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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為回應社會訴求及解決職業司機勞、資雙方存在的矛盾，行

政長官於 2018 年 8 月 9 日在立法會宣佈，委託人才發展委員會

（下稱“人才委”）開展職業司機供求的研究工作，以作出科學

的判斷和決策。 

人才委利用統計暨普查局、勞工事務局、行政公職局及交通

事務局等公開及內部資料進行分析；再經與勞、資雙方面談，以

及“職業司機配對服務”問卷調查完成了澳門職業司機供求的

分析。 

於 2019 年 8 月 21 日人才委秘書處上呈了“澳門職業司機供

求報告”，10 月 15 日向行政會委員介紹報告內容，並就行政會

委員的意見及建議作出修訂及補充，11 月 8 日上呈報告修訂版及

跟進事項的建議，於 12 月 10 日行政長官審閱了報告。 

 

二、 報告內容 

 

一、 人才委根據官方部門沿用的《1997 澳門職業分類 (COPM)》

定義，先釐定本報告職業司機群體的劃分，包括輕、重型客

車和貨車司機，即的士、公共汽車、旅遊車、賭場車、政府

車和貨車司機(含送/搬貨司機)。 

 

二、 人才委利用前述部門公開及內部資料進行分析。採用宏觀和

微觀分析方法，先探討職業司機群體供需情況，然後再具體

至每一類型職業司機的供需情況，包括：潛在供應量、實際

供應量、潛在需求量、實際需求量、需求缺口、需求程度和

需求級別的分析，並對潛在供應量(持相關駕駛證照人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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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供應量(執業人士)作出比較，得出持相關駕駛證照人士

遠超於實際執業人士： 

1) 總體職業司機潛在供應量 > 總體職業司機實際供應量 

(高出 4.7 倍、21-49 歲青壯年佔比 38.3%) 

2) 的士司機潛在供應量 > 的士司機實際供應量 

(高出 4.9 倍、21-49 歲青壯年佔比 35.3%) 

3) 客車司機潛在供應量 > 客車司機實際供應量 

(高出 1.4 倍、21-49 歲青壯年佔比 38.2%) 

4) 貨車司機潛在供應量 > 貨車司機實際供應量 

(高出 10.3 倍、21-49 歲青壯年佔比 39.1%) 

  

利用持續 8 年(2011 年至 2018 年)職業司機數量與可營運/實

際營運車輛數，計算各年人車比值以勾勒職業司機群體和各

類工種的供需面貌；運用平衡和加權概念量化需求缺口，按

市場正常營運機制完成第一階段各類職業司機最後需求狀

況的分析。 

 

三、 對第一階段需求狀況呈現緊缺的工種包括：公共汽車、旅遊

車、賭場車及貨車(含政府車)司機進行第二階段需求缺口原

因的分析，通過與勞、資雙方面談、問卷研究和科學數據論

證三步驟，得出造成職業司機供求失衡的三個落差指標“薪

酬落差”、“工作時數/時間落差”和“工作內容落差(含額

外的工作/責任)”，並剖析主因子“薪酬落差”與吸納前述

超出多倍的潛在供應量是否存在正相關關係。 

 

四、 經數學方法估算結果，顯示職業司機群體人力是不足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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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中除的士司機外，公共汽車、旅遊車、賭場車、貨車(含

政府車)司機在目前及過去連續 8 年均出現不同程度的需求

缺口。其中，以貨車司機緊缺情況最為嚴峻，目前缺口約

2,518 人，持續 8 年平均缺口約 1,921 人，當中以中小企貨

車司機最緊缺，約佔貨車司機缺口的六成，緊缺程度達一至

二級；其次為公共汽車司機，目前缺口約 494 人，持續 8 年

平均缺口約 460 人，處於一級需求程度；而旅遊車及賭場車

司機目前缺口約 406 人，持續 8 年平均缺口約 692 人，處於

正常需求狀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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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類型職業司機之需求狀況 

職業司機 
正常營

運機制 

人車比值 需求缺口 

最後需求狀況 目前 

(2018 年) 

平均值 

(2011-2018 年) 

目前 (2018 年) 平均值 (2011-2018 年) 

