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出討論  九龍城區議會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文件第 16/15 號  

 

2015 - 2016 年度九龍城區巴士路線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釋 2015 - 2016 年度九龍城區的巴士路線

計劃，及諮詢委員對有關計劃的意見。  

 

2015 - 2016 年度巴士路線計劃  

 

2. 2015 - 2016 年度的巴士路線計劃已經初步擬定，附表撮錄有關

建議方案，而附錄 1-23 夾附各項方案的詳細建議安排。  

 

 

策劃本區巴士路線計劃的考慮因素  

 

3. 自 2013年起，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已明確表示政府會繼續發展

以公共交通為本及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系統，舒緩道路擠塞，減少廢

氣排放。未來數年將有多條新鐵路陸續落成，政府必須繼續優化公共

交通系統，着力重組巴士路線，以提高巴士服務網絡的效率和改善服

務質素，以及理順不同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作用和角色。  

 

4. 本署會按下列的長遠公共交通發展策略，繼續發展巴士路線的

網絡：  

 

(一) 公共交通與民生、經濟發展及環保息息相關，政府須有長

遠和全面的規劃。現時，鐵路每天載客量佔公共交通乘客

量約四成，是本港客運系統的骨幹。發展鐵路運輸，不但

可以疏導大量人流，舒緩道路擠塞，減低車輛造成的空氣

污染，也可發揮周邊地區的發展潛力，促進經濟發展。因

此，在長遠的公共交通及運輸規劃上，本署會繼續以鐵路

為主，巴士為輔。過去數年，本港不斷有新鐵路落成，各

條鐵路路線的乘客可以互相轉乘，穿梭港九新界經已十分

方便。本署會繼續提倡充分運用鐵路，並以其他公共交通

工具提供接駁服務作配合。本署亦會繼續鼓勵專營巴士公

司改善服務質素。專營巴士服務將會在公共交通系統內，

尤其是鐵路未能到達的地方，扮演重要的角色。至於其他

公共交通工具，在整個運輸系統內，將繼續發揮輔助性的

功能，與鐵路和專營巴士服務相輔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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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新空氣及良好的交通狀況是社會寶貴的資產，香港路少

但人多車多，市民非常關注道路交通情況和交通對環境造

成的影響。為了令香港可持續發展，本署會考慮乘客需求

的改變和運輸基建啟用後的情況，重整巴士路線的服務，

包括取消使用量低的巴士路線、縮減班次及縮短行車路

線。在調整路線時，巴士公司亦會考慮提供巴士轉乘計劃，

以作配合。  

 

(三) 隨着本港鐵路網絡不斷擴展，本署會進一步改善公共交通

系統網絡，有效協調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並配合需求情況

而重組相關的公共交通服務，減少惡性競爭和服務重叠。

在未來數年，多條新鐵路將陸續投入服務，此將為推行大

規模巴士服務重組計劃帶來契機，以改善道路擠塞、維持

一個有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統及減低路邊空氣污染。  

 

 

改善及減少巴士服務的指引  

 

5. 本署及專營巴士公司在制定路線計劃時會參考以下第 6 至 15 

段所臚列的指引內容。  

 

改善服務  

 

6. 基本上本港主要已發展地區均已有一至多條巴士路線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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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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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若上文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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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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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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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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一直以來，本署與專營巴士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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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舒緩因巴士服務重叠而引起的交通擠塞和環境問題。  

 

(d) 提升服務質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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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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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和服務時間，將巴士站密度降低，或縮短、合併和取

消巴士路線等。  

 

 

(a) 縮減班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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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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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情況考慮，包括調配單層巴士代替雙層巴士行走，以便更有效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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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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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為了善用資源，運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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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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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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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此外，在考慮巴士路線計劃時，本署及專營巴士公司亦會顧

及下列因素：  

(一) 本區現時及已計劃的公共交通服務；  

(二) 地區內的發展；  

(三) 基本運輸建設的落成；  

(四) 該項目對乘客的效益；  

(五) 該項目對路面擠塞情況及對環境方面的影響；  

(六) 該項目對經營者的影響；  

(七) 該項目對其他公共交通服務經營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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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該項目是否合乎經濟效益；及  

(九) 市民的意見及建議。  

 

17. 除了參考上述的指引和因素外，自 2013年開始，本署會在個別

地區或區域以「區域性模式」的方法來重組該區的巴士服務。在推行

「區域性模式」重組巴士服務的地區上，本署不是分開單獨處理每一

條巴士路線，而是採取區域性綜觀角度，從一個地區或區域內整體的

交通配套著手，令相關路線的重組能發揮最大的互補作用。重組路線

並不等如只是取消載客率低的路線，本署希望可透過重組路線，擴闊

區內的巴士網絡，令巴士服務更能配合乘客需求。重組巴士服務的方

案一般包括取消或合併重叠的服務、精簡迂迴的行車路線、調整班次

等，在減省不必要的路線或班次的同時，也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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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重組巴士服務的

方案是以一個地區或區域的巴士服務網絡為基礎，因此，個别路線的

重組方案未必能完全參考第 6至 16段所提及的指引和因素。以整體而

言，巴士服務重組的目的是令巴士服務更能切合乘客的需求，以及更

有效運用巴士的資源，令大部分的乘客受惠。  

 

 

徵詢意見  

 

18. 歡迎委員就 2015 - 2016 年度九龍城區的巴士路線計劃提出

意見。  

 

 

 

 
運輸署  

二零一五年一月  

 



附表1(A)(第 1 頁，共 2 頁)

現行 建議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2015年

第4季

2A 樂華 – 美孚 7-10 8-10 0 18 0 21 0 +3 建議新增來往彩福至美孚的特快巴士服務，經九龍城天橋，直

達旺角、長沙灣及美孚，編號為第2X號線。同時，調整第2A

號線的班次。詳情請參閱附錄1。

2015年

第2季

2B 竹園邨－長沙灣 20 30 0 5 0 3 0 -2 因應乘客量偏低，改為繁忙時間單向服務，早上繁忙時間提供

往長沙灣方向的服務，而下午繁忙時間則提供往竹園邨方向的

服務，班次調整為每30分鐘一班。詳情請參閱附錄2。

2015年

第2季

2D 東頭邨－澤安邨 20 60 3 0 2 0 -1 0 因應乘客量偏低，建議縮減班次至全日每60分鐘一班。詳情請

參閱附錄3。

2015年

第2季

3B 慈雲山(中)－紅磡碼頭 12-15 15 0 10 0 8 0 -2 因應乘客量偏低(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約70%，非繁忙時段

平均載客率只有約23%)，建議調整班次，改為繁忙時段每15分

鐘一班及非繁忙時段每20分鐘一班。

2015年

第2季

5C 慈雲山(中)－尖沙咀碼頭 5-8 6-8 0 27 0 29 0 +2 建議在星期一至五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開設特快巴士服務來往

慈雲山及尖沙咀，於土瓜灣與九龍城之間不停站，編號為第5X

號線。同時，調整第5C及5P號線的班次及服務時間。詳情請參

閱附錄4。

2015年

第2季

7 樂富－尖沙咀碼頭 12 12 0 10 0 11 0 +1 配合第208號線的取消，建議將總站由尖沙咀碼頭遷移至尖沙

咀東。詳情請參閱附錄5。

2015年

第2季

9 坪石－尖沙咀碼頭 15 20 0 10 0 9 0 -1 (1) 建議將行車路線由坪石延伸至彩福，同時將於尖沙咀的總

站由尖沙咀碼頭遷移至尖沙咀東(麼地道)。

(2) 建議改經太子道東，而不經彩虹道。

(3)建議調整繁忙時間班次至20分鐘一班。

詳情請參閱附錄6。

二零一五年度巴士路線計劃

九龍城市區路線

建議實

施日期
路線 終點站

早上繁忙時段

班次(分鐘)

車輛分配

備註
現行 建議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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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 建議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二零一五年度巴士路線計劃

九龍城市區路線

建議實

施日期
路線 終點站

早上繁忙時段

班次(分鐘)

車輛分配

備註
現行 建議 修改

2015年

第2季

10 彩雲－大角咀(循環線) 12-15 15 2 7 2 7 0 0 (1) 建議調整行車路線，往彩雲方向服務改經界限街、太子道

西、太子道東及彩虹道。

(2) 建議改為定點班次，並於旺角柏景灣設立定時點。

詳情請參閱附錄7。

2015年

第2季

11D 樂富－觀塘碼頭 20 30 1 4 0 3 -1 -1 因應乘客量偏低，建議改為繁忙時間單向服務，早上繁忙時間

提供往觀塘碼頭方向的服務，而下午繁忙時間提供往樂富方向

的服務。詳情請參閱附錄8。

2015年

第2季

16 藍田(廣田邨)－旺角(栢景灣) 8/9 8/9 0 22 0 23 0 +1 建議於早上繁忙時段新增一班由藍田(廣田邨)至旺角(柏景灣)

(經碧雲道及觀塘繞道)的特快巴士班次，編號為第16X號線。

詳情請參閱附錄9。

2015年

第2季

24 啟業－旺角 20 15/20 1 3 0 5 -1 +2 因應啟德地區的發展，當乘客量符合改善巴士服務的指引，巴

士公司將安排調配車輛以增加班次。

2015年

第2季

28 樂華－尖沙咀東(麼地道) 8 8 0 14 0 14 0 0 建議將尖沙咀的總站由尖沙咀東(麼地道)遷往尖沙咀碼頭，並

調整行車路線。詳情請參閱附錄10。

2015年

第2季

28B 彩福－啟業 15 15 6 0 7 0 +1 0 為配合啟德地區的發展，建議延長行車路線至啟德(啟晴邨)。

詳情請參閱附錄11。

2015年

第4季

203C

[203S]

