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輸署公告 

 

2022年中秋節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 

 

現公布，當局將於2022年中秋節期間實施下列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  

 

I. 特別交通安排 

 

A. 港島區 

 

(1) 於銅鑼灣實施的交通安排 

興發街公眾停車場內的6個停車位(第1627AB、1628AB及1629AB號)將於2022年9

月9日下午4時至晚上11時及2022年9月10日下午4時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12時30

分期間暫停使用。  

 

(2) 於淺水灣實施的交通安排 

(a) 道路封閉及交通改道 

因應人潮及交通情況，下列道路封閉及交通安排或會於2022年9月10日至12日期

間實施： 

(i) 沿淺水灣道的公共小巴或會禁止進入海灘道；  

(ii) 當南灣道的停車場泊滿時，南灣徑以南的南灣道或會封閉，禁止所有車

輛進入(該區居民車輛及公共交通工具除外)； 

(iii) 所有沿淺水灣道(東行)的車輛或會禁止在其與南灣道的交界處掉頭； 

(iv) 當影灣園停車場泊滿時，所有沿淺水灣道的車輛或會禁止在該停車場外

等候；及 

(v) 當南灣道的停車場泊滿時，所有沿海灘道的車輛或須改經南灣道(北行)

離開該區(南灣道居民車輛除外)。 

 

(b) 暫停使用停車位 

位於海灘道及香島道的所有收費錶停車位及電單車停車位(香島道的傷殘人士專

用車位除外)將於2022年9月10日下午4時至2022年9月12日上午6時期間暫停使用。 

 

(c) 暫停使用的士站 

淺水灣道影灣園對面之的士站將於2022年9月10日下午4時至2022年9月12日上午6

時期間暫停使用。 

 

(3) 於石澳實施的交通安排 

(a) 道路封閉及交通安排 

因應人潮及交通情況，下列道路封閉及交通安排或會於2022年9月10日及11日實

施： 

(i) 石澳山仔路或會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進入(該區居民車輛及公共交通工

具除外)；及 

(ii) 當石澳及大浪灣的停車場泊滿時，通往有關停車場的道路或會封閉，禁



 

止所有車輛進入(該區居民車輛及公共交通工具除外)。 

 

(b) 暫停使用停車位 

位於石澳泳灘公眾停車場的16個停車位將於2022年9月10日中午12時至2022年9 

月11日凌晨3時及2022年9月11日上午9時至2022年9月12日凌晨3時期間暫停使用。 

 

(4) 於赤柱實施的交通安排 

因應人潮及交通情況，當赤柱灘道及黃麻角徑的停車場泊滿時，赤柱灘道及黃

麻角徑或會於2022年9月10日至12日期間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進入(該區居民車輛

及公共交通工具除外)。 

 

B. 新界區 

 

(1) 於屯門實施的交通安排 

(a) 道路封閉  

下列路段將於2022年9月9日至12日每日下午5時至翌日上午5時期間間歇性封閉，

禁止所有車輛進入(警方車輛、緊急服務車輛及現場警務人員許可的車輛除

外)︰ 

(i) 黃金泳灘徑；   

(ii) 通往舊咖啡灣泳灘的公眾停車場的未命名通道；  

(iii) 介乎青山公路與嘉多利灣泳灘的公眾停車場入口之間的青茵街；

及  

(iv) 通往蝴蝶灣泳灘的公眾停車場的未命名通道。  

 

(b) 交通安排  

公共小巴將於2022年9月9日12日每日下午5時至翌日上午5時期間暫准駛入介

乎屯興路與小欖交匯處之間的屯門公路。 

 

(2) 於荃灣實施的交通安排 

(a) 道路封閉 

大帽山道由其與荃錦公路交界處以東的路段將於2022年9月10日及11日每日下午

5時至翌日凌晨3時期間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進入(該區居民使用的車輛及緊急

服務車輛除外)。 

 

(b) 暫停使用停車場及停車位 

大帽山郊野公園停車場將於2022年9月10日及11日每日下午5時至翌日凌晨3時期

間封閉。 

 

