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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日期: 2021 年 6 月 25 日 (共 165 條小巴路線) 

香港區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1. 9 中環(交易廣場) - 寶雲道 (循環線) 
2. 12 觀龍樓 - 西營盤 (循環線) 
3. 13 西環邨 - 西營盤 (循環線) 
4. 14M 銅鑼灣(蘭芳道) - 睦誠道 (循環線) 
5. 16A 柴灣站 - 舂坎角(慈氏護養院) 
6. 16M 柴灣站 - 舂坎角/馬坑 
7. 16X 柴灣站 - 赤柱灘道 
8. 18M 柴灣站 - 歌連臣角(懲教所) 
9. 20 西灣河(嘉亨灣)公共交通總站 - 柴灣工業城 (循環線) 

10. 20M 興民邨 - 柴灣工業城 (循環線) 
11. 21A 銅鑼灣(蘭芳道) - 勵德邨 (循環線) 
12. 21M 銅鑼灣(蘭芳道) - 大坑徑 (循環線)  
13. 22 薄扶林花園 - 中環(交易廣場) 
14. 22S 薄扶林花園 -中環(中環碼頭) 
15. 22X 薄扶林花園 -中環(中環碼頭) 
16. 23 堅尼地城站 - 薄扶林 (循環線) 
17. 23M 堅尼地城站 - 置富花園 
18. 24A 金鐘站(德立街) - 肇輝台 (循環線) 

19. 24M 畢拉山 - 金鐘站(德立街) 

20. 25 上寶馬山 - 銅鑼灣 (循環線) 

21. 39C 漁安苑(鴨脷洲) - 香港仔 (循環線) 
22. 39M 漁安苑(鴨脷洲) -天后站 
23. 40 赤柱村 - 銅鑼灣 
24. 40X 赤柱(赤柱監獄) - 銅鑼灣 
25. 43M 峰華邨 - 柴灣站 (循環線) 
26. 44M 柴灣站 - 小西灣邨 (循環線) 
27. 49M 天后站 -寶馬山 (循環線) 
28. N40 赤柱村 - 銅鑼灣 
29. 50 耀東邨 -西灣河 (循環線) 
30. 51 田灣邨 - 香港仔 
31. 51A 華貴邨 - 田灣邨 
32. 51S 華貴邨 - 香港仔 
33. N51S 華貴邨 - 香港仔 
34. 56 半山區(羅便臣道) - 北角(馬寶道) 
35. 56A 半山區(羅便臣道) - 銅鑼灣 (循環線) 
36. 56B 半山區(羅便臣道) -天后站 
37. 58 香港仔(湖南街) - 堅尼地城站 
38. 58A 香港仔(湖南街) - 堅尼地城站 
39. 58M 貝沙灣 - 堅尼地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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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40. 59 堅尼地城站 -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41. 59A 香港仔(東勝道) -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42. 59B 香港仔(東勝道)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循環線) 
43. 59X 堅尼地城站 - 葛量洪醫院 
44. N59A 香港仔(東勝道) -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45. 69 數碼港 - 鰂魚涌(船塢里) (循環線) 
46. 69A 數碼港 - 香港仔(循環線) 
47. 69X 數碼港 - 銅鑼灣(景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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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1. 12 白田 - 旺角東站 
2. 12A 大同新邨 - 旺角東站 
3. 12B 港灣豪庭 - 旺角東站 
4. 12S 大角咀(櫻桃街) - 旺角東站 (循環線) 
5. 18M 黃大仙站 - 慈雲山(北) 
6. 19 新蒲崗 - 慈雲山道(沙田坳邨) 
7. 19A 宏景花園 -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循環線) 
8. 19M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慈雲山(沙田坳邨) 
9. 19S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慈雲山購物中心 