大坑東－尖沙咀東(麼地道)

[(澤安－尖沙咀東(麼地道)]

15 15 9 0 9 0 0 0 因乘客量偏低，建議合併第203S號線(澤安－尖沙咀東(麼地

道))現有的兩個班次，改為只提供一班於早上7時45分由澤安開

出的班次。詳情請參閱附錄12。

2015年
第2季

208 廣播道－尖沙咀東 20 - 6 0 0 0 -6 0 因乘客量偏低，建議取消該路線。詳情請參閱附錄5。

2015年
第2季

224X 啟業－尖沙咀 20 20 0 5 0 5 0 0 為配合啟德地區的發展，建議調整行車路線，繞經啟德新發展

區。詳情請參閱附錄13。



附表1(B)(第 1 頁，共 1 頁)

現行 建議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2015年

第3季

85B 秦石 - 九龍城碼頭 15/20 20 0 7 0 5 0 -2 建議修改為只於繁忙時段，繁忙方向提供服務。詳情請參閱

附錄14。

2015年

第2季

269B 天水圍市中心-紅磡碼頭

(天恩邨往紅磡碼頭)

星期一

至五*

早上6班

星期一

至五*

早上5班

0 13 0 12 0 -1 建議減少一個由天恩開出的特別班次，並將巴士資源調配至

第268C號線在早上繁忙時段的特別班次。

2015年

第3季

281M 新田圍-九龍塘站 10/15 10/15 1 4 1 4 0 0 建議修改行車路線，不駛入顯徑巴士總站，以縮減行車時

間。詳情請參閱附錄15。

二零一五年度巴士路線計劃

以九龍城區為終點站的新界區路線

建議實

施日期
路線 終點站

早上繁忙時段班

次(分鐘)

車輛分配

備註
現行 建議 修改



附表1(C)(第 1 頁，共 1 頁)

現行 建議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2015年

第4季

87D

[87E]

錦英苑－紅磡站
[泥涌往尖沙咀]

8 8 0 29 0 30 0 -1 建議增設早上一班特別班次，由泥涌開出前往尖沙咀近中間道，

經烏溪沙直接前往尖沙咀，不經馬鞍山市中心。詳情請參閱附錄

16。

2015年

第2季

93K 寶林 - 旺角東站 15/20 15/20 0 12 0 8 0 -4 建議修改為只於繁忙時段，繁忙方向提供服務。詳情請參閱附錄

17。

2015年

第2季

98C

[98S]

坑口(北)-美孚

[日出康城-美孚]

上午4班

下午4班

上午4班

下午4班

0 17 0 17 0 0 建議將其中一班第98S號線的起點由日出康城改為石角路近峻瀅開

出 (視乎道路測試)。詳情請參閱附錄18。

2015年

第2季

270A

[270S]

上水-尖沙咀東(麼地道)

[尖東(麼地道) 往 上水(翠麗花

園)]

25 25 0 23 0 23 0 0 建議第270S號線改行彌敦道及青沙公路。詳情請參閱附錄19。

2015年

第2季

296C 尚德-深水埗(東京街) 15 15 0 10 0 10 0 0 建議修改行車路線改經九龍城天橋及亞皆老街天橋，並將終點站

改為長沙灣。詳情請參閱附錄20。

2015年
第3季

796P 日出康城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往
尖沙咀(麼地道) / 尖沙咀(廣東道
新港中心外)

上午共
三班

上午共

五班

下午共

三班

0 3 0 5 0 2 (1) 於上午繁忙時段增加兩班班次及延長服務時間。

(2) 於下午繁忙時段增設三班回程班次，由中國客運碼頭開出。

詳情請參閱附錄21。

二零一五年度巴士路線計劃

途經九龍城區的新界區路線

建議實

施日期

路線

終點站

早上繁忙時段班

次(分鐘)

車輛分配

備註現行 建議 修改



附表1(D)(第 1 頁，共 1 頁)

現行 建議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2015年
第3季

182 愉翠苑 - 中環碼頭 6-20 6-20 0 13 0 13 0 0 (1) 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於下午繁忙時段增設四班第182

號線的特快班次(命名為182X)，由中環(港澳碼頭)開往往沙田大

圍、乙明、沙角、博康及水泉澳以至愉翠苑，於九龍區不設任何

中途站。

(2) 因應開辦第182X號線下午繁忙時段的服務，第182號線於下午

繁忙時段將會由8-12分鐘一班調整至12-15分鐘一班。

詳情請參閱附錄22。

2015年

第3季

305 美田邨 往 上環 共四班

(新巴、

九巴各

兩班)

共四班

(新巴、

九巴各

兩班)

0 4 0 4 0 0 (1) 改經青沙公路及西區海底隧道及以軒尼斯道(近灣仔消防局)為

總站。

(2) 改以美田邨巴士總站外的巴士站為總站。

(3) 更改路線編號為985。

詳情請參閱附錄23。

二零一五年度巴士路線計劃

九龍城區過海路線

建議實

施日期

路線

終點站

早上繁忙時段班

次(分鐘)

車輛分配

備註現行 建議 修改



附表2(第 1 頁，共 1 頁)

現行 建議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空調

單層

空調

雙層

2016年

第3季

E21A 東涌(逸東邨)-何文田(愛民邨) 12-20 10-20 0 9 0 10 0 +1 當有關路線的乘客量符合改善巴士服務的指引，巴士公司將安

排調配車輛以增加班次。

2016年

第2季

796P 日出康城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往

尖沙咀(麼地道) / 尖沙咀(廣東

道新港中心外)

上午共

五班#

下午共

三班

上午共

六班

下午共

四班

0 5# 0 6 0 1 (1) 於上午繁忙時段由第796X線調配資源增加一班班次。

(2) 於下午繁忙時段由第796X線調配資源增加一班班次。

詳情請參閱附錄16。

2016年

第2季

796X 日出康城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將軍澳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尖沙

咀東(康宏廣場)

7-25 8-25 0 10 0 9 0 -1 因應港鐵觀塘線延線投入服務，調整繁忙時段的班次。詳情請

參閱附錄16。

# 因應第796P號線於2015年第3季的服務調整

修改

二零一六年度巴士路線計劃

以九龍城區為終點站或途經九龍城區的巴士路線

建議

實施

日期

路線 終點站

早上繁忙時段

班次(分鐘)

車輛分配

備註
現行 建議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第第第第 1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2 頁頁頁頁  

 

 
 

九巴九巴九巴九巴路線路線路線路線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第第第第2A號線號線號線號線(新增第新增第新增第新增第2X號線號線號線號線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第第第第2A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A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樂華 – 美孚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7 - 10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彩福開：早上 5時 30分－午夜 12時 

美孚開：早上 5時 50分－凌晨 12時 45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 90%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18輛雙層巴士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的內容的內容的內容的內容 
 
• 為配合三彩區居民來往九龍西的需求，建議在第2A號線下增加3輛雙層巴士以開
辦特快巴士服務，由彩福開出，經九龍城天橋，特快直達旺角、長沙灣及美孚，

編號為第2X號線。同時，第2A號線的繁忙時間班次亦會輕微調整至每8 - 10分鐘
一班。 
 

• 第2X號線的建議行車路線如下： 
 

往美孚方向：彩榮路，天橋，彩霞路，振華道，牛頭角巴士總站，佐敦谷北道，

牛頭角道，天橋，觀塘道，太子道東，天橋，太子道西，天橋，荔枝角道，欽

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 
 
往彩福方向：長沙灣道，蝴蝶谷道，葵涌道，荔枝角道，彌敦道，旺角道，西

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天橋，亞皆老街，天橋，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

牛頭角道，振華道，彩霞路，天橋，彩榮路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A 2X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樂華 – 美孚 彩福 – 美孚 
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

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8 - 10分鐘 3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8 $6.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維持不變 (暫定) 
彩福開： 

早上 6時 30分－晚上 9時 30分 
美孚開： 

早上 9時－晚上 11時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21輛雙層巴士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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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公司建議新增以下巴士轉乘優惠，讓乘客以補差額方式使用第2X號線轉乘
九巴第2A、6D、14B、13X及28 號線，方便三彩區的居民前往更多其他目的地。 

 

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轉轉轉轉

乘優惠乘優惠乘優惠乘優惠

折扣折扣折扣折扣  
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  

2X 往美孚 $6.8 2A 往美孚 $5.8 $5.8 $6.8 

2A 往樂華  $5.8 2X 往彩福 $6.8 $5.8 $6.8 

2X 往美孚 $6.8 6D 往美孚 $5.8 $5.8 $6.8 

6D 往牛頭角  $5.8 2X 往彩福 $6.8 $5.8 $6.8 

2X 往美孚 $6.8 13X 往尖沙咀  $7.5 $6.8 $7.5 

13X 往寶達  $7.5 2X 往彩福 $6.8 $6.8 $7.5 

2X 往美孚 $6.8 14B 往藍田  $5.1 $5.1 $6.8 

14B 往牛頭角  $5.1 2X 往彩福 $6.8 $5.1 $6.8 

2X 往美孚 $6.8 28 往尖沙咀  $5.8 $5.8 $6.8 

28 往樂華  $5.8 2X 往彩福 $6.8 $5.8 $6.8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新增全日巴士路線以服務三彩一帶的居民，提供特快直達九龍市區的巴士服務。 
 