(3) 於馬鞍山實施的交通安排 

因應人潮及交通情況，下列路段將於2022年9月10日及11日每日下午4時30分至

翌日凌晨 3 時期間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進入： 

(i) 馬鞍山村路由其小型掉頭處以南的路段(該區居民使用的車輛及緊急服務

車輛除外)； 

(ii) 耀沙路由其與烏溪沙路迴旋處交界以北的路段(該區居民使用的車輛及緊



 

急服務車輛除外)；及 

(iii) 耀沙路由其與無名路交界處往渡頭灣村方向的路段(該區居民使用的車輛

及緊急服務車輛除外)。 

 

II. 公共運輸服務的安排 

 

A. 港鐵服務 

 

港鐵將按正常服務時間提供列車服務。港島綫、荃灣綫及觀塘綫將由2022年9月

10日晚上8時起加密班次，以配合乘客的出行需求。。 

 

B. 電車服務 

 

電車將於2022年9月9日至 11日期間因應乘客需求而加強服務。 

 

C. 專營巴士服務 

 

港島區 

 

(1) 巴士站安排 

(a) 高士威道維多利亞公園外的巴士站將於2022年9月7日上午10時至2022年9月13日

上午10時期間稍作臨時調動，涉及的巴士路線如下： 

 

新巴 2、2A、2X、8、8H、8P、23、25、38、42、42C、63、65、81、

N8及N8P 

城巴 5X、8X、10、77、A11、E11、E11A、E11B、E11S、N8X及N72  

過海巴士 103、 112、 116、 170、 307、 601、 601P、 603、 603A、 619、

619X、621、671、673、678、679、680、680X、681、681P、

690、 914、 914P、 914X、 948、 948A、 948B、 948P、 948X、

960C、960P、960S、961P、961S、968、968A、N122、N170、

N368、N619、N680及N691 

 

(b) 過海巴士第102及106號於高士威道維多利亞公園外的巴士站將於2022年9月7日

上午10時至2022年9月13日上午10時期間暫停使用。 

 

(c) 因應實際交通安排，下列巴士站安排將於下述時段實施： 

 

 

 

 

 

 

 

 



 

路線 方向 生效時間 暫停使用巴士站 臨時巴士站 

新巴第9及X9

號線 

來回方向 2022年9月10日下午

2時至 2022年9月11

日凌晨 1 時 30 分及

2022年9月11日上午

10時至2022年9月12

日凌晨1時30分 

石澳巴士總站 石澳沙灘公眾

停車場 

新 巴 第 2 號

線、過海巴

士 第 102 及

106號  線  

東區 2022年9月7日至12 日

每日晚上7時至尾班

車 

告士打道維多

利亞公園外；

英皇道銀幕街

後 

維 園 道 近 銅

鑼 灣 避 風

塘 ； 永 興 街

興裕大廈外  

過海巴士第

307號線  

大埔 2022年9月7日至12日

每日晚上7時至尾班

車 

告士打道維多

利亞公園外 

高 士 威 道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道外  

 

(2) 路線改道 

因應實際交通安排，下列巴士路線將於下述時段改道：  

 

路線 方向 生效時間 改道 

新 巴 第 2 號

線、過海巴

士 第 102 及

106號線 

東區 2022年9月7日至12

日每日晚上7時至尾

班車 

經維園道、永興街及英皇道 

過海巴士第

307號線 

大埔 2022年9月7日至12

日每日晚上7時至尾

班車 

經告士打道(東行)、維園道天橋、

告士打道(西行)、波斯富街、怡和

街及高士威道 

 

(3) 延長服務及班次調整 

(a) 新巴第X15號線(往中環方向)的服務時間將於2022年9月10日延長至晚上8時至晚

上11時30分；及 

(b) 過海巴士第680X號線於2022年9月10日晚上6時40分及7時05分由中環(港澳碼頭)

開出的班次將暫停服務，其他班次則維持不變。 

 

