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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內地或澳門的過境車輛回港驗車的安排  

 
詳情條款 

 
 
(一)  概覽  
 

為協助滯留內地或澳門的過境車輛回港完成驗車程序和續領香

港車輛牌照手續，運輸署將由 2021 年 12 月 13 日起推出便利措施。

合資格的過境車輛車主，可向運輸署提交申請，獲運輸署發出批准

信後，在指定日子經港珠澳大橋（大橋）口岸由指定司機駕駛過境

車輛回港，並使用指定路線將車輛停泊在大橋香港口岸三號停車場

／指定停車地點，然後由車主自行安排的本地拖車服務把車輛拖至

本港的指定車輛測試中心／驗車中心進行驗車。車主需先預約驗車

服務，車輛檢驗合格後，車主可辦理續領車輛牌照的相關手續。  
 
 
(二)  申情詳情 
 
(a) 申請日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2 年 6 月 16 日 

 
(b)  車輛回港日期: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c) 每日獲准回港的車輛數目：運輸署會為每日獲准回港的車輛數目

設有上限，並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處理申請，申請人請按需要盡早

向運輸署遞交申請。如申請數目達到上述限額，超出限額的申請

將不予受理。運輸署會個別聯絡申請人有關事宜。  
 

(d)  擬定車輛回港日期：申請人須在擬定車輛回港日期前兩星期向運

輸署提交申請，運輸署會在申請通過審批後向成功申請人發出批

准信，讓指定司機於回港當天攜同返港。此外，為配合特別活動，

運輸署會暫停部分日子回港的申請，申請人請在提交申請前於運

輸署網頁（http://www.td.gov.hk）了解措施的最新安排。  
 

(e) 申請資格：申請人必須為申請車輛的登記車主，而該車輛須符合

以下條件，包括： (1)已在香港登記； (2)香港車輛牌照已逾期並

須先回港通過車輛檢驗才可續領牌照；及 (3)提交申請時仍處於

內地或澳門。  
 

(f) 申請方法：申請人須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需文件以下列方式交回

運輸署過境服務分組（地址：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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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大樓 10 樓 1032 室）  
 

(1) 電郵至 crossboundaryunit@td.gov.hk；  
(2) 郵寄／使用投遞箱；或  
(3)   親身或由代理人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十五分（午膳時間照常服務）  
 
 如果申請由代理人遞交，代理人必須出示其本人的身

分證明文件，以作記錄。  
 

 
(g)  申請流程：  

 
第一步：申請人遞交申請  
 
遞交申請前，申請人須自行:  

 為申請的指定司機預約「回港易」或「來港易」 ;  
 預約拖車服務;  及  
 預約指定車輛測試／驗車中心的驗車服務  

 
申請人須依照本詳情條款上文第(二)(f)申請方法把填妥的申請表

格及相關證明文件交到運輸署過境服務分組。  
 
第二步：運輸署審批申請及刊憲  
 
運輸署接獲申請後會進行審批，並會向獲批准的申請人發出批准

信，列明獲批准的回港日期、車輛登記號碼、獲批准的指定司機

的資料及批准的條款等。運輸署並會為獲豁免的車輛刊憲，豁免

獲批准的過境車輛在指定駕車回港當日的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

請留意本詳情條款（三）有關獲豁免的條件及細則。  
 
第三步：獲批准的指定司機於指定日子駕車回港  
 
獲批准的指定司機須於指定日期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6 時正(過境

私家車)  或上午 10 時正至正午 12 時正(其他車輛)攜同運輸署的批

准信，駕駛指定車輛經大橋口岸依指定路線 (附圖 )前往大橋三號

停車場(過境私家車) 或停車地點(其他車輛)停泊。  
 
第四步：拖車到指定車輛測試中心／驗車中心進行驗車 
 
獲批准的指定車輛於大橋三號停車場／停車地點停泊後，須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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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預先自行安排的本地拖車服務，把車輛拖至本港的指定車輛測

試中心／驗車中心進行驗車。  
 
第五步：續領車輛牌照  
 
車輛在檢驗合格後，車主可向運輸署牌照事務處申請續領車輛牌

照的相關手續。  
 

(h)  申請所需文件：填妥的申請表格須連同下列有關證明文件一

併遞交：  
 

(1)  內地批准文件副本（即廣東省公安廳所簽發的有效粵港

澳機動車輛往來及駕駛員駕車批准通知書（電子批文卡）

（香港私家車往來港澳常規配額持有人不適用）；  
(2)  如車輛屬公司擁有，須提交公司註冊證書╱非香港公司

註冊證明書╱公司更改名稱證書╱註冊非香港公司變更

名稱註冊證明書副本﹙商業登記證不會被接納﹚；  
(3)  香港車輛登記文件副本；  
(4)  指定司機回港當日有效的「回港易」或「來港易」預約

證明；  
(5)  指定司機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有效香港正式駕駛執照

副本；  
(6)  指定後備司機的有效香港正式駕駛執照副本；  
(7)  拖車服務預約證明；  
(8)  回港當日有效的香港第三者風險保險單副本；  
(9)  從內地╱澳門回港：回港當日有效的內地「機動車交通

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副本；及  
(10)  從澳門回港：回港當日有效的澳門法定車輛保險副本

