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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連續第七年舉辦「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旨在透過連串推廣活動加強商用車司機對安全	

駕駛及健康的關注，從而提升道路安全。本年度「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的四個主題包括：正確的	

駕駛態度、尊重其他道路使用者、切勿酒後及藥後駕駛，以及時刻注意身體狀況。

本年度「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的宣傳活動包括電台廣播，以及「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打氣大會。

電台廣播方面，包括安全駕駛及健康小貼士、廣播劇、專家分享健康資訊、商用車司機（包括公共	

小巴司機）分享安全駕駛和健康之道，以及名人嘉賓和至 fit 安全大使的訊息。

「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打氣大會已於 2015 年 11 月 20 日假荃灣愉景新城天幕大堂舉行，由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運輸署署長楊何蓓茵女士、警務處副處長（行動）黃志雄先生、交通諮詢委

員會主席郭琳廣先生和道路安全議會道路安全宣傳運動委員會主席鄭錦鐘博士主禮。當日共有超過

40名公共小巴從業員出席，另有一名獲市民表揚的專線小巴司機代表公共小巴業界參與台上遊戲。

此外，「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亦設有專題網頁，同業可前往以下網址 http://www.td.gov.hk/mini_

site/2016sdhc/chi/index.html 了解更多有關安全駕駛及健康的小貼士。

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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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參加「免費健康測試」！

「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為商用車司機	

（包括公共小巴司機）提供的免費健康測試，

於 2015 年 10 月初至 2016 年 3 月初舉行。

運輸署與非牟利機構合作，在全港五個指定

醫療中心提供免費健康測試。醫療中心分布

於中環、觀塘、佐敦、大埔及天水圍。商用

車司機與醫療中心預約時間後，便可帶同健

康測試券免費參加。

健康測試項目包括胸肺 X 光、空腹血糖、	

血脂分析（包括總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	

體格測試、視力測試、體重指數、脂肪百	

分比、腰圍及彎腰平衡測試。健康測試的報

告會由合資格醫護人員講解，參加者同時可

獲贈精美禮品包。

參與免費測試的商用車司機亦可選擇參加

自費的附加測試，測試項目包括腎功能、	

肝功能、血常規、尿酸（痛風測試）及高低密

度膽固醇。與往年一樣，本年度已有公共小

巴司機及其他商用車司機索取健康測試券。

運輸署在此呼籲，如同業已領取本年度的健

康測試券，請即致電醫療中心預約時間，	

在測試券有效期內驗身。如同業尚未領取本

年度的健康測試券，可請任職的專線小巴營

辦商、所屬的紅色小巴商會或工會代為索取，

亦可致電 1823 政府熱線索取測試券。為了

保障你以及乘客的安全，請謹記定期進行身

體檢查，及早預防隱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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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導盲犬乘搭公共小巴

導盲犬近年再次引入香港，在專業的志願機構支援下，現時全港的導盲犬、受訓中的導盲犬及導盲
幼犬已超過 40 隻。導盲犬的主要功能是充當視障人士的「眼睛」，協助他們的日常生活。導盲犬在	
成長和訓練階段，會暫居於寄養家庭，而導盲犬訓練員和導師，均可以是健視人士。因此，攜帶	
導盲犬的人士除了視障人士，亦可能是寄養家庭的成員、導盲犬訓練員和導師。

多年來，公共小巴並無接載導盲犬，市民攜帶導盲犬乘搭公共小巴時可能會基於一些原因而遭拒絕
接載。運輸署亦不時接獲視障乘客能否攜帶導盲犬乘搭公共小巴的查詢。

與導盲犬乘搭公共小巴有關的法例及運輸署的立場
香港法例第 374D 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 42 條規定，公共小巴運載動物，以及運載
任何動物所根據的條款及條件，完全由有關車輛的客運營業證持證人酌情決定。香港法例第 487 章	
《殘疾歧視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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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促請公共小巴業界、各營辦商和司機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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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小巴	
服務。

導盲犬基本知識
常見的導盲犬種類為拉布拉多和金毛尋回犬，或這兩種犬隻的混種。現時本港有兩間導盲犬支援	
機構，分別為香港導盲犬協會及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當導盲幼犬滿八個星期大，便可交給義工家庭寄養，與其他家庭成員共同生活，培養集中、溫馴和
服從的性格。期間，寄養家庭成員會攜帶導盲幼犬乘搭包括公共小巴在內的各種公共交通工具。	
導盲幼犬會身穿導盲支援機構發出的背心，以資識別。寄養家庭成員亦會帶備由支援機構發出的身
分證件。