需求缺口

估算數目 

需求  

程度 

需求 

級別 

需求缺口

估算數目 

需求 

程度 

需求 

級別 

的士 兩更制 1 : 1.039 1 : 0.915 +120 3.7% --- 243 -9.3% N.A. 足夠 

公共汽車 兩更制 1 : 1.370 1 : 1.399 +494 27.0% ★ +460 28.5% ★ X 不足 一級 

旅遊車 

(含賭場車) 
兩更制 1 : 1.071 1 : 1.146 +406 6.6% --- +692 12.7% --- X 不足 正常需求 

貨車  

(含政府車) 
一更制 1 : 1.699 1 : 1.534 +2,518 41.2% ★★ +1,921 34.8% ★ X 不足 一至二級 

總體 

一更制 1 : 1.188 1 : 1.237 +2,687 15.8% --- +3,051 19.2% --- X 不足 正常需求 

兩更制 1 : 2.376 1 : 2.475 +19,674 57.9% ★★★ +18,952 59.6% ★★★ X 不足 三級 

備註：有關需求程度指標請參閱人才發展委員會《五行業人才需求清單編制說明》，網頁：http://www.scdt.gov.mo/ 

--- 正常需求 (需求程度< 25%) ；★ 一級需求 ( 25%～39% )； ★★ 二級需求 ( 40%～54% )； ★★★ 三級需求 ( ≧55% ) 

N.A. 不適用 

 

http://www.scdt.gov.mo/


 

 

 

 

人才發展委員會                                                   澳門職業司機供求報告  

5 

 

五、 為進一步探討公共汽車、旅遊車、賭場車及貨車司機出現需

求缺口的原因，人才委透過與勞、資雙方面談和問卷研究，

找尋造成職業司機供求失衡的原因。 

5.1 與勞、資雙方面談情況 

人才委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透過李振宇、林倫偉議員，與

澳門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勞方)代表進行會議，聽取有關從事

司機行業的意見，涵蓋送貨員和送貨司機的額外工作內容和

責任，勞方反映職業司機的工作困境，包括：道路交通擠塞、

停泊車輛位置不足、欠缺退休保障制度(除巴士公司外)、司

機平均年齡大，一般在 50 多歲，很少青年人入行、工作時

間增加、出現過界勞工亂象、僱主實際給予的薪酬有落差、

送貨司機薪酬偏低未能透過司機互通方式補充等，亦擔心駕

照互認可能出現更多灰色地帶及引入內地僱員壓仰工資待

遇，以及老齡化產生斷層等問題。 

隨後，人才委於 11 月 7 日透過高開賢議員，與中華總商會、

石油業商會、供應商聯合會、百貨辦館業商會及旅遊業的代

表進行會議，聽取資方有關職業司機行業的意見，了解有關

危險品運送、旅遊車、百貨辦館及供應商品的困難，資方表

示企業營運困難，主要是由於職業司機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

較差，年輕人不願入行，招聘困難；勞工事務局開辦巴士司

機培訓學員，給予考證資助，但較少人投身入行；大多數持

有駕照者特別是年青人都不願投身司機行業，即使企業願意

給予較高工資，求職者乃着眼於司機工作的其他切身條件和

方便性，例如：工作內容是否要搬貨、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

等；對於部分運輸鮮活食品和運輸危險品等高風險級別緊缺

的司機，司機年齡偏大，提議可參看內地標準，要求駕駛員

需持有危險品從業資格證方可執業；同時，由於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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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不認同放寬延長 65 歲以上人士駕駛重型客車的建議

等。 

5.2 “職業司機配對服務”問卷研究 

除了解勞、資雙方營運實況外，也同步了解面對職業司機緊

缺下市場的招聘情況。為進一步探討求職者與僱主在勞工事

務局登記且最終就業配對成功的情況，人才發展委員會秘書

處與勞工事務局共同草擬了“求職者在勞工事務局登記司

機職位問卷”(即求職者問卷)和“僱主在勞工事務局登記司

機職位空缺問卷”(即僱主問卷)，經勞、資雙方對問卷給予

補充意見後，並由勞工事務局執行問卷訪問及於本年 1 月

23 日回覆了秘書處有關收集的資料，包括：訪問求職者和

僱主問卷總數 585 份，有效回收問卷 479 份，回收率高達

82%。 

 

