉聲浪問題的法例。  

(鄧根年議員於此時離席。 ) 

97. 徐翼福先生回應如下：  

(a) 香港警務處 (下稱「警務處」 )新界北交通部收到委員會要

求打擊非法賽車和改裝車輛的來信。警務處上水分區於

2017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共進行 645 次路障檢查，目的是

防止罪案、打擊罪行，以及針對超速駕駛、危險駕駛、

車輛維修保養等問題採取措施；  

 

(b) 警務處新界北交通部於 2017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共向 519

部車輛發出殘缺車輛通知書，該些車輛須接受運輸署檢

查。如檢查發現車輛有問題，車輛須修正問題方可在路

面行走。另外，259 部車輛被發現不適宜在路面行走，被

送往車輛扣留中心接受檢查；以及  

 

(c) 如運輸署驗出車輛有問題，警務處會向有關車主或駕駛

者發傳票檢控。然而，現行發例並未賦予警方權力以定

額罰款方式檢控排氣喉發出噪音的車輛。  

 

98. 劉其烽議員指出，有逸峯和天平邨居民反映沙頭角公路

和馬適路的非法賽車噪音問題十分嚴重；由於馬適路的綠燈時

間較長，該處為非法賽車的熱點。他希望警方增加在有關地點

設置路障的時間和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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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副主席請警方備悉劉其烽議員的意見，並指出有關議題

涉及法例修訂。他建議有關議題的討論到此為止，不需於下次

會議繼續。  

 

第 12 項提案：要求研究興建連接聯和墟至粉嶺港鐵站行人

天橋系統  

(委員會文件第 14/2018 號 ) 

100. 曾興隆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4/2018 號。  

101.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備悉提案建議。一般而言，

行人天橋系統連接大型屋苑和商場、街市、交通交匯處、港鐵

站等人流較多的設施，天橋與有關設施的距離應不多於 500 米。

運輸署會視乎土地資源、環境限制和行人天橋對附近居民的影

響等因素，考慮興建行人天橋系統的建議。現時部分聯和墟的

私人屋苑已有行人天橋連接。由於聯和墟的人流集中在私人建

築物附近，加上土地資源有限，運輸署未能興建有關系統。當

附近有發展項目時，運輸署會要求發展商預留土地興建有關系

統。  

102. 曾興隆議員表示，聯和墟亦有交通樞紐和街市，認為可

在聯和墟街市興建天橋，經沙頭角公路往港鐵粉嶺站，希望運

輸署研究建議的可行性。  

103. 陳惠達議員支持提案建議，認為行人天橋系統可帶旺聯

和墟。他表示昔日聯和墟非常暢旺，而石湖墟和聯和墟亦有街

道色彩，值得保育。  

104. 蘇西智議員贊成提案建議，並提出以下意見和建議：  

(a) 馬會道／沙頭角公路迴旋處落成後，行人須利用行人隧

道橫過迴旋處，對行人 (特別是長者 )非常不便，亦減少聯

和墟居民步行前往港鐵粉嶺站的意欲。他相信興建有蓋

行人天橋可吸引居民步行前往粉嶺站，既可配合聯和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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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增長，亦有助減少交通需求和建設健康城市；   

 

(b) 建議行人天橋以聯和市場後方的住宅項目為起點，經馬

會道／沙頭角公路迴旋處和前粉嶺裁判法院，接駁通往

北區政府合署的行人天橋。他相信興建行人天橋的難度

不高；以及  

 

(c) 希望運輸署積極研究建議的可行性後向委員會匯報。  

 

105. 劉其烽議員認為，現時聯和墟的交通接駁服務有不足之

處，興建行人天橋可為聯和墟居民提供另一出行方式。由於研

究需時，他希望運輸署盡快展開相關研究。  

106. 藍偉良議員認同蘇西智議員的意見，認為除私人發展商

外，政府在興建行人天橋一事上亦有一定角色。他指出港鐵荃

灣站和楊屋道的距離較聯和墟和粉嶺站遠，但該處仍能興建行

人天橋，紓緩人車爭路的情況。他續稱，稍後北區區議會將討

論新界東文化中心計劃，希望政府可為文化中心提供行人天橋

系統等相關的硬件設施。  

107. 彭振聲議員相信大部分委員均支持提案建議，指出粉嶺

站和聯和墟相距約一公里，而沙頭角公路兩旁均可興建行人天

橋，認為建議在工程技術上可行。他指出石湖墟鄰近港鐵站，

人流不勝負荷，而往聯和墟購物的人數較少，興建行人天橋可

平衡兩個墟市之間的商業活動和人流。  

108. 曾興隆議員指出，建議的行人天橋途經多個政府單位和

新界東文化中心、前粉嶺裁判法院等未來區內地標，現時亦有

不少人士步行前往粉嶺工業邨上班，相信天橋落成後有一定人

流。  

109.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備悉委員意見，會再研究相

關方案的可行性。  

110. 副主席希望運輸署盡早展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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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項提案：要求於上水港鐵站市區的士站加設座椅  

