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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配合觀塘線延線通車的  
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  

 
 
目的  
 
 

港鐵公司計劃於 2016 年第 3 季或第 4 季將觀塘線伸延至

何文田和紅磡黃埔 (簡稱「觀塘線延線」)。本文件旨向委員介紹

就配合觀塘線延線的通車而建議實施的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

(簡稱「重組計劃」 )，及諮詢委員對重組計劃的意見。  
 
 
交通政策目標  
 
 
2. 現行的公共交通服務旨在提供安全、可靠、高效率和環

保的交通運輸系統，以滿足市民在經濟、社會和康樂活動方面的

需要，並促進香港的持續發展。政府的政策是以鐵路為公共運輸

系統的骨幹，而專營巴士會與鐵路服務相輔相成，提供往來鐵路

站的接駁服務和跨區巴士路線，以及在尚未有鐵路直達的地區仍

繼續提供主要的公共交通服務。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將會繼續

輔助鐵路和專營巴士。  
 
3. 運輸署一直致力協調各項公共交通服務的安排，以提高

整體運輸網路的效率、避免交通資源重疊而引致浪費，紓緩交通

擠塞，和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在新鐵路投入服務前，運輸署會評

估有關新鐵路項目啓用後對其他路面公共交通服務的影響，並制

定一系列公共交通服務重組方案。在重組方案中，除了增加接駁

新鐵路站與周邊地區的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外，亦建議調整與新

鐵路重疊和乘客量流失嚴重的巴士和專線小巴服務，包括調減班

次、取消或合併路線、縮短或修改行車路線等；並會將剩餘的車

輛調配至其他需求較高的路線上，以適當地調整各條路線的服務

水平，來維持整體路面公共交通網絡的效率。運輸署亦會維持一

些可供乘客選擇的替代服務，讓他們除可使用鐵路服務外，仍可

選乘一些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與此同時，經重整後的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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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專線小巴路線會較少重疊及更爲直接。在實施有關重組方案

前，運輸署會諮詢受影響的區議會和相關持份者的意見，並會因

應地區人士的意見，適當地修訂相關方案。  
 
 
觀塘線延線  
 
 
4. 觀塘線延線全長約 2.6公里，由現時觀塘線油麻地站延伸

至新建的何文田站及黃埔站，附件 1展示觀塘線延線的路線。在

觀塘線延線於 2016年第 3季或第4季通車後，九龍城區的公共交通

服務整體運載力將顯著提升，區內居民可選擇更便捷的鐵路服務

前往全港各區，所需的交通時間亦將大為減低。根據港鐵公司的

資料，乘客日後由黃埔站經何文田站往來油麻地站，車程只需約

5分鐘。  
 
5. 在興建觀塘線延線同時，政府亦委托港鐵公司在何文田

站外建造新的無障礙行人通道和停車處，為區內居民提供更舒適

的步行環境和轉乘設施，讓居民能便捷地前往該站乘搭鐵路服

務。這些設施包括：  

(i)  行人天橋、有蓋行人通道和行人隧道連接何文田站和何

文田邨、愛民邨和漆咸道北以南的屋苑；和  

(ii)  在何文田站B2出入口外 (即忠孝街 )建造一個巴士和專線

小巴停車處，和一個的士和一般車輛上落客貨區。  

上述設施的位置圖載於附件 2。  
 
 

6. 預計當觀塘線延線通車後，區內乘客出行的模式將會有

明顯的轉變。部分現時以專營巴士、專線小巴或其他路面交通工

具轉乘港鐵的居民，日後將可步行至新建的何文田站或黃埔站直

接使用鐵路網絡。再者，鐵路較短及穩定的行車時間也會吸引相

當部分原來使用路面交通工具的乘客轉乘鐵路服務。由於區內乘

客的出行模式和需求將會有很大的轉變，預計有切實需要和有較

大空間來調整和重組區內巴士和專線小巴的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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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重組計劃的考慮因素  
 
