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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香港馬拉松 2021的道路封閉而實施的巴士服務調整安排 

 

 

(一)  2021年 10月 23日 (星期六) 日間巴士服務  [由大約晚上 11時 15分至尾班車] 

 

 

甲、九龍及新界區的受影響巴士路線 

 

九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61X, 258D, 259D, 

268C及 269C 

九龍城碼頭 /  藍田站 / 觀

塘碼頭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及呈祥道 

 

68E及 279X  青衣站 屯門公路、荃灣路、荃青交匯處、青荃路、青衣北岸

公路及長青公路 

260X 紅磡站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

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廣東道、匯翔道及匯民道 

260X 寶田 

 

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廣東道、佐敦道、海寶

路、西九龍公路及回復原來路線返回寶田 

268B及 269B 紅磡 (紅鸞道) 大欖隧道、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

西九龍走廊、渡船街、欣翔道、海泓道及匯民道 

 

 

乙、來往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北大嶼山的受影響巴士路線 

 

城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A11, E11,  E11A

及  E11B 

北角碼頭 / 天后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

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

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 

A12 小西灣(藍灣半島)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加士居道、漆咸道

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

中及干諾道天橋 

A21 紅磡站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興華街西及深旺道 

E21 大角咀(維港灣) 青衣西北交匯處及青衣北岸公路 

A22, E23及 E23A 藍田站 / 慈雲山(南)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及佐敦道 

A26, A29, A29P, 

E22及 E22A 

油塘 / 寶琳 / 將軍澳站 / 

藍田(北) / 康盛花園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及呈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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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運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A43及 A43P 機場 屯門公路、荃灣路、青荃路、青衣北岸公路及青衣西

北交匯處 

E31, E32及 E42 荃灣(愉景新城) / 葵芳 / 

博康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交匯處、青

衣西路、青康路、長康巴士總站、青康路及青衣西路 

A32 葵涌邨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交匯處、青

衣西路及青康路 

 

 

丙、受影響的過海巴士路線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930 灣仔北/ 天后 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

打道、夏慤道天橋、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中環(港

澳碼頭)巴士總站 

962B及 962X 銅鑼灣(摩頓台)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

廊、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

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中環(港

澳碼頭)巴士總站 

930X 銅鑼灣(摩頓台)  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加士居道

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

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

站 

969 銅鑼灣(摩頓台) 大欖隧道、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

西九龍走廊、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

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

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 

960, 968, 978 及
961 

灣仔北/灣仔(會展)/天后

(尾班車)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

廊、渡船街、欣翔道、海泓道、佐敦道及西九龍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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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1年 10月 24日 (星期日) 通宵巴士服務 

 

 

甲、九龍及新界區的受影響巴士路線 

 

九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N41X 長宏 

 

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漆咸道

南、加士居道及彌敦道 

N216, N271及

N281 

紅磡站  

(凌晨 1時 30分 –凌晨 4

時 30分) 

彌敦道、佐敦道、廣東道及梳士巴利道 

N216, N271及

N281 

紅磡站  

(凌晨 4時 30分 – 尾班

車)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公主道連接路、都會

道及安運道 

N216, N271, 271S

及 N281 

油塘 / 富亨 / 錦英苑  

(凌晨 1時 30分 –凌晨 3

時 50分) 

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漆咸道

南、加士居道及彌敦道 

N216, N271及 

N281 

油塘 / 富亨 / 錦英苑 (凌

晨 3時 50分 –凌晨 4時

30分) 

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漆咸道

南、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鴉蘭街、上海街

及旺角道 

N216, N271及 

N281 

油塘 / 富亨 / 錦英苑 (凌

晨 4時 30分 – 尾班車) 

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公主道、

衛理道、染布房街及亞皆老街 

N241 紅磡站  

(凌晨 1時 30分 –凌晨 4

時 30分) 

彌敦道、佐敦道、廣東道及梳士巴利道 

N241 長宏 

(凌晨 1時 30分 –凌晨 4

時 30分) 

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漆咸道

南、加士居道及彌敦道 

N241 紅磡站  

(凌晨 4時 30分 – 尾班

車)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公主道連接路、都會

道及安運道 

N241 長宏 

(凌晨 4時 30分 – 尾班

車) 

