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士收費調整記錄 

年份 的士種類 落旗收費 
落旗後首段跳

錶收費 

落旗後後段跳

錶收費 

1974 市區的士 $2 $0.2 - 

1976 新界的士 $1 $0.2 - 

1979 
市區的士 $2.5 $0.5 - 

新界的士 $1.5 $0.3 - 

1980 
市區的士 $4 $0.5 - 

新界的士 $2.4 $0.3 - 

1982 
市區的士 $4.5 $0.9 - 

新界的士 $3 $0.3 - 

1983 
市區的士 $4.5 $0.6 - 

大嶼山的士 $3 $0.3 - 

1984 

市區的士 $5 $0.7 - 

新界的士 $3.3 $0.7 - 

大嶼山的士 $3.3 $0.7 - 

1986 
新界的士 $4 $0.8 - 

大嶼山的士 $4 $0.8 - 

1987 

市區的士 $5.5 $0.7 - 

新界的士 $4.5 $0.9 - 

大嶼山的士 $5 $0.5 - 

1989 

市區的士 $6.5 $0.8 - 

新界的士 $5.5 $0.7 - 

大嶼山的士 $5.5 $0.7 - 

1990 

市區的士 $8 $0.9 - 

新界的士 $7 $0.8 - 

大嶼山的士 $7 $0.8 - 

1992 

市區的士 $9 $0.9 - 

新界的士 $8 $0.8 - 

大嶼山的士 $8 $0.8 - 

1993 
市區的士 $11.5 $1 - 

新界的士 $10 $0.9 - 

1994 大嶼山的士 $9 $0.9 - 

1995 

市區的士 $13 $1.1 - 

新界的士 $11 $1 - 

大嶼山的士 $10 $1 - 

1996 

市區的士 $14 $1.2 - 

新界的士 $11.8 $1.1 - 

大嶼山的士 $11 $1.1 - 

1997 
市區的士 $14.5 $1.3 - 

新界的士 $12.5 $1.2 - 



年份 的士種類 落旗收費 
落旗後首段跳

錶收費 

落旗後後段跳

錶收費 

1998 
市區的士 $15 $1.4 - 

大嶼山的士 $12 $1.2 - 

2003 新界的士
註 1

 $12.5 $1.2 - 

2008
註 2

 

市區的士 

(第一次調整) 
$16 $1.4 - 

市區的士 

(第二次調整) 
$18 $1.5 $1 

新界的士 $13.5 $1.2 - 

大嶼山的士 $13 $1.3 $1.2 

2009
註 2

 新界的士 $14.5 $1.3 $1 

2011 

市區的士 $20 $1.5 $1 

新界的士 $16.5 $1.3 $1 

大嶼山的士 $15 $1.3 $1.2 

2012 

市區的士 $22 $1.5 $1 

新界的士 $18.5 $1.3 $1 

大嶼山的士 $17 $1.3 $1.2 

2013 

市區的士 $22 $1.6 $1 

新界的士 $18.5 $1.4 $1 

大嶼山的士 $17 $1.4 $1.2 

2017 

市區的士 $24 $1.7 $1.2 

新界的士 $20.5 $1.5 $1.2 

大嶼山的士 $19 $1.5 $1.4 

 

註 1：新界的士的收費於 2003 年 6 月 8 日至 12 月 8 日期間曾實施短暫的車費調整，落旗收費為

$12.5，首七次遞增收費為每次$1.2，當車費到達$20.9後，遞增收費為$0.9。 

註 2：市區及大嶼山的士由 2008 年的車費調整開始，以及新界的士由 2009 年的收費調整開始，的

士收費結構採取「短加長減」的結構政策，即的士收費結構應在落旗首段車程收費採用較高收費率，

其後車程收費則以按不同車程長度而遞減的收費率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