當導盲幼犬滿 14 個月大，便會配戴導盲鞍，並接受合資格訓練人員的訓練，為期六個月，學習依照
使用者所發出的口令與動作指示，引領使用者到達目的地。同時，受訓導盲犬須學習時刻保持專注，
在帶領使用者避開障礙物之餘，不服從任何會危害使用者的指令。此階段的訓練亦包括乘搭公共交通	

	 照片提供：香港導盲犬協會

	照片提供：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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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如有使用者能與完成此階段訓練的導盲犬成功配對，該導盲犬便可於使用者的住所接受為期約
一個月的小組訓練。使用者從中可學懂如何與導盲犬相處，以及怎樣由導盲犬協助他們的生活。當小
組訓練完成，使用者和導盲犬的表現均為支援機構認同，受訓導盲犬便正式成為導盲犬，而支援機構
亦會向導盲犬使用者發出識別證件。

當有市民攜帶導盲犬乘搭公共小巴時，公共小巴行業從業員和其他乘客請遵守以下守則：

·	不要對導盲犬呼叫或干擾，以免分散導盲犬的注意力；

·	未經使用者、訓練員或寄養家庭成員同意，不要任意撫摸導盲犬；

·	不要用任何食物吸引或餵飼導盲犬；

·	可主動詢問攜帶導盲犬的視障人士是否需要幫忙。

同業接載導盲犬心得
九龍區專線小巴 83M號線所服務的屋邨有一名居民是導盲犬使用者，不時乘搭該專線小巴路線。	
該路線的營辦商表示，當該名居民攜帶導盲犬登車後，會坐在車尾的單邊座位，而導盲犬就在該名居
民身邊坐下，表現甚為溫馴。大部分乘客都不介意座位附近有導盲犬。如有乘客對犬隻敏感，也可與
其他乘客對調座位。經過幾個月，營辦商和乘客大多已接受導盲犬乘搭專線小巴。

	 兩間導盲犬支援機構發出的寄養家庭義工、導盲犬、導盲犬使用者及支援機構職員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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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更多市民及擴大公共小巴的服務範圍，運輸署不時規劃新的專線小巴路線。近期有三條新	

專線小巴路線投入服務，行走沙田區的新公共屋邨。

新界區專線小巴路線 812 號
新界區專線小巴路線 812 號已於 2015 年 8 月 30 日投入服務，來往

水泉澳及顯徑（車公廟路），方便水泉澳邨的居民前往大圍及附近的

公共屋邨。該路線的詳情如下：

服務時間：	 上午6時30分至下午10時30分（由水泉澳開出）

	 上午 6時 30 分至下午 10時 30 分（由顯徑〔車公

	 廟路〕開出）

	 每 8至 20 分鐘一班

小巴司機及乘客均須佩戴安全帶
現時，所有公共小巴的司機座位均須安裝安全帶，另外在2004年8月1日	
或以後首次登記的公共小巴，乘客座位亦須安裝安全帶。根據香港法例	
第 374F 章《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第7A 及 7B 條，除非公共小巴	
司機和乘客獲運輸署署長書面豁免，否則駕駛或乘搭公共小巴時，必須	
佩戴座位設置的安全帶，違者即屬犯法。

司機或乘客如沒有佩戴安全帶，一旦發生交通意外，司機及乘客可能會	
受傷，甚至被拋出車外。另外，警方會嚴格執法，檢控沒有依法佩戴安全
帶的公共小巴司機和乘客。

根據香港法例第 374B 章《道路交通（駕駛執照）規例》，由 2015 年 6 月 1 日起，申請公共小巴駕駛
執照的人士須修習及完成職前課程，才可獲發執照。現時，共有六間培訓機構獲運輸署指定為公共
小巴司機職前訓練學校，可提供有關課程：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有限公司	（港島區）

香港駕駛學院有限公司	 （沙田區）

李健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荃灣區）

好運駕駛專業學校有限公司	 （旺角區）

鏗鏘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大埔區）

德安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港島區）

公共小巴司機職前課程

新專線小巴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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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車費：	 4.8 元