• 新增巴士轉乘優惠，讓乘客享受更便宜的車費前往目的地，擴大三彩的巴士網
絡。 
 

• 第2X號線能更直接快捷地往來九龍東(牛頭角、九龍灣) 及九龍西 (旺角、長沙
灣及美孚)，乘客較現時使用第2A號線節省約10-15分鐘。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A。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四季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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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2B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改為改為改為改為繁忙時間單向服務繁忙時間單向服務繁忙時間單向服務繁忙時間單向服務 
 
 
第第第第2B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B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竹園邨 - 長沙灣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20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4.9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竹園邨開: 早上 5時 40分 – 晚上 11時 30分 
長沙灣開: 早上 6時 15分 – 凌晨 12時 10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64% 
非繁忙時段載客率：22%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5 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2B號線與九巴其他路線(如第2F及7M號線)，載客率持續偏低，尢其是

非繁忙時間的平均載客率只有約22%。因此，建議第2B號線改為繁忙時間
單向服務，早上繁忙時間提供往長沙灣方向的服務，而下午繁忙時間則提

供往竹園邨方向的服務，班次調整為每30分鐘一班。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竹園邨 - 長沙灣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3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4.9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竹園邨開: 早上 6時 30分 – 早上 8時 30分 
長沙灣開: 下午 5時 30分 – 晚上 7時 30分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3 輛雙層巴士 

 
• 為照顧其他時段來往黃大仙及長沙灣的乘客需求，巴士公司建議新增以

下巴士轉乘優惠： 
•  

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轉乘優轉乘優轉乘優轉乘優

惠折扣惠折扣惠折扣惠折扣 
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 

7M 往 樂富  $3.8 2F 往 長沙灣  $5.8 $5.8 $3.8 

2F 往 慈雲山  $5.8 211 往 翠竹  $3.8 $3.8 $5.8 

來回程共  $9.6 (較第2B號線現時來回程收費[即共$9.8]節省$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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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更有效運用現有資源，減低巴士公司票價壓力。 
 

• 乘客使用新增的巴士轉乘優惠，可以便宜的車費往來竹園邨及長沙灣。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現時於早上6時30分至早上8時30分乘搭第2B號線往長沙灣，以及由下午5
時30分至晚上7時30分乘搭第2B號線往樂富的乘客(約830人, 20%-30%)將
不受影響。 

 
• 現時於上述時段以外乘搭第2B號線的乘客可使用以下替代服務： 

 
來往來往來往來往 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  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 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 

竹園 <> 橫頭磡 約 50人  

(<5%) 

7M $3.8 

竹園 <> 聯合道至長沙灣 約 1300人 

(30%-40%) 

7M > 2F 
2F > 211 

$3.8 / $5.8 

聯合道 <> 長沙灣  約 1150人 

(30%-40%) 

2F $5.8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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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2D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縮減班次縮減班次縮減班次縮減班次 
 
第第第第2D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D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東頭邨 - 澤安邨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2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4.9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東頭邨開: 早上 5 時 35 分 – 晚上 11 時 10 分 
澤安邨開: 早上 6 時 05 分 – 晚上 11 時 40 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46%  
非繁忙時段載客率：14%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3 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2D號線的載客率偏低，為善用巴士資源，建議縮減班次至每60分鐘一班。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東頭邨 - 澤安邨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早上 6 時 – 晚上 10 時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6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4.9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2 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改行定點班次，乘客可以更容易掌握班次的安排，亦可節省候車時間。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現有乘客仍可以繼續使用第2D號線，雖然班次改為每60分鐘一班，但由於開

出時間改為固定時間，乘客可較容易掌握班次。預計建議的班次的可載客量

仍可配合乘客需求。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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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重整重整重整重整第第第第 5C/5P/5X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第第第第5C/5P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5C 
 

5P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慈雲山(中) – 尖沙咀碼頭 
 

慈雲山(中) – 尖沙咀碼頭 

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

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5 -8 分鐘 15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8 
 

$5.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慈雲山(中) 開:  
早上 5時 35分 – 晚上 11時 40分 

彩雲開:  
早上 6時 20分 – 凌晨 12時 30分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慈雲山(中)開﹕ 

早上 7時 15分 – 早上 8時 
尖沙咀碼頭開﹕ 

下午 6時 – 晚上 8時 
 

乘客使用乘客使用乘客使用乘客使用

量量量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70%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98%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27 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有見來回慈雲山與尖沙咀的快捷巴士服務受居民歡迎，現建議加強來往兩

地的巴士服務，在星期一至五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開設特快巴士服務（編

號為第5X號線），於土瓜灣與九龍城之間不停站，直達慈雲山／尖沙咀。 
 

• 建議第5X 號線的行車路線： 
 
往尖沙咀碼頭：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毓華街，雲華街，崇華街，

雙鳳街，鳳德道，蒲崗村道，彩虹道，天橋，太子道東，馬頭涌道，馬頭

圍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 
 
往慈雲山(中)：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天橋，漆咸道北，東九龍走廊，啟
德隧道，宋皇臺道，馬頭涌道，天橋，太子道東，彩虹道，蒲崗村道，慈

雲山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惠華街  
 

• 第5C 及5P號線的班次及服務時間亦會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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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5C 5P 5X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慈雲山(中) – 

 尖沙咀碼頭 
慈雲山(中) -  
尖沙咀碼頭 

慈雲山(中) -  
尖沙咀碼頭 

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

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6 -8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8 $5.8 $6.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維持不變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暫定) 

早上 7時 15分 –  
早上 8時 
下午 6時 –  
晚上 7時 30分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暫定) 
早上 7時 20分 –  
早上 7時 50分 
下午 6時 20分 –  
下午 6時 50分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29 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為乘客提供更快捷地來往尖沙咀及慈雲山的巴士服務，行車路線更為直

接，行車時間較現時乘搭第5C號線節省約 10-15 分鐘。 
 

• 第5C、5P及5X號線系列的巴士服務將整體增加了兩輛巴士行走。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第5P號線於下午繁忙時段班次將減少兩班，有關乘客可乘搭第5C號線或使

用更快捷的第5X號線前往目的地。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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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調整第調整第調整第調整第7號線及取消九巴第號線及取消九巴第號線及取消九巴第號線及取消九巴第208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7 208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樂富 – 尖沙咀碼頭 廣播道 – 尖沙咀東 
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 
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12 分鐘 20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4.9 $8.1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樂富開:  

早上 5時 30分 – 晚上 11時 40分 
尖沙咀碼頭開:  

早上 6時 25分 – 凌晨 12時 30分 

廣播道開﹕ 
早上 5時 40分至晚上 10時 50分 

尖沙咀東開﹕ 
早上 6時 20分至晚上 11時 20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64% 
非繁忙時間載客率：21%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44% 
非繁忙時間載客率：22%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10 輛雙層巴士 6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208 號線的乘客量持續處於偏低水平，繁忙時段的載客率不足四成，而非繁忙時
段的載客率更低至兩成。因此建議取消第208號線的服務。 

 

• 與此同時，建議將第7 號線的終點站由尖沙咀碼頭改為尖沙咀東，並增加1輛雙層
巴士行走。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7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樂富 – 尖沙咀東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2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4.9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往尖沙咀東： 

橫頭磡東路，富美街，鳳舞街，杏林街，聯合道，窩打老道，彌

敦道，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康達徑 
 
往樂富： 
科學館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窩打老

道，多實街，德雲道，歌和老街，窩打老道，聯合道，橫頭磡東

路，橫頭磡南路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11 輛雙層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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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公司將新增以下巴士轉乘優惠，讓乘客可繼續來往尖沙咀碼頭： 

 
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轉乘優轉乘優轉乘優轉乘優

惠折扣惠折扣惠折扣惠折扣 
總收總收總收總收

費費費費 
建議議議議轉轉轉轉

乘乘乘乘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7 往尖沙咀東 $4.9 2 往尖沙咀碼頭 $4.9 $4.9 $4.9 彌敦道 

2 往蘇屋 $4.9 7 往樂富 $4.9 $4.9 $4.9 彌敦道 
 

• 巴士公司建議新增以下巴士/專線小巴轉乘優惠，讓乘客可繼續由廣播道及喇沙利
道一帶來往油麻地至尖沙咀： 
 

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轉乘轉乘轉乘轉乘

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折扣折扣折扣折扣 
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轉乘轉乘轉乘轉乘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專線小巴

第29A號 
往九龍塘 $4.5 

九巴 
第7號 

往尖沙

咀東 
$4.9 $1.3 $8.1 聯合道 

九巴 
第7號 

往樂富 $4.9 
專線小巴 
第29A號 

往廣播

道 
$4.5 $1.3 $8.1 聯合道 

專線小巴

第25M號 
往東頭邨 $4.3 九巴第1號 

往尖沙

咀碼頭 
$5.8 $2.0 $8.1 

聯合道 
(九龍城)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每日可減少約90班巴士服務行走彌敦道及窩打老道，有助紓緩油尖旺區繁忙路段
的交通擠塞情況及空氣污染問題，並可善用路面空間和巴士資源。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現時208 號線來往窩打老道及尖沙咀的乘客(約800人，40%-50%) 可改乘7號線。 

 
• 其他208 號線乘客可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如專線小巴來往廣播道及喇沙利道(約

