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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A02

马来西亚主要的公共交通有电动火车、巴士、捷
运等，他们都分别在1990年代开始发展。目前

正在大力施工的巴生河流域捷运系统，也已经完成了第
二阶段。然而，单单是在雪隆地区，整体的公共交通系统
依然问题重重。民主行动党社青团署理团长张玉刚认为
说，民众一般不爱使用公共交通的主要原因，包括觉得麻
烦、不准时及不可靠。

张玉刚也是彭亨州金马仑丹那拉打州议员，他一向
关心我国的交通问题，也经常为此发表意见。他认为，虽
然我国的公共交通系统看起来与外国公共交通系统相
似，但交通的规划导致我们不能与目的地的“最后一哩
路”接轨，车站的规划并没有衔接到民众想要去的目的
地。

优惠计划无法吸引民众
张玉刚曾经在加影生活，他认为加影就是一个展

现公交系统无法衔接的例子。“加影虽然属于新兴城
镇，但当初政府在规划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居民是否会
使用公共交通。一些发展商建巴士站，也只为了敷衍市
议会，以达到市议会蓝图的要求。”

加影虽然有捷运总站，也有穿梭巴士衔接车站，但
路线和规划却不完整，甚至会出现因为巴士太大辆而
无法驶入的问题。双溪毛糯－加影捷运线虽然是从加
影一路建到吉隆坡，但每逢上下班时段，捷运在轨道
上行驶，马路上的车辆还是严重堵塞。捷运即使已经建
好，却依然不能改善堵车问题。

为了鼓励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希盟新政府在2018
年上台以后，在12月推出——“My100”及“My50”月

马来西亚的公共交通虽然一直是城市发展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种种
的不完善，包括不准时、班次不足、设施失修等问题，总是令民众对公共交
通缺乏信心。

城市发展离不开公共交通。

公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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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石英耀、邹汉霖  摄影：黄祥晋、吴恝谊  编辑:石英耀

不完善

张玉刚觉得，公共交通的规划权力应该交给州政府或
地方政府，让他们来规划路线及发出执照给营运商，这样才
能真正提升效率。目前，大多数的城市规划都是以发展商为
主，但发展商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只要能把屋子和产
业卖完，其他的事都不予理会。“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的规
划都关系到整个地方的建设。地方建设不能只是配合中央
政府，也要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互相配合。”

票卡计划，只需缴付每月100令吉和50令吉，就能无限乘搭
指定的公共交通。但这项措施实施以来，却没有成功吸引很
多人申请。张玉刚之前每天从加影到吉隆坡上班，在还没推
出月票卡以前，一个月的公共交通费用大约要200多令吉，
月票卡让他省下了一半以上的费用。他认为，这项优惠计划
之所以没办法吸引民众，主要还是因为大家觉得公交不够
可靠。

▲电动火车到站的时间经常不准时，导致民众不信任电动火车。

▲张玉刚表示公共交通的规划权力应该交给州政府或地方政府。

交通规划应下放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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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下优惠券享受折扣 （ 即日至 12月31日） 

*Cut this 10% coupon and redeem 

within 1 month (valid until 31 Dec 19)DAIKI Shokudo

11am - 9.30pm

Monday to Sunday

Lot 118, Seksyen 7, 
Off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Malaysia.

012 - 308 7228
016 - 610 9617

Break Time
3.30pm - 5.30pm

Daiki Shokudo

汽车至上汽车至上

随着城市发展及人口的增加，民众对于公共交通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如果只推广无
论是在城市还是非城市地区，公共交通都会有利于整体社会公平。它照顾多数人的利
益，让所有人都能乘搭公共交通到不同的地方。公共交通系统能减少道路上的负担。马
来西亚每逢假期，几条主要大道就必定会塞车，最高纪录可以塞到十小时，如果有更多
的人愿意乘搭巴士或捷运南上北下，陆路交通的情况会不会好转？

公共交通工具也是一种污染率低的系统，当城市的车辆增加，废气污染指数便会上
升。车辆排放大量有危害的气体，对人们的健康是百害而无一利。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将
有利于环境保护。