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公主道、

衛理道、染布房街、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270S, N283及 

N287 

聯和墟 / 黃泥頭 / 烏溪沙

站 

(凌晨 1時 30分 – 尾班

車) 

麼地道、漆咸道南、加士居道及彌敦道 

N373 粉嶺 軒尼斯道、菲林明道北行、菲林明道南行及告士打道 

 

 

 

 

 

https://hkbus.fandom.com/wiki/%E9%95%B7%E5%AE%8F%E7%B8%BD%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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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N796 將軍澳 

(凌晨 1時 40分 –凌晨 4

時 45分) 

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加士居道及彌敦道 

N796 將軍澳 

(凌晨 4時 45分 – 尾班

車) 

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公主道、窩打老

道、太子道西、彌敦道及旺角道 

 

 

乙、港島區的受影響巴士路線 

 

城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N8X及 N72 小西灣(藍灣半島) / 鰂魚

涌 

(凌晨 3時 – 尾班車)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

高士威道 

 

新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N8 

  
以軒尼詩道(修頓球場外)

作為臨時總站 

(凌晨 3時 – 尾班車)  

軒尼詩道、莊士敦道、盧押道、軒尼詩道、波斯富

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N8P 小西灣(藍灣半島) 

(凌晨 3時 – 尾班車)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

高士威道 

 

 

丙、來往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北大嶼山的受影響巴士路線 

 

城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N11 中環(港澳碼頭) 

(頭班車 – 凌晨 3時 50

分)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及佐敦道 

N11 中環(港澳碼頭) 

(凌晨 4時 20分 – 尾班

車)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及加士居道天橋 

N11 機場 

(凌晨 3時 – 尾班車)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及邊寧頓街 

N11 機場 

(凌晨 4時 20分 – 尾班

車) 

加士居道天橋、翱翔道、海泓道、佐敦道及連翔道 

NA11 北角碼頭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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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改道經 

道、漆咸道南、康莊道、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

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中環(港澳碼頭)

巴士總站 

N21及 N21A 尖沙咀碼頭 (新界) 青衣西北交匯處及青衣北岸公路 

(九龍) 加士居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及梳士巴利道 

N21及 N21A 機場 

(由頭班車-凌晨 4時) 

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及加士居道 

N21及 N21A 機場 

(由凌晨 4時-尾班車) 

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N23 

 
慈雲山(北)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及佐敦道 

N23 東涌站 紅磡繞道、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廣東道、佐敦

道及連翔道 

N26, N29及

NA29 

油塘 / 康盛花園 / 寶琳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及呈祥道 

NA21 大角咀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及回復原來路線 

 

龍運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NA43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屯門公路、荃灣路、青荃路、青衣北岸公路及青衣西

北交匯處 

N31 荃灣(愉景新城)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交匯處、青

衣西路、青康路、長康巴士總站、青康路及青衣西路 

NA32 葵涌邨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交匯處、青

衣西路及青康路 

NA47 富亨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德士古

道、德士古道北、荃錦交匯處、象鼻山路、城門隧

道、城門隧道公路及大埔公路 

 

 

丁、受影響的過海巴士路線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N118, N122及

N171 

長沙灣(深旺道) / 美孚 / 

荔枝角 

(凌晨 4時 30分 – 尾班

車) 

海底隧道、康莊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N118 

  
長沙灣 (深旺道) 

(凌晨 3時 – 尾班車) 

告士打道(或堅拿道天橋、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及堅

拿道天橋) 

N122 

  
筲箕灣 

(凌晨 3時– 尾班車)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

高士威道 

N170 華富 告士打道、堅拿道天橋、堅拿道東及摩利臣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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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改道經 

  (凌晨 3時 – 尾班車)  

N170, N182及

N368 

沙田市中心 / 廣源 / 元朗

(西) 

 (凌晨 3時 – 尾班車)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N619, N680及

N691  

順利 / 錦英苑 / 調景嶺 

(凌晨 3時– 尾班車)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N930 銅鑼灣(摩頓台) 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加士居道

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干

諾道中、干諾道西、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及回復

原來路線返回軒尼詩道；並改經波斯富街、禮頓道、

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N962 銅鑼灣(摩頓台) 

(頭班車 – 凌晨 3時) 