經分析資料得出“薪酬落差”、“工作時數/時間落差”和

“工作內容落差(含額外送貨的工作/承擔違例罰款的責任

等)”是影響求職者和僱主成功配對職位的關鍵因素，導致

成功配對率不高於一成。這些因素正好與勞、資雙方面談反

映的事實相吻合，從而印證理順上述三個落差因子是緩解職

業司機供需失衡的關鍵點。其中“工作時數/時間落差”問卷

結果顯示求職者比僱主對此阻礙因子的迴響較大，反映職業

司機工作時數/時間冗長或存在規限性等因素，令配對未能

取得成功，而此因子將隨着人手增加而自動調適。 

“工作內容落差(含額外的工作/責任)”問卷結果反映職業司

機工作內容除駕駛車輛外，還需顧及車輛清潔、承擔違例罰

款及意外賠償、送/搬貨、維修及保養車輛等額外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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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責任，而可接受這些額外工作/責任的求職者較僱主期望

能聘請到可承擔額外工作/責任的人數少，特別是可以接受

送/搬貨的求職者不多，少於僱主期望聘請需兼任送/搬貨工

作的司機數目，兩者存在一成多的落差，這意味着行業工作

內容及承擔責任過多而令入行者卻步，即使部份僱主願意提

供福利，包括：花紅、承擔工作時被檢控的罰款、醫療、保

險及膳食等，亦未能增加配對成效。所以貨車司機尤以需要

兼負搬運送貨司機，短缺的程度更為嚴重。 

此外，針對主因“薪酬落差”進行以下具體的數據分析，研

究增加薪酬是否就可以吸引新人入行、是否可吸納潛在擁有

職業司機駕照高達約 10.3 倍的供應量。 

 

六、 薪酬落差分析  

薪酬落差是阻礙職業成功配對佔比最重的因素，薪酬是勞動

者付出勞力和智力的回報或代價，付出與回報是否成正比或

回報是否具吸引力？對補充需求缺口量尤為關鍵。根據統計

暨普查局資料顯示不同工種的職業司機月收入中位數存在

差異，經分析數據得出在職業司機群體中，公共汽車司機薪

酬最高，是唯一高於本地就業居民月入中位數的工種，目前

公共汽車司機月入中位數為 21,000 (澳門元，下同)，高於本

地就業居民月中位數 20,000 元 (+5%)；其次是旅遊車和賭

場車司機月收入中位數分別為 18,000 元和 17,000 元，均低

於本地就業居民月中位數-15%和-10%；的士司機月入中位

數為 15,000 元，低於本地就業居民月中位數-25%；而貨車

司機是薪酬最低的工種，月入中位數為 14,800 元，低於本

地就業居民月中位數-26%。（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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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 2011年至 2018年各類型職業司機薪酬均有不同程度按

年遞增的同時，公共汽車、旅遊車和賭場車司機需求缺口量

8 年間有起有跌，而貨車司機需求缺口量卻持續擴大（表

三）。除的士司機人力足夠外，其餘公共汽車、旅遊車、賭

場車和貨車司機(含政府車)出現的缺口持續 8 年平均增長率

均高於薪酬平均增長率 8.4% 。數據顯示薪酬增加在一定程

度上能吸引部份新入行者，但未能完全減少需求缺口數量，

整體意味着增加各類型職業司機薪酬只能吸納部份潛在的

供應量。 

此外，從事貨車司機人數在 2011 年至 2014 年四年內維持不

變(3,400 人)，至目前亦僅有 3,600 人。數據顯示增加貨車司

機薪酬並没有減少需求缺口數量，而所增加的薪酬也只是低

於本地就業居民的薪酬中位數、吸引力不大。 

從薪酬落差分析反映，即使提升職業司機薪酬也未必吸引到

新人入行。前述數據顯示職業司機潛在供應量(即持相關駕

駛證照人士)遠超於實際供應量(執業人士)，但以目前的政策

措施或鼓勵手法似乎未能有效吸引足夠多的新人入行，主要

是基於持相關駕駛執照者從事司機工作的意欲較低，以及現

時澳門已幾乎實現全民就業、教育水平提升，而司機屬勞動

性工作及社會地位不高等方面都不構成吸引的入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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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1 年至 2018 年職業司機月收入中位數  

