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租汽車許可證申請書—— 私家服務（豪華房車）（過境服務）

填表須知

甲、簽發條件

(1) 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簽發對象，為訂有合約或其它特別目的提供過境出租汽車私人載客服務（豪華房車）的人士或機構。獲發許可證的人
士須先取得有關中國內地／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局的批准。

(2) 申請出租汽車許可證的人士，必須證明實有領證的需要，並已妥為安排，確保過境出租汽車私人載客服務（豪華房車）效率良好，方可獲得批

准。

(3) 用以提供豪華房車出租服務的私家車，其應課稅值須超過港幣三十萬元。另一方面：

(a )  若車輛是在20 1 9年1月2日前首次登記：由以「全新車輛」在香港首次登記的日期起計，在申請時的車齡應少於7年 (即車齡為6年或以下 )；
如車輛並非以「全新車輛」在香港首次登記，則申請時車齡應距「出廠年份」不多於6年；或

(b )  若車輛是在20 1 9年1月2日或之後首次登記，則申請時車齡應距「出廠年份」不多於6年。

無論有關車輛屬於上述何種情況，出租汽車許可證持證人在申請更換車輛時，替換車輛的車齡不應高於原來車輛。

(4) (a )  出租汽車業務，祇准於下列地址經營：

( i )  出租汽車許可證內指定的地址；及  
( i i )已向運輸署署長登記的地址。  

(b )  存放於上文  (a )  段所提及地址的指定租車紀錄表格，事先倘無記入下列資料，則車輛不得出租：  
( i )  租用私家車人士姓名；及  

( i i )私家車租出後的路程簡述。  

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二十七條的規定，經營出租汽車業務的人士，遇警務人員或運輸署署長索閱出租汽車許可證或指

定的紀錄表格而未能立刻出示者，即屬違法，可被判罰款一千元。

(5) 出租汽車許可證必須展示於所屬的車輛內，且其展示位置必須以運輸署署長書面批准者為合。

(6) 出租汽車許可證持有人不得在私家車內外設置任何可自車上或車外看見的記號、字句、標誌或設備，亦不得任令他人有此行為，除非各
該記號、字句、標誌或設備乃經由運輸署署長書面批准或特別規定者，則不在此限。

(7) 出租汽車許可證持證人須確保所屬私家車司機於辦理香港入境或出境手續時，將自己及車上所有乘客的旅行證件交給入境事務主任或入境事務
助理員檢查。

(8) 入境事務處處長有權拒絕任何不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及／或訪港目的有可疑的司機 /乘客入境，持證人須全權負責將該司機／乘客由香港遣返中

國內地／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處長若拒絕任何司機／乘客入境，可發出下列指示：

(a )  將該人由香港遣返中國內地／澳門特別行政區；或

(b )  將該人由香港遣返入境條例（香港法例第11 5章）所指定的國家或地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不負責支付根據上述指示將該人遣離香港的有關費用。

(9) 若不能立即遣返被拒絕進入香港的人士，入境處可按照入境條例將其拘留。

(10) 於出境／入境香港時，持證人須確保該私家車、車上所有乘客及其私人行李均送交海關檢查。

(11) 乘客若因任何原因被海關扣留，並於隨後獲釋，持證人必須負責安排將該名乘客送往其目的地。

(12) 持證人、其屬下人員、代理人及租用者均須遵守香港海關人員確實根據香港海關條例（香港法例第3 4 2章）所賦予的權力而發出的任何指示或

要求。

(13) 該私家車駛入邊境禁區或在禁區內時必須展示有效的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14) 該私家車只可在運輸署署長發出的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指定時間內通過邊境禁區。

(15) 該私家車進入邊境禁區後須直接駛往適當地點辦理香港入境或出境手續。車輛回程時同樣須要直接由邊境禁區駛往出口處。該等車輛不
得在邊境禁區範圍內停下。如有意外或機件故障，車輛司機必須通知就近的警務人員，入境事務主任或海關人員。乘客不得離開所乘坐

的車輛，但為着安全或因已發生意外則除外，而在該等情況下，乘客應逗留在車輛附近等候緊急救援。

(16) 該私家車的司機須攜帶一簽署作實的指定出租汽車紀錄表格副本，上面須列明某一行程乘客的姓名、旅遊證件類別及號碼及所前往的目的地。

(17) 該私家車未獲得運輸署署長書面批准前，不得在香港境內用作非過境性質的出租汽車服務。

(18) 出租汽車許可證與汽車牌照的有效日期，將同時屆滿。許可證有效期內，使用私家車以出租或收取報酬方式載運乘客的人士，必須具備
有效的第三者保險單或投買第三者保險的保證書。許可證簽發或換領與否，概由運輸署署長決定，而車輛可能尚須經運輸署檢驗合格，