公共交通也能够让更多人节省时间，只需更少的钱就能到远程的地方，快速、方便
又便宜，民众也不用浪费时间在公路行驶，还能省下汽油、维修与保养费、车险路税等费
用。“无车一族”也可以搭公共交通上班或逛街，甚至游客也可乘搭前往主要的旅游景
点。在吉隆坡和雪兰莪这些大城市，公共交通可以解决找停车位的烦恼。

私家车普及，成为发展公共交通最大的阻碍，因为人们
高度依赖私家车的便利，行人和自行车的权利极少被考
虑。私家车的使用也使废气排放量增加，导致城市污染，塞
车情况严重等问题出现。

马来西亚今天的交通问题，最主要的根源要追溯到马哈迪政府从1984年代就开
始推行的国产车政策。1990年代，政府刻意以低息融资吸引买家，普腾（现已改

名为“宝腾”）一度占据了全国汽车市场的74%。根据尼尔森在2014年的市场调查，马来西
亚的拥车率位居世界第三高，93％的家庭拥有至少一辆车，54％的家庭拥有超过一辆车。

那么高的拥车率并不是因为人民有强大的购买力，而是因为我国的公共交通系统不
完善，导致汽车和摩哆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必需品。虽然车价很贵，但我国国民买一辆车的
成本，比起其他重视公共交通或对私家车管制较严格的国家来说，还是相当低的。

张玉刚表示，汽车贷款可以贷款9年，基本上每个有工作的国民都有能力买得起车，只
是购买的车款选择不同而已。 

只是，供车会大大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根据马来西亚报穷局的统计，2013至2017年
这5年内破产的国民，首要原因是无法偿还汽车贷款，占总破产人数的26.4%，破产年龄
介于25到44岁。除此以外，由于太多车在路上，我国车祸率也长期高居全球排行榜。根据
警方在2019年7月16日的记者会中展示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共发生2862宗死亡车
祸，其中雪州和柔佛州的车祸率最高。

张玉刚也表示，我国已经有了第一国产车及第二国产车，其实不需要特别推动发展第
三国产车，除非第三国产车的市场销售对象不是卖给本地人。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
国产车还是以国人为主要对象优先，可见政府还是非常鼓励国民拥车，这与推动公共交通
的决策有着根本的矛盾。

  ▲塞车是大马民众每天上下班时间须面对的事情。

私家车代价大

▲随着人口上升，民众对公交的需求逐渐增加。

公交有利于整体社会公平

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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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A06

误点
是最大

近年来，公共交通工具发展水平低的问题逐渐严重，为社会大众带来许多不
便。《观察家》在加影火车站与谷中城美佳广场火车站访问民众，希望可以知道他
们对公共交通的看法，以及希望有何改善。

“我住在吉打州，这一次来吉隆坡是为了购买原料。我在吉隆坡只搭
过两次电动火车, 第一次是从吉打搭去吉隆坡中央车站，第二次则是从吉
隆坡中央车站来加影。这两次的乘搭经验，让我觉得火车等待的时间太长
了，每次都要等半小时以  。

除此之外，我希望火车站能添加更多座位给乘客，并且要定期维护设
施。有时在火车站等待的人特别多，可是座位却寥寥无几，而且下雨的时
候，火车站会有漏水或淹水的问题。”我搭过吉隆坡的巴士，觉得巴士的情
况很糟糕，每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等越久，搭巴士的人越多，导致巴
士到时车上非常拥挤。设备也是一个大问题，不管是巴士站还是巴士，都像
是年久失修，我还曾经因为巴士上的停站铃坏了而差点坐过站。”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都会乘搭捷运上下班，当我需要去到谷中城美佳
广场或是回家乡新那旺的时候，才会乘搭电动火车。

我觉得捷运还会跟着时间表到站，但电动火车的服务就相对差很多
了，不会跟着时间表抵达。

我曾经遇过显示屏的抵达时间明明已经到，可是火车却没有出现，显
示屏上的时间直接跳去下一趟班次的时间。我希望马来亚铁道公司能提高
他们的服务水平。”