 
7. 在制訂重組計劃時，運輸署會考慮一籃子的因素，當中

包括：  

(i)  上文第 2 段所述的整體運輸政策；  

(ii)  通過重組及改善公共交通服務和加強各項服務之間的

協調，維持高效率的公共交通網絡，以切合乘客需求的

轉變；  

(iii)  公共交通工具之間須維持良性競爭，為乘客提供合理的

選擇；  

(iv)  維持營運及財務上可行的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服務網

絡；  

(v)  提供便利接駁新鐵路站的服務和行人設施，以便利乘

客；   

(vi)  減少路面交通擠塞和廢氣排放，長遠改善環境；及  

(vii)  運輸署制定改善及減少巴士服務的指引 (附件 3)。  

 
8. 除了考慮觀塘線延線啟用對區內居民帶來的效益及參考

第 7 段所述各項考慮因素外，運輸署會從整個地區的交通服務網

絡著手，採取區域性綜觀角度去檢視和重組巴士和專線小巴的服

務，令路線重組能發揮最大的互補作用，將資源調配至有切實需

要加強服務的路線上，令地區內市民整體受惠。由於重組服務的

方案是以地區整體公共交通服務網絡為基礎，因此，個别巴士路

線的重組方案或未能完全依照 附件 3夾附的指引內容。  
 
 
重組計劃  
 
 
9. 為配合觀塘線延線通車，運輸署提出下列重組計劃，建

議方案包括：  

(i) 新增全日接駁新建的何文田站或黃埔站的 3 條專線小巴服

務，包括： 

(1) 九龍專線小巴 8M 號線 (何文田(常和街)–何文田鐵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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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龍專線小巴 28MS 號線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何文田

鐵路站) 

(3) 九龍專線小巴 26M 號線 (土瓜灣(浙江街)–黃埔鐵路站) 

(ii) 取消九巴 212 號線 (黃埔花園–深水埗(東京街)) 

(iii) 取消九龍專線小巴 7 號線(九龍城(偉恒昌新邨)–尖沙咀東(科學館

道))(循環線) 

(iv)  縮短九巴 7B 號線(紅磡碼頭–樂富)的行車路線，全日只往來何文

田和樂富；另外，在早上繁忙時間提供三個特別班次由紅磡碼頭

前往樂富 

(v)  因應觀塘線延線通車後的乘客量的轉變，調減 33 條巴士和 13 條

專線小巴路線的班次。  

附件 4 至 8撮錄重組計劃的建議方案。  
 
 
實施安排  
 
 
10. 為方便區內居民能便捷地使用新鐵路服務，運輸署會在

觀塘線延線通車的首日，開辦上文第 9 段 (i)所述的 3 條接駁新鐵

路站的專線小巴服務。其後，運輸署會聯同相關巴士和專線小巴

公司，密切留意新鐵路線通車後各條受影響路線的乘客出行模式

和需求的改變，並因應情況分階段實施重組計劃內其他方案。在

實施各項方案前，有關巴士和專線小巴公司會在總站和中途站張

貼通告，將新服務安排的詳情通知受影響的乘客。運輸署計劃在

觀塘線延線通車後約六個月內，落實重組計劃內各項方案。  
 
 
徵詢意見  
 
 
11. 歡迎委員就上文第 9 段所建議的重組計劃提出意見。  
 
 
 
運輸署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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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制定改善及減少巴士服務的指引  
 
 

改善服務  
 
1. 基本上本港主要已發展地區均已有一至多條巴士線及其

他輔助交通工具 (例如專線小巴 )提供服務。為了配合人口變遷，

本署會因應現有巴士服務的乘客量和乘客需求增加巴士路線的

班次，或視乎情況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a)  增加班次  
 
2. 個別路線如果在繁忙時段最繁忙的半小時內的載客率達

100%及在該一小時內的載客率達 85%；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最

繁忙一小時的載客率達 60%，本署會考慮增加車輛行走，  以提

高服務水平。在構思增加車輛時，本署會首先考慮調配從其他重

組項目減省下來的車輛。  
 
(b)  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3. 若上文第 2 段所述的調整不足以應付需求，及沒有可行