分段車費：	 3.5 元（水泉澳至港鐵沙田圍站；港鐵沙田圍站至顯徑）

優惠車費：	 3.8 元（身穿校服的學生）

途經的主要地點： 港鐵沙田圍站、乙明邨、港鐵車公廟站、新翠邨、隆亨邨、顯徑邨

營辦商：	 樂聰發展有限公司（辦公時間電話：9745	3904）

新界區專線小巴路線 813 號及 813A 號
新界區專線小巴路線 813 號已於 2015 年 6 月 28 日投入服務，

來往水泉澳及港鐵馬鞍山線石門站，連接水泉澳、威爾斯親王醫

院及石門工業區。該路線的詳情如下：

服務時間：	 上午 6時 30 分至下午 10 時 30 分

（由水泉澳開出）

	 上午 6時 30 分至下午 10 時 30 分

（由石門站開出）

	 每 10 至 25 分鐘一班

全程車費：	 4.8 元

分段車費：	 3.5 元（水泉澳至愉田苑；愉田苑至石門站；石門站至沙田第一城）

優惠車費：	 3.8 元（身穿校服的學生）

途經的主要地點：	 威爾斯親王醫院、港鐵第一城站、沙田第一城、港鐵石門站

營辦商：	 樂聰發展有限公司（辦公時間電話：9745	3904）

該線的輔助服務新界區專線小巴路線 813A 號（循環線）亦於同日投入服務，由同一營辦商經營，	

來往水泉澳及沙田醫院。該路線的詳情如下：

服務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2時 30 分（由水泉澳開出）及

	 下午 4時 30 分至下午 8時 30 分（由水泉澳開出）

	 每 15 至 25 分鐘一班

全程車費：	 4.8 元

分段車費：	 3.5 元（水泉澳至愉田苑）

優惠車費：	 3.8 元（身穿校服的學生）

途經的主要地點：	 威爾斯親王醫院、港鐵第一城站、沙田第一城、沙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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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小巴道路安全研討會 2015
2015 年，運輸署公共小巴組繼續與警務處交通部合辦公共小巴道路安全研討會。年內共舉辦了五場
研討會，詳情如下：

警區 日期 地點
東九龍 2015 年 11 月 12 日 九龍灣警察東九龍行動基地
香港島 2015 年 11 月 23 日 香港中央圖書館
新界北 2015 年 11 月 24 日 屯門警察大興行動基地
西九龍 2015 年 12 月 3日 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心
新界南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大窩口社區中心

五場研討會共有約 140 名司機和業內人士出席。會上除有運輸署人員介紹公共小巴服務和派發商用
車司機健康測試券外，亦有警務人員講解道路安全，並播放不良駕駛行為和交通意外的錄影片段。
出席的從業員踴躍提問和發表意見，並與其他同業分享心得。研討會重點內容如下：

運輸署
·	安全駕駛公共小巴的重要性。
·	正確駕駛態度：駕駛時須專注、謹慎、守法禮讓，並顧及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	安全駕駛行為：行車前檢視自己和車輛，以及駕駛時對乘客、行人和其他車輛的應有行為。
·	小巴司機應有的行為：待客以禮、保持車廂和車身清潔、遵守法例、展示司機證、避免載客時	

加油加氣或干擾和改動車上的安全設備。
·	認識導盲犬和公共小巴接載導盲犬的安排。
·	計算載客人數時兒童乘客的計算方法及兒童的收費安排。
·	司機健康。
·	小巴使用多媒體廣播設備須知。
·	介紹公共小巴電動腳踏和其使用方法。

警務處交通部
·	近年交通意外宗數和傷亡人數及趨勢。
·	交通意外個案分析。
·	交通意外的成因。
·	防止交通意外的駕駛技巧。
·	正確使用迴旋處方法。
·	總區內的交通黑點及駛經黑點時須注意的事項。

運輸署將繼續舉辦公共小巴道路安全研討會，屆時會再發信通知業界。

	 東九龍研討會 	 西九龍研討會 	 新界南研討會	 新界北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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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紅色小巴營運的交通措施
為方便紅色小巴營運，運輸署會視乎實際交通情況，個別考慮放寬公共小巴禁區及限制區。近期，
運輸署放寬了多個公共小巴禁區及限制區，並在一個紅色小巴站增設泊車標誌。

放寬旺角弼街晚上的紅色小巴禁區
為方便紅色小巴由西洋菜南街駛入彌敦道，運輸署由 2015 年 4 月 17 日起放寬弼街介乎西洋菜南
街與彌敦道之間的紅色小巴禁區。禁區的生效時間由原本的晚上六時至九時縮短至兩小時，即晚上	
六時至八時。早上七時至十時的禁區則維持不變。

