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渡輪服務條例》(第104章) 

 

持牌渡輪服務的最高收費  

(a)  「中環─長洲」  

(b)  「坪洲─梅窩─芝麻灣─長洲」  

(c)  「中環─坪洲」  

(d)  「中環─榕樹灣」  

(e)  「中環─索罟灣」  

 

本人現行使《渡輪服務條例》 (第104章 )第33(1)條所賦予的權力，公

佈由2017年7月1日起，上述持牌渡輪服務可收取的最高收費如下： 

 

(a) 中環─長洲 

 

 可收取的最高收費  

星期一至六  

公眾假期除外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普通船 高速船 普通船  高速船 

 普通位 豪華位  普通位 豪華位  

單程 

成人 $13.6 $21.3 $26.8 $20.2 $31 $38.8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

歲以下) 

$6.8 $10.7 $13.4 $10.1 $15.5 $19.4 

65歲或以上人士 $6.8 $10.7 $13.4 $10.1 $15.5 $19.4 

殘疾人士 $6.8 $10.7 $13.4 $10.1 $15.5 $19.4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

陪同)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假日來回票 (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長洲) 

成人 -- -- -- $27.2 $42.6 $53.6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

歲以下) 

-- -- -- $13.6 $21.4 $26.8 

 

65歲或以上人士 -- -- -- $13.6 $21.4 $26.8 

 

殘疾人士 -- -- -- $13.6 $21.4 $26.8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

陪同) 

-- -- -- 免費 免費 免費 

       

月票 $532 -- -- $532 -- -- 

單車 (每輛單車) $22.6 -- -- $22.6 -- -- 

貨物 (每立方米) $205.7 -- -- $205.7 -- -- 



(b) 坪洲─梅窩─芝麻灣─長洲 

 

 

客運 

 

 
 
 

每單程可收取的  
最高收費  

 
成人 $13.4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歲以下) $6.7 

65歲或以上人士  $6.7 

殘疾人士 $6.7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陪同) 免費 

 

 

單車  

 

  

 

貨運(每立方米) 

 

坪洲    

$68.6 梅窩   

$77.3 $68.6 芝麻灣   

$85.7 $77.3 $68.6 長洲 

 
 

每輛單車 

 

        $14.6 



(c) 中環─坪洲 

 

 可收取的最高收費  

星期一至六 

公眾假期除外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普通船 高速船 普通船 高速船 

單程 

成人 $15.9 $29.6 $22.8 $43.5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歲以下) $8 $14.8 $11.4 $21.8 

65歲或以上人士 $8 $14.8 $11.4 $21.8 

殘疾人士 $8 $14.8 $11.4 $21.8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陪同)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假日來回票 (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坪洲) 

成人 -- -- $31.8 $59.2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歲以下) -- -- $16 $29.6 

65歲或以上人士 -- -- $16 $29.6 

殘疾人士 -- -- $16 $29.6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陪同) -- -- 免費 免費 

     

月票 $597 -- $597 -- 

單車 (每輛單車) $12.5 -- $12.5 -- 

貨物 (每立方米) $115 -- $115 -- 

 



(d) 中環─榕樹灣 

 

 可收取的最高收費  

星期一至六  

公眾假期除外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單程 

成人 $17.8 $24.7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歲以下) $8.9 $12.4 

65歲或以上人士 $8.9 $12.4 

殘疾人士 $8.9 $12.4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陪同) 免費  免費  

假日來回票 (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榕樹灣) 

成人 -- $35.6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歲以下) -- $17.8 

65歲或以上人士 -- $17.8 

殘疾人士 -- $17.8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陪同) -- 免費  

     

月票 $685 

單車 (每輛單車) $12.5 

貨物 (每立方米) $115 

 

 



(e) 中環─索罟灣 

 

 

 可收取的最高收費  

星期一至六  

公眾假期除外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單程 

成人 $22 $31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歲以下) $11 $15.5 

65歲或以上人士 $11 $15.5 

殘疾人士 $11 $15.5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陪同) 免費  免費  

假日來回票 (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索罟灣) 

成人 -- $44 

小童(3歲或以上及12歲以下) -- $22 

65歲或以上人士 -- $22 

殘疾人士 -- $22 

3歲以下小童(由成人陪同) -- 免費  

     

月票 $730 

單車 (每輛單車) $12.5 

貨物 (每立方米) $115 

 

 

 

 

 

 

運輸署署長  楊何蓓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