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通告 

 

2020 年平安夜及聖誕節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 

 

公眾人士請注意，當局將於 2020 年平安夜及聖誕節期間，在港島、九龍及新界區實施下列

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 

 

I. 特別交通安排 

 

香港島 

 

(A) 封路及交通改道安排  (見圖一)  
 

(1) 中環蘭桂坊一帶  
          

在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2 時起，至翌日上午 6 時，下列路段將會封閉，禁

止所有車輛駛入：  
 

(i) 路段介乎雲咸街與威靈頓街之間的德己立街；  
(ii) 蘭桂坊；  
(iii) 榮華里；  
(iv) 和安里；   
(v) 路段介乎雲咸街與德己立街之間的威靈頓街；及  
(vi) 安蘭街。   
 
根據當時人潮及交通情況，封路範圍將於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4 時後擴大

至下列路段：  
 

(i) 介乎皇后大道中與威靈頓街之間的德己立街；  
(ii) 介乎己連拿利與皇后大道中之間的雲咸街；   
(iii) 介乎德己立街與閣麟街之間的士丹利街；  
(iv) 介乎德己立街及閣麟街之間的威靈頓街；  
(v) 介乎威靈頓街及士丹利街之間的閣麟街；  
(vi) 介乎畢打街與砵典乍街之間的皇后大道中；及  
(vii) 擺花街。  
 

(B) 暫停使用停車位 

 

(1) 中環蘭桂坊一帶  
 
在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 時至翌日上午 6 時，下列道路的路旁停車位，包括電單

車停車位及咪錶停車位，將暫停使用： 

https://www.td.gov.hk/filemanager/common/pdf/2020/christmas_figure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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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士丹利街近德己立街； 
(ii) 介乎亞畢諾道與德己立街之間的雲咸街；及 
(iii) 安蘭街。 

 
九龍及新界 
 

(A) 封路及交通改道安排  
 
於2020年平安夜及聖誕節期間，九龍及新界區將不會實施特別交通安排。 

 
II. 公共運輸服務安排 

 
(A) 港鐵服務 
 

港鐵於聖誕節期間將會維持正常服務時間，不會提供通宵服務。視乎乘客需求，港鐵在有

需要時加強服務。 
 

(B) 電車服務 
 
電車服務在 2020 年 12 月 24 及 25 日維持正常服務時間。 

  
(C) 中區半山自動扶梯及行人道 

 
在 2020 年 12 月 24 及 25 日，服務時間延長至翌日凌晨 1 時。  

(D) 巴士服務 
 

香港島 
 
在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2 時至翌日上午 6 時期間，下列城巴及新巴將會在中環實行巴

士站及改道臨時安排： 

(1) 巴士站安排 
 
路線 暫停使用的巴士站 新增的巴士站 
12 
12M 
40M 

1. 蘭桂坊，德己立街 
2. 擺花街 
3. 大館, 荷李活道 
4. 中央廣場, 亞畢諾道 

1. 畢打街 
2. 香港公園，紅棉路 
3. 堅麗閣，堅尼地道 

13 
(往半山

方向) 

1. 皇后大道中匯豐總行大廈對面  
2. 蘭桂坊，德己立街 
3. 擺花街 
4. 大館, 荷李活道 
5. 中央廣場, 亞畢諾道 

1. 香港公園，紅棉路 
2. 堅麗閣，堅尼地道 

 



 3 

(2) 巴士改道 
 
路線 方向 回復原本路線前的改道 
12 
12M 
40M 

往半山 經皇后大道中、畢打街、干諾道中、紅棉路支

路、花園道、堅尼地道、天橋、上亞厘畢道及

堅道 
 

路線 方向 回復原本路線前的改道  
13 往半山  經紅棉路、堅尼地道、上亞厘畢道及堅道  

 
以上的巴士改道及巴士站安排，會因應警方的實際封路範圍而改變。 

 
九龍及新界 
 
(1) 調整班次及服務時間 

 
下述的巴士路線將於2020年12月24日調整服務： 

  
過海路線 
 
隧巴第307P號線(由銅鑼灣(天后)往大埔(汀太路))將提早於下午4時10分、4時30分、4
時50分、5時10分、5時30分、5時50分、6時10分、6時30分、6時53分及7時16分開出。 
 
隧巴第373號線(由中環(香港站)往上水)將提早於下午4時15分、4時45分、5時30分、6
時10分、6時45分及7時30分開出。 
 
隧巴第678號線(由銅鑼灣(東院道)往上水)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4時50分、5時10分、

5時30分、5時50分、6時10分、6時35分及7時正開出。 
 
隧巴第680X號線(由中環(港澳碼頭)往烏溪沙站)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及5時正開出。 
 