(委員會文件第 15/2018 號 ) 

111. 副主席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5/2018 號。  

112.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主要負責在的士站興建上

蓋，在的士站加設座椅並非運輸署範疇。  

113. 許霈雯女士回應說，留意到提案建議是為了回應市區的

士司機的要求。的士站為運輸署的管轄範圍，北區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政處」 )會於會後和運輸署跟進。  

114. 副主席請民政處協助跟進。  

 

第 14 項提案：建議在馬會道翠麗花園站加設候車座椅  

(提案見委員會文件第 16/2018 號 ) 

(九巴公司的書面回應見委員會文件第 17/2018 號 ) 

115. 廖興洪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6/2018 號。  

116. 黃子健先生回應說，九巴公司將派員進行實地視察。如

有關車站適合加設座椅，九巴公司會向運輸署提出申請。  

117. 副主席請九巴公司與廖興洪議員跟進有關建議。他建議

有關議題的討論到此為止，不需於下次會議繼續。  

 

第 15 項提案：建議在馬會道 NF262 天橋兩邊增設升降機  

(提案見委員會文件第 18/2018 號 ) 

(路政署的書面回應見委員會文件第 22/2018 號 ) 

118. 廖興洪議員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18/2018 號。  

民政處  

九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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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林志成先生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22/2018 號。  

(姚銘議員於此時離席。 ) 

120. 廖興洪議員表示，NF262 天橋附近有多間學校，亦有長者

和殘疾人士利用該天橋來往巴士站；有獨自出行的輪椅人士花

不少時間走畢整條輪椅斜道，亦有家長手抱小孩和提着書包上

落天橋，非常吃力。他希望有關部門盡快為天橋加設升降機，

便利居民。  

121. 侯福達議員支持提案建議，認為提案所述的地點和青山

公路近金錢村一帶有多間中小學和幼稚園，人流亦十分多，但

有關部門未有正視在有關地點加設升降機的要求。  

122. 副主席請路政署備悉委員的意見，並希望路政署增加在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可加設升降機的行人天橋數目。他建議

有關議題的討論到此為止，不需於下次會議繼續。  

 

第 16 項北區區議會議員與立法會議員周年會議委員會的討

論事項  

(委員會文件第 19/2018 號 ) 

123. 副主席表示，北區區議會議員將於今年 5 月 4 日與立法會

議員舉行會議，而委員會已於上次會議決定就北區區內和通往

市區的交通擠塞問題與立法會議員進行討論。秘書處綜合有關

意見，草擬題為「要求制定短、中、長期措施，全面解決北區區

內和前往市區道路的嚴重擠塞問題」的文件。他請委員參閱委員

會文件第 19/2018 號。  

124. 委員會通過上述議題的題目和內容。有關議題將呈交區

議會大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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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項續議事項  

(a) 提案：要求在粉嶺馬會道 (近粉嶺圍 713 至 719 號 )安裝隔

音屏障  

(第 12 次會議記錄第 22 至 25 段 ) 

(委員會文件第 20/2018 號 ) 