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

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中環(港澳碼頭)

巴士總站 

N962及 962N 銅鑼灣(摩頓台) 

(凌晨 3時– 尾班車)  

 

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

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中環(港澳碼頭)

巴士總站、干諾道中、紅棉路支路、金鐘道、軒尼詩

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N969 銅鑼灣(摩頓台) 

(頭班車至凌晨 3時)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

廊、渡船街、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

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中環

(港澳碼頭)巴士總站 

N969 銅鑼灣(摩頓台) 

(凌晨 3時– 尾班車)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

廊、渡船街、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

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中環

(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干諾道中、紅棉路支路、金鐘

道、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

街 

969N 銅鑼灣(摩頓台) 

(凌晨 3時 至 尾班車) 

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

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中環(港澳碼頭)

巴士總站、干諾道中、紅棉路、金鐘道、軒尼詩道、

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7 

 

(三)  2021年 10月 24日 (星期日) 日間巴士服務  [由頭班車至道路重開] 

 

 

甲、九龍及新界區的受影響巴士路線 

 

九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1及 1A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旺角道及洗衣街 

2 及 6 尖沙咀碼頭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公主道連接路、紅磡繞道及梳士

巴利道 

2 及 6 蘇屋/美孚 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2E 臨時改作循環線 通州街、聚魚道、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及回復原來路線返

回白田 

3C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旺角道及西洋菜南街 

6C及 6F 美孚/麗閣 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7 臨時改作循環線 窩打老道、衛理道、公主道、民豐徑、培正道及窩打老道 

8 臨時改作循環線 窩打老道、衛理道、公主道、民豐徑及培正道 

9 臨時改作循環線 亞皆老街、新填地街、旺角道及西洋菜南街 

10  彩雲 窩打老道、太子道西、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南及亞皆老街 

11 臨時改作循環線 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莊道及漆咸道北 

12 臨時改作循環線 深旺道、海景街、博文街及回復原來路線返回海麗邨 

13D 大角咀(維港灣) 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大角咀道、聚魚道、深

旺道、海輝道、櫻桃街及海帆道 

13X 尖沙咀東 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榮徑及康達徑 

13X 寶達 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及漆咸道北 

14 臨時改作循環線 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莊道、漆咸道北 

14X 崇信街 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麼地道巴士總站、麼地道及

漆咸道南 

16 以奧運站巴士總站作為

臨時總站 

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大角咀道、聚魚道、深

旺道、海景街及奧運站巴士總站 

18 長沙灣(深旺道) 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及海壇街 

26 尖沙咀東 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榮徑及康達徑 

26 順天 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及漆咸道北 

30X 荃威花園 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31B 奧運站 大角咀道、櫻桃街、櫻桃街地下行車道、海輝道、深旺道及海景

街 

32  臨時改作循環線 上海街、旺角道及彌敦道 

33A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35A 尖沙咀東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機利士南路、暢運

道、科學館道、康莊道及康達徑 

35A 安蔭 科學館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公主道、

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36B 臨時改作循環線 上海街、旺角道及彌敦道 

37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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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改道經 

41A 尖沙咀東 葵青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

太子道西、荔枝角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北、機利士南

路、暢運道、科學館道、康莊道及康達徑 

41A 長安 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廣東道、佐敦道、連翔道及西九龍公

路 

42A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46 --- 臨時暫停服務 

52X 臨時改作循環線 上海街、旺角道及彌敦道 

60X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61X及

62X 

九龍城碼頭/鯉魚門邨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及呈祥道 

63X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彌敦道、長沙

灣道及荔枝角道 

66X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68E 青衣站 屯門公路、荃灣路、荃青交匯處、青荃路、青衣北岸公路及長青

公路 

68X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69X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72X 於奧運站巴士總站為臨

時總站 

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大角咀道、聚魚道、深

旺道、海景街及奧運站巴士總站 

81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81C 尖沙咀東(麼地道)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公主道連接路、都會道、安運

