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輸署公告運輸署公告運輸署公告運輸署公告 

 

上上上上環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環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環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環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 

 

現公布，為配合活動進行，當局將於 2016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7
時至下午 6時於上環實施下列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 

 

(I) 臨時交通安排臨時交通安排臨時交通安排臨時交通安排 

(A) 道路封閉道路封閉道路封閉道路封閉 

 

下列道路將會臨時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駛入（電車除外）： 

(a) 介乎永和街與林士街之間的一段德輔道中（西行）； 

(b) 介乎林士街與禧利街之間的一段德輔道中（西行）； 

(c) 介乎文華里與禧利街之間的一段德輔道中（東行）； 

(d) 介乎禧利街與急庇利街之間的一段德輔道中； 

(e) 介乎急庇利街與摩利臣街之間的一段德輔道中； 

(f) 介乎急庇利街與摩利臣街之間的一段永樂街；  

(g) 介乎永樂街與摩利臣街之間的一段文咸東街（東行）； 

(h) 介乎文咸東街與德輔道中之間的一段摩利臣街快線； 

(i) 介乎文咸東街交界處與同一交界以西約 25 米處之間的一段永樂街慢線；及 

(j) 介乎德輔道西與摩利臣街之間的一段干諾道西輔助道路(東行)。 

 

(B) 交通改道交通改道交通改道交通改道 

 

下列臨時交通改道將會實施（電車除外）： 

(a) 沿德輔道中（西行）往摩利臣街的車輛，須改經永樂街（西行）、急庇利街

及文咸東街（西行）； 

(b) 沿摩利臣街（北行）往德輔道中（東行）的車輛，須改經干諾道中（西行）、

中景道、中港道（西行）、西消防街（南行）、干諾道中（東行）及林士街（南

行）；或須改經蘇杭街、孖沙街、禧利街（北行）、干諾道中（東行）及林士

街（南行）； 

(c) 沿急庇利街往德輔道中（東行）的車輛，須改經文咸東街（西行）、摩利臣

街（北行）、干諾道中（西行）、中景道、中港道（西行）、西消防街（南行）、

干諾道中（東行）及林士街（南行）； 

(d) 沿急庇利街往摩利臣街的車輛，須改經文咸東街（西行）； 

(e) 沿禧利街往德輔道中（東行）的車輛，須改經干諾道中（東行）及林士街（南

行）； 

(f) 沿永樂街（東行）往摩利臣街的車輛，須改經文咸東街（南行）、水坑口街、

荷李活道（東行）、樂古道及皇后大道中； 

(g) 沿永樂街（西行）往摩利臣街的車輛，須改經急庇利街及文咸東街（西行）； 

(h) 沿摩利臣街（北行）車輛禁止右轉進入德輔道中（東行）； 

(i) 沿急庇利街車輛禁止右轉進入德輔道中（西行）或永樂街（西行）； 

(j) 沿急庇利街車輛禁止左轉進入德輔道中（東行）； 

(k) 沿禧利街（北行）車輛禁止右轉進入德輔道中（東行）；及 

(l) 沿永樂街（西行）車輛禁止右轉進入文華里（北行）。 



 

(II) 臨時臨時臨時臨時公共公共公共公共運輸安排運輸安排運輸安排運輸安排 

(A) 暫停使用及臨時巴士站暫停使用及臨時巴士站暫停使用及臨時巴士站暫停使用及臨時巴士站 

 

下列巴士站將會臨時遷移：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行車方向行車方向行車方向行車方向 暫停使用巴士站暫停使用巴士站暫停使用巴士站暫停使用巴士站 臨時巴士站臨時巴士站臨時巴士站臨時巴士站 