125. 副主席歡迎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署理高級環境保

護主任 (評估及噪音 )4 黃可瑩女士列席會議。  

126. 黃可瑩女士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20/2018 號。  

127. 彭振聲議員不同意環保署的回應，詢問該署如何為「在現

有道路加建隔音屏障計劃」下的 21 個路段定下優次。他指出，即

使吐露港公路遠離民居，但整條公路均已加建隔音屏障；粉嶺

圍 7 間丁屋與馬會道的距離只有 20 米，且附近有巴士站和十字

路口，不少重型車輛和巴士駛過時須剎車或重新起動，滋擾居

民生活。他表示有關路段的噪音已超出環保署的標準，要求該

署盡快落實加建隔音屏障。  

128. 黃可瑩女士回應說，雖然環保署已確立在馬會道和新運

路 (近粉嶺圍 )加建隔音屏障工程的技術可行性，但仍須透過政府

的資源分配機制調撥資源和決定其優先次序 (考慮因素包括受噪

音影響程度和受影響居民數目 )，分階段進行各項工程。  

129. 彭振聲議員表示，馬會道的擴闊工程已於多年前完成，

該路亦有很多重型車輛駛經。他對於有關工程仍有待開展感到

不解，質疑政府未有善用公帑。  

130. 副主席希望環保署交代 21 個路段的優次，以及該署每年

可落實進行的隔音屏障工程數目。  

131. 黃可瑩女士回應說，在 21 個路段當中，兩個路段的工程

正在進行中，另外一個路段的工程預期會於明年展開。所有加

建隔音屏障工程正陸續展開。環保署須按有關路段的最新情況  

(如交通流量 )，以及加建隔音屏障工程可否配合其他工程項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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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進行，來檢視項目的優先次序，故暫未能交代 21 個路段的優

次。  

132. 彭振聲議員不同意環保署代表的回應，認為運輸署應及

早為 21 個路段定下優次。他續稱，馬會道的車流甚高，且車輛

駛至彎位時須剎車。他質疑為何在馬會道和新運路 (近粉嶺圍 )加

建隔音屏障工程不能獲得較高優次，認為環保署的做法對粉嶺

圍的居民不公。  

133. 副主席請環保署盡快提供 21 個路段的優次，並提供各路

段的受噪音影響程度和受影響居民數目的資料。他建議有關議

題的討論到此為止，不需於下次會議繼續。  

(會後按語：環保署已於 2018 年 2 月 15 日向委員會提供 21 個規

劃中加建隔音屏障的受影響居民數目和交通噪音水平。有關資

料見委員會文件第 29/2018 號。 ) 

 

(b) 提案：要求於百和路近欣盛苑十字路口加裝閉路電視監

控  

(第 12 次會議記錄第 144 至 150 段 ) 

(委員會文件第 23/2018 號 ) 

134. 黃嘉麟先生介紹委員會文件第 23/2018 號。  

135. 何樹光議員認為，如有需要安裝衝紅燈攝影機，資源並

非首要考慮。  

136.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會因應有關路段的交通意外

記錄、涉事司機是否遵守交通燈號、警方觀察車輛在該路段衝

紅燈的普遍程度、衝紅燈攝影機的分布和能否在區內起阻嚇作

用，以及該路段是否適合安裝攝影機等因素考慮安裝攝影機的

建議。建議所需的資源並非唯一考慮。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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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何樹光議員認為，由於有關路段尚未安裝衝紅燈攝影

機，除非該處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否則運輸署無從得知車輛衝

紅燈的記錄。他認為運輸署有需要在有關路段加裝衝紅燈攝影

機。  

138. 徐翼福先生回應如下：  

(a) 警務處已於上次會議提供新界北總區於 2017 年首兩季有

關駕駛者不遵守交通燈號的檢控數字，並曾在有關路段

進行行動，但未有發現駕駛者不遵守交通燈號；  

 

(b) 有關路段於 2017 年 11 月和 12 月共發生 4 宗意外，所有

意外並不涉及駕駛者不遵守交通燈號；以及  

 

(c) 警務處大埔警區將向地政總署申請在有關路段張貼海

報，提醒道路使用者須遵守交通燈號。  

 

139. 副主席建議有關議題的討論到此為止，不需於下次會議

繼續。  

 

第 18 項北區交通調查工作小組報告  

140. 副主席報告，北區交通調查工作小組於 2017 年 12 月 11

日舉行會議，與顧問公司討論「北區區內巴士及小巴服務調查」

的細節安排。小組成員就 70K 號線問卷調查的問卷內容和形式向

顧問公司提出建議。顧問公司備悉成員建議，並會按照標書所

列明的要求，於今年 1 月上旬正式進行調查，以及於 1 月底提交

調查報告初稿，供工作小組成員審閱。顧問公司將於 3 月委員會

會議上匯報調查結果。  

141. 委員會備悉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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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項其他事項  

(a) 邀請新任委員加入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  

142. 副主席邀請各位新任委員加入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

包括北區交通調查工作小組、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和

北區港鐵服務及設施改善工作小組。他亦請連任的增選委員重

新示意是否留任相關工作小組，並表示秘書處稍後會向相關委

員發出邀請信。  

(會後按語：秘書處已於 2018 年 1 月 12 日向各增選委員發信，邀

請他們加入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 ) 

 

(b) 2018-19 年度北區巴士路線計劃  

143. 廖興洪議員表示，運輸署在 2018-19 年度北區巴士路線計

劃中建議 673 號線往港島方向於翠麗花園加設中途站，然而該線

往上水方向未有計劃加設中途站，他和居民對此感到不解。  

144. 副主席表示，有關計劃將於 2018 年 3 月的委員會會議上

正式討論。如委員對巴士路線有意見，可於下次北區巴士及小

巴服務工作小組會議上反映。  

 