澳門元 MOP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由於抽樣誤差值大，未能提供資料。 

註：緑色數據之職業司機月收入中位數代表低於黃色數據之本地就業居民月收入中位數； 

 藍色數據之職業司機月收入中位數代表高於黃色數據之本地就業居民月收入中位數。 

 

 

職業司機 a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月中位數 平均增長率 

的士司機 10,000 10,300 12,000 12,000 13,000 12,000 15,000 15,000 12,413 6.4% 

公共汽車司機 12,000 13,500 15,000 16,000 18,000 20,000 20,000 21,000 16,938 8.4% 

旅遊車司機 10,800 13,000 13,000 14,000 15,000 15,000 15,800 18,000 14,325 7.8% 

賭場車司機 10,000 11,500 13,000 14,000 14,500 15,000 15,000 17,000 13,750 8.0% 

其他客車 8,500 10,000 12,000 13,000 ** 12,000 ** ** 11,100 7.1% 

貨車司機 8,5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3,000 15,000 14,800 12,163 8.4% 

總體 10,000 11,000 12,500 13,000 14,800 14,700 15,000 16,000 13,375 7.1% 

本地就業居民 11,000 13,000 15,000 16,000 18,000 18,000 19,000 20,000 16,25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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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1 年至 2018 年職業司機缺口增長率 

年份 
公共汽車司機 旅遊車/賭場車司機 貨車司機 

需求缺口 增長率 需求缺口 增長率 需求缺口 增長率 

2011 +310 --- +640 --- +1,435 --- 

2012 +304 -1.9% +676 5.6 +1,526 6.3% 

2013 +519 70.7% +886 31.1 +1,714 12.3% 

2014 +623 20.0% +218 -75.4 +1,977 15.3% 

2015 +499 -19.9% +708 224.8 +1,990 0.7% 

2016 +485 -2.8% +780 10.2 +2,092 5.1% 

2017 +444 -8.5% +1,208 54.9 +2,118 1.2% 

2018 +494 11.3% +406 -66.4 +2,518 18.9% 

平均增長率 +460 9.8% +692 26.4% +1,921 8.6% 

 

七、 在職業司機群體中，每一群體都有其行業特性和情況，包括： 

7.1 的士司機 

雖然的士司機薪酬低於本地就業居民月入中位數，但由於的

士司機多為自僱人士，可能由於其工作調配和勞動付出較為

自由，相對於其他工種的職業司機較具吸引力。目前本澳持

有的士專業工作證約 18,000 萬人，21-49 歲青壯年人士佔比

約 47%，持續 8 年平均潛在供應量比實際供應量高出約 4.9

倍，的士司機人力潛在儲備量充足。 

7.2 公共汽車司機 

公共汽車司機是職業司機中薪酬最吸引的工種，加上公共汽

車服務在現行的低票價政策，由政府補貼車資與服務價值的

差額，以及勞工事務局開辦巴士司機培訓學員，給予考證資

助等輔助措施，故目前需求缺口不算太嚴重，約 400 多個缺

口，而本澳持有可駕駛公共汽車所需的重型客車證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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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多人，潛在供應量為實際的 4.5 倍，預料未來可透過

優化培訓方案等在本地勞動市場中發掘補充需求。 

7.3 旅遊車司機(含賭場車司機) 

目前旅遊車和賭場車司機薪酬略低於本地就業居民月中位

數，而從事旅遊車和賭場車司機多屬於大型企業和博彩企

業，大企和博企具資金雄厚條件，加上部分大企自行推出資

助鼓勵員工考取駕照，其後與政府合作承擔資助，雖然暫未

取得理想成效，但可不斷優化措施及自行制定具吸引力方

案，以吸引本澳持有約 9,000 個相關駕駛證照的潛在供應

量、較實際供應量高出約 1.4 倍的新人入行，而其中 21-49

歲青壯年人士佔比約 38.2%。 

7.4 貨車司機 (含政府車司機) 

貨車司機是職業司機中薪酬最低的工種，從事貨車司機特別

是送貨司機多屬中小型企業規模，目前所欠缺的人手是佔重

高達六成屬中小企所需的貨車/送貨司機。對中小企來說，

以提升薪酬作為吸納入行者的條件存在較大的困難，中小企

缺乏雄厚資金支撐，不敵大企的競爭力，而中小企所提供的

薪酬、福利保障和工作條件都不及大型企業或公共部門，整

體就業條件較劣，市場角逐結果促使大量中小企司機自然流

向大型企業中，加速中小企貨車司機緊缺的嚴峻性。 

 