的替代服務，本署會考慮開設新巴士線，而接駁鐵路或在鐵路範

圍以外提供服務的新巴士路線將獲優先考慮。審批新設巴士服務

時，本署會考慮該等服務對主要道路交通情況的影響，並會盡量

避免開設長途巴士路線，或行走繁忙地區例如旺角、尖沙咀、中

環、灣仔和銅鑼灣等的巴士路線。  
 
4. 為改善環境、巴士營運效率和交通擠塞情況，本署一直

致力 (透過取消、合併和縮短路線以及縮減班次 )減少行走繁忙走

廊的巴士架次和停站次數。如新巴士路線或現有路線經加強服務

後無可避免地須途經繁忙地區，巴士服務營辦商須減少其他路線

途經該區的相等巴士架次。  
 
(c)  制定巴士轉乘計劃  
 
5. 一直以來， 本署與巴士服務營辦商在適當和可行的地點

引入巴士轉乘計劃，讓乘客可享用優惠的轉乘票價前往更多目的

地。這些轉乘計劃可減少開設長途巴士服務和直接點到點巴士服

務的需要，從而更妥善地使用有限的路面空間和巴士資源、提高

整體巴士網絡的效率，  以及紓緩因巴士服務重疊而引起的交通

擠塞和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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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升服務質素  
 
6. 為了提升服務質素及迎合乘客需求， 各專營巴士公司添

置新巴士時，其標準設備已包括空調系統、八達通系統、低地台

出入口、環保引擎以及 2 乘 2 的座位。  
 
減少服務  
 
7. 對於使用率不高的巴士路線， 本署會按它們的實際運作

情況實施各種措施以提高效率。有關措施會視乎情況恰當地推行，

包括調整現有路線、班次和行車時間表；將巴士站密度降低；以

及縮短、合併和取消巴士路線等。  
 
(a)  縮減班次  
 
8. 如個別路線在繁忙時段最繁忙半小時內的平均載客率少

於 85%；  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平均載客率低於 30%，  本署會

考慮減少行走的車輛。但接駁鐵路、切合社會需求的路線或繁忙

時段班次已定於 15 分鐘或以上及非繁忙時段已定於 30 分鐘或以

上的巴士線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包括引用空調單層巴士代替雙

層巴士行走，以更有效地運用巴士車輛資源，  及提升巴士網絡

的整體效率。  
 
(b)  取消／  合併路線  
 
9. 如個別班次不頻密的路線未能提高使用率 (即儘管個別路

線班次在繁忙時段只能維持在 15 分鐘，及非繁忙時段只能維持

在 30 分鐘，而該路線在最繁忙的一小時內的載客率仍少於 50%)，
本署會在評估乘客所受影響及研究替代服務 ( 包括該替代服務

的服務水平及車費 )後， 考慮建議取消該等路線或與其他路線合

併。  
 
(c)  縮短路線  
 
10. 為了善用資源，本署會與有關巴士服務營辦商檢討縮短

路線的可行性，特別是大部分乘客會在中途下車的路線。在制訂

縮短路線的建議時，以下因素會納入考慮之列 - 
(i)  受影響乘客的數目不應過多。作為參考基準，  本署會

檢視在最繁忙的一小時內，在擬截斷路線的地點載客

率不超過 20%至 30%的巴士路線；  
(ii)  是否有路旁空間可容納有關乘客，以便他們轉    乘其

他巴士到達目的地；以及  



附件 3 
 

3 
 

(iii)  在建議截斷路線的地點附近是否有地方供該巴士線作

終點站。  



1 

 
建議新增接駁觀塘線延線新鐵路站的專線小巴服務 

 
 
建議的內容 
 
為方便何文田及九龍城區(即何文田邨及愛民邨一帶、偉恒昌新邨、馬頭角

道及樂民新邨一帶)的居民往來新建的何文田鐵路站，以及土瓜灣區(即浙

江街至海逸豪園一帶)的居民往來新建的黃埔鐵路站，便捷地乘搭鐵路服務，

運輸署建議新增以下三條接駁鐵路站的專線小巴路線，其服務安排撮錄如

下： 
 
 
(I) 接駁何文田鐵路站 
 

(1) 專線小巴 8M 號線 
建議在現有九龍專線小巴第 8 號線(何文田(常和街)-尖沙咀(漢口道))
下，新增一條全日行走的短途服務，編號為第 8M 號線，接載何文