道、漆咸道南及梳士巴利道 

81C 耀安 麼地道、漆咸道南、公主道、民豐徑、培正道及窩打老道 

87B 臨時改作循環線 上海街、旺角道及彌敦道 

87D 紅磡站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公主道連接路、都會道及安運道 

87D 錦英苑 安運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公主道、亞

皆老街及彌敦道 

93K 旺角東站 加士居道、衛理道、染布房街及聯運街 

95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旺角道及西洋菜南街 

98D 尖沙咀東 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榮徑及康達徑 

98D 坑口(北) 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及漆咸道北 

202 --- 臨時暫停服務 

203C 尖沙咀(麼地道) 衛理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機利士南路、暢運

道、漆咸道南及梳士巴利道 

203C 大坑東 麼地道、漆咸道南、加士居道及衛理道 

203E 臨時改作循環線 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鴉蘭街、上海街、旺角道及西洋

菜南街 

208 尖沙咀東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機利士南路、暢運

道、科學館道、康莊道及康達徑 

208 廣播道 暢運道、漆咸道南、公主道、民豐徑、培正道及窩打老道 

213X及 安泰(南)/麗港城 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及漆咸道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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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改道經 

219X 

215X 九龍站 柯士甸道西、連翔道北行、佐敦道、雅翔道南行及九龍站緣邊路 

234X 尖沙咀(麼地道)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機利士南路、暢運

道、漆咸道南及梳士巴利道 

234X 灣景花園 漆咸道南、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238X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258D, 

259D, 

268C及

269C 

藍田站/鯉魚門邨/觀塘

碼頭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及呈祥道 

260X 紅磡站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

廊、渡船街、廣東道、匯翔道及匯民道 

260X 寶田 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廣東道、佐敦道及連翔道 

265B 臨時改作循環線 上海街、旺角道及彌敦道 

268B及

269B 

紅磡 (紅鸞道) 大欖隧道、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

廊、渡船街、廣東道、匯翔道及匯民道 

268B及
269B 

朗屏站/天水圍市中心 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廣東道、佐敦道及連翔道 

268X 臨時改作循環線 彌敦道、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彌敦道、長沙

灣道及荔枝角道 

270A 尖沙咀(麼地道)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公主道連接路、暢運

道、漆咸道南及梳士巴利道 

270A 上水 漆咸道南、公主道、民豐徑、培正道及窩打老道 

270B 

 
於弼街(上海街)為臨時

總站 

荔寶路、7A迴旋處、興華街西及回復原來路線 

 

270B 上水 上海街、旺角道及彌敦道 

271  西九龍站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公主道連接路、紅磡繞道、梳士

巴利道及九龍公園徑 

 

271 富亨 廣東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公主道、民豐徑、培正道及窩

打老道 

279X 青衣站 屯門公路、荃灣路、荃青交匯處、青荃路、青衣北岸公路及長青

公路 

280X 尖沙咀東(麼地道) 荔寶路、7A迴旋處、興華街西、深旺道、東京街西、通州街、

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廣東道及梳士巴利道 

280X 穗禾苑 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廣東道、渡船街及欣翔道 

281A 九龍站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公主道連接路、紅磡繞道、梳士

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廣東道、柯士甸道西、柯士甸道西地下通

道、連翔道北行、佐敦道、雅翔道及九龍站緣邊路 

281A 廣源 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286X 深水埗 荔寶路、7A迴旋處、興華街西、深旺道及欽州街西 

287X 循環線不經佐敦 荔寶路、7A迴旋處、興華街西、深旺道、東京街西、通州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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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廣東道、匯翔道、匯民道、海泓道、柏景

灣、海泓道、佐敦道及連翔道 

296D 九龍站 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及梳士巴利道 

296D 尚德 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及漆咸道北 

 

城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20 大角咀(維港灣) 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大角咀道、聚魚道、深

旺道及海輝道 

20 啟德 大角咀道、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地街、旺角道、洗衣街及亞

皆老街 

 

新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701 海麗邨 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大角咀道、聚魚道及深

旺道 

701A 海盈邨 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大角咀道、聚魚道、深

旺道及回復原來路線返回深盛道 

796P 以尖沙咀碼頭作為臨時

總站 

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及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 

 

 

乙、港島區的受影響巴士路線 

 

城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5B 臨時改作循環線  軒尼詩道、菲林明道、灣仔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希慎道、