340人，10%-20%)。 
 

• 其他來往廣播道及喇沙利道來往油麻地至尖沙咀的乘客可利用新增的新增巴士/專
線小巴轉乘優惠(約700人，30%-40%)。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B。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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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第第第第 9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第第第第9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9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坪石 - 尖沙咀碼頭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坪石開: 早上 5時 35分 – 晚上 11時 45分 
尖沙咀碼頭開: 早上 6時 20分 – 凌晨 12時 30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75% 
非繁忙時段載客率：32%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10 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現時 ，第9號線於早上7時25分及早上7時40分有兩班由彩福開往尖沙咀碼
頭的特別班次。為配合彩福一帶的乘客需求，建議將第9 號線全日延長至
彩福。 

 
• 第9號線途經多個繁忙路段，行車時間及班次穩定性均容易受路面交通擠塞
情況而影響。因應受延長路線及改善服務穩定性，建議第9號線改行太子道
東，不經彩虹道，並把總站由尖沙咀碼頭改為尖沙咀東(麼地道)。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9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彩福 - 尖沙咀東(麼地道)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20 分鐘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暫定) 

彩福開: 早上 5時 30分 – 晚上 11時 30分 
尖沙咀碼頭開: 早上 6時 20分 – 凌晨 12時 20分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8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往尖沙咀麼地道：彩榮路，彩興路，彩興里，新清水灣

道，清水灣道，太子道東，亞皆老街，彌敦道，梳士巴

利道 
 
往彩福：梳士巴利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新填地街，

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道

東，觀塘道，彩石里，彩榮路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9 輛雙層巴士 

 
• 因應第9號線改道，抽調1輛雙層巴士改為行走第203E號線，加強服務以照
顧來往彩虹道及旺角/油麻地一帶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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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巴士轉乘優惠： 

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轉乘優轉乘優轉乘優轉乘優

惠折扣惠折扣惠折扣惠折扣 
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 

11 往 九龍站  $5.1 5/9 往 尖沙咀  $5.8 $5.1 $5.8 

5/9 往 富山/彩福  $5.8 11 往 鑽石山  $5.1 $5.1 $5.8 

21 往 紅磡  $4.9 9 往 尖沙咀  $5.8 $4.9 $5.8 

9 往 彩福  $5.8 21 往 彩雲  $4.9 $4.9 $5.8 

9 往 尖沙咀  $5.8 1 往 尖沙咀碼頭 $5.8 $5.8 $5.8 

1 往 竹園  $5.8 9 往 彩福  $5.8 $5.8 $5.8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三彩區乘客將可享有全日來往黃大仙及油尖旺區的服務。 
 

• 善用資源以配合實際乘客需求，擴大第9號線的服務範圍，讓乘客可以前往更
多新服務地點，同時調撥重整後的資源加強第203E 號線，照顧乘客需求。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來往來往來往來往 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 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 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 
坪石/ 亞皆老街/ 彌敦道 <>  彌敦道 約 3100人 

(30%-40%) 
9 $5.8 

彩虹道 <> 彌敦道 約 800人 
(<10%) 

21 <> 9 $5.8 

彩虹道 <> 尖沙咀碼頭 約 100人 
(<5%) 

5 $5.8 

彩虹道 / 新蒲崗 <>  亞皆老街至彌
敦道(佐敦道以北) 

約 1400人 
(10%-20%) 

203E $5.8 

坪石至彩虹道 <>  坪石至彩虹道 約 400 人 
(<5%) 

10, 11, 21 $4.9-5.1 

彩虹/黃大仙/東頭村 <>  亞皆老街
至彌敦道/尖沙咀碼頭 

約 1500人 
(10%-20%) 

11 <> 5 / 9 $5.8 

坪石至亞皆老街 <>  香港文化中心 
/ 尖沙咀碼頭 

約 300 人 
(<5%) 

9 <> 1 $5.8 

彌敦道 <> 香港文化中心 / 尖沙咀
碼頭 

約 400 人 
(<5%) 

1, 2, 6 $4.9-5.8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C。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7 
第第第第 1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2頁頁頁頁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第第第第 10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第第第第10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10號線的行車路線非常迂迴，全程共有47個分站，而行車時間長達110 分
鐘。此外，上述號線途徑旺角及太子多條交通繁忙的路段，容易受路面交通擠

塞而影響其班次穩定性，減低該路線對乘客的吸引力。 
 

• 因此，建議第10號線往彩雲方向服務改行界限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及彩虹
道，以縮短行車時間。 

 
• 此外，為提升班次穩定性及方便乘客掌握候車時間，建議第10號線的改行定點
班次，並於旺角柏景灣設立定時點，方便乘客預計開車時間。 

 
• 有關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彩雲 - 大角咀(循環線)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4.9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清水灣道，龍翔道，彩虹道，斧山道，鳳德道，蒲崗村

道，彩虹道，沙田坳道，東頭村道，聯合道，東寶庭道，

嘉林邊道，衙前圍道，蘭開夏道，窩打老道，麗翔道，海

泓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櫸樹街，晏架街，槐樹街，福

全街，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界限

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蒲崗村道，鳳德道，

斧山道，龍翔道，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豐盛街，清水

灣道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7 輛雙層,  2輛單層巴士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10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彩雲 - 大角咀(循環線)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2 -15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4.9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早上 6時正 － 晚上 11時 45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57% 

非繁忙時段載客率：26%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7 輛雙層巴士 及 2輛單層巴士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7 
第第第第 2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2頁頁頁頁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改行定點班次，乘客可以更容易掌握班次的安排，亦可節省候車時間。 

 
• 行車路線更直接，節省行車時間，讓乘客更便捷地使用巴士服務由大角咀/旺
角一帶前往九龍城及黃大仙區。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現時於喇沙利道、衙前圍道及樂善道沿路分站上落的乘客 (每日約700人 , 
14% )，可前往界限街、太子道西及太子道東的分站乘坐第 10號線。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D。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8 
第第第第1頁頁頁頁，，，，共共共共2頁頁頁頁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11D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改為繁忙時間單向服務改為繁忙時間單向服務改為繁忙時間單向服務改為繁忙時間單向服務 

 
 
第第第第11D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11D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樂富 - 觀塘碼頭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2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1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樂富開: 早上 5時 40分 – 午夜 12時 
觀塘碼頭開: 早上 6時 10分 – 凌晨 12時 30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 64% 
非繁忙時段內的載客率：23%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4 輛雙層巴士 及  
1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11D號線非繁忙時間載客率偏低，為善用巴士資源，建議改為繁忙時間

單向服務，早上繁忙時間提供往觀塘方向的服務，而下午繁忙時間則提供

往樂富方向的服務。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樂富 - 觀塘碼頭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2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1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樂富開: 早上 7時 – 早上 9時 
觀塘碼頭開: 下午 5時 – 晚上 7時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3 輛雙層巴士 

 
• 為照顧其他時段來往樂富及觀塘的乘客需求，巴士公司建議新增以下巴

士轉乘優惠： 
 

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轉乘優轉乘優轉乘優轉乘優

惠折扣惠折扣惠折扣惠折扣 
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總收費 

11B 往 觀塘  $5.1 26A* 往 觀塘碼頭 $4.9 $4.9 $5.1 

26A* 往 彩虹  $4.9 11B 往 九龍城  $5.1 $4.9 $5.1 

11B 往 九龍城  $5.1 11K 往 竹園  $5.1 $5.1 $5.1 

11K 往 紅磡  $5.1 11B 往 觀塘  $5.1 $5.1 $5.1 
*26A為建議23和26M合併後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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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頁頁頁頁，，，，共共共共2頁頁頁頁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更有效運用現有資源，提升巴士網絡的營運效率，減低巴士公司的票價壓
力。 

• 有助紓緩繁忙路段(如觀塘道)的交通擠塞情況及空氣污染問題，並可善用
路面空間、巴士資源。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現時於早上7時至早上9時乘搭第11D 號線往觀塘碼頭，以及由下午5時至
晚上7時往樂富的乘客 (約870人) 將可繼續乘搭第11D號線的服務。 
 

• 而現時於上述時段以外乘搭第11D號線的乘客 (約3400人)，在新設的轉乘
優惠下，乘搭以下建議的路線到達目的地，且總車費維持在第11D號線現
有車費水平： 

 
來往來往來往來往 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 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 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 

樂富至太子道西 <> 太子道西 約 190人 

(<10%) 

11K $5.1 

太子道東至觀塘道 <> 太子道東
至觀塘道 

約 1030人 

(20%-30%) 

11B $5.1 

太子道西至觀塘道 <> 觀塘碼頭 約 310人 

(<10%) 

11B <> 26A $5.1 

樂富至太子道西 <> 太子道東至
觀塘道 

約 1600人
(40%-50%) 

11K <> 11B $5.1 

樂富 <> 聯合道 約 250人 

(<10%) 

11K $5.1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9 
第第第第 1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1頁頁頁頁 

九巴新路線建議九巴新路線建議九巴新路線建議九巴新路線建議－－－－開辦開辦開辦開辦第第第第16X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 
 
• 建議新增第16X號線，於早上繁忙時段提供一班由藍田(經碧雲道及觀塘繞道)

直達旺角的特快巴士服務。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16X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藍田(廣田邨) 往 旺角(柏景灣)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早上繁忙時間 1 班車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7.5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往旺角(柏景灣)： 