田邨及愛民邨一帶的居民，往來新建的何文田鐵路站。附件 4A夾附

相關服務安排。 
 
(2) 專線小巴 28MS 號線 

建議在現有九龍專線小巴第 27M (樂民新邨-旺角鐵路站)及 28M 號

線(九龍城(偉恒昌新邨)-旺角鐵路站)下，新增一條全日行走的短途服

務，編號為第 28MS 號線，接載九龍城偉恒昌新邨、馬頭角道及樂

民新邨一帶的居民，往來新建的何文田鐵路站。附件 4B夾附相關服

務安排。 
 

(II) 接駁黃埔鐵路站 
 

(1) 專線小巴 26M 號線 
建議在現有九龍專線小巴第 26 號線(土瓜灣(浙江街)-九龍鐵路站)下，

新增一條全日行走的短途服務，編號為第 26M 號線，接載土瓜灣浙

江街至海逸豪園一帶的居民，往來新建的黃埔鐵路站。附件 4C夾附

相關服務安排。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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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小巴 8M 號線 (何文田(常和街)–何文田鐵路站) 
 
行車路線 
由何文田(常和街)開出 : 經常和街、常樂街、常盛街、佛光街及忠孝街。 
 
由何文田鐵路站開出 : 經忠孝街、佛光街、常盛街、常樂街及常和街。 
 
營運時間 
每日上午 6 時至晚上 11 時 30 分 

 
班次 
繁忙時間 : 約 6-8 分鐘一班 
非繁忙時間 : 約 8-10 分鐘一班 
(班次將視乎乘客需求而調整) 
 
車費(暫定) 
$4.5  
(上述車費根據第 8 號線由紅磡至何文田邨的分段收費而定，當該線的車費

作出調整時，第 8M 號線的車費亦會相應調整。) 
 
行車路線圖 

 

附件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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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小巴 28MS 號線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何文田鐵路站) 
 
行車路線 
由九龍城(偉恒昌新邨)開出 :經偉景街、貴州街、土瓜灣道、馬頭角道、炮

仗街、馬坑涌道、天光道、靠背壟道、高山道、信用街、佛光街及忠孝街。 
 
由何文田鐵路站開出  :忠孝街、佛光街、信用街、高山道、靠背壟道、

天光道、馬頭圍道、上鄉道、土瓜灣道、新碼頭街及偉景街。 
 
營運時間 
每日上午 6 時 40 分至晚上 12 時 
 
班次  
繁忙時間 : 約 7-10 分鐘一班 
非繁忙時間 : 約 10-15 分鐘一班 
(班次將視乎乘客需求而調整) 
 
車費(暫定) 
$4.6  
(上述車費根據第 28M 號線由何文田邨至偉恒昌新邨的分段收費而定，當

該線的車費作出調整時，第 28MS 號線的車費亦會相應調整。) 
 
行車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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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小巴 26M 號線 (土瓜灣(浙江街)–黃埔鐵路站) 
 
行車路線 
由土瓜灣(浙江街)開出 :經浙江街、崇安街、庇利街、紅磡道、大環道東、

海逸豪園公共交通總站、海逸道、大環道東、紅磡道、德民街、船澳街、

寶來街、必嘉街及紅磡道。 
 
由黃埔鐵路站開出 :經紅磡道、大環道東、海逸豪園公共交通總站、

海逸道、大環道東、紅磡道、庇利街、馬頭圍道、土瓜灣道及浙江街。 
 
營運時間 
每日上午 6 時至晚上 11 時 50 分 
 
班次 
繁忙時間 : 約 5-8 分鐘一班 
非繁忙時間 : 約 8-12 分鐘一班  
(班次將視乎乘客需求而調整) 
 
車費(暫定) 
$3.2  
(上述車費根據第 26 號線由紅磡道至浙江街的分段收費而定，當該線的車

費作出調整時，第 26M 號線的車費亦會相應調整。) 
 
行車路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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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取消九巴第 212 號線(黃埔花園–深水埗[東京街]) 
 

九巴第 212 號線現時的服務安排 
 

路線 212 
終點站 黃埔花園 – 深水埗(東京街) 
營運時間 上午 6 時 15 分至凌晨 12 時 15 分 
繁忙時間班次 15 分鐘 
平均載客率 
(最繁忙一小時) 

約 58% 

單程收費 $5.1 
車輛數目 9 部雙層巴士 

 
背景 
 

1. 現時，九巴212號線的乘客量偏低，每部巴士平均每日只接載約800
人次，營運情況並不理想。該線的乘客量分佈撮錄如下： 

(i) 約六成的乘客往來黃埔和油麻地/旺角/太子一帶。當觀塘線延伸至

黃埔區後，該路段將會完全與鐵路重疊，預計這些乘客將會改乘

鐵路，因為鐵路的行車時間更快和更穩定，而兩者的車費相若。 

(ii) 約兩成多的乘客往來深水埗和油麻地/旺角/太子一帶，除該線外，

這些乘客亦可選乘鐵路和其他約40條途經的巴士線。 

(iii) 不足兩成的乘客往來深水埗和黃埔兩區，這些乘客亦可選乘九巴

12A號線。當觀塘線延線通車後，預計這些乘客會改乘鐵路服務，

因為可減省約28分鐘的行車時間。 

 
建議安排 

 

