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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學校收費調查 

發佈日期：2016年 8月 9日 

 本澳近年有不少消費者報讀輕型汽車及摩托車駕駛課程，但自去(2015)年起

本澳收緊對輕型摩托車的技術規格審批，避免在原產地單座位的輕型摩托車到達

本澳後可申報為兩座位，使不少打算考取摩托車牌照的消費者，選擇直接報讀

125cc 重型摩托車課程。根據本會 2015 年的投訴資料顯示，與駕駛學校有關的投

訴及查詢個案共有 28 宗，鑑於消費者前往駕駛學校報讀輕型汽車及 125cc 重型

摩托車課程有上升趨勢，本會於本年 3 月展開了一項“125cc 重型摩托車及輕型

汽車教學課程收費調查”，以瞭解本澳各駕駛學校對消費者所作出的保護措施及

上述課程的收費情況。此外，由於持續進修計劃有相關法例及指引作出監管，透

過該計劃報讀課程的情況並不在本次調查範圍內。 

 

問卷回收情況 

 根據交通事務局網頁資料顯示，本澳有 42 間提供輕型汽車教學課程的駕駛

學校，當中有 30 間駕駛學校亦有提供 125cc 重型摩托車教學課程。本年 3 月，

本會共向上述 42 間駕駛學校發出調查問卷，截止限期前本會共收到 23 間駕駛學

校的回覆，有效問卷數為 22 份，回收率為 54.8%。  

 

駕駛學校之教學課程 

 就本次調查所得資料，22 間回覆的駕駛學校均有提供輕型汽車教學課程，

包括“大眾駕駛學校有限公司、“大偉汽車駕駛學校”、“中華汽車駕駛學校”、

“安格汽車電單車教授駕駛學校”、“合群教授駕駛汽車學校有限公司”、“社

亮汽車電單車教授駕駛學校”、“皇朝標準駕駛學校”、“勝興駕駛學校”、“標

準駕駛學校”、“駿昌駕駛學校”、“安達汽車電單車教授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順達電單車汽車駕駛學校有限公司”、“談勝駕駛學校有限公司”、“栢思汽

車駕駛學校有限公司”、“大中華駕駛學校”、“南華駕駛學校”、“凱中華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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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學校、“順成駕駛學校”、“新中華駕駛學校”、“新社亮汽車電單車教授駕

駛學校有限公司”、“新順成汽車駕駛學校”及“新福利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其中除“新福利”只提供輕型汽車(自動)教學課程外，其餘 21 間駕駛學校均有提

供自動及手動輕型汽車的教學課程。 

上述學校中，有 14 間提供 125cc 重型摩托車教學課程〈名單請參閱附表〉。 

 

教學課程收費 

 本澳駕駛學校所收取的教學課程費用，一般包括入稟手續費、交通課程費、

駕駛實習教學費及租車費等費用。 

125cc 重型摩托車 

 入稟手續費：不具任何駕駛執照收取澳門幣 1,400 元至 2,020 元；具有駕駛

執照則收取澳門幣 1,200 元及 1,320 元。交通課程費用：均為澳門幣 500 元。25

堂駕駛實習教學課程+教學（或考試）的租車費用：計算後均為澳門幣 3,500 元，

只是個別駕駛學校的收費項目或名稱不同。其中 1 間駕駛學校需另收取澳門幣

90 元的保險費。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各間學校的駕駛實習教學收費相同，但每堂的課時不相

同，當中“談勝駕駛學校有限公司”課程每堂為 60 分鐘，其餘 13 間駕駛學校每

堂均為 50 分鐘。 

 

附圖一 

  

 

 

 

 

 

舉例 1. 駕駛實習教學每堂收費為澳門幣 120 元，不收取駕駛實習租車費，但

收取考試時租車費澳門幣 500 元，收費即為： 

實習教學 MOP 120 元/堂 x 25 堂課 + 考試租車 MOP 500 元 = MOP 3,500 元 

舉例 2. 駕駛實習教學每堂收費為澳門幣 60 元，駕駛實習租車費每堂 60 元，

考試租車費為澳門幣 500 元，即： 

 (實習教學 MOP 60 元 /堂+租車 MOP 60 元 /堂) x 25 堂課+考試租車 MOP 500 元  =MOP 3,500 元                                              

以上例子請健協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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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名沒有任何駕駛執照的消費者為例，如報學 125cc 重型摩托車的教學課

