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牌渡輪服務詳情及收費表數據規格  

數據由運輸署提供。數據資源下載格式分別有 CSV 和 XLSX兩種。 

 

中環 - 索罟灣渡輪服務 

營辦商 : 城永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中環：民光街中環四號碼頭 

索罟灣：南丫島索罟灣二號碼頭  

航行時間 : 30 - 40 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7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 代表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

索罟灣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7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中環、索罟灣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班次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加班服務 (需視乎實際乘

客需求) 



中環 - 榕樹灣渡輪服務 

營辦商 : Islands Ferry Company Ltd.  

登船地點 :  中環：民光街中環四號碼頭 

榕樹灣：南丫島榕樹灣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27 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7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 代表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

榕樹灣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7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中環、索罟灣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班次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只在星期六行駛 

“2”代表可載貨物的航班 

“3”代表可載貨物的航班及加班服

務 (需視乎實際乘客需求) 



中環—坪洲渡輪服務(包括特別航班來往坪洲及喜靈洲) 

營辦商 : 港九小輪有限公司   

中環—坪洲登船地點 :  中環：民光街中環六號碼頭 

坪洲：露坪街坪洲渡輪碼頭  

中環—坪洲航行時間 :  普通船：40 分鐘  

高速船：25 - 30 分鐘 

坪洲—喜靈洲登船地點： 坪洲：露坪街坪洲渡輪碼頭 

喜靈洲：喜靈洲公眾碼頭 

坪洲—喜靈洲航行時間:  約 13分鐘 (來回航程)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9年 3月 29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航線 中環—坪洲 或 坪洲—喜靈洲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性質 渡輪服務性質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 代表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

坪洲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9年 3月 29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中環、坪洲 或 坪洲、喜靈洲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普通船及可載

貨物的航班 



中環 - 梅窩渡輪服務 

營辦商 :  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中環：民光街中環六號碼頭 

梅窩：梅窩碼頭路梅窩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普通船：50 至 55 分鐘 

高速船：35 至 40 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4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性質 渡輪服務性質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 代表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

梅窩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4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中環、梅窩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普通船及可載貨物的航班 

 

“2”代表普通船及可載貨物的航班

經坪洲 



坪洲 - 梅窩 - 芝蔴灣 - 長洲渡輪服務 

營辦商 :  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坪洲：露坪街坪洲渡輪碼頭 

梅窩：大嶼山梅窩碼頭路梅窩渡輪碼頭 

芝蔴灣：大嶼山芝蔴灣碼頭 

長洲：新興海傍街長洲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坪洲—梅窩：18 至 20 分鐘 

坪洲—芝蔴灣：31 至 35 分鐘 

坪洲—長洲：49 至 55 分鐘 

梅窩—芝蔴灣：13 至 15 分鐘 

梅窩—長洲：31 至 35 分鐘 

芝蔴灣—長洲：18 至 20 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7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航線 渡輪航線  

乘客 乘客類別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7月 1日 

所有班次均有貨運服務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坪洲、梅窩、芝蔴灣、長洲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以坪洲為終點站 

 

“2”代表以梅窩為終點站 



中環 - 長洲渡輪服務 

營辦商 :  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中環：民光街中環五號碼頭 

長洲：新興海傍街長洲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普通船：55 至 60 分鐘 

高速船：35 至 40 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7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性質 渡輪服務性質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 代表首程之出發地點必須為

長洲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7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中環、長洲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普通船及可載貨物的航班 

 

“2”代表只在星期一至五行駛(公

眾假期除外) 



  

 

“3”代表普通船及可載貨物的航班

及只在星期六行駛(公眾假期除外) 

 

“4”代表普通船及可載貨物的航班

及只在星期一至五行駛(公眾假期除

外) 



中環 - 愉景灣渡輪服務 

營辦商 :  愉景灣航運服務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中環： 中環三號碼頭 

迪士尼: 迪士尼碼頭 

愉景灣：大嶼山愉景灣廣場徑愉景灣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中環 – 愉景灣 (約 25分鐘) 

中環 – 迪士尼碼頭 – 愉景灣 (約 35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3月 10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付款方法 渡輪付款方法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港幣)  

收費(儲點) 渡輪服務收費(儲點)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代表使用日間單程票時以現金

或八達通卡繳付之附加費。 

 

“2”代表已登記八達通卡指經愉景

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認可及登記供

愉景灣居民使用之八達通卡。 

 

“3”代表如 T卡餘額只足夠繳付日

間單程收費，須以現金或八達通卡

繳付之附加費。 

 



“4”代表如 T卡內的儲點不足以支

付該航程，持卡人可以儲點兌換一

張單程票(現金票價)並以現金補回

差價。  

儲點兌換一張單程票(現金票價)的

兌換率為 1儲點等如港幣 1元。不

足 1儲點的兌換率如下：  

0.1至 0.5儲點兌港幣 0.5元；  

0.6至 0.9儲點兌港幣 1元。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3月 10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中環、愉景灣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繞經迪士尼碼頭的航班 