方得領取許可證。許可證由四個月以上至十二個月期收費一千元，四個月期或以下則收費三百伍十元。

(19) 許可證不得轉讓他人，汽車牌照一旦屆滿，或遇車輛出售或過戶，或持證人不再成為車輛的登記車主時，許可證即自動失效。如持證人
需要更換車輛，則可申請另行發給新證。

(20) 經營出租汽車業務的人士必須向運輸署署長證明確已具備設施，能為其名下車輛進行維修。

(21) 不得招徠顧客。出租汽車許可證持有人不得同時就一輛私家車向多於一位租用人分別收取費用以提供出租汽車服務。

(22) 遇持證人違反簽發許可證的任何條件時，運輸署署長可立即取消其許可證。如車輛之登記車主或司機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第五十二條第

（三）、（五）、（六）、（七）或（八）款或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並遭法庭裁定有罪，運輸署署長亦

得將許可證取消。

(23) 另有其他條件，日後寄予申請獲准人士的公函內，自會清楚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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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填寫表格

(1) 申請人須用正楷填寫此表格內各項有關資料。「己」欄的聲明書必須由申請人簽署。如屬有限公司，該公司名稱及註冊辦事處地址均應在「甲」

欄填報，而「己」欄聲明書則應由公司總經理或公司秘書簽署。

(2) 衡量申請人是否適宜入選，主要視其所提供的資料而定。若資料不全或有漏報，其申請將不予考慮。此外，該申請人或須應約前來會見
運輸署人員，以便澄清任何疑點。

(3) 運輸署署長衡量情況後，可發給申請人少於其所申請數目的許可證。如申請書數目超出運輸署預定發出者，則可能以抽簽方式，決定申請人是否

入選。

丙、遞交申請書

申請書填妥後，須親自交來或用掛號信寄回香港金鐘道  9 5  號統一中心  3  樓運輸署公共車輛分組。申請書必須依照下文「戊」項所示，
連同各證明文件，一併交來。

丁、更改資料

申請人所填報的資料，如有任何更改，應即通知運輸署署長。

戊、證明文件

申請人遞交申請書時，必須附來下列文件：

(1)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護照／公司註冊證（簽署作實副本）；

(2) 公司代表的香港身份證／護照（簽署作實副本）；

(3) 商業登記證（簽署作實副本）；

［若商業登記證的商號名稱與申請人的姓名不同，需要遞交一份由稅務局簽署作實的表格一 (甲 )或表格一 (丙 )的商業登記申請書
（簽署作實副本）。］

(4) 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正本／簽署作實副本）（如申請人為有限公司）；

(5) 與需要出租汽車服務（豪華房車）的顧客簽訂的合約／協議副本，有關合約的有效期須為最少  6  個月（由提交申請日期起計），並須列

明申請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的車輛登記號碼；

(6) 顧客的商業登記證（簽署作實副本）；

(7) 獲粵港／港澳兩地政府分發過境出租車配額的書面證明文件，證明申請人獲准提供過境出租汽車服務；

［粵港過境出租汽車許可證之申請人須為獲發配額的合營公司、其港方或內地合作／合夥公司其中之一。申請人須以法人團體（即有限
公司）或獨資經營／合夥經營公司（即無限公司）營運有關服務。如屬無限公司，申請人須以年滿  18  歲或以上自然人的名義登記有關
私家車，而合夥經營的無限公司並須提供有關公司的所有合夥人簽署的授權文件以確認申請人向運輸署申請出租汽車許可證以營運過境
出租汽車服務 (正本及副本 )。］

(8) 粵港澳機動車輛往來及駕駛人駕車批准通知書（正本及副本）（只適用於粵港過境出租汽車許可證之申請人）；

(9) 獲准的營業地址及出租汽車預約制度條件的文件（收條發票／出租記錄樣本）；

(10) 適當文件以證明擬使用的車輛獲得許可證後，將由指定的車房／汽車公司提供維修及保養服務；

(11) 擬申請的私家車車輛登記文件（正頁及背頁）（簽署作實副本）；

(12) 簡述經營狀況的文件；及

(13) 上文未有提及而屬有關的其他證明文件／資料。

己、諮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撥電  2 8 0 4  25 7 7  與公共車輛分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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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私 家申 請 私 家申 請 私 家申 請 私 家 服 務服 務服 務服 務 （（（（ 豪 華 房 車豪 華 房 車豪 華 房 車豪 華 房 車 ）））） 出 租 汽 車 許 可 證出 租 汽 車 許 可 證出 租 汽 車 許 可 證出 租 汽 車 許 可 證  
Application for Private Service (Limousine) Hire Car Permit 

所需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1.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 (簽署作實副本) (如申請人是個別的私人經營者)。

The applicant’s H.K.I.D. Card (Certified True Copy) (where the applicant is an individual person).