程，根據本次調查所得資料，由入稟至駕駛實習考試所須費用約為澳門幣 5,400

至 6,020 元。 

[註 1]：除持輕型摩托車確定性執照之重型摩托車學員外，根據《駕駛學校及教學規章》之規定駕駛學習時數最少為 25

學時。 

 

輕型汽車 

 根據回覆的資料顯示，輕型汽車教學課程收費情況與 125cc 重型摩托車教學

課程相若，除入稟手續費各駕駛學校存有差異外，22 間駕駛學校交通課程收費

皆為澳門幣 500 元，至於駕駛實習教學階段的教學課程收費、教學時租車費用或

考試時租車費用，各校的整體收費均相同，只是收費名目不同而已。 

入稟手續費：不具任何駕駛執照收取澳門幣 1,600 元至 2,100 元；具有駕駛

執照則收取澳門幣 1,200 元及 1,300 元。交通課程費用：均為澳門幣 500 元。25

堂駕駛實習教學課程+教學（或考試）的租車費用：所有 22 間駕駛學校計算後均

為澳門幣 6,900 元，至於駕駛實習課程每堂的時間皆為 50 分鐘。 

租車費用與 125cc 重型摩托車課程的情況相同，如已收取教學時租車費用則

不會收取考試時的租車費，各校的收費均為澳門幣 900 元。 

附圖二 

 

 

 

 

 

 

舉例 1. 駕駛實習每堂收費為澳門幣 240 元，不收取駕駛實習租車費，但收取

考試時租車費澳門幣 900 元，收費： 

實習教學 MOP 240 元/堂 x 25 堂課 + 考試租車 MOP 900 元 = MOP 6,900 元 

舉例 2. 駕駛實習每堂收費為澳門幣 105.6 元，駕駛實習租車費每堂 134.4 元，

考試租車費為澳門幣 900 元，收費即為： 

(實習教學 MOP105.6 元/堂+租車 MOP 134.4 元/堂) x 25 堂課+考試租車 MOP 900 元 =MOP6,900 元 

  以上例子請健協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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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名沒有任何駕駛執照的消費者為例，如報學輕型汽車的教學課程，根據

本次調查所得資料，由入稟至駕駛實習考試所須費用約為澳門幣 9,000 至 9,500

元。 

 

課程以外之其他收費 

 除入稟手續費、交通課程費用、駕駛實習教學課程費用及租車費用(包括實

習教學或考試)外，根據回覆資料顯示，18 間駕駛學校會向完成駕駛實習考試的

學員收取一項名為考牌福利保障費澳門幣 100 元。 

至於收取該費用之用意，其中 6 間駕駛學校表示該費用由教車業商會向考試

合格的學員才收取，至於不合格之學員則不用繳付，此費用是保障學員於考車期

間若發生交通事故所產生的車輛維修費用，由教車業商會負責支付。1 間表示如

屬學習駕駛汽車，則該校教練員代收聯保基金暨福利費澳門幣 100 元正，交給駕

駛學校聯合商會。而另 1 間表示如學員在考試過程中出現意外，學員無須負擔其

賠償。有 2 間則表示該費用由商會收取，用於考試期間車輛碰撞之維修費用。有

1 間稱當考試期間發生交通事故，若教練車為敗訴一方，則基金提供支助維修費

用。至於另 1 間只表示會向考牌合格者收取，餘下 1 間表示用作修車之費用，並

交於商會。 

 綜合對於有關費用之描述，6間駕駛學校未列明收取考牌福利保障費之原因，

11 間表示該費用由商會收取，其餘 1 間表示如在考試過程中出現意外，無須學

員負擔相關費用。 

 