 

“2”代表只在星期日行駛 



馬灣—中環渡輪服務 

營辦商 :  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馬灣：珀麗路珀麗灣渡輪碼頭 

中環：中環二號碼頭 

航行時間 :  約 22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6年 5月 8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登記乘客是指已向珀麗灣客運有限

公司預先登記八達通卡之指定乘客 



“1” 代表登記乘客 

“2” 代表非登記乘客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6年 5月 8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馬灣、中環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馬灣—荃灣渡輪服務 

營辦商 :  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馬灣：珀麗路珀麗灣渡輪碼頭 

荃灣：荃灣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約 12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6年 10月 8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登記乘客是指已向珀麗灣客運有限

公司預先登記八達通卡之指定乘客 



“1” 代表登記乘客 

“2” 代表非登記乘客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6年 10月 8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馬灣、荃灣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北角—紅磡渡輪服務 

營辦商 :  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北角：海港道北角（西）渡輪碼頭 

紅磡：華信街紅磡（北）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約 8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4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代表如身高達或超過 95厘

米，除非能出示有關証明，否則均



當作 3歲或以上小童計算。 

 

“2”代表持月票者可不限次數乘搭

「北角至九龍城」及「北角至紅

磡」航線。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4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北角、紅磡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該航班只在星期一至五行



  

駛(公眾假期除外) 



北角—九龍城渡輪服務 

營辦商 :  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北角：海港道北角（西）渡輪碼頭 

九龍城：新碼頭街九龍城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約 14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4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代表如身高達或超過 95厘

米，除非能出示有關証明，否則均



當作 3歲或以上小童計算 

 

“2”代表持月票者可不限次數乘搭

「北角至九龍城」及「北角至紅

磡」航線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7年 4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北角、九龍城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該航班只在星期一至五行



  

駛(公眾假期除外) 



北角—觀塘—啟德渡輪服務 

營辦商 :  富裕小輪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  北角：海港道北角（東）渡輪碼頭 

啟德：承豐道啟德跑道公園碼頭 

觀塘：開源道觀塘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  北角—觀塘:約 12分鐘 

北角—觀塘—啟德:約 24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9年 9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渡輪服務備註 “1”代表由 2019年 9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31日（包括首尾兩

日），成人可享有港幣$0.5的票價優

惠; 兒童（12歲以下）/ 65歲或以

上的乘客 / 殘疾人士可享受$0.2的

票價優惠， 月票可享受$20的票價

優惠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9年 9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北角、觀塘、啟德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西灣河—觀塘渡輪服務 

營辦商： 珊瑚海船務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西灣河： 太康街西灣河渡輪碼頭 

觀塘：  基業街觀塘公眾碼頭 

航行時間： 約 15 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9年 5月 15日 

 

備註 備註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9年 5月 15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西灣河、觀塘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加班服務逢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於上午 8時 18分

及上午 8時 48分由西灣河開往觀塘 



西灣河—三家村渡輪服務 

營辦商： 珊瑚海船務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西灣河： 太康街西灣河渡輪碼頭 

三家村： 崇信街三家村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約 10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9年 2月 15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9年 2月 15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西灣河、三家村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愉景灣—梅窩渡輪服務 

營辦商： 坪洲街渡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愉景灣：大嶼山遊艇徑稔樹灣登岸處 

    坪洲: 露坪街坪洲公眾碼頭 

梅窩：大嶼山梅窩碼頭路梅窩登岸處 

航行時間：約 20 分鐘（愉景灣-梅窩）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5年 7月 24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航線 愉景灣–梅窩 、 梅窩–坪洲 或 坪洲–愉景灣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5年 7月 24日 

  

備註 備註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愉景灣、梅窩、坪洲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只在星期六(公眾假期

除外)行駛 

“2”代表只在星期日及公眾假

期行駛 
 



屯門—東涌—沙螺灣—大澳渡輪服務 

營辦商： 富裕小輪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屯門：屯門 渡輪碼頭 Ｄ泊位（海翠花園對出） 

    東涌： 東涌 發展碼頭東泊位 

    沙螺灣：大嶼山沙 螺灣碼頭 

大澳： 大嶼山大澳海濱長 廊 登岸梯級 

航行時間： 約 53 分鐘（快速船） 

   約 87 分鐘 （普通船）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1月 26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1月 26日 

  

航線 屯門–大澳 、 屯門–沙螺灣 、 屯門–東涌 、

大澳–沙螺灣 或 東涌–沙螺灣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性質 渡輪服務性質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屯門、大澳、沙螺灣、東涌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以東涌為終點站 