放寬大角咀櫻桃街往連翔道（南行）的支路的公共小巴禁區 
九龍大角咀櫻桃街往連翔道（南行）的支路以前為全日 24 小時公共小巴禁區，從旺角開出的紅色	
小巴如要經西區海底隧道前往香港島，須先駛經渡船街和翱翔道。經過五個月的放寬禁區試驗，	
運輸署從 2015 年 6 月 2 日起，將櫻桃街和連接連翔道（南行）的支路的公共小巴禁區生效時間，	
由原本的全日 24 小時，縮短為每日上午七時至十時。換言之，除早上繁忙時間外，紅色小巴可從櫻
桃街、連翔道及西九龍公路前往西區海底隧道。

為確保紅色小巴使用連翔道時只前往西區海底隧道，連翔道（南行）的支路的其他出口道路仍然劃
為全日 24小時公共小巴禁區。

於土瓜灣北拱街紅色小巴站增設泊車標誌
為紓緩紅色小巴泊車位不足，運輸署於土瓜灣北拱街南行線近馬頭圍道交界的紅色小巴站增設泊車
標誌。由 2015 年 9月 2日起，紅色小巴可在晚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於站內停泊。

取消旺角聯運街往弼街的紅色小巴禁區
過去，紅色小巴由旺角染布房街駛往弼街，須先左轉入亞皆老街，再右轉入洗衣街，期間可能遇到
交通擠塞。為方便紅色小巴駛往弼街，運輸署準備由 2016 年 3 月起（確實日期待定），取消聯運街
往弼街行車線的紅色小巴禁區。不過，紅色小巴仍然不可由聯運街駛入港鐵旺角東站前的公共運輸	
交匯處。

放寬亞皆老街西行線的禁止公共小巴停車上落客限制
紅色小巴業界多年來要求放寬亞皆老街西行線的禁止公共小巴停車上落客限制區，以方便停車上	
落客。經多次研究後，運輸署決定放寬介乎新填地街和上海街的亞皆老街西行線禁止公共小巴停車
上落客限制。於未來數月，限制區的生效時間將由原來的早上七時至午夜 12 時，縮短至早上七時至
晚上七時，公共小巴可於晚上七時後在該路段停車上落客。

取消東九龍走廊禁區

由於進行港鐵沙中線工程，原本六線雙程行車的馬頭圍道不時出現擠塞，紅色小巴業界希望有替代
道路繞過沙中線的施工路段。運輸署由 2016 年 2 月 20 日起取消漆咸道北至九龍城道之間的東九
龍走廊公共小巴禁區，公共小巴可於漆咸道北的入口駛入東九龍走廊，再於九龍城道的出口離開。	
待沙中線工程完成後，運輸署會檢討是否繼續開放東九龍走廊予紅色小巴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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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Light Bus

公共小巴電動腳踏
本港人口老化，加上「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由去年 3月 29 日起於專線小
巴實施，公共小巴的長者和行動不便乘客比例或會愈來愈高。現時，公共小巴乘客上落車門離地
面有一段距離，部分行動不便的乘客從行人路登車或從小巴下車時，或要倍花氣力。有見及此，	
有公共小巴營辦商近月引入裝於中門底下的電動腳踏，方便	
乘客上落車。

現時，電動腳踏可在公共小
巴停定時收放。視乎設計，
當需要伸出腳踏時，司機可
按着電動開關，腳踏便會自
動伸出，否則腳踏會停止	
移動。當腳踏伸出時，儀表
板的腳踏伸出警告燈和蜂鳴
器會分別亮起和發出警告聲
響，警告聲響同時亦提醒其他路人。當腳踏伸出但未完全收回時，
油門腳踏頂掣可防止司機加油繼續行車。司機可按着同一電動開

關將腳踏收回。腳踏完全收回後，儀表板的腳踏伸出警告燈會自動熄滅，蜂鳴器亦會停止發出警告
聲響。當乘客上落車門完全關閉後，公共小巴便可繼續行車。電動腳踏收放均可在兩秒內完成。

運輸署已批准四輛公共小巴安裝電動腳踏，並鼓勵營辦商於更多公共小巴安裝有關裝置。

公共小巴讓座安排

運輸署早前與業界確認沿用的讓座安排，將公共小巴鄰近上落車門的第一個單人座位劃為優先座，並向專
線小巴營辦商及紅色小巴車主派發「關愛有需要人士	由讓座開始」標貼，請業界在優先座旁（車窗下面）
張貼該標貼，以鼓勵乘客讓座給其他有需要乘客。以下是公共小巴讓座的安排：