八、 中小企面臨行業的困境 

基於前述的職業司機供需失衡三個主要原因“薪酬落

差”、“工作時數/時間落差”和“工作內容落差(含額外的

送貨工作/承擔違例罰款責任等)”，致使職業司機群體長期

呈現人資不足現象，尤以中小企貨車/送貨司機緊缺最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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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面對社會問題也最多。 

目前，中小企正面對行業兩個困境─“司機年齡偏高、新入

行人數少”。從 2018 年統計數據顯示，澳門職業司機整體

數量約 14,300 人，年齡中位數為 53.9 歲，對比本地就業居

民年齡中位數 42.3 歲，年齡偏高近三成(+27.4%)。其中，年

齡中位數最高為公共汽車司機，54.8 歲；最低為的士司機，

52.4 歲；旅遊車、賭場車和貨車(含政府車)司機年齡中位數

分別為 54.7 歲、54.6 歲和 53.3 歲，均屬學歷不高的中壯年

人士。 

除上述三個落差因素外，未能吸引到新人入行，特別是中小

企貨車司機/送貨司機，主要原因還有： 

1) 中小企缺乏雄厚資金支撐，整體就業條件不及大企或公

共部門，市場角逐促使大量中小企司機自然流向大企。 

2) 隨着高等教育漸趨普及，越來越多取得高等學歷的澳門

年輕人，都不願選擇薪酬福利水平不吸引、工作條件不

佳、晉升和發展機會有限的職業司機工作，特別是貨車

/送貨司機工種，令行業逐漸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 

按 2018 年的就業調查數據，職業司機當中 16-24 歲及 25-34

歲兩個年齡組別共佔不超過 10%。 

由此可見，目前大部份司機平均年齡在 50 多歲，若這一趨

勢持續，可預期十年後職業司機的供需缺口將非常嚴峻，對

社會和民生將造成嚴重的影響。 

 

九、 縱使社會存在職業司機人資短缺的矛盾，但每當提及輸入外

僱問題，必觸及到不同群體的實際利益，必然遭到反對。對

於公共汽車、旅遊車和賭場車司機，均屬於兩更營運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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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業，其需求缺口不算太嚴重，公共汽車服務由政府補

貼車資與服務價值的差額，目前存在的 400 多個缺口，可在

本地勞動市場中發掘補充；而大型企業、博企具資金雄厚條

件，可自行制定具吸引力方案吸引新人入行，以吸納潛在約

1.4 倍供應量；而針對資源相對匱乏的中小企業貨車/送貨司

機，提出以下一系列建議性策略/措施： 

（一） “GoGoVan 即時貨運平台” 

澳門長期人資不足，直接制約了各行業的發展，甚至扼殺了

中小企的生存空間，這困局恐怕短期難有突破。事實上，隨着科

技先進的發展，世界各地已紛紛借助科創成果為企業架接營商之

路，為企業提升效率及舒緩人資的緊缺。在解決運輸業人資絀繃

問題，可倣效鄰近地區解決貨運人資短缺的成功案例“GoGoVan 

即時貨運平台”。 

秉承着“共用經濟、公平競爭”的經營理念，可由商會/工會/

民間非牟利服務社團等發起“司機共享”新模式，設立“司機共

享”物流平台，以手機應用程式連接中小微企和貨車司機的物流

平台，訂定統一收費標準和規定，24 小時提供不同車種 (包括：

客貨車、輕型貨車、重型貨車)、不同類型的搬運服務 (包括：跟

車送運、貨物運載、家居搬運、寄送檔案、建材運送及倉庫提存

等)，為中小微企提供貨運解決方案。 

上段所指的民間非牟利服務社團，即社會企業，是透過可永

續經營的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存在“職業司機不足”的問題，促

進本地區社會發展。此商業模式是利用整合運輸路線，以減少對

現有司機數量的需求，透過互助式跑腿 app，連接中小微企和運輸

公司進行送貨交易服務，讓商戶有人手送貨、用戶能達致收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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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目的。而政府可考量從資助社企解決啓動基金問題及制定相應

的政策等層面推動社會的發展。 

 

