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告 
 

有關大嶼山的士加價特別鎖錶檢驗安排 

 為配合自 2022 年 7 月 17 日起生效之的士收費調整，本中心現為合資格之大嶼

山的士作出特別鎖錶檢驗安排。所有 2022 年 11 月、12 月或 2023 年 1 月(並於 2022
年 7 月 17 日前年檢合格)進行小驗的大嶼山的士的車主或代理人請先填妥『的士加

價特別鎖錶檢驗申請表格』，於 2022 年 9 月 5 日起用電郵(tdvec_booking@td.gov.hk)
預約在以下指定日期進行特別鎖錶檢驗。 

所有特別鎖錶檢驗預約，均由電腦安排。任何改期的申請均不會被接納。 

  (每天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檢驗日期 名額 
  

2022 年 9 月 29 日(四) 8 
  
  
  

  車主或代理人需在指定預約時間將裝有新收費價錢計程錶(新錶)之的士

送達本中心作檢驗。請留意以下有關是次特別鎖錶檢驗安排的注意事項： 

1) 所有特別鎖錶檢驗必需預約，不設即日預約或電話預約； 
2) 本中心會向所有預約是次特別鎖錶檢驗之的士發出預約信。檢驗當日必須

攜同並出示該預約信，否則有關的士將不會被安排接受檢驗； 
3) 所有接受是次特別鎖錶檢驗之的士，將來仍須出席已預約之的士小驗； 
4) 所有特別鎖錶檢驗預約，均由電腦安排。任何改期的申請均不會被接納。 

 
 如有查詢，請致電 3961 0308 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運輸署 

車輛安全執行組第二分組 

2022年 8月 24 日 

 



通告  
大嶼山的士收費調整及計程錶檢驗安排 

 
為配合將於本年 7 月 17 日開始生效之的士收費調整，本中心提

供的計程錶檢驗將有以下安排： 
 
由該日起所有 
1. 的士年驗； 
2. 的士小驗； 
3. 因更改車牌而需鎖錶（更改收據資料）之的士； 

 
驗錶時計程錶均須顯示新的收費價錢（落旗$22；首 2 至 20 公

里，每跳$1.7；20 公里後，每跳$1.5）。另外，相關車輛必須於車內

展示新的士收費表兩張（一張於左後車門內側板，另一張於左前錶板

或左前車門內側板），方可通過檢驗。 
 

而因其他原因接受檢驗之的士，包括： 
1. 所有於 7 月 17 日前，因缺席小驗而須改期檢驗之的士； 
2. 因缺席車輛檢驗而被勒令驗車之的士； 
3. 於 7月 17日前已完成年驗，但因修理計程錶而需鎖錶之的士； 

 
驗錶時計程錶均須顯示舊的收費價錢（落旗$19；首 2 至 20 公

里，每跳$1.5；20 公里後，每跳$1.4），方可通過車輛檢驗。 
 

如有疑問，歡迎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運輸署 
車輛安全執行組第二分組 

2022 年 7 月 4 日 



 
 

的士加價特別鎖錶檢驗申請表格 
Application form for Special taxi meter seal Inspection  

 
第一部分：聯絡資料* 
Part I – Contact Information* 
 
姓        名： 
Name: 

 

聯絡電話： 
Tel.: 

 

日間聯絡電話： 
Day Time Contact Tel.: 

 

電        郵： 
Email: 

 

 (請確保電郵地址正確無誤，以便接收本署通知) 
(Please ensure the email address is correct for receiving notification from 

this Department) 
*必須提供 Must be provided 

 
第二部分：車輛細節 
Part II – Vehicle Particulars 
 
備註： 視乎剩餘排期名額，每名申請人最多可為五輛的士申請特別檢驗 
Remarks:  Subject to the available booking timeslots, each applicant might apply for the 

special inspection for five taxis in maximum. 
 
 車輛登記號碼 

Vehicle 
Registration 

Mark 

車身底盤號碼 
Chassis 
Number 

的士類型 
（新界／市區／大嶼山） 

Type of Taxi 
(N.T. / Urban / Lantau) 

1) 
 

   

2) 
 

   

3) 
 

   

4) 
 

   

5) 
 

   

 
 



第三部分：證明文件  
Part II – Supporting documents 
 
申請表填妥後，可透過電郵(tdvec_booking@td.gov.hk)交回運輸署車輛安全執行組

第二分組。申請表必須連同下列文件一併遞交 
All completed applications can be submitted by email (tdvec_booking@td.gov.hk) to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Vehicle Safety Enforcement 2nd Unit.  Each application must be 
accompanied by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申請表第二部分所列的的士的計程錶半年檢驗（「小驗」）預約信 
 Appointment Letter for taxi-meter half-yearly inspection of taxis listed in Part II of 

the application. 
 

 登記車主授權文件（如適用） 
 Authorisation document of the registered vehicle owner (if applicable) 
 
 
注意事項 
Notes for Attention 
 
1)  如申請人未能提供第三部分要求的證明文件，有關申請將不獲進一步處理。 
 If no supporting documents as requested in Part III of the application is 

provided, the application would not be further processed. 
 
2) 每位申請人只許遞交一份申請表。重複申請將不獲處理 
 Each applicant could only submit one application form.  Applications will not 

be processed if applicant tender multiple applications. 
 
3) 申請人必須確保提供的電郵地址正確無誤，以便接收本署通知。 
 Applicant must ensure the email address provided is correct for receiving the 

notification of this Department. 
 
 
簽        署： 
Signature: 

 

 
姓        名： 
Name: 

 

 
聯絡電話： 
Tel.: 

 

 



個人資料的說明 Notes about Personal Data 
 
收集目的 
 
(1)  運輸署會使用透過本表格所獲得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i)  跟進你的申請；及 
(ii)  方便運輸署與你聯絡。 

(2)  假如你未能提供本表格內所須的個人資料，你的申請將不獲處理。 
 
獲轉交資料的部門／人士 
 
(3)  透過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向其他政府部門、決策局及有關機構公開，以作上述第(1)段

所列的用途。 
 
索閱個人資料 
 
(4)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 18 及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條，你有權索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料。你

的索閱權包括獲取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副本一份。 
 
查詢 
 
(5)  有關透過本表格收集的個人資料的查詢，包括索閱及修正資料，應寄往青衣西草灣路 18 號運

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 2 樓車輛安全執行組第二分組。 
 
Purposes of Collection 
 
(1)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i)  following up your application; and 
(ii)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nsport Department and yourself. 

(2)  If you fail to supply the personal data as required by this form, your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pursued. 
 
Classes of Transferees 
 
(3)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may be disclosed to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ureaux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for the purpos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4)  You have a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data a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s 18 

and 22 and principle 6 of Schedule 1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r right of access 
includes the right to obtain a copy of your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this form. 

 
Enquiries 
 
(5)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including the making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Vehicle Safety Enforcement 2nd Unit of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at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Vehicle Examination Complex, 18 Sai Tso Wan Road, Tsing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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