經碧雲道，連德道，將軍澳道，觀塘繞道，太子道東，亞

皆老街，櫻桃街，海泓道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1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新路線改行觀塘繞道，行車路線更為直接，讓藍田半山一帶的居民更方便快捷
地直達旺角。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E。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10 
第第第第 1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2頁頁頁頁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28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更改終點站更改終點站更改終點站更改終點站 

 
第第第第28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8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樂華 - 尖沙咀東(麼地道)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8 - 1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樂華開: 早上 5時 40分 – 晚上 11時 40分 
尖沙咀東(麼地道)開: 早上 6時 20分 – 凌晨 12時 30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 92%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14 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現時第28 號線於尖沙咀東的行車路線十分迂迴，來回程均需駛經梳士巴利道兩
次以前往尖沙咀碼頭，容易受尖東一帶的路面交通擠塞而影響班次穩定性。因

此，建議將該路線改以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為終點站。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樂華 - 尖沙咀碼頭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8 - 1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樂華開: 早上 5時 40分 – 凌晨 11時 40分 
尖沙咀碼頭開: 早上 6時 20分 – 凌晨 12時 30分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往尖沙咀碼頭： 
樂華邨通道，振華道，牛頭角巴士總站，佐敦谷北道，牛頭

角道，天橋，啟祥道，天橋，啟福道，啟德隧道，新山道，

土瓜灣道，馬頭圍道，機利士北路，鶴園街，漆咸道北，漆

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天星碼頭巴士總站 
 
往樂華： 
天星碼頭巴士總站，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

徑，康莊道，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

太子道東，觀塘道，牛頭角道，振華道，樂華邨通道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行車路線更為直接，減輕受尖東一帶的路面交通擠塞的影響，有助改善服務穩
定性。 

 
• 避免在尖東一帶繁忙地區造成的不必要交通負荷，有助改善交通擠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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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現時於尖沙咀東(麼地道)巴士總站上落的乘客(每日約280人, 2%) 可改為使用漆
咸道南近麼地道的新增巴士站。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F。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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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28B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第第第第28B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8B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彩福 － 啟業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1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 早上 6時 30分－晚上 10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早上 7時－晚上 9時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 63% 

非繁忙時段載客率：22%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6 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為配合啟德新發展區的發展，建議延長第28B號線由啟業至啟德(啟晴邨)，
擴大巴士網絡的服務範圍。 
 

• 配合路線延長及照顧乘客需求，增加一輛單層巴士行走。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彩福－啟德(啟晴邨)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1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往彩福： 
沐虹街，沐翠街，宏照道，常悅道，常怡道，天橋，牛頭

角道，康寧道，物華街，協和街，康寧道，振華道，*(牛
頭角巴士總站，佐敦谷北道，)彩霞路，天橋，彩榮路 
 
往啟德(啟晴邨)： 
彩榮路，天橋，彩霞路，振華道，康寧道，協和街，同仁

街，裕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天橋，常怡道，宏照

道，沐翠街，承啟道，沐虹街 
 
*只於下午三時後改行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7 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擴大巴士服務範圍，新增連接三彩/觀塘及啟德發展區的巴士服務，同時亦
讓麗晶花園的居民便用便捷的巴士服務。 
 

• 有效運用現有巴士資源，提升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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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現有乘客可繼續使用第28B號線，不會受到影響。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G。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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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九巴九巴九巴重組重組重組重組服務建議服務建議服務建議服務建議 –第第第第203S號號號號線線線線縮減班次縮減班次縮減班次縮減班次 

 
第第第第203S號號號號線線線線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路路路線線線線 203S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站站站站 澤安 往 尖沙咀東(麼地道)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早上7時30分 及 早上8時正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8.1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兩個班次平均載客率: 40%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2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203S號線於早上繁忙時段提供兩班由澤安至尖沙咀的特別班次。現時該兩個班

次平均每班只有約20至40名乘客，因應乘客量偏低，建議合併兩個班次，改為只
提供一班由早上7時45分於澤安開出的班次。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有效運用巴士資源，減輕低載客量巴士在繁忙地區(如彌敦道)造成的交通負荷，有
助改善交通擠塞情況。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所有乘客可以繼續使用第203S號線。預計該班車的載客率約為80%，仍足夠照顧乘

客需求。 

 
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四季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13 
第第第第 1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2頁頁頁頁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224X 號線改道號線改道號線改道號線改道繞經繞經繞經繞經啟德啟德啟德啟德 

 
第第第第 224X 號號號號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的的的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24X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啟業 - 尖沙咀東(循環線)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2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7.5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  
早上 6 時 30 分 至 早上 10 時 30 分  及  

下午 3 時正 至 晚上 9 時正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率：56%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5 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現時第224X 號線主要為啟業及麗晶花園一帶的居民提供來往尖沙咀東的

巴士服務，惟載客率一直持續偏低。 
 

• 為配合啟晴邨及德朗邨的住宅項目的發展及善用巴士資源，建議將第

224X 號線繞經啟德新發展區。 
 

• 第224X號線的現有收費及服務時間維持不變。巴士公司亦會於實施路線

改動及班次調整後，密切監察乘客需求的變化，並按指引考慮加強服務

的可行性。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啟業 - 尖沙咀東(循環線)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20 分鐘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啟業巴士總站，宏照道，沐翠街，承啟道，沐虹街，

沐翠街，宏光道，啟祥道，天橋，啟福道，啟德隧

道，東九龍走廊，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梳士巴利

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東九

龍走廊，啟德隧道，啟祥道，宏光道，啟華街，啟成

街，承啟道，沐翠街，宏照道，啟業巴士總站 
 

• 建議新增巴士站：往尖沙咀方向: 啟德(啟晴邨) 
 往啟業方向: 啟華街 宏天廣場外 及 啟德 (德朗邨))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配合啟晴及德朗邨一帶的地區發展而新增的乘客需求，為居民提供直接前

往尖沙咀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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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由由由由 至至至至 受影響受影響受影響受影響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替代巴士站替代巴士站替代巴士站替代巴士站 /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尖沙咀 宏天廣場對面 約 40 人 

(2%) 

改為使用新增於啟華街宏天

廣場外新增的巴士站下車 

尖沙咀 啟禮道 /  

麗晶商場對面 

約 380 人  

(20%) 

改為使用麗晶花園第 8 座對

面的巴士站下車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H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4 
第1頁，共2頁 

 
 

 
九巴服務重組建議九巴服務重組建議九巴服務重組建議九巴服務重組建議─第第第第85B線線線線更改更改更改更改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第第第第85B線線線線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路路路線線線線 85B 
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 秦石─九龍城碼頭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20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6.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秦石 開： 

上午5時30分至下午11時40分 
 

九龍城碼頭 開： 
上午6時20分至凌晨12時30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乘客率：60% 
非繁忙時段乘客率：24%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7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85B線於九龍區的行車路線與第85完全相同，服務範圍重叠，非繁忙方向乘客量

偏低，非繁忙時間每班車平均不足30名乘客 

� 建議將第85B線改為只於繁忙時段單向行走，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85B 
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 秦石─九龍城碼頭 
繁忙時段班次繁忙時段班次繁忙時段班次繁忙時段班次 20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6.8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秦石 開： 
早上6時40分至早上9時 

 
九龍城碼頭 開： 

下午4時至下午7時20分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5輛雙層巴士 

 
八達通巴士轉乘計劃 

� 秦石的乘客可以選乘281M/ 87B/ 82K大圍轉乘85號線：總車資為$6.8。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減低獅子山隧道及附近道路的負荷，減少交通擠塞 

� 非繁忙時段乘客可使用其他區內接駁線於大圍/世界花園站轉乘路線85，綜合班次比

現時85B更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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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於繁忙時間，乘客可繼續選乘第85B線往九龍城碼頭（早上）及秦石（下午）。於非繁

忙時間： 
 
往 九龍城碼頭方向： 

由 至 乘客人數 現時車費 直接替代路

線 
替代路線收

費 

沙田區內 沙田區內 10 
(<5%) 

$6.8 281M $5.1 

九龍區內 九龍區內 170 
(<5%) 

$6.4 85 $6.4 

 
由 至 乘客人數 現時車費 轉乘組合 轉乘組合收

費 

秦石 九龍城  100 
(<5%) 

$6.8 
281M/87B/82K 

> 85 
$6.8 

顯徑 九龍城 420 
(5-10%) 

$6.8 
281M/87B > 

85 
$6.8 

 
 
往 秦石方向： 

由 至 乘客人數 現時車費 直接替代路

線 
替代路線收

費 

九龍區內 九龍區內 130 
(<5%) 

$6.8 85 $6.8 

九龍城 新翠 40 
(<5%) 

$6.8 85 $6.8 

沙田區內 沙田區內 40 
(<5%) 

$5.8 281M $5.1 

 
由 至 乘客人數 現時車費 轉乘組合 轉乘組合收

費 

九龍城 顯徑 390 
(5-10%) 

$6.8 
85 > 

281M/87B/82K 
$6.8 

九龍城 秦石 70 
(<5%) 

$6.8 
85 > 

281M/87B 
$6.8 

 
 
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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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巴服務重巴服務重巴服務重巴服務重組組組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281M號線號線號線號線更改行車路線更改行車路線更改行車路線更改行車路線更班次更班次更班次更班次 
 
第第第第281M線線線線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81M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站站站站 新田圍─九龍塘（沙福道） 
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10/15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1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新田圍開：上午5時30分至凌晨12時正 