2. 申請人的公司註冊證 (簽署作實副本) (如申請人為有限公司)。

The applican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Certified True Copy) (where the applicant is a limited company).

3. 申請人的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正本 / 簽署作實副本) (如申請人為有限公司)。

The applicant’s Memorandum &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iginal Copy / Certified True Copy) (where the applicant is a limited company).

4. 申請人的商業登記證 (簽署作實副本)。

The applicant’s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Certified True Copy).

(若商業登記證的商號名稱與申請人的姓名不同，需要遞交一份由稅務局簽署作實的表格一(甲)或表格一(丙)的商業登記申請書 (簽署作

實副本) 。)

(If the name of business of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differs from the name of applicant, a certified true copy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Form 1(a) or 1(c) obtained from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is required (Certified True Copy)).

5. 車房維修保養信列明申請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的車輛登記號碼，及其他文件證明有關車輛停泊過夜的地點。

Maintenance letter(s) which state(s) the vehicle registration mark(s) of the private car(s) and other evidence on overnight parking accommodation 

provided for the vehicle(s) under application.

6. 由申請人及其顧客簽署需要使用出租汽車服務的合約 / 協議 (正本及副本) 。有關合約的有效期須為最少 6 個月(由提交申請日期起

計)，並須列明申請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的車輛登記號碼。

Contract(s) / agreement(s) (original & copies) signed by the applicant and her client(s) for using hire car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vehicle(s) under 

application (with vehicle registration mark(s) of the private car(s) shown in the contract(s) / agreement(s)) with a validity period of 6 months or

above (from the date when the application was submitted).

7. 顧客的商業登記證 (簽署作實副本)。

The client’s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s) (Certified True Copy).

8. 最近三個月有關顧客使用／申請人營運私家服務(豪華房車)出租汽車的用車／出租記錄 (簽署作實副本)*。首次申請人（即從未獲發該

申請類別出租汽車許可證者）如無法提供顧客用車記錄，可考慮提交其他支持文件（例如以書面陳述其未能提交有關記錄的特別理由）

及任何他／她認為有助於「出租汽車許可證遴選委員會」了解及考慮其申請的資料。

Deployment record / hiring record for the past three months in respect of the applicant’s client(s) for using private service (limousine) hire car(s) / 

the private service (limousine) hire car(s) operated by the applicant (Certified True Copy)*.  For a first-time applicant (i.e., who had not been 

issued with any hire car permit for that category) who is unable to submit the deployment record of her client(s), he/she may consider submitting 

any 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e.g. written explanation on the special reasons for not being able to produce the said record)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he/she considers relevant to facilitate the “Contract Hire Car Permits Selection Board” to understand and consider his/her application.

*注意 Note:

(i) 私家服務(豪華房車)出租汽車是指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香港法例第374D章)，獲運輸署簽發私家服務(豪華房車)

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以出租或取酬方式運載乘客。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發證條件規定，必須展示該證在擋風玻璃的左手邊，以

供查閱。任何人士擬使用出租汽車服務前，可向營辦商查詢或檢視有關私家車是否已領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

下一頁 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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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ervice (limousine) hire car refers to a private car issued with a private service (limousine) hire car permit issued by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under the Road Traffic (Public Service Vehicles) Regulations (Chapter 374D) for carriage of passengers for hire or reward. 

According to the hire car permit conditions, hire car permit must be displayed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vehicle’s windscreen for 

inspection.  Anyone intending to use hire car service is advised to check with the operator whether the vehicle holds a valid hire car permit 

before using the service or examine the hire car permit displayed on the vehicle concerned. 

(ii)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香港法例第374章)第52條(3)，任何人士不得駕駛或使用；或容受或允許他人駕駛或使用私家車以作出租或

取酬載客用途，除非該車輛領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否則即屬違法。違例人士，如屬首次被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個

月；如屬第二次或隨後再次被定罪，則可處罰款$10,000及監禁6個月。涉案車輛的牌照亦會暫時被吊銷。如申請人提交的用車／出

租記錄中顯示有關車輛並未領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運輸署在處理該申請時將不會考慮有關記錄。

Pursuant to section 52(3) of the Road Traffic Ordinance (Chapter 374), no person shall drive or use a private car; or suffer or permit a 

private car to be driven or used for the carriage of passengers for hire or reward unless a hire car permit is in force in respect of the vehicle. 