(c) 上北村和馬會道路口改善工程事宜  

145. 廖興洪議員詢問上北村／馬會道路口改善工程的進展。  

146.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會於會後與廖興洪議員跟進

有關事宜。  

 

 

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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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一階段推展項目的進度  

147. 曾興隆議員指出，委員會曾於 2017 年 1 月的會議上就「人

人暢道通行計劃」的下一階段選出三個加建升降機的推展項目 (包

括橫跨粉嶺車站路，近港鐵粉嶺站的行人天橋 )。他希望路政署

交代有關計劃的進度。  

148. 副主席請路政署備悉委員對有關計劃的關注，並透過提

交書面回應或派員列席下次會議，交代計劃的進度。  

(會後按語：路政署已於 2018 年 1 月 12 日致函委員會，交代「人

人暢道通行計劃」下一階段推展項目的進度。有關信函見委員會

文件第 27/2018 號。 ) 

149. 陳旭明議員指出，根據相關立法會文件，路政署於 2017

年 9 月聘用工程顧問，就計劃下的相關升降機項目進行勘察，並

會在勘察完成後向各區區議會匯報結果，而有關項目將於

2019-20 財政年度陸續展開。他希望路政署追趕勘察進度，並於

下次會議交代各項目 (包括港鐵粉嶺站行人天橋項目 )的進度。  

150. 副主席請路政署將陳旭明議員的意見轉交負責組別處

理。  

151. 溫和達議員希望路政署盡快於港鐵粉嶺站 A2 出口興建無

障礙升降機，並希望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和路政署於下次會議匯

報有關工程的進度。  

(會後按語：路政署表示，委員會於較早前的會議上已選出 3 條

行人天橋作為「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一階段的推展項目，包括

橫跨粉嶺公路連接彩園邨及太平邨的 ND01 號行人天橋、橫跨彩

園路連接彩園廣場及港鐵上水站的 ND02 號行人天橋，以及橫跨

粉嶺車站路近港鐡粉嶺站 (即近粉嶺站 A2 出口 )的 ND03 號行人天

橋。路政署已於去年 9 月底聘請顧問公司並開展了下一階段推展

項目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待可行性研究完成後，路政署將盡快

就研究結果及相關的初步工程方案諮詢北區區議會及各持份者

路政署  

路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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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以制定進一步推展項目的路向。 ) 

 

(e) 馬會道近粉嶺健康中心的臨時過路處  

152. 曾興隆議員表示，雖然運輸署已表示會永久保留馬會道

近粉嶺健康中心的過路處，但該過路處仍為臨時設施。他要求

運輸署加快將該過路處提升至永久設施。  

153.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交通控制部和路政署正進行

工程，將有關過路處提升至永久設施，預計工程可於 2018 年 1

月底前完成。  

 

(f) 開放聯和市場對出的的士站和小巴站供車輛行駛  

154. 曾興隆議員表示，運輸署曾於 2017 年就於聯和市場對出

加設電單車泊位和開放該處的小巴站和的士站供車輛行駛一事

進行諮詢，希望運輸署交代有關工程的進度。  

155.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已就有關工程向路政署發出

施工令。  

156. 林志成先生回應說，他會於會後交代有關工程的進度。  

157. 副主席請路政署會後與曾興隆議員跟進有關事宜。  

 

(g) 502 號線小巴服務問題  

158. 何樹光議員要求運輸署與 502 號線小巴營辦商跟進該線無

故不停站和拒載的問題。  

159. 副主席請運輸署跟進有關事宜。  運輸署  

路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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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溫和達議員表示，502 號線小巴經常在維也納花園和嘉盛