当局计划延长现有的地铁线与规划新的地铁线，让每10户家庭就
有8户只需步行10分钟就能抵达地铁站。

此外，当局除了定时整修和购买新的列车来取代旧列车以外，也
会定时更换列车的旧零件。所有新一代自动轨道，都有即时数据分析
系统，帮助地铁业者更早掌握需维修的轨道段落。

新加坡交通局将购买60辆电动巴士和50辆混合动力巴士（hy-
brid bus），虽然价格昂贵，但比起一般柴油巴士，电动巴士可节省约
三成的能源成本，每天运行达九小时，并在夜间彻夜充电。

巴士服务业者将能指挥巴士司机进站的速度与间隔时间，当局能
透过系统分析车资卡、无线网路、闭路电视，以及电信公司提供的手机
数据，模拟公共交通网络的乘客流动，提升规划能力。

看见发展公交的曙光

规划好最后一哩路
不只是公共交通系统，新加坡也规划好了公共交通衔接的最后一

哩路，推动共享脚踏车计划，让民众允许使用和随处停放脚踏车，政府
再透过定位系统侦测脚踏车的所在位置，并将其回收。

至2030年，每个组屋区将有完善的脚踏车道网络，加强行人和骑
士安全。衔接住家和地铁站、巴士转换站、购物中心和学校等主要地
点。当局也会扩大人流量较高的人行步道，把较窄的步道从1.5公尺宽
度扩大至1.8公尺，以便容下行人与个人代步工具。

可喜的是，希盟政府在10月11日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计
划投资4亿5000万令吉，购买500架电力巴士，在特定的城市服务，同时
也为巴士公司（Rapid KL）拨款1亿4600令吉，以支持城乡地区连结。

在雪州，州政府在今年3月开启两条免费精明巴士路线，分别是
KJ04路线和KJ05路线。KJ04路线是从加影巴士总站行驶到布城辉煌
广场，而KJ05路线则是从加影巴士总站行驶到万宜新镇市。州政府希
望能在2035年达到60%公共交通与40%私家车的比例，和让精明巴士
能在3年半内达到3300万乘客。

巴士公司为了让巴士顺利进入窄小道路接送乘客，以及测试乘
客量，也将从9月1日至11月29日，在武吉英达（Bukit Indah）至安邦坊

（Ampang Point）的T300路线试行迷你巴士。这一系列的举动，无疑
为破碎的公共交通系统带来一线曙光。

“我平时并没有乘搭公共交通的习惯，都是自己在开车，觉得公共交通
系统还不够方便。我以前在文良港念大学的时候，因为在外面租房子，自己当
时也没有车，才会乘搭公共交通。

平时我也想要乘搭公共交通，但都要先走1-2公里路才有公共交通可以
乘搭，或者要转几次站才能到达目的地。”

▲公共交通有利于整体社会公平。

问题问题
我国应向新加坡学习

采访：赵婉杏 摄影：黄祥晋 编辑： 赵婉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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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成隐忧

采访：陈晓晶 摄影：吴恝谊 编辑：陈晓晶 

对于是否愿意乘坐电召车，他认为这取决于个人想法。他
说，有些人不喜欢与很多人共处在一个公共交通上，电召车是很
好的选择。另外，他觉得电召车的价钱较为合理，而传统的士是
根据仪表计算价钱的，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贵。

他会召电召车的原因通常是因为有紧急事件或者要去比较
远的地方，例如喝酒了不能开车。对于是否担心一个人独自乘坐
电召车而被绑架、勒索等，他表示不会担心。

“在乘坐之前，乘客和司机的资料，以及路线都会记录在同
一个应用程序里，万一有什么事情，电召车的总公司会有记录。”

民众怎么说？ 

伍嘉俊表示，若乘坐电召车的话，可以自行妥当的安
排时间；而乘搭公共交通的话，时间上很难安排，因为都要
跟着公共交通所安排好的时间乘搭。

他补充，如果遇到交通阻塞，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会比
乘搭捷运或轻快铁这一类的公共交通来的耗时。此外，他
希望电召车可以更妥当的管理司机与乘客的资料，需要经
过多重审核。对于公共交通的看法，他也表示，公共交通时
间的稳定性不够高，某些地区必须走到离住家2公里才会
有巴士，不够方便。