隧巴第681P號線(由上環往耀安)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及5時正開出。 
 
隧巴第907C號線(由金鐘往大埔頭)將提早於下午4時10分及4時25分開出。 
 
隧巴第960B號線(由鰂魚涌往洪水橋(洪福邨))將提早於下午4時45分、5時15分、5時
45分、晚上6時15分及7時正開出。 
 
隧巴第968X號線(由鰂魚涌(英皇道)往元朗 (德業街))將提早於下午4時20分、5時10
分及6時25分開出。 
 
隧巴第980X號線(由金鐘站(東)往烏溪沙站)將提早於下午4時25分、4時45分、5時05
分、5時25分及5時45分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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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巴第981P號線(由金鐘站(東)往耀安)將提早於下午4時25分、4時55分、5時20分、5
時41分、5時55分及6時05分開出。 
 
隧巴第982X號線(由金鐘站(東)往愉翠苑)將提早於下午4時15分、4時30分、4時45分、

5時正、5時30分及5時55分開出。 
 
隧巴第985號線(由金鐘站(東)往美田)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4時50分、5時10分及5
時30分開出。 
 
新界路線 
 
第43P號線(由香港科學園往荃灣西站)將提早於下午3時30分、3時45分、4時正、4時
15分、4時30分及5時正開出。 
 
第69C號線(由觀塘碼頭往天恩邨)將提早於下午3時55分、4時25分及6時05分開出。 
 
第74B號線(由九龍灣往大埔中心)將提早服務時間由下午4時15分開始。班次將提早於

4時15分、4時30分、4時45分、5時00分、5時15分、5時45分、6時15分、6時45分及7
時15分開出。 
 
第74P號線(由香港科學園往觀塘碼頭)將加強服務及提早於下午4時30分及6時10分開

出。 
 
第82C號線(由香港科學園往廣源)將提早於下午3時30分及4時正開出。 
 
第82D號線(由白石角往大圍站)將提早於下午3時30分及4時正開出。 
 
第X89D號線(由泥涌往觀塘碼頭)將提早於下午4時10分、4時30分、5時40分及6時10
分開出。 
 
第240X號線(由黃泥頭往葵興站)將提早於下午4時正、4時20分及6時15分開出。 
 
第259X號線(由觀塘碼頭往屯門(龍門居))將提早於下午3時45分及4時15分開出。 
 
第263A號線(由香港科學園往屯門站)將提早於下午4時20分開出。 
 
第267X號線(由藍田站往屯門(兆康苑))將提早於下午4時35分開出。 
 
第268A號線(由觀塘碼頭往朗屏邨)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開出。 
 
第268P號線(由觀塘碼頭往媽橫路(山水樓))將提早於下午3時50分及6時10分開出。 
 
第269S號線(由觀塘碼頭往天水圍市中心)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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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0B號線特別班次(由深水埗往上水)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4時55分及5時20分開

出。 
 
第271B號線(由西九龍站往大埔(富亨))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6時正及6時45分開出。 
 
第271X號線(由西九龍站往大埔(富亨))將提早於下午4時20分、4時40分、5時00分、5
時30分、6時正、6時35分及7時15分開出。 
 
第272E號線(由深水埗往大埔(太和))將加強服務及提早於下午4時30分及5時00分開

出。 
 
第272S號線(由香港科學園往鑽石山站)將提早於下午3時30分、3時45分、4時正、4
時12分、4時24分、4時36分、4時48分、5時正、5時20分、5時40分、6時正及6時15
分開出。 
 
第274X號線(由觀塘碼頭往大埔中心)將加強服務及提早於下午4時正、4時8分、4時16
分、4時24分、4時32分、4時40分、4時48分、4時56分、5時4分、5時12分、5時24分、

5時36分、5時50分、6時5分、6時20分、6時35分、6時50分及7時7分開出。 
 
第T277號線(由藍田站往上水)將提早於下午4時30分、5時正、5時30分及6時15分開出。 

 
(2) 通宵過海隧道巴士服務改道 
 

下述的巴士路線將於2020年12月25日實行巴士改道： 
 
路線 方向 回復平常路線前的改道路線    
N307 往大埔中心 經 灣仔北公共運輸交匯處、鴻興道、會議道、菲林明道、 

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及興發街 
   

 
(E) 停止使用的士站及公共小巴站站 

 
(1) 的士站 

 
位於雲咸街及德己立街之間的威靈頓街路段內的的士站，將在2020年12月24日下午2
時起，至翌日上午6時暫停使用。 

 
(2) 公共小巴站 

 
位於德己立街及閣麟街之間的士丹利街路段內的公共小巴站，將在2020年12月24日
下午4時起，至翌日上午6時暫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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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拖走違例停泊的車輛 

任何車輛在蘭桂坊封路範圍內違例停泊，將不會獲事先警告而被拖走及/或被重覆票控。 
 
IV. 注意及呼籲 

運輸署呼籲，市民應盡量利用公共運輸服務，以避免交通擠塞及不必要的延誤。運輸署及警

方會密切留意交通情況，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措施。市民請留意電台及電視台廣播，或透過

運輸署流動應用程式「香港出行易」獲取最新交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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