10. 26 土瓜灣(浙江街) - 九龍站 
11. 26A 黃埔花園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尖沙咀(廣東道) (循環線) 
12. 26D 九龍站 -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13. 26H 伊利沙伯醫院 - 紅磡站 (循環線) 
14. 26W 海逸豪園 - 紅磡站 (循環線) 
15. 26X 海逸豪園 - 佐敦 (渡船街) (循環線) 
16. 27M 樂民新邨(美善同道) - 旺角站 
17. 27MS 旺角站 – 何文田(常樂街) (循環線) 
18. 28M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 - 旺角站 
19. 28MS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 - 何文田站 (循環線) 
20. 29A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運輸交匯處 - 廣播道 (循環線) 
21. 29B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運輸交匯處 - 畢架山 (循環線) 
22. 30A 澤安邨 - 旺角站 
23. 30B 澤安邨 -石硤尾站 (循環線) 
24. 32M 龍坪道 -石硤尾(循環線) 
25. 33A 海港花園 - 鑽石山站 
26. 33M 海港花園 - 黃大仙站 
27. 43M 大角咀(櫻桃街)-油麻地站 (循環線) 
28. 56 麗晶花園 - 崇仁街 
29. 80M 君頤峰 - 佐敦站(循環線) 
30. 81K 深水埗(海麗邨) - 美孚站 (循環線) 
31. 82 彩興苑 - 啟德 
32. 89A 安泰邨 – 牛頭角巴士總站 
33. 89B 安泰邨 -九龍灣(零碳天地) 
34. 89C 安達邨 - 牛頭角巴士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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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1. 1 西貢 - 九龍灣(德福花園) 
2. 1A 西貢 - 彩虹(新蒲崗) 
3. 1S 西貢 - 彩虹(新蒲崗) 
4. 2 西貢 - 蠔涌 
5. 7 西貢 - 海下 
6. 9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 西貢 
7. 9A 北潭涌 - 萬宜水庫東壩 
8. 19S 坑口(北) – 銅鑼灣 (循環線) 
9. 106 寶林 - 九龍灣 
10. 107 靈實醫院 - 寶林公共運輸交匯處 
11. 108A 彩明公共運輸交匯處 -坑口(北) 
12. 109M 清水灣半島 - 坑口站 
13. 115 寶林 – 駿昌街 
14. 20A 大埔墟站 – 大埔那打素醫院 (循環線) 
15. 20B 大埔墟站 - 洞梓 
16. 20C 大埔墟站 - 大美督 
17. 20E 大埔墟站  - 山寮路 (循環線) 
18. 20K 大埔墟站 – 三門仔 
19. 20M 鳳園 - 大埔中心 (循環線) 
20. 20P 鳳園 - 大埔墟站 (循環線) 
21. 20R 大埔墟站 - 烏蛟騰 
22. 20S 馬窩 - 大埔墟 (循環線) 
23. 20T 大埔墟站 - 慈山寺 
24. 20X 大埔墟站 – 大埔那打素醫院 
25. 21A 大埔墟 - 大埔頭 
26. 21K 大埔墟 - 圍頭 (循環線) 
27. 22K 大埔墟 - 錦山 
28. 23K 大埔墟 - 新屋家 (循環線) 
29. 23S 大埔墟 -打鐵屻  

30. 28K 大埔墟站 - 沙田(白鶴汀街) (循環線) 

31. 28S 白石角(天賦海灣) - 沙田(白鶴汀街) (循環線) 

32. 29 馬料水碼頭 - 運頭塘 

33. 33 元朗(泰豐街) - 下白泥 

34. 34 元朗(泰豐街) - 流浮山 

35. 34A 流浮山 - 廈村 

36. 35 元朗(泰豐街) - 沙橋(尖鼻咀) 

37. 301 祈德尊新邨 - 荃灣站 (循環線) 
38. 301M 荃灣西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荃灣站 (循環線) 
39. 302 豪景花園 - 葵芳 (循環線) 
40. 308A 碧堤半島 - 青衣站 

41. 308M 青衣站 - 浪翠園 (循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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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42. 42 青磚圍 - 屯門市中心 (循環線) 

43. 43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掃管笏(稔灣) (循環線) 

44. 43A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青榕街 

45. 43B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大欖涌 (循環線) 

46. 43C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兆麟苑 

47. 403 石籬(梨貝街) - 沙田圍 (循環線) 

48. 403A 安蔭(安足街) -沙田(担杆莆街) (循環線) 

49. 403P 石籬(梨貝街) - 沙田(担杆莆街) (循環線) 

50. 403X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東北葵涌 (循環線) 

51. 404M 葵芳站 - 海濱花園 (循環線) 

52. 405 長亨 - 茘景南 (循環線) 

53. 413 青衣公眾碼頭 - 瑪嘉烈醫院 

54. 55K 上水站 - 沙頭角(順隆街) 

55. 56A 粉嶺站 - 和滿街公共小型巴士總站 

56. 56B 粉嶺站 - 丹竹坑 

57. 56C 粉嶺站 - 小坑村 

58. 56K 粉嶺站 - 鹿頸 

59. 501A 雍盛苑 - 聯和墟 (循環線) 

60. 501C 雍盛苑 - 聯和墟 (循環線) 

61. 501K 欣盛苑 - 聯和墟 (循環線) 

62. 501S 上水站 - 裕民坊 

63. 502 大埔那打素醫院 - 清河邨 

64. 608 橫台山(八鄉) - 元朗(鳳翔路) (循環線) 

65. 609 元朗大球場 - 博愛醫院 (循環線) 

66. 609B 朗善邨 - 元朗站 (循環線) 

67. 610S 尖沙咀(海防道) -天水圍(天瑞邨) 

68. 621 洪水橋 (洪元路) - 天水圍 (天壇街) 

69. 622 洪水橋 (洪元路) - 朗屏站 (循環線) 

70. 623 元朗 (鳳翔路) - 港頭村 

71. 84 荃灣(眾安街) -荃威花園 

72. 803 顯徑 - 利安 

73. 803K 顯徑 -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74. 804 廣源 - 顯徑 

75. 805S 錦英苑 - 旺角 

76. 806A 黃泥頭 - 運頭塘 

77. 806B 石門 - 運頭塘 

78. 806C 香港科學園 - 運頭塘 

79. 807A 大學站 -  馬鞍山站(西沙路海栢花園) 

80. 807B 馬鞍山站(海柏花園公共運輸交匯處) - 黃竹灣 (循環線) 

81. 807C 大學站 – 馬鞍山站(海栢花園) 
82. 807K 大學站 - 井頭 
83. 807S 大學站 - 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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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 起點 – 目的地 
84. 807X 大學站 - 烏溪沙站 (循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