电 召 车 对 张 慧 彤 来 说，是 一 个 很 方 便 的 替 代 交 通 工
具。当等巴士等太久或者没有人载送，她就会选择乘坐电
召车。由于她本身很害怕开车，自己考了执照之后就再也
没有开过车，因此有了电召车，让她想去哪里都很方便。

如果独自乘坐电召车，她会觉得不安全，还是会担心
危险。她补充道，电召车的方便性在于有网络就可以使用
应用程式。

张慧彤（19岁）虽有驾照却不敢开车，电召车提供了她便利性。

自从有了新兴交通电召车之后，大部分人都把电召车当
成是一个替代交通工具，究竟民众是怎么想的？

Grab作为城市交通的一部分,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选择。在马来
西亚公共交通不完善的情况下，电召车的服务已迅速般的发展，可
是安全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不完善，也为了在城市移动更方便，电召车近年来开始成为新兴的交
通服务，以“实时共乘”的方式，让乘客自由选择司机，司机则是以私家车来载客。从设定

地点、呼叫司机到下车付款，全部都是通过手机程式完成。这项服务这几年也在马来西亚的城市地
区急速发展起来。电召车作为城市交通的一部分，解决了大部分人外出或出差的问题。许多上班族
或学生，都渐渐使用电召车去目的地，这样一来就不用浪费时间自己开车或寻找停车位。若要去机
场、巴士站或地铁站，他们也会预约电召车，解决“最后一哩路”的问题。

电召车领头羊-Grab
电召车服务在马来西亚算是新型行业，马来西亚的电召车早期以优步（Uber）最为有名，后

来Grab也加入东南亚市场，Grab的创办人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炳耀，他所研发出来的召车应用
程序，已经是达到可以与全球召车应用程序优步（Uber）竞争市场。这两家公司一直在竞争，之后
在2018年3月26日优步正式退出东南亚市场，并宣布将其业务正式出售给Grab，换取Grab大约
27.5%的股权，从此Grab占领了绝大部分东南亚电召车服务的市场。

MyTeksi的召车应用程式于2012年6月5日推出，在2016年1月28日易名为Grab。2017年
Grab的在册司机数量已经超过200万，应用程序被下载到超过6800万部设备，搭乘的数量也累计
到达10亿。每日平均交易数额高达250万宗，为东南亚首选召车应用程序，乘客数额在过去五年，平
均每年增加到3.6倍。

虽然电召车对民众来说很方便，可是人身安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如果
晚上一个人乘坐电召车，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根据《光明日报》在2017年6月13日的报导，一名从
事网购的29岁巫裔女士，在凌晨喝醉酒后召电召车回家，想不到司机却色心大起，在车内将其强暴
后，再若无其事的将受害者载回家。

安全是问题

因为电召车的兴起，许多人会选择乘搭电召车来解决最后一哩路的问题

爱德华（音译）（18岁）认为，有一部分人不喜欢与很多人共处在一个公共交通上，所以电召车是很
好的选择。 伍嘉俊（21岁）觉得乘坐电召车可自行安排时间；而乘搭公共交通，时间很难安排。

目前很多购物商场都有提供一个地点让Grab司机方便承载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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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在2019年5月修改了陆交局条例，允许残障电召车司机申请PSV。看似
人人平等的条例，在落实的过程中，残障电召车司机却遭到诸多阻碍。

事缘交通部为了方便残障电召车司机，曾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让所有的申
请程序，包括考试、体检等，都能在里头进行。可是这个一站式服务中心只在7月1
日设立一天，时间明显太短。因此，约40名残障电召车司机在6月27日聚集在交通
部总部外，要求当局正视有关问题，同时简化PSV执照申请程序。

他们有者表示，在获取PSV执照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各种刁难。其中包括被医
生要求进行第二次体检、听力测试、甚至购买助听器。对于患有先天性失聪的人士
来说，助听器根本就毫无用处，价格也相当昂贵。