2. 當觀塘線延線通車後，預計該線大部分乘客的乘車模式將會轉

變，改乘鐵路服務，以致該線乘客大量流失。因此，建議在觀塘線延線通

車後取消該線的服務，並將其車輛調配至其他需求較高的路線，以期更有

效地善用巴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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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影響的乘客可選乘下列的替代服務： 

 

受影響乘客 
替代服務 

交通工具 收費 差額 車程時間 相差 

黃埔 < >  
油麻地/旺角/太子 

港鐵 $4.4 至$5.2 
(預計) 

-$0.7 至+$0.1 
(預計) 

約 5 至 10 分

鐘 (預計) 
-20 至-25 分

鐘 (預計) 

深水埗 < > 
油麻地/旺角/太子 

港鐵 $4.4 至$5.2 
(預計) 

-$0.7至+$0.1 
(預計) 

約 3 至 7 分

鐘 
 

-7 至-13 分鐘 
(預計) 

40 條巴士路線 
包括票價較低

的九巴 2 號 

 
$4.9 

 
-$0.2 

 
約 10 至 20
分鐘 

 
相若 

黃埔 < > 深水埗 
(荔枝角道/東京街) 

港鐵 $6.5 (預計) +$1.4 約 27 分鐘

(預計) 
(包括由深水

埗步行約 15
分鐘至荔枝

角道/東京

街) 

-28 分鐘 
(預計) 
 

九巴 12A 號 $5.1 相同 約 59 分鐘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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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取消九龍專線小巴第 7 號線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 – 尖沙咀東[科學館道]) 

 
 

九龍專線小巴第 7 號線現時的服務安排 
 
路線 7 
終點站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 –  

尖沙咀東(科學館道) (循環線) 
營運時間 上午 7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 
繁忙時間班次 10/15 分鐘 
單程收費 $7.2 
乘客量 全日約 320 人次 
車輛數目 3 部公共小巴 

 

 

背景 
 
1. 現時，九龍專線小巴第7號線的乘客量十分低，每日約320人次，

平均每班車次只接載6人，其票務收入未能支付日常營運開支，多年來均

嚴重虧損。該線乘客由九龍城、土瓜灣及紅磡(漆咸道北)一帶往來尖沙咀，

亦可選乘其他票價較低的專營巴士服務，包括九巴第5、5A、5C、26及28
號線。 

 

2. 新建的何文田站在漆咸道北近蕪湖街將設有車站出入口。當觀塘

線延線通車後，居於紅磡(漆咸道北一帶)的乘客可直接使用鐵路往來尖沙

咀，屆時，該線的乘客量應會進一步流失。 

 

3. 為配合觀塘線延線通車，運輸署會為九龍城和土瓜灣區的居民 
(包括偉恒昌新邨) 開辦一條新專線小巴28MS號線，接駁新建的何文田

站，以便居民乘搭鐵路服務。屆時，九龍城和土瓜灣的乘客很大可能亦會

棄用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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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安排 
 
4. 當觀塘線延線通車後，預計該線大部分乘客的乘車模式將會轉

變，並改乘鐵路服務，替代該線的功能。因此，建議在觀塘線延線通車後

取消該線的服務，並將其車輛調配至其他需求較高的路線，以期更有效地

善用小巴資源。 

 

5. 受影響的乘客可選乘下列的替代服務： 

 

受影響乘客 
替代服務 

交通工具 收費 差額 車程時間 相差 

偉恒昌新邨 <  > 
尖沙咀東 

新專線小巴

28MS+港鐵 
$9.8  

(預計) 
+$2.6 約 23 分鐘 

(預計) 
相若 

九巴第 5C
或 28 號線 

$5.8 -$1.4 約 25分鐘 
 

相若 

土瓜灣 <  > 
尖沙咀東 

新專線小巴

28MS+港鐵 
$9.8 

(預計) 
+$2.6 約 20 分鐘

(預計) 
相若 

九巴第 5、
5A、5C、26
或 28 號線 

$5.1-$5.8 -$1.4-$2.1 約 22 分鐘 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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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縮短九巴第 7B 號線(紅磡碼頭 – 樂富) 
  