苑無故不停站，對中途站乘客造成不便。他續稱，有 502 號線小

巴車長表示須預留座位接載粉嶺南的乘客，要求運輸署就此進

行調查。  

161. 副主席請運輸署於北區醫院和嘉福邨為 502 號線進行調

查，以了解該線是否按照時間表行走。  

162. 吳冠雄先生回應說，運輸署會要求 502 號線營辦商按該線

的時間表運作，並會就該線進行調查，了解班次是否足夠。他

續稱，根據 502 號線的服務詳情表，該線設有由欣盛苑欣暉閣開

出的特別班次。  

163. 溫和達議員認為 502 號線不停中途站對中途站乘客不公

平，批評運輸署縱容小巴不停中途站。  

164. 何樹光議員認為，如 502 號線營辦商未能加強服務，運輸

署可考慮要求九巴公司提供有關服務。  

165. 吳冠雄先生回應說，502 號線特別班次已設有一段時間；

運輸署會留意沿途班次是否按時間表行走，並會向營辦商反映

小巴不停中途站的問題。  

166. 陳惠達議員表示，運輸署早前表示不會考慮 73 號線繞經

大埔那打素醫院的建議。現時 502 號線未能應付粉嶺南往那打素

醫院的乘客需求，運輸署應考慮將 73 號線延長至嘉福邨或清河

邨。  

167. 副主席請運輸署責成 502 號線營辦商改善服務和車輛調配

安排。  

168. 藍偉良議員表示，他曾向 502 號線營辦商了解小巴於清河

邨不載客的問題，認為運輸署有責任檢視 502 號線粉嶺南特別班

次的安排是否恰當和會否令市民誤解，並向營辦商了解其困

運輸署  

運輸署  



                             

 32  

負責人  

難。另一方面，運輸署亦可協助營辦商改善特別班次的安排，

例如安排行走特別班次的車輛不要前往清河邨。  

169. 陳旭明議員同意陳惠達議員所言，認為委員會應着手跟

進 502 號線的服務不足問題。他認為運輸署除了須責成小巴公司

改善服務外，亦應與九巴公司考慮其他加強服務的方案。  

170. 副主席請九巴公司備悉陳旭明議員的意見。  

171. 劉其烽議員認為，既然 502 號線的服務未能滿足乘客需

求，運輸署便應加強 73 號線的服務，不應顧慮此舉會否對 502

號線造成影響。  

 

(h) 委員缺席委員會會議的安排  

172. 侯福達議員表示，侯志強議員因須出席新界鄉議局會議

缺席是次會議，但未有於會前以書面提交缺席申請。  

173. 副主席表示，由於侯志強議員未有於會前以書面提交缺

席申請，委員會未能批准有關申請。  

 

(i) 唐公嶺道路被阻塞事宜  

174. 侯福達議員表示，有人非法在唐公嶺道路放置大型石

壆，使大型車輛和專線小巴難以通過。他曾就有關事宜去信運

輸署和地政總署。  

175. 黃嘉麟先生回應說，運輸署會跟進相關事宜。  

 

 

九巴公司  

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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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馬會道近天平邨的車輛違泊問題  

176. 劉其烽議員表示，委員會曾跟進馬會道近天平邨的車輛

違泊問題，但問題仍未見好轉。晚上 6 時後至凌晨期間，大型車

輛違泊問題嚴重，他希望警方加強執法。  

177. 徐翼福先生回應說，警務處備悉劉其烽議員的意見，會

通知上水分區於晚間加強執法，並會與運輸署研究延長有關路

段的限制區時段的可行性。  

 

(k) 於連接天平邨天美樓和順欣花園行人隧道加裝升降機的工

程  

178. 柯倩儀女士指出，連接天平邨天美樓和順欣花園行人隧

道加裝升降機工程的進度已三度延遲，使天美樓對出的一段單

車徑須繼續封閉。她要求路政署了解工程延誤的原因和要求承

建商加快工程進度。  

179. 副主席請路政署跟進有關事宜。  

(會後按語：上述升降機加裝工程是由土木工程拓展署 (下稱「土

拓署」)負責。土拓署表示，該署現正為橫跨馬會道近天平邨天美

樓及智順里的行人隧道 (結構編號 :NS51&NS128)進行加建升降機

工程。上述工程項目牽涉繁複的地下公共設施遷移工序，承建

商需費時就工地內的地下公共設施作出詳細勘測，並在狹窄的

施工位置調整工程設計及施工方案，以盡量減少地下公共設施

對加建升降機工程的影響。此外，由於土質問題，承建商亦需

預留較長時間進行土質改善工程，而在挖掘及建造升降機塔混

凝土結構時亦受到天氣等因素影響而增加工期。按現時工程進

度，工程預計於 2018 年年中竣工。土拓署會密切監察工程進

度，並會與顧問工程公司及承建商就施工限制及天氣影響等因

素定期檢討預計竣工日期。 ) 

 

路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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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其他事項」的討論安排  

180. 蘇西智議員認為，如委員欲向政府部門追問各項事宜，

應事前向秘書處提出，使部門代表可有所準備，避免會議時間

過長。  

181. 副主席多謝蘇西智議員的意見。  

 

第 20 項下次會議日期  

182. 副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一 )下

午 2 時 30 分在北區區議會會議室舉行。  

183. 會議於下午 6 時 13 分結束。  

 