此外，患有残疾的人原本就有医生认证的残疾人士证件（kad OKU），不需要
进行多次体检。先天性失聪的司机一直以来都通过手语或沟通软件与乘客进行沟
通，而电召车行业也从未传出过与残疾司机在沟通方面的投诉。政府在合法化和
正规化电召车司机的过程中，似乎无形中也让一些弱势群体遭到压迫。

10月9日，电召车公司GRAB发文告表示，目前GRAB公司旗下有13%的司
机正在接受PSV的培训；17%的司机已经完成了PSV六小时的培训，在等待考
试；7%的司机已经完成PSV考试，在等待领取执照；只有41%的电召车司机已经
获得PSV执照；而剩下的22%的司机，选择了退出电召车行业。从PSV执照实行至
今，从业人数下滑了30%。部分司机表示考试很难，程序很复杂，有很多深奥的马
来文词汇，而且必须在60分钟内回答60道题。

对于一些教育程度不高和年长的电召车司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阻碍。《观察
家》记者尝试在乘搭电召车时询问司机关于PSV考试的看法，司机表示，老一辈的
司机都觉得PSV考试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因为以马来文为主的考试语言，让他
们无法适应。

可是也有部分年长的电召车司机并不这么认为。其中有一名不愿意透露个人
资料，且已获得PSV和EVP的74岁Mycar司机表示，他考了3次才及格。他表示考
试题目并不难明白，只是有些答案的意思非常相近，需要耗一些时间思考。他也表
示考试题目太长，考试时间并不足够。

尽管如此，他认为将电召车合法化是一件好事，只是政府定的限期太短，申请
的人很多，这将造成政府人手不足，无法好好处理。

PSV执照考试真的那么难？

残障司机考试障碍多

自从马来西亚在2012年开始出现电召车服务后，许多乘客都选择搭电召车而舍
弃传统的士，严重影响了传统的士司机的收入和生计，因此引发许多争议，甚

至还在2015年7月期间发生过多起的士司机示威抗议电召车抢生意事件。
为了解决的士和电召车的纷争与平衡两者的数量，交通部在2019年4月1日宣布所

有的电召车司机必须申请公共交通服务执照（PSV）以及电召车通行证（EVP）才能合
法地继续提供载客服务。电召车司机则必须在7月12日前完成政府提供的6个小时培训
课程，同时必须考试、体检、验车、申请车险、购买乘客保险、以及申请EVP。而PSV考试
必须达到80分才算及格。

对此，许多电召车司机表示不满，许多参加过PSV考试的司机都表示说考试非常困

难。根据《星洲日报》在2019年10月10日的报导指出，目前电召车司机有大约10万名司
机，仅300人考试过关。面对那么难的PSV考试，电召车司机们曾要求政府将截至日期
从7月12日延至2020年3月，好让司机们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考试、顺利过关、并取
得执照。

面对电召车司机的抗议，交通部长陆兆福曾在4月声明，PSV考试是为了让电召车
行业合法化及正规化，保障消费者及提高国家的电召车形象。PSV只需要申请一次，并
且每年更新一次。他也表示，从7月12日开始的3个月内，任何没有PSV执照或驾驶不符
合规格车辆的司机，只会给予口头警告，当局不会向司机开罚单。

10月12日过后，所有还没获得PSV执照的电召车司机，还继续提供载客服务，陆路
交通局将会采取行动，不让他们上路。

电召车司机必须在车身贴上商用车辆贴纸，否则会被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

电召车
之路

03-7971-8282

016-2284-943 (Ah Tong)

9AM-6:30PM; Monday to Saturday

Sunday & Public Holiday Closed

PUSAT SERVIS TAYAR
W.F AUTO SERVICE CENTRE

019-3363-279 (Steven)

42,Jalan Mega Mendung,Taman United,58200 Kuala Lumpur,Wilayah 
Persekutuaan,Kuala Lumpur.

公共交通服务执照申请原定于7月12日的
限期延后至10月12日，但部分人仍认为政府人
手不足，导致多数电召车司机无法在10月12日
或之前得到公共交通服务执照和电召车通行
证执照。

电召车必须贴着电召车专用贴纸，以证明司机已符合政府规定的条件，可以进行载客服务。（电召车专用 贴纸图取
自Grab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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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获取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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