 
九巴第 7B 號線現時的服務安排 
 

路線 7B 
終點站 紅磡碼頭 – 樂富 
營運時間 樂富開:  上午 6 時 至 晚上 11 時 35 分 

紅磡碼頭開:  上午 6 時 15 分 至 凌晨 12 時 10 分 
繁忙時間班次 15/20 分鐘 

單程收費 $5.8 

平均載客率 
(最繁忙一小時) 
 

約 62% 

車輛數目 6 部雙層及 1 部單層巴士 
 

 
 

背景 
 

1. 現時，九巴7B號線的乘客量偏低，每部巴士平均每日只接載約790人次，

營運情況並不理想。該線的乘客量分佈撮錄如下： 

(i) 約兩成半的乘客來往紅磡/黃埔和何文田/樂富。當觀塘線延線通車

後，該路段將與鐵路重疊。屆時，紅磡/黃埔和何文田的乘客可直接

乘搭地鐵，往來黃埔和何文田所需的行車時間約少於5分鐘，遠較巴

士減省約10分鐘，車費亦較低；而來往黃埔/何文田站及樂富站亦只

需時間約16分鐘，相較乘搭巴士節省超過40分鐘。 

(ii) 超過五成的乘客來往何文田和樂富/九龍城。 

(iii) 約兩成多的乘客則來往紅磡/黃埔和何文田邨一帶。 

(iv) 該路線全日最繁忙的時段集中於上午7時至8時，平均載客率約62%，

合共約200名乘客，主要前往何文田及九龍城的學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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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安排 

2. 當觀塘線延線通車後，預計上文第1段(i) 所述約兩成半的乘客將改乘鐵

路。為改善該線的營運效率，建議調整該線的服務安排： 

(i) 縮短該線的行車路線，取消來往紅磡/黃埔和何文田與鐵路重疊

的路段，並改以循環線來提供往來何文田和樂富(途經九龍城及

何文田的學校區)的服務，繼續為該線超過五成的乘客維持巴士

服務。 

(ii) 在早上上學繁忙時間，提供三個特別班次，由紅磡碼頭前往樂

富的服務，途經九龍城及何文田的學校區 。該特別安排足以應

付該時段約200人的乘客需求。 

表1撮錄建議該線的服務安排。 

表1：建議九巴第7B號線的服務安排 

路線 7B 7B 早上特別班 
終點站 樂富 – 何文田 (循環線) 

 
紅磡碼頭 往 樂富 

繁忙時間班次 20 分鐘 
 

15 分鐘 

單程收費 $5.8 
 

$5.8 

營運時間 
 

由樂富開出: 
上午 6 時至晚上 11 時 35 分 

 

由紅磡開出: 
上午 6 時 55 分至上午 7 時 25 分 

行車路線 由樂富開出 : 橫頭磡東路、聯合

道、東寶庭道、嘉林邊道、衙前圍

道、蘭開夏道、窩打老道，培正道、

佛光街、常富街、何文田邨公共運

輸交滙處、常富街、佛光街、忠孝

街、佛光街、常富街、何文田邨公

共運輸交滙處、常富街、佛光街、

培正道、窩打老道、界限街、嘉林

邊道、東寶庭道、聯合道、橫頭磡

東路及橫頭磡南路。 
 

與現時九巴 7B 號線由紅磡碼頭

前往樂富的行車路線相同。 

車輛數目 3 部雙層及 1 部單層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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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影響的乘客可選乘下列的替代服務： 

受影響乘客 
替代服務 

交通工具 收費 差額 車程時間 相差 

紅磡/黃埔 <  >  
何文田 

港鐵 $4.4 
(預計) 

-$1.4 約 3 分鐘 
(預計) 

-10 分鐘 

紅磡/黃埔花園 <  >  
何文田(何文田邨一帶) 

九巴 8 號 $5.1 -$0.7 約 15 分鐘 相若 

何文田 <  >  
樂富/九龍城 

縮短後九巴 7B 號 $5.8 相同 約 30 分鐘 相同 

紅磡/黃埔 < >  
樂富/九龍城 

港鐵 $8.0 
(預計) 