（適用於滯留澳門的車輛）。  
 
(i) 申請結果：運輸署一般會在收到申請後約五個工作天，聯絡申請

人其申請結果，獲批准車輛必須依照批准信上列明的條件於指定

日期回港。  
 
 
(三) 獲豁免的條件及細則  
 
(a) 豁免範圍：有關豁免安排只適用於在指定日期行駛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段及指定路線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三號停車場／

指定停車地點。上述豁免不會影響其他香港法律包括但不限於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及其附屬法例（第 374E 章除外），

應用在香港道路行駛中的上述車輛的情況。獲批准的車輛於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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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三號停車場／指定停車地點後不再豁免

於《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 374E 章。  
 

(b) 指定日期及路線：獲批准的車輛只可在批准信上列明的日期

的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6 時正(過境私家車)  或上午 10 時正至

正午 12 時正(其他車輛)及依照指定路線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

口岸三號停車場(過境私家車)或指定地點(其他車輛)停泊，並

透過申請人自行安排的拖車服務移送至已預約的指定車輛測

試中心進行檢驗。指定的行車路線及停泊位置載於附圖。獲

批准的車輛必須依照指定路線行駛，否則即屬違法，執法部

門可採取相關執法行動1。  
 

(c) 停泊地點及收費：獲批准的車輛入境香港後須停泊於港珠澳大

橋香港口岸三號停車場／指定地點，使用者須遵守該停車場／

地點的規定及使用條款。在便利措施下，申請人無須事先預約

三號停車場車位，第一及第二小時的時租收費為港幣 20 元，

第三小時為港幣 30 元，而第四小時開始起每小時則為港幣 40
元。在拖車將有關車輛拖離三號停車場時，獲批准的指定司機

須分別在拖車及有關車輛經過收費亭時繳付停車場費用，以便

收費亭可識別拖車及有關車輛均已離開停車場，否則，停車場

會繼續按時收費。  
 

(d)  指定司機駕駛：獲批准的車輛在駕駛回港時只能由指定司機

（即批准信上列明的司機）駕駛。指定司機須按規定於駕車回

港當天攜同批准信，以便執法人員查閱。如指定司機回港當天

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被拒入境或未能駕駛至大橋香港口岸三

號停車場／指定地點停泊，申請人須安排後備司機（香港司機）

將把滯留車輛駕駛至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三號停車場／指定地

點停泊。  
 
申請人須安排批准信上列明的後備司機 (因上述情況下將滯留

該口岸的車輛 )，駕駛至大橋香港口岸三號停車場／指定地點

停泊，以便申請人自行安排的拖車服務可繼續進行。  
 

(e) 用途：有關批准只適用於車輛進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三號停

車場／指定地點停泊，獲批准的車輛不得在指定日期和用途

（即安排車輛駛進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三號停車場／指定地點）

以外在道路上行駛，駕駛回港時不得載客或運貨。  
 

(f) 保險：獲批准的車輛及指定司機須於指定日期具備有效和符

                                                 
1 如獲批准的車輛未有依照指定路線行駛，運輸署會作出相關跟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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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例》（第  272 章）規定的第

三者風險保險單及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

如獲批准的車輛處於澳門，獲批准車輛及指定司機於指定日

期並須具備有效的澳門法定車輛保險。  
 

(g)  拖車安排：申請人須自行安排本地拖車服務，將車輛由港珠澳

大橋香港口岸三號停車場／指定地點拖至本港的指定車輛測試

中心／驗車中心進行驗車，再辦理續領車輛牌照的相關手續。  
 

(h)  指定車輛測試中心／驗車中心：有關資料可參閱運輸署網頁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vehicl
e_examination/index.html#3 

 
(i) 獲豁免車輛經檢驗合格及獲發「車輛宜於道路上使用證明書」

後，申請人須自行辦理續領車輛牌照的申請。  
 

(j) 有關車輛一般只會在是次特別安排下獲豁免一次，獲批准車輛

必須依照批准信上列明的指定日期當天經港珠澳大橋口岸駛回

香港，並安排拖車服務把車輛送至本港的指定車輛測試中心／

驗車中心進行驗車，再辦理續領車輛牌照的相關手續。  
 

(k)  如申請車輛其內地車輛牌證 [包括:內地機動車行駛證及粵港澳

機動車輛往來及駕駛員駕車批准通知書（電子批文卡） ]已期

滿的話，申請人需自行安排跨境拖車服務至三號停車場／指定

地點停泊或直接拖至指定車輛測試中心／驗車中心。  
 

(l) 如獲批准的車輛取消回港，申請人必須在指定回港日期兩天前

通 知 運 輸 署 過 境 服 務 分 組 ( 電 郵 至

crossboundaryunit@td.gov.hk)，並提供取消回港的原因。若

申請人未有在指定回港日期兩天前通知運輸署取消回港，運輸

署會記錄在案及在日後處理同類申時請作參考之用。  
 

(m) 獲批准的車輛經便利措施返港通過車輛檢驗及續領相關牌證後，

如需再次經香港陸路口岸出境往內地或澳門，須符合內地或澳

門入境的相關要求及規定。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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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內地或澳門的過境車輛回港驗車的安排  
 

指定行車路線及停泊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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