香港仔—索罟灣（經模達）渡輪服務 

營辦商： 全記渡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香港仔：香港仔海濱公園旁浮躉 

    模達：南丫島模達灣公眾碼頭 

索罟灣：南丫島索罟灣公眾碼頭 

航行時間：35分鐘 

收費表 

“2”代表加班服務( 需視乎實

際乘客需求) 

“3”代表以屯門為終點站 

“4”代表普通船 

“5”代表「東涌－沙螺灣－大

澳」的常規普通船短途航線試辦

期為 28.9.2019 至 27.9.2020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1月 1日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1月 1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航線 香港仔–索罟灣 或 模達–索罟灣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香港仔、索罟灣、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香港仔—北角村—榕樹灣渡輪服務 

營辦商： 翠華船務（香港）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香港仔：香港仔海濱公園旁浮躉 

    北角村：南丫島北角村公眾登岸梯級 

榕樹灣：南丫島榕樹灣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約 35 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8年 10月 7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航線 香港仔 - 榕樹灣 、 北角村 - 榕樹灣 、 榕樹灣 - 香

港仔 或 北角村 - 香港仔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8年 10月 7日 

 

  

服務性質 渡輪服務性質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香港仔、榕樹灣、北角村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中環—紅磡渡輪服務 

營辦商： 富裕小輪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中環： 中環八號碼頭（西面泊位） 

紅磡： 紅磡（南）渡輪碼頭 

航行時間： 約 16 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6月 28日 

 

航班時間表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6月 28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中環、紅磡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馬料水—塔門渡輪服務 

營辦商： 翠華船務(香港)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馬料水 

深涌 

荔枝莊 

塔門 

高流灣 

赤徑 

黃石碼頭 

收費表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航班時間表 

 

航線 馬料水－深涌 、 馬料水－荔枝莊 、 馬料水－塔門 或 

馬料水－高流灣 、 馬料水－赤徑 、 馬料水－黃石碼

頭 、 深涌－荔枝莊 、 深涌－塔門 、 深涌－高流

灣 、 深涌－赤徑 、 深涌－黃石碼頭 、 荔枝莊－塔

門 、 荔枝莊－高流灣 、 荔枝莊－赤徑 、 荔枝莊－

黃石碼頭 、 塔門－高流灣 、 塔門－赤徑 、 塔門－

黃石碼頭 、 高流灣－赤徑 、 高流灣－黃石碼頭 或 

赤徑－黃石碼頭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馬料水、深涌、荔枝莊、塔門、高流灣、 

徑、黃石碼頭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前往高流灣、

赤徑和黃石碼頭的乘客，

需在塔門轉乘"塔門－黃

石碼頭"街渡服務(T.P.2)

在下午 2時由塔門開往黃

石碼頭的航班 



馬料水—東平洲渡輪服務 

營辦商： 翠華船務(香港)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馬料水：科學園路馬料水渡輪碼頭 

東平洲：東平洲公眾碼頭 

收費表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1”代表提供$50優惠來

往票予東平洲居民。 

“2”代表來回票只適用

於即日來回, 或在連續的



 

航班時間表 

 

  

星期六/日/公眾假期的期

間內, 作單次來回使用。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馬料水、東平洲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塔門—黃石碼頭渡輪服務 

營辦商： 翠華船務(香港)有限公司 

登船地點：  塔門 

黃石碼頭 

收費表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航線 塔門－高流灣 、 塔門－赤徑 、 塔門－黃石碼頭 、  

高流灣－赤徑 、 高流灣－黃石碼頭 或 赤徑－黃石碼

頭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航班時間表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塔門、黃石碼頭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代表該航班由"馬料

水- 塔門" 街渡服務提供 

“2”代表中途經赤徑 



北角／觀塘–梅窩( 危險品車輛 ) 渡輪服務 

營辦商： 香港油蔴地小輪船有限公司 

航行時間 :  觀塘—梅窩:約 90分鐘 

北角—梅窩:約 78分鐘 

觀塘—狗虱灣:約 80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4年 1月 28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航線 北角／觀塘–梅窩 或 觀塘–狗虱灣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14年 1月 28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北角／觀塘、梅窩、狗虱灣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北角–觀塘 ( 危險品車輛 ) 渡輪服務 

營辦商： 香港油蔴地小輪船有限公司 

航行時間： 約 12分鐘 

收費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1月 4日 

 

航班時間表 

數據更新日期 2020年 1月 4日 

 

元件 描述 備註 

乘客 乘客類別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收費(港幣) 渡輪服務收費  

備註 備註  



 

 

 

元件 描述 備註 

方向 往北角、觀塘方向  

服務日子 渡輪服務日子  

服務時段 渡輪服務班次  

備註 備註 “1”加班服務( 需視乎

實際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