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通告
巴士 路線 計劃
新巴第 682A 號線
馬鞍山市中心/烏溪沙站
馬鞍山市中心 烏溪沙站 – 柴灣(東
柴灣 東 )
新巴第 682B 號線
水泉澳 – 柴灣(東
柴灣 東 )
新巴第 682P 號線
利安/烏溪沙站往柴灣
利安 烏溪沙站往柴灣(東
烏溪沙站往柴灣 東 )
公眾人士請注意，由 2015 年 8 月 31 日 (星
星 期一)起，新巴第
682A、682B 及 682P
期一
號線的服務將會重組。
新巴第 682A 號線
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下午 6 時正及下午 6 時 20 分將開設兩班由柴灣(東)開出前往烏溪沙站
的班次。現時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7 時 20 分及上午 7 時 40 分而由馬鞍山市中心總站開
出的兩個班次將由小西灣縮短至柴灣(東)巴士總站。新巴將提供由新巴第 682A 號線(往柴灣方向)轉
乘新巴第 682 號線(往小西灣方向)的車費優惠，以便乘客前往小西灣。
新巴第 682B 號線
為配合水泉澳入伙，新巴第 682B 號線的總站將由博康搬遷至水泉澳公共運輸交匯處，於博泉街城
泉樓對面將加設一個新巴士站(往柴灣方向) 。
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下午 6 時 5 分及下午 6 時 25 分將開設兩班由柴灣(東)開出前往水泉澳
的班次。現時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7 時 20 分及上午 7 時 35 分而由水泉澳總站開出的兩
個班次將由小西灣縮短至柴灣(東)巴士總站。新巴將提供由新巴第 682B 號線(往柴灣方向)轉乘新巴
第 682 號線(往小西灣方向)的車費優惠，以便乘客前往小西灣。
新巴第 682P 號線
現時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7 時 20 分由烏溪沙站開出的班次及星期一至六 (公眾假期除
外) 上午 7 時 30 分、上午 7 時 40 分及上午 7 時 55 分由利安開出的三個班次將由小西灣縮短至柴灣
(東)巴士總站。新巴將提供由新巴第 682P 號線(往柴灣方向)轉乘新巴第 682 號線(往小西灣方向)的車
費優惠，以便乘客前往小西灣。
新巴第 682A 及 682B 號線的新開設班次的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

服務時間

路線及巴士站

新 巴 第 682A 星期一至五(公 經常安街、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筲箕灣道、英
號線 (柴灣(東) 眾假期除外)
皇道、康山道、英皇道、健康西街、七姊妹道、電照
至烏溪沙站)
街、渣華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
下午 6 時及
魚門道、觀塘繞道、大老山隧道、大老山公路、石門
下午 6 時 20 分 交匯處、亞公角街、恆信街、恆泰路、寧泰路、恆輝
街、迴旋處、恆輝街、恆耀街、恆泰路、恆輝街、迴

全程收費
$19.0

路線

服務時間

路線及巴士站
旋處、西沙路及沙安街。
巴士站安排
1. 柴灣(東)巴士總站
2. 柴灣道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外
3. 柴灣道環翠街市外
4. 環翠道環翠邨澤翠樓外
5. 環翠道興華邨卓華樓對面
6. 環翠道興華邨豐興樓外
7. 柴灣道興華邨裕興樓外
8. 柴灣道天主教海星堂外
9. 柴灣道興民邨後
10. 柴灣道山翠苑外
11. 柴灣道40號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外
12. 柴灣道阿公岩道前
13. 筲箕灣道408號逢源大廈外
14. 筲箕灣道330號新成街前
15. 筲箕灣道198號海晏街後
16. 筲箕灣道124號西灣河文娛中心對面
17. 筲箕灣道50號太富街前
18. 康山道2號康怡廣場(南)外
19. 英皇道1094號寶峰園外
20. 英皇道992號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德育發展中心外
21. 英皇道852號民新街前
22. 英皇道668號健康村外
23. 電照街電照街遊樂場外
24. 東區海底隧道近收費站(北行)
25. 大老山公路近大老山隧道收費站 (北行)
26. 亞公角街沙田醫院對面
27. 亞公角街沙田漁民新村對面
28. 亞公角街馬鞍山崇真中學對面
29. 寧泰路錦泰苑錦興閣對面
30. 寧泰路德信中學對面
31. 寧泰路海典灣對面
32. 恆輝街欣安邨對面
33. 西沙路聽濤雅苑外
34. 西沙路頌安商場外
35. 西沙路頌安邨頌和樓外
36. 西沙路馬鞍山廣場外
37. 西沙路雅典居外
38. 西沙路近烏溪沙新邨
39. 烏溪沙站巴士總站

全程收費

路線

服務時間

路線及巴士站

新巴第 682B 號 星期一至五(公 經常安街、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筲箕灣道、英
線 (柴灣(東)至 眾假期除外)
皇道、康山道、英皇道、健康西街、七姊妹道、電照
水泉澳)
街、渣華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
下午 6 時 5 分
魚門道、觀塘繞道、大老山隧道、大老山公路、沙田
及
圍路、小瀝源路、廣善街、牛皮沙街、插桅杆街、小
下午 6 時 25 分 瀝源路、大涌橋路、沙田路、沙田圍路、沙角街、水
泉坳街、博泉街及多石街。
巴士站安排
1. 柴灣(東)巴士總站
2. 柴灣道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外
3. 柴灣道環翠街市外
4. 環翠道環翠邨澤翠樓外
5. 環翠道興華邨卓華樓對面
6. 環翠道興華邨豐興樓外
7. 柴灣道興華邨裕興樓外
8. 柴灣道天主教海星堂外
9. 柴灣道興民邨後
10. 柴灣道山翠苑外
11. 柴灣道40號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外
12. 柴灣道阿公岩道前
13. 筲箕灣道408號逢源大廈外
14. 筲箕灣道330號新成街前
15. 筲箕灣道198號海晏街後
16. 筲箕灣道124號西灣河文娛中心對面
17. 筲箕灣道50號太富街前
18. 康山道2號康怡廣場(南)外
19. 英皇道1094號寶峰園外
20. 英皇道992號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德育發展中心外
21. 英皇道852號民新街前
22. 英皇道668號健康村外
23. 電照街電照街遊樂場外
24. 東區海底隧道近收費站(北行)
25. 大老山公路近大老山隧道收費站 (北行)
26. 小瀝源路近大老山隧道支路
27. 廣善街廣源邨廣榕樓外
28. 廣善街近恒生管理學院
29. 牛皮沙街牛皮沙新村外
30. 牛皮沙街2號愉翠商場外
31. 插桅杆街沙田工業中心對面
32. 小瀝源路沙田第一城第27座外
33. 大涌橋路沙田第一城第13座外
34. 沙田圍路近沙田圍村
35. 水泉坳街博康邨博泰樓對面
36. 水泉澳公共運輸交匯處

全程收費
$19.0

巴士公司將在巴士站及巴士車廂內張貼通告，通知乘客上述安排。有關詳情，乘客可瀏覽巴
士公司網頁 www.nwst bus.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