Any person who contravenes these provisions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in the case of first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5,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3 months, and in the case of a second or subsequent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1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of 6 months. 

The licence of the vehicle involved will also be temporarily suspended.  If the deployment record / hiring record submitted by an applicant 

shows that the vehicle does not hold a valid hire car permit, Transport Department will not consider such record in processing an 

application.   

(iii) 出租記錄必須清楚顯示每一次行程的日期、起始時間、完成時間、行程的開始地點及目的地、及服務該次行程的車輛登記號碼等

資料。如有關資料不全或有錯漏，運輸署在處理該申請時將不會考慮有關記錄。申請人請以申請人請以申請人請以申請人請以「「「「出租汽車服務的出租記錄出租汽車服務的出租記錄出租汽車服務的出租記錄出租汽車服務的出租記錄」」」」表格表格表格表格(TD202) 

提交有關記錄提交有關記錄提交有關記錄提交有關記錄，，，，並以簽名並以簽名並以簽名並以簽名（（（（及公司蓋印及公司蓋印及公司蓋印及公司蓋印[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作實作實作實作實。。。。此外此外此外此外，，，，為使運輸署可為使運輸署可為使運輸署可為使運輸署可加快處理申請加快處理申請加快處理申請加快處理申請，，，，申請人可另申請人可另申請人可另申請人可另將將將將「「「「出租汽車服務的出出租汽車服務的出出租汽車服務的出出租汽車服務的出

租記錄租記錄租記錄租記錄」」」」(TD202)的電子版本以電郵提交至運輸署的電子版本以電郵提交至運輸署的電子版本以電郵提交至運輸署的電子版本以電郵提交至運輸署(hirecar@td.gov.hk)，，，，惟申請人必須惟申請人必須惟申請人必須惟申請人必須於表格內註明於表格內註明於表格內註明於表格內註明用以提交有關記錄的電郵用以提交有關記錄的電郵用以提交有關記錄的電郵用以提交有關記錄的電郵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出租汽車服務的出租記錄」(TD202)可於運輸署網頁下載 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2001/td202_rev2015.xls。 

Details including the date, start time, end time,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of the journey, and the registration mark of the vehicle 

providing service of each trip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hiring record.  If there is incomplete or inaccurate information, Transport 

Department will not consider such record in processing an application.  Applicants shall submit the hiring record in the form of “Hire 

Car Service Hiring Record” (TD202) with signatory (with company chop if appropriate) as certification.  In addition, to facilitate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to expedite processing of the application, applicant may also submit the electronic copy of the “Hire Car 

Service Hiring Record” (TD202) to Transport Department by e-mail (hirecar@td.gov.hk) but the applicant must specify in the

record the e-mail address that he/she would use to submit such record.  The “Hire Car Service Hiring Record” (TD202)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ransport Department’s website 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2001/td202_rev2015.xls .

9. 出租汽車預約制度條件的文件 (收條發票 / 出租記錄樣本)。

Evidence of hire car booking system (Sample of Invoices & Debit notes / Hiring record).

10. 申請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的車輛登記文件 (簽署作實副本)。

The Vehicle Registration Document(s) of the private car(s) under application (Certified True Copy).

11. 上文未有提及而其他有關的證明文件或資料。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or information in support of application which is not mentioned above.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04 2577聯絡公共車輛分組。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Public Vehicles Unit at 2804 2577.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二



盟主t

張貼「過境出租車翱瑟 l 的規踅詳情

為協助過境出租車的運作及方便旅客給別 ﹒ 粵港兩地政府有關部

門決定統一發放「過境出租車標誌 J
﹒ 予管辦簡張貼於用作營運過境出

租車配額的車輛上。就有關規定，如有過境出租車被體質無合理原因而

沒有張貼「過境出租車標誌 J
﹒ 會依照下列規管安排處理：

(i) 違規l次：將被警告：

(ii) 違規2次：有關出租車的配額被暫時吊銷l個星期：

“ii) 違規3次：有關出租車的配額被暫時吊銷2個星期﹔

(i V) 違規4次：有蹦出租車的配額被暫時吊鉤3個星期：

(v) 這規3次：有蹦出租車的配額被暫時吊銷4個星期：

(vi) 違規6次或以上 、 或違現出租車在暫時吊銷配額期間繼續

營運：有蹦出租車的配額會被永久取消。

有關以上的規定是以該出租車第一次被發現違規日期起的六個月

計算。如J二述出租車在該六個月後再被發現違反有關規定，則被視作另

一六個月期限 ，並將重新計算和軍複上述的現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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