開平道、加路連山道、東院道、銅鑼灣道及伊榮街 

5X 銅鑼灣(威非路道) 干諾道西、干諾道中、民吉街、干諾道中、康樂廣場、干諾道

中、夏慤道、紅棉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

邊寧頓街、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7 以中環(香港站) 作為

臨時總站 

民祥街及中環(香港站)巴士總站 

7 石排灣 中環(香港站)巴士總站、民祥街、民耀街及港景街 

11及 12 以中環(香港站)作為臨

時總站 

民祥街及中環(香港站)巴士總站 

11 渣甸山 中環(香港站)巴士總站、民祥街及回復原來路線往渣甸山；並改

經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12 羅便臣道  中環(香港站)巴士總站及民祥街 

25A 以軒尼詩道 (循道衛理

大廈外)作為臨時總站 

軒尼詩道、莊士敦道、菲林明道、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

道、邊寧頓街、怡和街、銅鑼灣道及回復原來路線返回寶馬山 

40 臨時改作循環線 軒尼詩道、分域街、莊士敦道、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及

回復原來路線返回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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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2A, 

96及 592 

銅鑼灣(摩頓台) 堅拿道西、堅拿道天橋、維園道、永興街、英皇道及銅鑼灣道 

77 筲箕灣 堅拿道西、堅拿道天橋、維園道及永興街 

629 以中環(交易廣場)作為

臨時總站 

不經中環(天星碼頭) 

 

780 以中環(香港站)作為臨

時總站 

干諾道中、民吉街、民照街、民祥街及中環(香港站)巴士總站 

780 柴灣(東) 中環(香港站)巴士總站、民祥街及回復原來路線往柴灣 

788 小西灣(藍灣半島) 告士打道、維園道及東區走廊 

 

 

新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2 

  
嘉亨灣 

  

干諾道中、民吉街、民祥街、民耀街、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

及回復原來路線；並改經告士打道、維園道、永興街及英皇道 

2A 

  
以軒尼詩道(駱克道街

市外)作為臨時總站 

  

英皇道、清風街天橋、維園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天橋、港灣

道、菲林明道及軒尼詩道 

2A及 2X 耀東邨 / 筲箕灣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 

2X 

  
以軒尼詩道(駱克道街

市外)作為臨時總站 

 

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天橋、港灣道、菲林明

道及軒尼詩道 

4 中環 干諾道中、民吉街、民祥街、民耀街、港景街及中環(交易廣場)

巴士總站 

8 以軒尼詩道(駱克道街

市外)作為臨時總站 

 

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天橋、港灣道、菲林明

道及軒尼詩道 

8 杏花邨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8P 以軒尼詩道(駱克道街

市外)作為臨時總站 

 

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天橋、港灣道、菲林明

道及軒尼詩道 

8P 小西灣(藍灣半島)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15 以中環(交易廣場)作為

臨時總站 

康樂廣場、港景街及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 

23, 25及

26 

北角碼頭 / 寶馬山 / 勵

德邨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25 以中環(交易廣場)作為

臨時總站 

康樂廣場、港景街及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 

30X 中環(交易廣場) 山道天橋、干諾道西、干諾道中、民吉街、民祥街及民耀街 

38, 42及

65 

北角碼頭 摩利臣山道、堅拿道西、堅拿道天橋、維園道、永興街及英皇道 

91 以中環(交易廣場)作為 民祥街、民耀街及港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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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改道經 

臨時總站 

720 嘉亨灣 告士打道、維園道及東區走廊 

722 以中環(交易廣場) 作為

臨時總站 

干諾道中、民吉街、民照街、民祥街及民耀街 

722 耀東邨 告士打道、維園道及東區走廊 

X9及 X15 以中環(交易廣場)作為

臨時總站 

不經中環(天星碼頭) 

 

丙、來往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北大嶼山的受影響巴士路線 

 

城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A11 北角碼頭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荔

