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區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交通文件 14/2014 號

南區區議會屬下
區區議會屬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配合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東段
配合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東段)通車的
東段 通車的
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
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南區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下稱「交
運會」)各委員有關運輸署為配合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東段)通車而擬備的公
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下稱「公共交通計劃」)的工作進度及安排。
配合西港島線通車的公共交通計劃
2.
運輸署在 2013 年 7 月展開有關公共交通計劃的諮詢工作，並在
2013 年 11 月和今年 1 月及 3 月，再度諮詢了交運會有關西港島線的修訂公
共交通計劃。最新修訂的公共交通計劃(2014 年 3 月版本)的詳情，可參閱
南區交運會 2014 年 3 月 24 日會議的交通文件 8/2014 號。
3.
我們在上一次交運會會議收到各議員及委員對不同重組路線組別
提出的寶貴意見。本署已詳細考慮及與巴士公司跟進，現作出以下回應：
地區意見

回應

重組城巴第 40 及 40M 號線
a) 要求在重組城巴第 40 號
線(即與第 40M 號合併)
後，提供更多八達通轉乘
優惠方便居民往羅便臣
道

巴士公司建議新增城巴第 40 號線與新巴第 23 號
線(蒲飛路-北角碼頭)往羅便臣道方向的八達通轉
乘優惠安排，總車費將為$6.9。建議的兩線轉乘位
置為薄扶林道蒲飛路巴士總站對面。

重組新巴第 4、
、4X 及城巴第 7 號線
b) 要求重組後新巴第 4X 號 在最新修訂方案(2014 年 3 月版本)中，巴士公司
線提供較頻密的班次服 將以 5 部雙層巴士行走重組後第 4X 號線(即比現
務
時 4 部巴士增多 1 部)，使該線在早上 7 時至 9 時
的繁忙時段班次提升至每 12 分鐘一班，而其餘時
間則劃一為每 15 分鐘一班。我們相信有關的安排
將更有效配合居民便捷地往來南區及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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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意見
回應
c) 要求新巴第 4 或 4X 號線 考慮了華富(北)巴士總站的實際運作環境(包括各
以華富(北)為總站
車坑的巴士轉彎情況 )及巴士資源調配等因素
後，巴士公司初步建議維持現時在華富(南)的總站
路線安排。我們會繼續跟進上述兩個巴士總站在
落實重組相關巴士路線後的運作安排。
d) 要求重組後城巴第 7 號線 
提供全日較頻密的班次
服務或加開特別班次；同
時建議該線重組後“華富
北入，華富南出”



在最新修訂方案(2014 年 3 月版本)中，巴士公
司將以 8 部雙層巴士行走重組後的城巴第 7
號線(即比現時 7 部巴士增多 1 部)。相信重組
後城巴第 7 號線的服務能配合乘客需求。同
時，巴士公司承諾會密切監察該線重組及改
道後的服務水平，包括石排灣及華富的乘客
需求情況，需要時會適當地調整服務水平。
參考現時華富的巴士行車路線，我們正研究
將日後往石排灣方向的城巴第 7 號線以“華富
北入，華富南出”之可行性。

e) 關注路線重組後，會否影 路線重組後，我們將維持城巴第 7 號線現行的所
響現時城巴第 7 號線的特 有特別時段行車路線安排，包括平日早上 5 時 45
別時段行車路線安排
分前由石排灣開出的班次，途經華富邨華生樓、
華富南及華安樓，以及該線每日晚上 11 時後由中
環開出的班次途經置富等安排。
f) 要求在重組城巴第 7 號線 巴士公司同意在城巴第 7 號線重組後，新增由華
後可提供往香港仔的分 富往石排灣的$3 分段車費。
段收費
g) 要求就新巴第 4/4X/城巴 現時巴士公司已就有關巴士路線提供多項巴士/
第 7 號線提供更多巴士/ 巴士轉乘優惠。我們會繼續與巴士公司跟進就有
巴士轉乘優惠，讓乘客可 關巴士路線提供更多轉乘優惠的可行性。
於薄扶林道轉乘更多港
島區路線
h) 要求華富南巴士站全日 現時巴士公司會透過車長通報及稽查員工巡察等
設置站長
方法，監察與協調區內的巴士服務，及在有需要
時作出適當車務調配。巴士公司表示現時的安排
已有效地協調區内的車務安排，並會密切留意及
跟進有關安排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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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意見

