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更新日期: 2021 年 3 月 25 日 (共 75 條小巴路線) 

香港區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1. 14M 銅鑼灣(蘭芳道) - 睦誠道 (循環線) 
2. 21A 銅鑼灣(蘭芳道) - 勵德邨(循環線) 
3. 21M 銅鑼灣(蘭芳道) - 大坑徑 (循環線)  
4. 39C 漁安苑(鴨脷洲) - 香港仔 (循環線) 
5. 39M 漁安苑(鴨脷洲) -天后站 
6. 40 赤柱村 - 銅鑼灣 
7. 40X 赤柱(赤柱監獄) - 銅鑼灣 
8. 49M 天后站 -寶馬山 (循環線) 
9. N40 赤柱村 - 銅鑼灣 

10. 50 耀東邨 -西灣河 (循環線) 
11. 56 半山區(羅便臣道) - 北角(馬寶道) 
12. 56A 半山區(羅便臣道) - 銅鑼灣(循環線) 
13. 56B 半山區(羅便臣道) -天后站 
14. 69 數碼港 - 鰂魚涌(船塢里) (循環線) 
15. 69A 數碼港 - 香港仔(循環線) 
16. 69X 數碼港 - 銅鑼灣(景隆街) 

 

 

九龍區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1. 27M 樂民新邨(美善同道) - 旺角站 
2. 27MS 旺角站 – 何文田(常樂街) (循環線) 
3. 28M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 - 旺角站 
4. 28MS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 - 何文田站 (循環線) 
5. 29A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交通交匯處 -廣播道(循環線) 
6. 29B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交通交匯處 - 畢架山 (循環線) 
7. 30A 澤安邨 - 旺角站 
8. 30B 澤安邨 -石硤尾站(循環線) 
9. 32M 龍坪道 -石硤尾(循環線) 

10. 43M 大角咀(櫻桃街)-油麻地站(循環線) 
11. 33A 海港花園 - 鑽石山站 
12. 33M 海港花園 - 黃大仙站 
13. 89A 安泰邨 – 牛頭角巴士總站 
14. 89B 安泰邨 -九龍灣(零碳天地) 
15. 89C 安達邨 - 牛頭角巴士總站 

 

 



新界區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1. 19S 坑口(北) – 銅鑼灣 (循環線) 
2. 108A 彩明公共運輸交匯處 -坑口(北) 
3. 20A 大埔墟站 – 大埔那打素醫院(循環線) 
4. 20B 大埔墟站 - 洞梓 
5. 20C 大埔墟站 - 大美督 
6. 20E 大埔墟站  - 山寮路 (循環線) 
7. 20K 大埔墟站 – 三門仔 
8. 20M 鳳園 - 大埔中心 (循環線) 
9. 20P 鳳園 - 大埔墟站 (循環線) 
10. 20R 大埔墟站 - 烏蛟騰 
11. 20S 馬窩 - 大埔墟(循環線) 
12. 20T 大埔墟站 - 慈山寺 
13. 20X 大埔墟站 – 大埔那打素醫院 
14. 21A 大埔墟 - 大埔頭 
15. 21K 大埔墟 - 圍頭 (循環線) 
16. 22K 大埔墟 - 錦山 
17. 23K 大埔墟 - 新屋家 (循環線) 
18. 23S 大埔墟 -打鐵屻  
19. 308A 碧堤半島 - 青衣站 
20. 308M 青衣站 - 浪翠園(循環線) 
21. 42 青磚圍 - 屯門市中心 (循環線) 
22. 403 石籬(梨貝街) - 沙田圍 (循環線) 
23. 403A 安蔭(安足街) -沙田(担杆莆街) (循環線) 
24. 403P 石籬(梨貝街) - 沙田(担杆莆街) (循環線) 
25. 403X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東北葵涌 (循環線) 
26. 55K 上水站 - 沙頭角(順隆街) 
27. 56A 粉嶺站 - 和滿街公共小型巴士總站 
28. 56B 粉嶺站 - 丹竹坑 
29. 56C 粉嶺站 - 小坑村 
30. 56K 粉嶺站 - 鹿頸 
31. 501A 雍盛苑 - 聯和墟 (循環線) 
32. 501K 欣盛苑 - 聯和墟 (循環線) 
33. 501S 上水站 - 裕民坊 
34. 608 橫台山(八鄉) - 元朗(鳳翔路) (循環線) 
35. 609 元朗大球場 - 博愛醫院 (循環線) 
36. 609B 朗善邨 - 元朗站 (循環線) 
37. 610S 尖沙咀(海防道) -天水圍(天瑞邨) - 
38. 84 荃灣(眾安街) -荃威花園 
39. 807A 大學站 -  馬鞍山站 (西沙路海栢花園) 
40. 807B 馬鞍山站(海柏花園公共運輸交匯處) - 黃竹灣 (循環線) 
41. 807C 大學站 – 馬鞍山站(海栢花園)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42. 807K 大學站 - 井頭 
43. 807S 大學站 - 井頭 
44. 807X 大學站 - 烏溪沙站 (循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