九龍塘（沙福道）開：上午6時05分至凌晨12時25分 

乘客使用乘客使用乘客使用乘客使用量量量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乘客率：45% 
非繁忙時段乘客率：約10%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4輛雙層巴士，1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本線現時來回方向均要繞經顯徑巴士總站，行車路線迂迴，建議精簡行車路線，不

經顯徑巴士總站。 

� 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81M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站站站站 新田圍─九龍塘（沙福道） 
繁忙時段繁忙時段繁忙時段繁忙時段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10/15分鐘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新田圍 開： 

新田圍邨連接路、沙田頭路、車公廟道、顯徑街、富健街、田心

街、紅梅谷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歌和

老街、根德道、沙福道、添福道 
 

九龍塘(沙福道) 開： 
沙福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道、

田心街、富健街、顯徑街、車公廟道、沙田頭路、新田圍邨連接

路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5.1（不變）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新田圍開：上午5時30分至凌晨12時正 

九龍塘(沙福道)開：上午6時05分至凌晨12時25分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4輛雙層巴士，1輛單層巴士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好處好處好處好處 
 
� 車程更直接，來往九龍塘、隆亨及新田圍、名城及大圍的乘客的車程較現有路線快

約3-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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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受影響的約900名乘客，可改為使用位於顯徑街或車公廟道的巴士站。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I 
 
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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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巴服務重巴服務重巴服務重巴服務重組組組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開辦開辦開辦開辦第第第第87E號號號號線線線線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因應烏溪沙地區人口增加，建議增設87D號線的早上特別班次（編號為87E號線）。

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87E 
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 泥涌→尖沙咀(中間道)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泥涌 開： 

暫定上午7時40分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泥涌開： 

西沙路、馬鞍山繞道、西沙路、烏溪沙路、耀沙路、彩沙街、

耀沙路、烏溪沙路、迴旋處、西沙路、馬鞍山繞道、馬鞍山

路、大老山公路、沙瀝公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

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太子道西、彌敦道（近中間道） 
全程收費全程收費全程收費全程收費(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12.7 

 
分段收費分段收費分段收費分段收費 
(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過獅子山隧道後往尖沙咀：$6.4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一輛雙層巴士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好處好處好處好處 
 
� 為泥涌及鳥溪沙的乘客提供一條往尖沙咀的特快路線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J 
 
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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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93K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因93K線非繁忙時間的載客率偏低，而且沿線亦有大量更直接或價錢更便
宜的代替服務，因此建議將93K 線改為繁忙時間單向服務。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寶林 - 旺角東站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2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8.9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寶林開: 上午 6時 30分 – 上午 9時正 
旺角東站開: 下午 5時正 – 下午 8時正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8輛雙層巴士 
 

• 可使用巴士轉乘優惠： 
 

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轉乘轉乘轉乘轉乘

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折扣折扣折扣折扣 

總收總收總收總收

費費費費 

98A 往 觀塘 $6.1 14 
往 中港碼
頭 

$6.8 $4.2 $8.7 

14 往 油塘 $6.8 98A 往 坑口 $6.1 $4.2 $8.7 

11 往 九龍站 $5.1 6C 往 美孚 $5.8 $4.2 $6.7 

6C 往 九龍城 $5.8 11 往 鑽石山 $5.1 $4.2 $6.7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93K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寶林 - 旺角東站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2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8.9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寶林開: 上午 5時 30分 – 凌晨 12時正 
旺角東站開: 上午 6時正 – 凌晨 12時 10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載客率： 61% 
非繁忙時間載客率：24%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12輛雙層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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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更有效運用現有資源，提升路線的表現。 

 
• 減輕繁忙路段(如觀塘道、馬頭圍道、彌敦道)的擠塞情況。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現有非繁忙時段(每日約5400 人) 使用93K： 

 
來往來往來往來往 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 

 

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 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 

寶林至觀塘 <> 寶林至觀塘 約 1000人(10-

20%) 

98A $6.1 

寶林至觀塘 <> 牛頭角至紅磡 約 1900人 

(20-30%) 

98A <> 14 $8.7 

牛頭角至紅磡 <>牛頭角至紅磡 約 700人(<10%) 14 $6.8 

寶林 <> 油麻地/旺角 約 200人(<10%) 95 <> 296M  $8.3 

翠林至秀茂坪 <>油麻地 / 旺角 約 450人(<10%) 95 $7.4 

觀塘至九龍城 <>油麻地 / 旺角 約 400人(<10%) 1A $7.2 

土瓜灣/紅磡 <> 油麻地 / 旺角 約 700人(<10%) 11 <> 6C $6.7 

油麻地/旺角 <> 油麻地 / 旺角 約 60人(<10%) 6C /6F $4.9 - 
5.8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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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98S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98S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日出康城 - 美孚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10.5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日出康城開: 
上午 6時 50分、上午 7時 10分、 
上午 7時 30分及上午 7時 50分 

 
美孚開: 

下午 5時 50分、下午 6時 10分、 
下午 6時 35分及下午 7時正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載客率：60%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為配合日出康城及峻瀅的住宅發展，建議將其中一班98S 線(暫定上午6時

50分班次)的起點由日出康城改為石角路近峻瀅開出 (視乎道路測試)。  
 

• 建議行車路線：石角路，環保大道，環澳路，迴旋處，環澳路，環保大
道，蓬萊徑，蓬萊路，環保大道，廻旋處，昭信路，寶寧路，常寧路，

重華路，培成路，坑口鐵路站公共交通交匯處，名成街，常寧路，寶寧

路，寶琳北路，寶豐路，寶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

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觀塘繞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亞皆老街，

彌敦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方便日出康城及峻瀅的居民，來往九龍各區。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沒有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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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重組建議九巴服務重組建議九巴服務重組建議九巴服務重組建議─第第第第270S號線號線號線號線更改行車路線更改行車路線更改行車路線更改行車路線 

 
第第第第270S線線線線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70S 
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 尖東（麼地道）→上水（翠麗花園）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25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18.4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尖東（麼地道）開： 
凌晨12時45分至凌晨2時正（星期六及日加開凌晨2時30分的班次）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內的乘客率：38%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270S號線於新增彌敦道碧街及奶路臣街分站後，此兩站更近旺角市中心，廣受乘

客歡迎。 

� 唯現時第270S號線走線迂迴，沿彌敦道到亞皆老街後需折返上海街及窩打老道往北

區。 

� 建議優化第270S號線行車路線，亞皆老街後改經青沙公路，車程更快捷，可節省約

10分鐘。 

� 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70S 
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起紇站 尖東（麼地道）→上水（翠麗花園） 
繁忙時段繁忙時段繁忙時段繁忙時段

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不變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尖東（麼地道） 開： 
麼地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櫻桃街、迴

旋處、櫻桃街、連翔道、青沙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沙

田段）、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支路、百和路、置福圍、百和路、

清曉路、清河邨公共交通交匯處、清曉路、百和路、掃管埔路、新

運路、龍琛路、天平路、鳳南路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18.4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不變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車程更直接，較現有路線快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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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 受影響的約30名於窩打老道登車的乘客，可改為使用位於彌敦道近碧街或旺角奶路

臣街的巴士站繼續乘搭第270S號線。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K 
 
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目標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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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第第第 296C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延伸行車路線延伸行車路線延伸行車路線延伸行車路線 

 
第第第第 296C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現時服務詳情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第296C 號線路線迂回，行車時間長達60分鐘，而且途經多個繁忙路段，
容易受路面擠塞影響班次及行車時間。 
 

• 因此，建議將路線改行九龍城天橋及亞皆老街天橋，加快行車時間，並
將終點站改為長沙灣，以擴大服務範圍。 
 

• 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96C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尚德 – 長沙灣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8.3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往長沙灣： 

尚德巴士總站通道，唐明街，寶順路，將軍澳隧道公

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天橋，

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觀塘道下通道，觀塘

道，天橋，觀塘道，太子道東，天橋，亞皆老街，天

橋，亞皆老街，彌敦道，長沙灣道，甘泉街，長順街 
 
往尚德： 
長順街，大南西街，長沙灣道，興華街，荔枝角道，彌

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天橋，亞皆老街，

天橋，太子道東，觀塘道，天橋，觀塘道，觀塘道下通

道，觀塘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

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天橋，寶順路，唐明

街，往尚德巴士總站通道 
車車車車輛數目輛數目輛數目輛數目 10 輛雙層巴士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296C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尚德 - 深水埗(東京街)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15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8.3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尚德開: 上午 5時 50分 至 晚上 11時 20分 
深水埗(東京街)開: 上午 7時正 至 凌晨 12時 20分 

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乘客使用量 最繁忙一小時載客率： 74% 
非繁忙時間載客率：26%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10 輛雙層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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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巴士轉乘優惠： 

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第一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第二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轉乘轉乘轉乘轉乘

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折扣折扣折扣折扣 

總收總收總收總收

費費費費 

296A 往 觀塘 $5.1 16 往 旺角 $6.8 $4.2 $7.7 

16 往 藍田 $6.8 296A 往 尚德 $5.1 $4.2 $7.7 

296C 
往 長沙
灣 

$8.3 212 往 深水埗 $5.1 $5.1 $8.3 

212 往 黃埔 $5.1 296C 往 尚德 $8.3 $5.1 $8.3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更有效運用現有資源，擴大服務範圍，提升路線的表現。 
 

• 大部份現時第296C號線乘客可以更快捷地來往 將軍澳/九龍東 及 旺角/深
水埗/長沙灣。 
 

• 減輕繁忙路段 (如九龍城迴旋處及亞皆老街) 的擠塞情況。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來往來往來往來往 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受影響人數 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替代服務 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新收費 