(4) 特別服務 

下列巴士特別服務將於下述時段提供：  

路線 開出總站 服務時間 

新巴第H1S號線 由中環(天星碼頭) 

– 尖沙咀(漢口道) 

中環(天星碼頭) 2022年9月9日晚上8時至

晚上10時及2022年9月10

日至12日每日晚上9時至

晚上10時 



 

路線 開出總站 服務時間 

由尖沙咀(漢口道) 

–中環(天星碼頭) 

尖沙咀 2022年9月9日晚上8時30

分至晚上 10 時 30 分及

2022年9月10日至12日每

日晚上9時30分至晚上10

時30分 

 *市民可致電巴士公司熱線詢收費詳情。 

 

(5) 加強服務 

新巴第9號線將於2022年9月10日因應乘客需求而加強服務。 

 

九龍及新界 

 

(1) 延長服務 

下列巴士路線將延長服務至下述時段： 

路線 開出總站 延長服務時間 

九巴第52X號線 屯門巿中心 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零時 

九巴75K號線 大美督 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12時20分 

 

*延長服務時段的班次將改行汀角路，以取

代大貴街、大富街、大宏街及大發街 

 九巴第91號線 港鐵鑽石山站 至2022年9月10日晚上11時 

清水灣 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1時 

九巴第92號線 西貢 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12時45分 

九巴第270S號線 尖沙咀東(麼地道) 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4時 

 
(2) 加強服務 

新大嶼山巴士第 N37及N38 號路線將會因應乘客需求而加強服務。 

 

(3) 班次調動 

(a) 九巴第43P號線(由香港科學園往荃灣西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於2022年9月10日的班

次將提早於下午3時30分、4時及4時30分開出； 

(b) 九巴第49P號線(由沙田市中心往青衣碼頭)於2022年9月10日的班次將提早於下午

4時45分及5時15分開出； 

(c) 九巴第272S號線(由香港科學園往鑽石山站)於2022年9月10日的班次將提早於下

午5時、5時25分及5時40分開出；及 

(d) 九巴第274X號線(由觀塘碼頭往大埔中心)於2022年9月10日的班次將提早於下午3

時45分、4時45分及5時45分開出。 

 

D. 專線小巴服務 

 

九龍 



 

 

延長服務 

以下九龍專線小巴服務將延長服務至下述時段： 

 

路線  起點 /終點  延長服務時間  

 

26 九龍站往土瓜灣(浙江街) 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1時  

(只提供往土瓜灣方向服務) 

74  九龍站往旺角(聯運街)  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1時30分  

(只提供往旺角方向服務)  

CX1 西九文化區往九龍站  至2022年9月11日凌晨1時30分  

*市民可致電專線小巴營辦商熱線查詢收費詳情。 

E. 渡輪服務 

 

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及港九小輪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渡輪服務將因應乘客需求而

調整。 
 

III. 注意及呼籲 

 

有關地點將設置適當交通標誌及輔助設備，指導駕車人士。各公共運輸營辦商亦會

張貼通告，通知乘客上述的臨時安排。警方將因應各區當時的交通及人潮情況，調

整上述封路及交通改道措施。視乎當時環境，運輸署及警方或需要在短時間內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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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當局將於不同時間於多個區域實施封路措施及交通改道，市民應避免駕車前往

受影響地區。如遇交通受阻，駕車人士請保持忍讓，並遵從警方的指示。在實施上

述特別交通安排的地區內，違例停泊的車輛或會被警方拖走或票控，而毋須事前通

知。 

 

如市民欲前往受影響地區，應盡量使用公共運輸服務，並及早計劃行程路線，以及

預留額外的行程時間以免延誤。巴士乘客及使用其他公共運輸服務的乘客亦須特別

留意改道及取消/遷移車站的安排。 

 

市民請留意電台及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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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現已推出

《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發布最新的交通消息，市民可前往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載。 

 

 

運輸署署長 羅淑佩 

http://www.td.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