城巴 1 摩星嶺 急庇利街，德輔道中 禧利街，干諾道中 

跑馬地（上） 永安中心，德輔道中 林士街，德輔道中 

新巴 2 中環（港澳碼頭） 金龍中心，德輔道中 永吉街，德輔道中 

城巴 5B 堅尼地城 急庇利街，德輔道中 禧利街，干諾道中 

銅鑼灣 永安中心，德輔道中 林士街，德輔道中 

城巴 10  北角碼頭 永安中心，德輔道中 林士街，德輔道中 

新巴 26 
 

勵德邨至荷李活

道（循環線） 

急庇利街，德輔道中 禧利街，干諾道中 

城巴 71 黃竹坑至中環（永

和街）（循環線） 

永和街 林士街，德輔道中 

隧巴 109 中環（港澳碼頭） i.滙豐總行大廈，德輔道中 

ii.中環街市，德輔道中 

i.滙豐總行大廈，皇后大道中 

ii.租庇利街，干諾道中 

隧巴 113 堅尼地城（卑路乍

灣） 

急庇利街，德輔道中 禧利街，干諾道中 

隧巴 115 中環（港澳碼頭） 林士街，干諾道中 永和街，干諾道中 

隧巴 182 中環（港澳碼頭） i.滙豐總行大廈，德輔道中 

ii.中環街市，德輔道中 

i.滙豐總行大廈，皇后大道中 

ii.租庇利街，干諾道中 

隧巴 307 中環碼頭 i.滙豐總行大廈，德輔道中 

ii.利源東街，德輔道中 

iii.永吉街，德輔道中 

i.皇后像廣場，干諾道中; 

ii.砵典乍街，干諾道中 

iii.永和街，干諾道中 

隧巴 619 中環（港澳碼頭） 林士街，干諾道中 永和街，干諾道中 

隧巴 811 堅尼地城 急庇利街，德輔道中 禧利街，干諾道中 

隧巴 905 荔枝角 文華里，德輔道中 禧利街，干諾道中 

隧巴 914 海麗邨 文華里，德輔道中 永安中心，干諾道中 

隧巴 960 建生 文華里，德輔道中 永安中心，干諾道中 

隧巴 961 山景 文華里，德輔道中 永安中心，干諾道中 

隧巴 978 華明 文華里，德輔道中 永安中心，干諾道中 

隧巴A11 機場 

（地面運輸中心） 

林士街，干諾道中 永和街，干諾道中 

隧巴 E11 機場博覽館 林士街，干諾道中 永和街，干諾道中 

隧巴
E11A 

機場博覽館  

（經東涌北） 

林士街，干諾道中 永和街，干諾道中 

 

  



 

(B) 巴士路線改道巴士路線改道巴士路線改道巴士路線改道 

 

下列巴士路線將會臨時改道：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行車方向行車方向行車方向行車方向 恢復行走原有路恢復行走原有路恢復行走原有路恢復行走原有路線線線線前的改道前的改道前的改道前的改道 

城巴 1 摩星嶺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跑馬地（上） 經干諾道中、林士街及德輔道中 

新巴 2 中環（港澳碼頭）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城巴 5B 堅尼地城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銅鑼灣 經干諾道中、林士街及德輔道中 

城巴 10 北角碼頭 經干諾道中、林士街及德輔道中 

新巴 26 勵德邨至荷李活

道（循環線）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109 中環（港澳碼頭） 經皇后大道中、畢打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113 堅尼地城（卑路乍

灣）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182 中環（港澳碼頭） 經皇后大道中、畢打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307 中環碼頭 經紅棉路支路、琳寶徑、遮打道、昃臣道及干諾道中 

隧巴 811 堅尼地城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905 荔枝角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914 海麗邨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960 建生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961 山景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967 天水圍（天恩邨）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968 元朗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969 天水圍市中心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978 粉嶺（華明） 經永和街及干諾道中 

隧巴 H1 尖沙咀 經干諾道中 

   

(III) 拖走違例停放的車輛拖走違例停放的車輛拖走違例停放的車輛拖走違例停放的車輛 

 

在上述特別交通安排實施的地區內違例停放的車輛，或會被警方拖走，毋須

事先通知。 

 

(IV)  注意及呼籲注意及呼籲注意及呼籲注意及呼籲 

 

有關地點將設置適當輔助交通標誌，指導駕車人士。各公共運輸營辦商會張

貼通告，通知乘客上述的臨時安排。 

 

市民應提早計劃行程路線，應盡量改用鐵路服務及預留額外的行程時間以免

延誤。巴士乘客須特別留意有關改道及取消/遷移車站的安排。 

 

如非必要，駕駛人士請不要駕車前往以上受影響的地區。如遇交通受阻，駕

車人士請保持忍讓，並遵從警方的指示。 



 

視乎當時環境，警方或需在短時間內採取其他臨時交通和運輸措施，包括進

一步的封路、交通改道、更改及取消公共運輸服務。因此，市民請不時留意

傳媒發放的最新交通消息。市民可致電 1823 電話中心或瀏覽運輸署網頁

www.td.gov.hk，以獲取特別交通安排及運輸服務資訊。 

 

 

運輸署署長 楊何蓓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