尚德 <> 九龍城亞皆老街 約 540人
(<10%) 

296A <> 16 $7.7 

觀塘道至九龍城亞皆老街 <>  
九龍城亞皆老街 

約 300人
(<10%) 

2A, 13D, 16 $5.8 - 6.8 

九龍城亞皆老街 <> 旺角至深水埗 約 220人
(<10%) 

2A, 98C $5.8 - 6.9 

尚德至觀塘道 <> 東京街 約 300人
(<10%) 

296C <> 212 $8.3 

太子道東至長沙灣 <>東京街 約 110人
(<10%) 

2A, 18, 212 $4.9 - 5.8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L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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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新巴新巴新巴服務重整建議服務重整建議服務重整建議服務重整建議––––第第第第 796P 及及及及 796X 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796P 796X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日出康城–  

尖沙咀（麼地道/ 
廣東道）  

日出康城/將軍澳站–  
尖沙咀東（康宏廣場）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由日出康城開出：  
星期一至六  

上午七時二十分，  
七時四十分及  

八時零五分  

由將軍澳站開出：  
星期一至六  

上午五時二十五分至上午九時  
 

由日出康城開出：  
星期一至五  

上午六時五十五分至下午十一時四十分  
星期六  

上午七時二十五分至下午十一時四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五時二十分至下午十一時四十分  
 

由尖沙咀東開出：  
每日  

上午六時二十五分至凌晨十二時四十分  
上午繁忙上午繁忙上午繁忙上午繁忙  
時段時段時段時段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3班  7 - 25分鐘  

車費車費車費車費  $7.5 $7.5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三輛空調雙層巴士  十輛空調雙層巴士  

 
建議的背景建議的背景建議的背景建議的背景  

 
� 第796P號線現時僅於上午七時二十分至上午八時零五分的45分鐘內提供往九

龍方向的單向服務。由於日出康城及將軍澳南人口持續增長，居民在其他時段

對該路線的需求亦會有相應的增長，當中包括現時第796P號線並未提供的傍晚

回程服務。  
 
� 另外，由於港鐵觀塘線延線會直接連接將軍澳（南）及紅磡南，當觀塘線延線

投入服務後，使用第796X號線來往該兩區之交通需求應將會下降。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為善用資源以配合乘客的實際需要，建議分兩階段重整第796P及796X號線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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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 在星期一至五上午繁忙時段加開 2 班第 796P 號線前往尖沙咀的服務，並延長

服務時段；及  
� 星期一至五下午繁忙時段增設 3 班第 796P 號線回程服務，由尖沙咀中國客運

碼頭開出，經彌敦道開往將軍澳南至日出康城。  
 

第二階段（港鐵觀塘線延線啟用後）  
� 星期一至五上午繁忙時段，由第 796X 號線調配車輛，加開 1 班第 796P 號線前

往尖沙咀的服務；   
� 星期一至五下午繁忙時段，加開 1 班第 796P 號線往將軍澳方向的回程服務；

及  
� 因應第 796P 號線加強服務及港鐵觀塘線延線啟用，第 796X 號線上午繁忙時段

由將軍澳開出班次將由 7–25 分鐘調整至 8–25 分鐘，下午繁忙時段由尖沙咀

開出班次將由 10–12 分鐘調整至 12–13 分鐘，所騰出的車輛將調配予第 796P
號線。  
 

第 796P 號線的建議服務詳情如下: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日出康城–尖沙咀（中國客運碼頭）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由日出康城公共運輸交匯處往尖沙咀（新港中心）  
（不變）  
由尖沙咀（中國客運碼頭）往日出康城公共運輸交匯處：經廣東道，

佐敦道，D1A(S)路，匯翔道，廣東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加士

居道，漆咸道北，東九龍走廊，啟德隧道，啟福道，觀塘繞道，將

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支路，寶順路，迴旋處，

景嶺路，翠嶺路，寶順路，迴旋處，唐明街，唐俊街，寶邑路，迴

旋處，寶邑路，環保大道，環澳路，迴旋處，環澳路，環保大道及

康城路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由日出康城開出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星期一至五：上午約七時二十分至八時二十分（暫定）  
星期六：上午七時二十分至八時零五分（不變）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星期一至五：上午約七時十五分至八時三十分（暫定）  
星期六：上午七時二十分至八時零五分（不變）  

 
由尖沙咀開出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星期一至五：下午約五時五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暫定）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星期一至五：下午約五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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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第一階段：共五班  
第二階段：共六班  

車費車費車費車費  $7.5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六輛空調雙層巴士（上午班次）  
四輛空調雙層巴士（下午班次）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將軍澳（南）及日出康城之居民於上午及下午繁忙時間均可享有服務時間和覆蓋皆

更全面之巴士服務往來尖沙咀。  
 
� 透過重新調配現有資源，提供更切合乘客需求的專營巴士服務。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M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第一階段：二零一五年第三季 
第二階段：預計為二零一六年第二季（視乎港鐵觀塘線延線啟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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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海隧道過海隧道過海隧道過海隧道巴巴巴巴士士士士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調調調調整建議整建議整建議整建議  – 城巴城巴城巴城巴 /九巴九巴九巴九巴第第第第 182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第第第第 182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182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愉翠苑  – 中環 (港澳碼頭 ) 
繁忙時段班次繁忙時段班次繁忙時段班次繁忙時段班次  6-20 分鐘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16.0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由愉翠苑開出：  

每日上午六時正至晚上十一時五十分  
 

由中環 (港澳碼頭 )開出：  
每日上午六時正至晚上十一時四十五分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7 輛空調雙層巴士 (城巴 ) 
6 輛空調雙層巴士 (九巴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的背景的背景的背景的背景  

 
�  現時在早上繁忙時段提供服務的第 182號線特別班次第 982X號線 (愉翠苑  

– 灣仔 (軒尼詩道 ))一直受到乘客歡迎，該線提供由愉翠苑、沙角、大圍一
帶前往上環、中環、金鐘及灣仔之特快巴士服務，載客率超過九成。惟該

線僅限於早上繁忙時段提供服務。  
�  而現時於下午繁忙時段，第 182號線由港島區返回沙田愉翠苑、沙角和大

圍的直接巴士服務等地，惟由於該路線途經多段繁忙路段，單程行車時間

長達 1 小時 30 分鐘。而在該時段有近八成乘客由港島前往沙田。因此，
巴士公司認為乘客在該時段由港島北返回沙田的特快巴士服務有着潛在

需求。  
�  隨著水泉澳的屋苑陸續落成，該區之人口將會不斷增長，預料該區對過海

隧道巴士服務的交通需求將會上升。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基於上述背景，現建議逢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於下午繁忙時段增

設四班第 182號線的特快班次 (命名為 182X)，由中環 (港澳碼頭 )開往愉翠
苑，沿現時第 182號線的行車路線經金鐘及灣仔取道紅磡海底隧道、公主
道天橋、窩打老道天橋及獅子山隧道往沙田大圍、乙明、沙角、博康及水

泉澳以至愉翠苑，於九龍區不設任何中途站，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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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182X (下午繁忙時段下午繁忙時段下午繁忙時段下午繁忙時段第第第第 182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特別班次特別班次特別班次特別班次 )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中環 (港澳碼頭 ) 往  愉翠苑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由中環 (港澳碼頭 )開出：  

經港澳碼頭通道、干諾道中、林士街、德輔道中、金鐘道、

軒尼詩道、菲林明道、灣仔道、摩理臣山道、禮頓道、堅

拿道西、堅拿道天橋、紅磡海底隧道、康莊道、公主道、

公主道天橋、窩打老道、窩打老道天橋、窩打老道、獅子

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道、車公廟路、大涌橋

路、沙角街、乙明邨街、沙角街、逸泰街、水泉坳街、博

泉街、多石街、沙田圍路、牛皮沙街及翠欣街。  
車費車費車費車費  全程：$16.0 

獅子山隧道後：$6.2 
班次班次班次班次  (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逢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  

下午五時二十分  
下午五時五十五分  
下午六時三十分  
下午七時零五分  

行車時間行車時間行車時間行車時間  80分鐘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2 輛空調雙層巴士  (城巴 ) 

2 輛空調雙層巴士  (九巴 ) 
 

�  因應開辦第 182X號線下午繁忙時段的服務，第 182號線於下午繁忙時段
將會由 8-12分鐘一班調整至 12-15分鐘一班。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新增設的第 182X號線往愉翠苑的特別班次能為下午繁忙時段由中環至灣

仔一帶前往沙田區的乘客提供較快捷的巴士服務。預計較現時使用第 182
號線可節省約 10分鐘。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N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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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海過海過海過海隧隧隧隧道道道道巴巴巴巴士士士士服務重整建議服務重整建議服務重整建議服務重整建議–第第第第 305號線號線號線號線 

 

第第第第 305號線號線號線號線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305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美田邨往上環 

服務時間及班次服務時間及班次服務時間及班次服務時間及班次 

由美田邨開出：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七時二十分、七時三十分、七時四十分及七時四十八分 

（共四班） 

車車車車費費費費 $16.0 

行車時間行車時間行車時間行車時間 77分鐘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兩輛雙層空調巴士（新巴）  

兩輛雙層空調巴士（九巴） 

 