 

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8 年 2 月  



香港的士業改革

香港的士業議會

2018年1月8日

北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目標:提供以客為尊的服務
1. 有更好質素和具競爭的服務

2. 有更多可供選擇的優質服務

3. 有經專業培訓的司機

4. 乘客市場更大、整體行業(包括司機)收入增多

5. 行業有專業、尊嚴和自信

2



國際城市的經驗
紐約

倫敦

新加坡

台北

3



檢視重點
1. 行業狀況

2. 車種

3. 收費和付費方法

4. 召喚/預約的士及調配

5. 司機專業要求

6. 其他額外服務

4



紐約

5



行業境況
經營的士，必須領牌:
◦個人牌照
◦小型車隊牌照: 兩部車以上

持份者:
◦的士車隊公司: 出租的士給司機

◦租車司機
◦車主司機:每年要有最少210更開車紀錄

6Source: NYC, TLC



的士類別

7

黃的

可載輪椅的士

綠的



服務區域

黃的

全紐約市

綠的

上客: 市中心以外和曼克頓以北

落客: 任何地方

機場 (只能預約)

8



Toyota Sienna - Accessible taxi

車款

9
Ford Escape - Hybrid

Ford Stretch Crown Victoria

Toyota Camry - Hybrid



10

New York City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 
2013 Annual Report 

車款



可載輪椅的士
2020年--50% 黃的 (6,700)

20% 區域的士 ( 2,400) 

11

Vehicle Production Group MV-1
Toyota Sienna



召喚方法

黃的–街上截停或電召

區域的士 –街上截停、電子召

喚或預約

可載輪椅的士 :街上截停、電

子召喚或預約或網約

12
http://www.borotaxisnyc.com/

“Wheels on 
wheels” iphone
application



收費
黃的和區域的士同一收費

國際機場到曼克頓固定劃一收費

綠的預約收費自行商定

13

http://www.borotaxisnyc.com/

• 可上輪椅車的士不另外收費

• 收費可用現金、信用咭、儲值咭、聰明咭等繳付



司機專業要求

持有駕駛商用車輛執照並沒有未清繳的罰單

完成的士課程 – 24 或 80 hours 的士行業培訓課程:
▪內容包括TLC 規管的士法規，司機和乘客關係，地圖理解
能力，行車路線規劃等

通過公開的考試(TLC Exam)

14

Source: NYC, TLC



司機專業要求

通過英語能力測試

安全駕駛課程及格 –有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

有操作載輪椅車的培訓 –最少3小時培訓，操作輪椅車和協

助需要坐輪椅車的人士

通過體格檢查

每年通過葯物檢查

15

Source: NYC, TLC



倫敦



大約有25,000 執業司機

大約有22,500 持牌車輛

絶大部份是持牌執業車主司機，少部份由個人或公
司擁有，出租車輛給司機。

執業司機必須通過「倫敦通識」考試。

行業狀況



收費
First 252.4 m Each 126.2 m up to 

HKD 229
Each 88.5 m after to 
HKD 229

Mon ~ Fri
06:00 ~ 20:00

HKD 31.6 HKD 2.6 HKD 2.6 

First 205 m Each 102.5 m up to 
HKD 277

Each 88.5 m after to 
HKD 277

Mon ~ Fri
20:00 ~ 22:00
Sat ~ Sun
06:00 ~ 22:00

HKD 31.6 HKD 2.6 HKD 2.6 

First 165.4 m Each 82.7 m up to 
HKD 334

Each 88.5 m after to 
HKD 334

22:00 ~ 06:00 HKD 31.6 HKD 2.6 HKD 2.6 

Sources: TfL website “https://www.tfl.gov.uk/modes/taxis-and-minicabs/taxi-fares/tariffs”
Remark: Travel/waiting time are also charged with 1 sec. = 4.66 meter

根據路程和等候時間



現金、信用咭及銀行扣帳咭

智能電話付款 (Barclays Pingit system) 

付款方法



「倫敦通識」考試 –
全球最嚴格的培訓課程

分全市和個別地區兩
類

考試分5 個階段

司機專業要求



Source: Office of Qual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s Regulation 

政府認可專業培訓司機課程:
◦ 載客車輛操作技巧課程 –認可專業課程第二級(QCF level 2)

◦ 的士和私人車輛專業司機職責初級課程—認可專業課程第二級
(QCF level 2)