+$2.2 約 16 分鐘

(預計) 
-43 分鐘 

專線小巴第 13 號 $7.5 +$1.7 約 35 分鐘 -20 分鐘 

樂富/九龍城往 
紅磡/黃埔： 
九巴 7B 號轉乘 8 號 

$5.8+$0 
(新轉乘優

惠(表 2)) 

相同 約 55 分鐘 相若 

紅磡/黃埔往 
樂富/九龍城： 
九巴 8 號轉乘 7B 號 

$5.1+$0.7 
(新轉乘優

惠(表 2)) 

相同 約 55 分鐘 相若 

 
 

表2：九巴7B號< >九巴8號 － 新轉乘優惠 

第一程 第二程 轉乘

車費

折扣 
總車費 轉乘地點 

路線 目的地 車費 路線 目的地 車費 

7B 何文田 $5.8 8 尖沙咀 $5.1 -$5.1 $5.8 

何文田邨 
公共運輸交

匯處 
(同站轉乘) 

8 九龍站 $5.1 7B 樂富 $5.8 -$5.1 $5.8 

何文田邨 
公共運輸交

匯處 
(同站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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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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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減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的班次 
 

運輸署將視乎觀塘線延線通車後，下列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路線乘客量的

流失情況，調減其班次水平。同時，運輸署會依照附件 3 所夾附的指引，

來調減有關專營巴士路線的班次。 
 
路線編號 起點 - 終點 

專營巴士路線 

九巴 2E 白田 - 九龍城碼頭 
九巴 5 富山 - 尖沙咀碼頭 
九巴 5C 慈雲山(中) - 尖沙咀碼頭 
九巴 6C 美孚 - 九龍城碼頭 
九巴 6F 麗閣 - 九龍城碼頭 
九巴 8 九龍站 - 尖沙咀碼頭 
九巴 8A 黃埔花園 - 尖沙咀 (循環線) 
九巴 8P 海逸豪園 - 尖沙咀 (循環線) 
九巴 11 鑽石山站 - 九龍站 
九巴 11K 竹園邨 - 紅磡站 
九巴 12A 深水埗(東京街) - 黃埔花園 
九巴 14 油塘公共運輸交匯處 - 中港碼頭 
九巴 15 平田 - 紅磡碼頭 
九巴 17 愛民 - 觀塘(裕民坊)   
九巴 18 深水埗(東京街) - 愛民 (循環線) 
九巴 21 彩雲 - 紅磡站 
九巴 26 順天 - 尖沙咀東 
九巴 30X 荃威花園 - 黃埔花園 
九巴 45 麗瑤 - 九龍城碼頭 
九巴 85 火炭(山尾街) - 九龍城碼頭 
九巴 85A 廣源 - 九龍城碼頭 
九巴 85X 馬鞍山市中心 - 紅磡碼頭 
九巴 93K 寶林 - 旺角東站 
九巴 230X 荃威花園 往 黃埔花園 
九巴 297 坑口(北) - 紅磡碼頭 
隧巴 101 觀塘(裕民坊) - 堅尼地城 
隧巴 106 黃大仙 - 小西灣 (藍灣半島) 
隧巴 109 何文田 - 中環(港澳碼頭) 
隧巴 111 坪石 - 中環(港澳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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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編號 起點 - 終點 
隧巴 115 九龍城碼頭 - 中環(港澳碼頭) 
隧巴 116 慈雲山(中) - 鰂魚涌 
新巴 796X 日出康城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尖沙咀東(康宏廣場) 
城巴 E23 慈雲山(南) -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九龍專線小巴路線 

2 紅磡(黃埔花園) - 又一城公共運輸交匯處 
2A 紅磡(黃埔花園) - 又一城公共運輸交匯處 
6 紅磡(黃埔花園) - 尖沙咀(漢口道) 
6A 德民街 - 廣東道 (循環線) 
6X 紅磡(黃埔花園) - 尖沙咀(漢口道) 
8/8S 何文田邨 - 尖沙咀(漢口道) 
13 九龍塘(廣播道) - 紅磡碼頭 
26 土瓜灣(浙江街) - 九龍站 
26A 仁勇街 - 九龍站 
26X 海逸豪園 - 佐敦(渡船街) (循環線) 
27M 樂民新邨(美善同道) - 旺角站 
28M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 - 旺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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