建議的背景建議的背景建議的背景建議的背景 

 
� 獅子山隧道、公主道、紅磡海底隧道和告士打道在上午繁忙時段的交通非常擠塞，令

第 305號線的行車時間因而大幅增加，影響服務穩定性。 

 
� 由於上午繁忙時段經由沙田經青沙公路及西隧往灣仔的交通較其他連接市區的幹線

暢順，新界東的乘客普遍歡迎此行車路線前往港島，尤其是往上環和中環一帶。運輸

署及巴士公司近年也接獲開設更多取道青沙公路來往市區的巴士服務的建議。 

 

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建議的內容 

 
� 將第 305號線改經青沙公路和西隧前往港島。因應此安排，港島區總站將遷往灣仔軒

尼詩道（近灣仔消防局），並更改路線編號為 985。 

 
� 同時，由於美田邨公共交通交滙處內日益繁忙，美田邨總站將更改為由美田邨（美致

樓）。詳情如下：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985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美田邨（美致樓）往 灣仔（軒尼詩道）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美田邨（美致樓）往 灣仔（軒尼詩道）：經香粉寮街、美田路、

迴旋處、美田路、美林邨支路、美林邨、美田路、車公廟路、顯

徑街、富健街、田心街、紅梅谷路、迴旋處、車公廟路、青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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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荔寶路、連翔道、西九龍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

干諾道中、林士街、德輔道中、遮打道、美利道、金鐘道及軒尼

詩道。 

（總站設於灣仔消防局附近） 

服務時間及班次服務時間及班次服務時間及班次服務時間及班次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由美田邨(美致樓)開出： 

上午七時二十分、七時三十分、七時四十分及七時四十八分 

（共四班）（不變） 

車費車費車費車費 $16.0 

行車行車行車行車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65分鐘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兩輛雙層空調巴士（新巴） 

兩輛雙層空調巴士（九巴） 

（不變） 

 

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建議的好處 

 
� 服務改為取道較暢通的青沙公路及西隧後，避免行經擠塞路段，以提供更快捷可靠的

服務，大約 82%的現有乘客因而受惠，所節省的時間約半小時。 

 

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對乘客之影響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請參閱附圖 O 

 

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建議實施日期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  

起點起點起點起點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 
受影響乘受影響乘受影響乘受影響乘客客客客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佔乘客百分比佔乘客百分比佔乘客百分比佔乘客百分比) 
替代替代替代替代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車車車車費費費費 

美田邨至 

隆亨邨 

灣仔至 

上環 

343 

(84.0%) 
隧巴第 985號線 

$16.0 

(不變) 

美田邨至 

隆亨邨 
愛民邨 

9 

(2.2%) 

九巴第 286X號線� 

城巴第 E21A號線/ 

九巴第 18號線 

減至 

$11.9/ 

$12.0 

世界花園及愛民

邨 

灣仔至 

上環 

65 

(15.9%) 
隧巴第 182號線 

$16.0/$9.8 

(不變) 



 

東京街 

彌敦道 

圖例 
 

 現時第 2A號線(樂華 – 美孚) 

 建議新增第 2X號線(彩福 – 美孚) 

 

長沙灣道 

美孚 

青山道 

荔枝角道 

亞皆老街 

太子道東 

觀塘道 

牛頭角道 

振華道 

彩霞路 

彩榮路 

太子道西 

欽州街 
彩福 

樂華 

廣利道 

附圖 A 九巴路線建議 – 第 2A號線(新增第 2X號線服務) 



附圖 B 

 

聯福道 

梳士巴利道 

尖沙咀碼頭 

圖例 
 

 現時第 7 號線(尖沙咀碼頭 – 樂富) 

 
 

現時第 208 號線(廣播道巴士總站 – 

尖沙咀東) 

 建議第 7 號線(樂富 – 尖沙咀東) 

 

彌敦道 

窩打老道 

聯合道 

橫頭磡東道 

鳳舞街 

喇沙利道 

尖沙咀東 

廣播道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調整第 7 號線及取消九巴第 208 號線 



 

太子道東 

彌敦道 

亞皆老街 

彩虹道 

觀塘道 

新清水灣道 

尖沙咀碼頭 

圖例 
 

 現時第 9 號線 (坪石 – 尖沙咀碼頭) 

 建議第 9 號線 (彩福 – 尖沙咀東(麼地道)) 

 

麼地道 

彩福 

坪石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第 9 號線調整行車路線 
附圖 C 



 

窩打老道 

彩雲邨 

新清水灣道 

清水灣道 

鳳德道 

彩虹道 

東頭村道 

衙前圍道 

麗翔道 

海泓道 

旺角道 亞皆老街 

樂善道 

大角咀 

圖例 

 

 現時第 10 號線(彩雲－大角咀)(循環線) 

 建議第 10 號線(彩雲－大角咀)(循環線)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調整九巴第 10 號線行車路線 附圖 D 



 

 現時第 16 號線(藍田(廣田邨) – 旺角(柏景灣)) 

 建議第 16X 號線(藍田(廣田邨) – 旺角(柏景灣) 

 

太子道東 

亞皆老街 

櫻桃街 

觀塘繞道 

觀塘道 

將軍澳道 

碧雲道 

旺角道 

柏景灣 

廣田邨 

九巴路線建議－開辦第 16X 號線 附圖 E 



 

馬頭涌道 

馬頭圍道 

康莊道 

梳士巴利道 

圖例 
 

 現時第 28 號線(樂華 – 尖沙咀東(麼地道)) 

 建議第 28 號線[不經麼地道總站] 

 

尖沙咀 

漆咸道南 

漆咸道北 

土瓜灣道 

太子道東 

啟德隧道 

觀塘道 

啟祥道 

樂華 

附圖 F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第 28 號線更改終點站 



 

牛頭角道 

啟業邨 

圖例 
 

 現時第 28B 號線(彩福 – 啟業) 

 建議第 28B 號線(彩福－啟德(啟晴邨)) 

 

協和街 

康寧道 

振華道 

彩霞道 

宏照道 

常怡道 

彩福 

啟晴邨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延長九巴第 28B 號線至啟晴邨 附圖 G 



 

圖例 
 

 現時第 224X號線(啟業 – 尖沙咀東)(循環線) 

 建議第 224X號線(啟業 – 尖沙咀東)(循環線) 

 

啟業邨 

宏光道 

啟德隧道 

漆咸道北 

加士居道 

漆咸道南 

梳士巴利道 

彌敦道 

土瓜灣 

尖沙咀 

啟晴邨 

 九巴服務調整建議 – 第224X號線改道繞經啟德 

 

附圖 H 



附圖I 
 

 

 

 

九巴服務重組建議─第281M號線更改行車路線 

Tsing Sha 

Highway 

Wu Kai Sha 

獅子山隧道 

車公廟道 

顯徑街 

   建議九巴第 281M號線(新田圍─九龍塘(沙福道)) 
 



附圖J 

 

 

 

 

 

 
九巴服務重組建議 – 增設第87E號線特別班次(泥涌尖沙咀(中間道)) 

馬鞍山路 

烏溪沙路 

西沙路 

   現時九巴第 87D號線(錦英苑－紅磡站) 

   建議九巴第 87E號線(泥涌尖沙咀(中間道)) 

泥涌 

錦英苑 

泥涌 



附圖 K 

第1頁，共1頁 
 

 

 

 

 

 

 

          現時九巴第 270S 號線(尖東(麼地道)→上水(翠麗花園)) 

          建議九巴第 270S 號線(尖東(麼地道)→上水(翠麗花園)) 

九巴服務重組建議─ 

第270S號線(尖東(麼地道)→上水(翠麗花園))更改行車路線 

彌敦道 

獅子山隧道 

青沙公路 

大埔公路-沙田段 

櫻桃街 

麼地道 



附圖 L 

 

 

 
 

 

  建議九巴第 296C號線(尚德－長沙灣) 延伸 部份 
 

九巴服務重組建議 – 第 296C號線(尚德－長沙灣)延伸行車路線 

長順街 
長沙灣道 

彌敦道 

亞皆老街 



 

新巴服務重整建議－第 796P 號線增設回程服務建議 

  建議新巴第 796P 號線(尖沙咀(中國客運碼頭)－日出康城)行車路線 

啟德隧道 

彌敦道 

中國客運碼頭 

觀塘繞道 

將軍澳隧道 

日出康城 

調景嶺站 

將軍澳站 

廣東道 

加士居道 漆咸道北 

附圖 M 



 

 

過海隧道巴士服務調整建議－ 

新過海隧道巴士第 182X 號線 

(中環(港澳碼頭) 往 愉翠苑)建議行車路線 

 建議過海隧道巴士第 182X 號線 

(中環(港澳碼頭)往愉翠苑) 

 

沙田(愉翠苑) 

中環(港澳碼頭) 
海底隧道 

公主道天橋 

窩打老道 

獅子山隧道 

紅梅谷路 

車公廟路 

博泉街 

附圖 N 



 

 

獅子山隧道 

沙田嶺隧道 

尖山隧道 

西九龍公路 

窩打老道 

公主道 

海底隧道 

西區海底隧道 

愛民邨 

 

顯徑邨 

 

美田邨 

美林邨 

美城苑 美松苑 

新翠邨 

  現時過海隧道路線第 305號線(美田邨往上環)行車路線 

  建議過海隧道路線第 985號線(美田邨(美致樓)往灣仔(軒尼詩道))行車路線 

世界花園 

告士打道 

軒尼詩道 

遮打道 

德輔道中 
灣仔消防局 

港澳碼頭 

 

過海隧道路線重組服務建議－第 305號線延長路線 

隆亨邨 

附圖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