◦ 物流營運管理課程—認可專業課程第二至三級

司機專業認可課程



新加坡

22



行業狀況

6 個的士服務營運商

司機向營運商租用的士

司機有權出租一更車給另一司機或替更司機

23



的士車隊

24

共約28000部的士，差不多全部由6間公司持有。有
約200部私人擁有的士牌(黃頂的士)，正逐步被取締。

每間營運公司最少800個的士營運牌照，確保可提
供一定水平的服務。

Source: ITA, Singapore



車輛類別

25Mercedes Benz E-220

Toyota Crown

Toyota Vellfire

Hyundai Starex
(Wheelchair accessible)

London cab 
(Wheelchair accessible)

Prestige Chrysler



收費

26

不同車輛有不同收費:

落旗: 
S$3 ~ S$5

路程/等候:
每公里或每45 秒S$0.22 ~ S$0.33

同一路程可以相差$10 以上



收費
附加費

繁忙時間: 25%; 午夜: 50 %

地域 (S $3 ~ S $5)

電子道路收費

預訂收費: S $ 2.30 ~ S $ 20.00 –由車輛類別或時
間決定

27



預訂方法
電話或短訊

智能電話應用程式 (iPhone, Android, 
Blackberry)

互聯網

有速的士預約電話

其他智能系統

28



付款方法
現金和各類銀行咭 (EZ-link, NETS)

信用咭

29

Vouchers (Comfort taxi)

Cabcharge payment system 
(monthly payment)



其他服務
有經驗或受訓司機可以作為導遊帶遊客
到旅遊點

必需預約-- 3小時導遊 (S $165)，6小時
導遊 (S $330)

經培訓司機也可接載乘搭輪椅的客人

預約費 S $8

30

Source: Comfort 
Transport Pte Ltd and 
Citycab Pte Ltd



司機專業要求

30歳或以上

1 年駕駛經驗的新加坡公民

通過英語能力考試 (e.g. GCE'O' Level or 'N' Level)

通過體格檢查

完成一個95小時的培訓課程 –課程由新加坡的士學
院教授，內容是的士和道路安全、的士法規、道路
知識、路線規劃和優質的士服務等。

31



司機行為守則
扣分制度

違規扣分制(例: 到目的地不停錶扣3分; 濫收車資超

過$20坡元扣12分及罰款 S $500)

暫停或吊銷牌照
▪ 扣6010分，停牌兩星期

▪ 扣11 ~ 15分，停牌四星期

▪ 扣16 ~ 20分，停牌八星期

▪ 扣21 以上，吊銷牌照

若24個月內沒有新的扣分紀錄，全部扣分會取消。

32



司機行為守則

車隊營運商要為司機制定行為守則

必須穿著恤衫，深色褲和正規鞋

協助大件行李乘客

不可與乘客挑起爭論

在車廂內不可抽煙

不可無理拒絕預訂的載客單

不可揀客或濫收車資

等等

33

Source: Comfort Transport Pte Ltd and Citycab Pte Ltd



台北

34



行業狀況
約30,000 的士

司機
▪新司機: 要加入一間的士營運商，方可取得的士營運執
照

▪有超過6年營運的士經驗而沒有刑事紀錄的市民，可
以申領個人的士執業牌

35

*http://202.39.131.142/web_law/Law_SearchNORes.php?LawID=E0001&FLNO=92-100

http://202.39.131.142/web_law/Law_SearchNORes.php?LawID=E0001&FLNO=92-100


行業狀況

的士車隊營運商: 
◦協助成員申請的士營運執照
◦出租的士車輛給執業司機

車輛調配中心: 協助乘客預訂及召喚的士、傳呼司
機接載乘客

大部份調配中心都是由營運商經營

36



車輛類別
四門黃色房車

營運商需提供車輛:
▪1600 cc以上

▪少於 5年車齡

37

Sources: 
-Taipei Public Transport Office
-Taiwan Taxi (http://www.taiwantaxi.com.tw/taiwantaxi/team.asp)
-Crown Taxi (http://www.crowntaxi.com.tw/JoinFleet.aspx)

http://www.taiwantaxi.com.tw/taiwantaxi/team.asp
http://www.crowntaxi.com.tw/JoinFleet.aspx


車輛類別

38

Toyota Camry Nissan Livina Nissan Bluebird Toyota Wish

Mercedes Benz Toyota Altis

Volkswagen Caddy (Wheel chair accessible)



收費及付款方法
落旗: NT 70 (1.25 km)

路程及等候:每 0.25 km 或 100 秒-- NT 5

39

•附加費:

–深夜 (11 pm ~ 6 am): 20 NT 

–元旦: NT 20 (日間) and NT 40 (晚
間)

•付款: 現金、信用咭、銀行咭、
智能電話程式 (MoneyCoin)