（二） 與持分者溝通 

針對勞方與資方對引入職業司機存在不同的觀點，可透過與

持分者公開對話和討論凝聚共識，謀求解決方案和出路。 

基於澳門社會存在社團文化的優勢，特區政府可通過諮詢組

織、社團、學術機構等就職業司機問題與社會不同持分者(包括社

會相關人士)進行焦點小組(Focus Group)訪談，聚焦兩方面內容： 

1) 關於中小企貨車/送貨司機是否應引入外僱？ 

2) 行業正面對“司機老齡化及新人入行少”困境，對未來將

出現的司機斷層現象，應如何處理？  

 

（三） 中小企業輔助計劃 

經濟局現行推出的多項中小企計劃，其中，“利息補貼計劃”

已提供購買新貨車的利息補貼，“稅務鼓勵計劃”亦可按企業撰

寫的計劃書，評估其有助促進本澳經濟多元而受惠。然而，中小

企三項輔助計劃提供的資金貸款或信用保證，企業是必須在有限

期內免息償還。直至 2017 年天鴿風災後，政府推出為中小企建設

的防洪閘(約 20,000 至 30,000 澳門元)，以及最近推出的“中小企

巨災財產保險資助計劃”、資助保費一半或 30,000 澳門元，以較

低者為標準，是目前資助性購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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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改善職業司機工作環境的設備，將有助中小企的營運。

其中，貨車尾板/吊車是貨車加裝的缷貨裝置，此裝置是業界的需

求，有了此裝置讓上、落貨輕鬆及安全，可減少 2 至 3 個搬貨人

手，因此，建議相關部門研究貨車尾板/吊車是否可納入中小企資

助項目，推出對中小企送貨司機產生實際效益的措施。 

 

（四） 優化道路交通政策 

經與勞、資雙方會談，他們均表示道路交通堵塞是掣肘從事

職業司機工作其中重要的因素，而求職者問卷中亦顯示求職者多

表示不可接受“承擔違例罰款及意外賠償”責任。 

職業司機的工作與道路交通狀況密切關聯，路面的狀況直接

影響到他們的營運，因此，建議專責道路交通事務的部門研究和

規劃“改善道路交通堵塞”可行性方案，包括：優先發展公共交

通，增加公車專用通道；調整並優化公交線路，減少繞行；因應

客流，適當放寬巴士公司的調度權以提升人資效率；增加暫時停

泊車位，讓貨車司機方便停車送貨；適當放寬對的士上落客地點

的限制等。 

 

（五） 完善職業司機培訓課程 

完善現有勞工事務局開辦的職業司機培訓課程，針對導致僱

主没有成功招聘司機的原因進行培訓，包括駕駛能力不足、道路

熟識度不足和安全意識不足等。研究加入一些激勵元素，以鼓勵

和吸引年青人加入職業司機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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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 

 研究提升職業司機的福利。目前，除巴士公司外，職業司機行

業近乎沒有退休保障制度，政府和業界可從這方面考慮如何提

升職業司機行業的福利水平，以留住和吸引入行者。 

 鼓勵業界嘗試更多創新的招聘方式，包括：短期合同、兼職、

自由工作式等，提高工作彈性，以吸引新人人行。 

 

三、 總結 

長遠而言，澳門特區政府除考量維持社會和諧氛圍外，更應

以保障澳門整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為最關鍵戰略，在構建“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促進整體經濟適度多元化，以及澳門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參與大灣區的建設下，必須確保澳門主要產業有充裕的

人力儲備。 

報告不論從科學數據論證或是現實困境反映，職業司機不足

是社會不爭的事實，尤以中小企貨車/送貨司機的緊缺情況最嚴

峻，這是社會最急需正視和解決的問題。職業司機作為發展旅遊、

博彩、酒店、餐飲、零售等多元產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對促

進本澳經濟增長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更應好好部署相關的人力

儲備。 

倘若前述一系列的完善政策及配套措施未能發揮吸納本地人

入行的功效，甚或只是達到治標不治本的作用，特區政府宜重新

嚴謹審視外僱的問題，就解決職業司機人力不足事宜，透過公開

對話和討論凝聚共識，針對社會不同持分者進行焦點小組訪談，

謀求解決方案和出路，確保發展多元產業有足夠所需的人力，以

實現本澳經濟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