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

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中環(港澳

碼頭)巴士總站及回復原來路線；並改經軒尼詩道、波斯富街、

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E11, 

E11A及

E11B 

天后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荔

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

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干諾道西、中環(港

澳碼頭)巴士總站、干諾道西、干諾道中、夏慤道、告士打道、

維園道、永興街、英皇道及回復原來路線返回天后 

A12 小西灣(藍灣半島)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荔

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

道、告士打道、干諾道中、天橋及回復原來路線; 於水街巴士站

後，改經干諾道西、干諾道中、夏愨道、然後於告士打道返回原

有路線 

A21 臨時改作循環線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長

沙灣道、荔枝角道、興華街西、深旺道、東京街西、西九龍走

廊、太子道西、荔枝角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

道、暢運道、安運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九龍公

園徑、廣東道、佐敦道、翱翔道、連翔道、海輝道及回復原來路

線返回機場 

E21 大角咀(維港灣) 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及回復原來路線；並改經欽州街、欽

州街西、深旺道、海輝道及海帆道 

A22 藍田站 

(由頭班車-上午 9時 45

分)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長

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廣東道、梳士巴利道

及漆咸道南 

A22 藍田站 

(由上午 9時 45分起)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長

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及佐敦道 

A22 機場 加士居道天橋、海泓道、佐敦道及連翔道 

E23及

E23A 

慈雲山(南)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長

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及加士居道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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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改道經 

E23及 

E23A 

機場 加士居道天橋、海泓道、佐敦道及連翔道 

A26, 

A29, 

A29P, 

E22及

E22A 

油塘 / 寶琳 / 將軍澳站 / 

藍田(北) / 康盛花園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及呈

祥道 

 

 

龍運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A38, A43

及 A43P 

機場  屯門公路、荃灣路、青荃路、青衣北岸公路及青衣西北交匯處 

R33 迪士尼樂園 海珠路、皇珠路、龍富路、屯門-赤鱲角隧道、北大嶼山公路及

竹篙灣公路 

E31, E32

及 E42 

荃灣(愉景新城) / 葵芳 / 

博康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交匯處、青衣西路、

青康路、長康巴士總站、青康路及青衣西路 

A32 葵涌邨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交匯處、青衣西路及

青康路 

E32 葵芳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交匯處、青衣西路、

青康路、長康巴士總站、青康路及青衣西路 

R8 迪士尼樂園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北岸公路東行、担杆山交匯處及青衣北

岸公路 

 

嶼巴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1R 昂坪 紅鶯道、迴旋處、公主道連接路、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丁、受影響的過海巴士路線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102及

106 

筲箕灣 / 小西灣(藍灣半

島) 

維園道、永興街及英皇道 

102 美孚 康莊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103及

170 

竹園 / 沙田站 

(頭班車 – 下午 2時)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104 白田 (港島)入境事務大樓之後不經灣仔北 

(九龍)康莊道、公主道、衛理道、染布房街、聯運街、弼街及洗衣

街 

108 寶馬山 告士打道、堅拿道天橋、堅拿道東、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110 尖沙咀 (港島)告士打道、天橋 (或堅拿道天橋、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及堅

拿道天橋) ; 不經灣仔北 

(九龍)康莊道北行、康莊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及廣東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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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改道經 

112及

116 

北角 / 鰂魚涌 

  

堅拿道東、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112 蘇屋 康莊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117 

  
跑馬地 

  

告士打道、堅拿道天橋、堅拿道東、摩利臣山道及體育路 

118 

  

  

  

長沙灣 (深旺道) 

  

  

  

(港島)告士打道及天橋 (或堅拿道天橋、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及堅

拿道天橋) ; 不經灣仔北 

(九龍)康莊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171 

  
荔枝角 康莊道、公主道、亞皆老街及彌敦道 

307 中環渡輪碼頭 

(頭班車 – 下午 1時 15

分) 

干諾道中、民吉街、民祥街及中環(香港站)巴士總站 

307 

 
大埔中心 

(頭班車 – 下午 2時)  

 

民祥街東行、民祥街西行、干諾道中、林士街、德輔道中、 

金鐘道、軍器廠街、告士打道、維園道、 大坑道天橋、 銅鑼灣

道、 摩頓臺及高士威道 

 

601, 619,  

680及

690 

寶達 / 順利 / 利安 / 康盛

花園 

(頭班車 – 下午 2時)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及怡和街 

603 以機利文街作為臨時總

站 

(頭班車 – 下午 1時 15

分) 

不經民光街及民耀街 

603 以林士街作為臨時總站 

 (頭班車 – 下午 2時)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671 

  
鑽石山站 

  