EasyCard Payement



召喚方法

電話
▪電召中心

▪傳送地點位置編碼

互聯網

便利店訊息站 (7-11 或 OK)

智能電話應用程式

40

“ibon” kiosk  at 7-11

Location code for taxi booking



其他服務
共用的士

揚名山地區:

的士站-每人定額定點收費

41

From / To
Yangmingshan District

No. Pax Fare per pax

Shilin
District

2 NT 130

3 NT 90

4 NT 65

> 5 NT 60

Tianmu
District

Per Pax NT 50

Sources: Taipei Public Transport Office: 
http://www.pto.taipei.gov.tw/ct.asp?xItem=68080593&ctNode=559
66&mp=117041

http://www.pto.taipei.gov.tw/ct.asp?xItem=68080593&ctNode=55966&mp=117041


其他服務

緊急按制

設在車廂內，會自動通知和召喚
警察

42

與機構的長期預訂合約

• 根據機構要求，訂立長期服務合
約

• 每月結帳

Sources: http://www.taipeistar.com.tw/index.aspx and http://www.crowntaxi.com.tw/OurServices.aspx

http://www.taipeistar.com.tw/index.aspx
http://www.crowntaxi.com.tw/OurServices.aspx


司機專業要求
68歲以下

個人司機執業要年30以上

43

• 必須擁有商業車輛駕駛執
照

• 通過路線規劃及法規考試
大部份營運商要求會員穿
著恤衫及打領呔

Sources: Taiwan Taxi



香港的士業改革方向

44



改革方向
A. 車款和車廂

1. 普通四人房車，石油氣車，售價約26萬，車費不變

2. 豪華四人房車，汽油車/混能車，售價約40萬，車費上升最少
100% 

3. 可上輪椅的四人房車，石油氣車，售價約30萬，車費上升最少
30% 

4. 特大車廂的普通四人房車，石油氣車，售價約27萬，車費不變

5. 可上輪椅七人房車，汽油車，售價約37萬，車費上升最少80% 

6. 普通四人房車，電動車，售價40萬以上，車費上升最少30% 

45

諮詢：請你就上述6項選擇提供意見，並順次選出最期望的首三項



車廂內的設備:

1. 無線上網

2. 手提電話充電

3. 行車路線及準許落客點即時顯示

4. 電子付費

5. 預約下次服務

6. 不用增設任可設備

46

諮詢：請你就上述6項選擇提供意見，並順次選出最期望的首三項



的士改革方向
B. 的士服務種類:

1. 設立一個統一預約各類的士系統，統一管理，發車

2. 設立一個專為預約可上輪椅車的士的系統，統一管理，發
車

3. 設立一個專為預約特大車廂的士的系統，統一管理，發車

4. 設立一個可預約特殊用途（包括多次定期使用）的士的系
統，統一管理，發車

5. 設立專為旅客由點到點、固定收費服務

6. 讓現有百花齊放的預約服務，繼續實施，不用改動

47

諮詢：請你就上述6項選擇提供意見，並順次選出最期望的首三項



的士改革方向
C.   司機專業要求

1. 收緊對新的士司機駕駛執照的發出條件，日後要考獲的士司機
牌，必須要完成正規培訓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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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無需改動現時對司機行為的規管

48

諮詢：請你就以上3項選擇提出意見



的士改革方向
D.   司機職業保障

業界有建議成立基金，給予長期服務的司機退休保障。
司機服務超過某一年期，退休時就可領取長期服務金，
服務年資越長，可領取的退休金額越多。

基金經費由車主負責。車主在每次轉售牌照時，抽取一
定金額，注入基金。而基金則由政府或一個有信譽的獨
立機構管理。

49

諮詢：請你就成立的士司機長期服務退休基金提出意見



的士改革方向
E.   道路設施配套

1. 在一些使用輪椅較多的地點，提供輪椅的士上落車位

2. 把現有的巴士專線，改為公交專線，讓包括的士在內
的所有公交使用

3. 在節日和特別活動地點，讓的士進入，協助疏導人潮

50

諮詢：請你就以上選項提出意見，並順次選出你最贊同的二項安排



的士改革方向
F.   發牌及競爭

1. 在現行條例下，鼓勵服務質素的競爭，設立認可制度，
讓乘客識別不同的服務質素

2. 設立評審車輛和司機質素機制，讓的士可提供豪華房
車或多用途車預約載客服務

3. 收回現有所有的士牌照，重新安排發出各類客運牌照

51

諮詢：請你就以上選項提出意見，並順次選出你最贊同的二項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