教學課程的繳費方式 

現時，駕駛學校一般會採用一次性繳付堂費或分期繳付方式收費，其中 125cc

重型摩托車課程部份，14 間駕駛學校中有 8 間只接受一次性繳付所有堂費，5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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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可分期繳付，期數由 2 至 5 期不等，餘下 1 間則表示視情況而定。而輕型汽

車課程部份，22 間駕駛學校中則有 10 間只接受一次性繳付堂費，10 間表示可分

期繳付，期數由 2 至 5 期不等，1 間表示可 10 堂一次交費，至於餘下 1 間則表示

視情況而定。 

 

體檢不合格要求退費會被收取手續費 

 消費者前往駕駛學校報名時，必須向學校提交體檢合格證明。個別駕駛學校

為方便消費者，會先接受消費者報名及繳費後，再補交體檢合格證明。但若消費

者已繳費報名後，未能通過體檢，則所繳付的費用未必會獲得全數退回，或於退

費時被扣除手續費。 

就回覆的資料顯示，22 間駕駛學校中，只有 3 間駕駛學校表示會要求消費

者於報名及繳費前提交體檢合格證明，1 間回覆時稱會視情況而定，其餘 18 間

駕駛學校則表示接受消費者於報名及繳費後再補交體檢合格證明。然而該 18 間

駕駛學校中有 6 間表示會收取手續費，費用由澳門幣 100 元至 600 元不等。本會

建議消費者如計劃繳費後再補體檢合格證明，繳費前應向駕駛學校查詢清楚會否

收取手續費用。本會同時亦呼籲駕駛學校，如涉及收取手續費用，應於消費者報

名及繳費前向其清楚解釋條款，以免造成爭議。 

 

請假須於 24 小時前通知 

 倘若消費者因事而未能按時上課，駕駛學校均表示消費者均須提前 24 小時

通知，方式包括電話、短訊或親臨學校。如消費者已按規定提前通知，則校方均

表示不會收取該課時的學費，本會建議消費者於課程開始前應向校方清楚瞭解請

假手續。 

 

不滿意教學可更換教練員 

 駕駛實習教學期間，由學校指定之教練員指導消費者駕駛技術，但如果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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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滿意教練員的教學時，根據有關學校的回覆，均表示可要求更換教練員，且

校方不會因此收取額外費用，同時，回覆的學校表示由於校內各教練員的收費相

同，所以消費者無須補交或要求校方退回差價。 

 

退學須知 

倘消費者於課程期間要求退學，有 4 間學校表示以口頭或書面方式通知皆可，

有 14 間只接受以口頭方式申請退學，餘下 4 間只接受書面的退學申請。至於退

學的手續費，其中 2 間表示會收取，費用均為澳門幣 200 元， 2 間表示會視情況

而定，其餘 18 間學校不收取。 

 由於部份駕駛學校的課程收費只接受一次性繳付學費，當消費者退學時，並

非全部駕駛學校都會將已繳付但未使用的課堂費用退給消費者，其中 2 間回覆表

示不會退費，2 間表示可退回考牌租車費用，1 間則表示如學員以現金繳付課堂

費用，則以現金退給學員未使用之課堂費用。至於可退費的駕駛學校，退款時間

由收到退學通知後的 1 天至 30 天內不等。 

 

消費提示 

總結是次收費調查，可見各駕駛學校收費差異性不大，因此校方提供的車輛

質素、學車時間以及教練員的教學經驗和技術變得尤其重要，建議消費者於報名

前多瞭解駕駛學校的資訊，貨比三家為佳。 

報名前，亦應清楚瞭解整個課程所要繳付的費用，以及請假、退學與退款手

續等。同時，本會亦呼籲駕駛學校，應於消費者繳費前向其講解整個課程所涉及

的收費，以及請假、退學申請及退款等手續，以免日後發生消費爭議。 

此外，消費者於學習期間如對駕駛學校不滿意可要求轉校，根據本澳法例，

消費者可要求校方發出已完成的學時證明，以便消費者遞交予新學校作學時的計

算。○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