(1)	如公共小巴已經滿座，不論排隊的乘客是否「有需要乘客」（如長者、殘疾人士、孕婦、手抱幼兒的乘客
和行動不便者），他們均不應登車，已就座的乘客亦無須讓座；及

(2)	如公共小巴尚餘空位，當有需要乘客登車，而優先座已有乘客就座時，
應作出以下安排：如已就座的乘客並非有需要人士，則鼓勵該名乘客
改坐其他座位，以讓座予剛登車的有需要乘客。如已就座的乘客同時
為有需要人士，則無須讓座，剛登車的有需要乘客可坐在其他接近上
落車門的座位，例如首三排雙人座位的通道側座位，以便落車。如該三
個座位都已有乘客就座，可鼓勵其中一名乘客讓座並改坐其他座位。

此外，部分專線小巴路線的營辦商已於總站安排有需要的乘客優先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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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發生數宗載客車輛司機遭乘客襲擊的事件，載客車輛司機工作時的人身安全因而備受關注。

運輸署十分關注公共交通工具司機履行職務時受襲的事件，其後在有關業界例會上敦請業界採取足夠	
措施，以保障司機的人身安全，並提醒司機注重安全，避免與乘客發生衝突。據運輸署所知，部分專線小巴
營辦商已向司機提供應對突發事件的指引，提醒司機注重安全和避免與乘客發生衝突，在遇到受威嚇的
情況時應即時尋求協助及報警處理。

地址證明有帶到　牌照申請無煩惱
由 2016 年 1 月 4 日起，所有牌照申請人（如公共小巴的司機、車主及客運營業證持有人）遞交牌照
申請時，均須提交最近三個月內發出的地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否則運輸署可根據有關法例暫
停處理有關申請。

可接納的地址證明
可接納的地址證明包括水電煤或電訊公司帳單、政府部門、公共機構、銀行或本地教育機構發出的
信件。有關證明須清楚顯示申請人的姓名及地址、發函機構名稱，以及文件發出日期。
有關的地址證明要求已載列於不同牌照的申請表上，相關資料亦已上載至運輸署網站（www.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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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處罰款2,000元。地址變更可透過書面、政府一站通網頁或遞交「更
改個人資料或車輛資料通知書」表格通知運輸署，同時須附上新的地址證明文件。
如對上述新安排有任何查詢，可親臨運輸署各牌照事務處詢問處，或致電運輸署 24 小時查詢熱線
2804	2600，或電郵至運輸署牌照事務處（電郵地址：licensing@td.gov.hk）。

第 21期《小巴Net》有獎問答遊戲答案
·公共小巴司機證

·商用車司機健康測試

·啟晴邨

·公共小巴司機切勿藥駕及吸煙

·電子數據記錄儀

·九龍區專線小巴路線 87號

·公共小巴第一排雙人座位

·商用車司機飲食指導

·堅尼地城站專線小巴上落客區

·荃灣眾安街

西港島線啟用·

公共小巴優先座·

所有公共小巴均須安裝·

新界區專線小巴路線 84號·

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

交通投訴組電郵地址·

油塘高怡邨·

香港區專線小巴路線 23M號·

2014 年12月1日或以後首次登記的·

公共小巴須安裝

公共小巴道路安全研討會·

公共小巴業界對於保障司機人身安全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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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會個別發信通知上述得獎者領獎。

答案正確及獲贈獎品的 10 名讀者為：
1.	Chow	On	Sun

6.	陳健誠

2.	Hui	King	Yu

7.	陳康盈

3.	Lee	Mee	Fong

8.	葉永康

4.	林碧儀

9.	鄭俊文

5.	陳	 高

10.	戴美芬

第 22期《小巴Net》有獎選擇題
請參考本期內容，選出以下各題的正確答案。

1.	 獲運輸署指定為公共小巴司機職前訓練學校的培訓機構數目為：

	 A.	 三間　　　B.	 五間　　　C.	 六間　　　D.	 八間

2.	 2015 年開辦的新界區專線小巴 812、813 及 813A 號線，三條路線的共同總站是：

	 A.	 洪福邨　　　B.	 葵聯邨　　　C.	 隆亨邨　　　D.	 水泉澳邨

3.	 以下那項並非本年度「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的主題？

	 A.	 確保車輛運作正常　　　B.	 尊重其他道路使用者　　　C.	 時刻注意身體狀況
	 D.	 切勿酒後及藥後駕駛

4.	 向運輸署遞交牌照申請時，必須連同最近三個月內發出的地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此項要求
	 的實施日期是：