摩利臣山道、堅拿道西、堅拿道天橋、維園道、永興街及英皇道 

673 中環(香港站) 

(頭班車 – 下午 1時 15

分) 

干諾道中、民吉街及民祥街; 不經民光街及民耀街 

 

673 

  
上水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681 

 
馬鞍山 

(頭班車 –凌晨 2時) 

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904 堅尼地城(卑路乍灣)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

夏慤道天橋、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嘉安街及德輔道西 

905 

  
以軒尼詩道(修頓球場

外) 作為臨時總站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

夏慤道天橋、干諾道中西行、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干諾道中

東行、夏慤道、告士打道、菲林明道北行、菲林明道南行及軒尼

詩道 

914 天后站 大角咀道、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地街、旺角道、彌敦道、加

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



15 

 

路線 方向 改道經 

諾道中西行、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干諾道中東行、夏慤道、

告士打道、維園道、永興街、英皇道及興發街 

914 

  
海麗邨 

  

西區海底隧道、西九龍公路、連翔道、海輝道、深旺道及大角咀

道 

930 以軒尼詩道(修頓球場

外) 作為臨時總站 

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道、

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

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及回復原來路線；並改經莊士敦道、菲林

明道及軒尼詩道 

930X 銅鑼灣(摩頓台) 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道、

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

干諾道西、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干諾道西、干諾道中、夏慤

道、告士打道、維園道、天橋、告士打道、大坑道天橋前往銅鑼

灣(摩頓台) 

934 

  
以中環(港澳碼頭)作為

臨時總站 

  

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道天橋、漆咸

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天橋、港灣道、

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中、永和街、干諾道中及

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 

936 

  
以中環(港澳碼頭)作為

臨時總站 

  

興華街西、深旺道、東京街西、西九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道

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維園道、永興街、英皇

道、銅鑼灣道、摩頓台、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

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中、永和街、干諾道中及中環(港

澳碼頭)巴士總站 

948 

  
天后站  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

龍走廊、渡船街、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

道、告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西行、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

站、干諾道中東行、夏慤道、告士打道、維園道、永興街、英皇

道及興發街 

960, 961

及 978 

  

臨時改作循環線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杜老

誌道天橋、港灣道、菲林明道及軒尼詩道 

960P 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維園道、永興

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斯

道、金鐘道、德輔道中、永和街、干諾道中及中環(港澳碼頭)巴士

總站 

962B, 

962X及 

969 

銅鑼灣(摩頓台)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

干諾道中、干諾道西、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干諾道西、干諾

道中、夏慤道、告士打道、維園道、天橋、告士打道、大坑道天

橋往銅鑼灣(摩頓台) 

967 金鐘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慤道、

天橋、干諾道中、干諾道西、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及回復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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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改道經 

路線返回金鐘 

968 

  
以高士威道(皇仁書院

外)作為臨時總站 

  

青朗公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

廊、渡船街、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

士打道、夏慤道、干諾道中西行、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干諾

道中東行、夏慤道、告士打道、維園道、永興街、英皇道及高士

威道 

970及 

970X 

蘇屋/長沙灣（甘泉街） 西區海底隧道、連翔道、海輝道、深旺道、大角咀道、櫻桃街、

亞皆老街、新填地街、旺角道及彌敦道 

971 海麗邨 西區海底隧道、連翔道、海輝道及深旺道 

970, 

970X及 

971 

數碼港 / 香港仔 / 石排

灣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

干諾道中天橋及干諾道西 

973 赤柱市場 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北行、康莊道南行、海底隧道、告士打道、

夏慤道、天橋、干諾道中、天橋及干諾道西 

H1 尖沙咀 改由中環(交易廣場)開出；並改經告士打道、海底隧道、康莊道北

行、康莊道南行及梳士巴利道 

P960 灣仔(北) 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渡船街、

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維園

道、告士打道、夏慤道、紅棉路、金鐘道、德輔道中、摩利臣

街、干諾道中西行及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 

P960 兆康站(北) 由告士打道入境事務大樓站開出 

P968 銅鑼灣(天后) 青朗公路、屯門公路、荃灣道、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

廊、渡船街、加士居道天橋、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

士打道、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道、金鐘道、 德輔道

中、摩利臣街、干諾道中西行及中環(港澳碼頭)巴士總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