	 A.	 2015 年 12 月 4日　　　B.	 2016 年 1 月 4日　　　C.	 2016 年 2 月 8日
	 D.	 2016 年 4 月 1日

5.	 運輸署促請公共小巴業界容許以下那些人士與導盲犬一起使用公共小巴服務？

	 A.	 導盲犬使用者　　　B.	 導盲犬寄養家庭義工　　　C.	 導盲犬訓練人員　　　D.	 以上皆是

請參考本期內容，圈出以上各題的正確答案，並填妥下列個人資料，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	
郵寄或送交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號入境事務大樓 39 樓 3920A 室運輸署《小巴 NET》編輯委員會。	
每名參加者只可遞交一份遊戲表格，任何以傳真交來的表格一概不會接受。運輸署員工及其親屬	
不得參加，以示公允。

姓　　名	 ：	 	 	 	

身分證號碼	：	 	 	 	 （請填寫英文字母及首 3個數字）

聯絡電話	 ：	 	 	 	 （請填寫有效及正確的號碼以便通知領獎事宜）

通訊地址	 ：	 	 	 	 	 	 	 	 	 	 	

得獎名額	 ：	10 名（如答對者超過 10 名，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得獎者。）

獎品	 ：	紀念品乙份

第 22期《小巴Net》有獎遊戲參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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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對公共小巴行業而言，有喜有悲。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在去年3月 29日開始分階段擴展至綠色專線小巴。
截至去年 12 月底，已有 485 條專線小巴路線提供每程二元的優惠票價，佔全部路線九成半。這項	
計劃可鼓勵年滿 65 歲的長者和合資格的殘疾人士走進社區，有助建立關愛共融的社會。另外，專線
小巴業界亦因新增這群乘客而增加車費收入。

公共小巴自 1969 年合法化後，轉眼已近半個世紀，不僅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也是港人集體回憶的
一部分。繼 2014 年一部以紅色小巴為主題的港產電影面世後，去年另一部港產電影的題材也是圍
繞着紅色小巴。手寫小巴車費字牌受人青睞，成為新興的懷舊物品。在膠牌寫字刻字的技藝，已與	
其他民間手工藝等量齊觀，為市民所留意。

然而，年內業界不無憂患。司機短缺問題仍然困擾業界。港鐵西港島線啟用後，部分小巴同業經營
更見困難。12月在錦田發生的專線小巴致命車禍，奪去五名乘客性命，令人悲痛。

今期《小巴 Net》有專文介紹本年度的「至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導盲犬、公共小巴電動腳踏、改善	
紅色小巴營運的交通安排、公共小巴道路安全研討會，以及一些給司機、車主和乘客參考的貼士。
此外，「好人好事」表揚了兩位司機。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祝願讀者和司機全年縱橫萬里，路路暢通。

編輯委員會的話

編輯委員會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號入境事務大樓 39 樓 3920A 室

Public Light Bus

本期《小巴Net》表揚兩名專線小巴司機。

有市民致電政府熱線 1823 表示，他在 2015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1 時 23 分左右，於荃灣大河道登上
一輛前往麗城花園的新界區 96B 號專線小巴（車輛登記號碼為GK	6200），留意到司機不但駕駛態度
良好，在解答乘客的查詢時亦態度有禮，更提醒該名乘客下車。其後運輸署聯絡到該路線的營辦商，
得知該表現優秀的司機姓郭。由於郭先生表現良好，運輸署邀請他出席本年度的「至 fit 安全駕駛大	
行動」打氣大會，並接受電台訪問，與其他職業司機分享安全駕駛心得。

另一名市民在 2015 年 7 月 7日下午乘搭九龍區 77M號專線小巴（車輛登記號碼為NY	4653）。在預	
定發車時間前，司機安排該名市民提早上車及坐下，其後行車時亦態度有禮。該名市民於下午	
2 時 55 分在尖沙咀新港中心下車後，致電政府熱線 1823，讚揚該名司機的良好表現，希望運輸署	
加以表揚。

運輸署已將兩名市民的讚許，分別轉告有關的專線小巴營辦商。

好人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