回應

重組新巴第 43X、
、46X 及城巴第 70、
、70M 及 M47 號線
i) 關注重組後城巴第 43M  新設的鐵路接駁線城巴第 43M 號線將於平日
號線的服務水平，要求提
繁忙時段(包括早上 7 至 9 時)提供每 15 分鐘
供穩定的班次，及調配更
一班的服務，其餘時間班次則為每 15 至 20
多雙層巴士行走該線
分鐘一班。
 由於日後城巴第 43M 號線不需途經中環及灣
仔的繁忙路段，而往石塘咀方向則會行經交
通較暢順的西區道路，與現時新巴第 43X 及
46X 號線比較，預計該線的班次將會較穏定。
 我們會密切監察該線在鐵路開通後的運作情
況，視乎乘客需求靈活調配車種，並適時調
節班次服務。
j) 要求城巴第 43M 號線延 我們建議將城巴第 43M 號線的服務時間延長，尾
長服務時間
班車在晚上 11 時 50 分才由田灣開出。由於該線
以循環線形式運作，所以由堅尼地城往田灣方向
的尾班車約在凌晨 12 時 20 分開出返回南區。

k) 要求城巴第 43M 號線延 巴士公司詳細評估現時新巴第 43X 號線乘客的乘
長路線至上環
車模式及城巴第 43M 號線增加行車距離對班次服
務的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延長城巴第 43M 號線至
上環會減低該線的接駁鐵路站功能及其運作效
率。再者，居民日後可利用城巴第 43M 號線與城
巴第 1、5B 或 10 號線的轉乘優惠安排，或直接乘
坐途經薄扶林道的城巴第 7 或 90B 號線等，往來
中上環。我們會密切留意日後有關路線及轉乘安
排的運作情況。
l) 關注城巴第 43M 號線收 根據城巴第 43M 號線行車路線的距離，現時的建
費水平
議收費符合專營巴士車費等級表的規定。巴士公
司亦會為該線安排數項與其他巴士路線的轉乘優
惠安排，方便乘客前往不同目的地。
m) 關注重組後城巴第 70 號 
線在香港仔的服務水平
及班次

在最新修訂方案(2014 年 3 月版本)中，重組後
的城巴第 70 及 70P 號線共有 14 部巴士行走，
與現時服務城巴第 70、70P 及 70M 號的車輛
數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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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意見

回應
 城巴第 70 及 70P 號線在上午 7 時至 9 時 59
分的繁忙時段於華貴、香港仔及石排灣開出
往中環的班次總共為 24 班，其中 11 班將於香
港仔巴士總站為起點開出，即平均約 4 至 10
分鐘一班車抵達香港仔。有關上述路線於香
港仔的服務情況與現時大致相同。

n) 要求增加城巴第 70P 號線 在最新修訂方案(2014 年 3 月版本)中，重組後城
的班次
巴第 70P 號線的班次將由現時三班增加至四班。
當新增一班於上午 7 時 30 分開出的班次後，相信
該線服務可大致可配合乘客需求。我們會密切留
意該線的乘客需求及運作情況，視乎需要調整服
務以滿足需求。
o) 要求重組後的城巴第 70 
號線繞經田灣街的巴士
站





p) 要求重組後的城巴第 70
號線延長總站至上環，或
提供往上環特別班次，方
便南區西面的居民到上
環

重組後城巴第 70 號線會建議於石排灣道(近
田灣街)設中途站，以便利附近居民在同一位
置有較多乘車路線選擇(包括城巴第 37A 號
線)，前往灣仔至中環一帶。同時，巴士公司
計劃靈活調配城巴第 70 號線(由華貴)及城巴
第 37A 號線(由置富)的開車時間，令日後途經
石排灣道的巴士服務能維持在大約每 6 至 7
分鐘一班，相信乘客的整體候車時間會縮短。
巴士公司也曾評估安排城巴第 70 號線在早上
繁忙時段繞經田灣街的可行性，結果顯示這
安排或會混淆中途站乘客，尤其在臨界的時
間乘客未必能清楚應到哪一站候車。同時，
近日營運數據顯示，如城巴第 70 號線繞經田
灣街會增加行車時間約 5 分鐘，對服務班次
會帶來影響。
當然，我們備悉地區的有關訴求，會從資源
及服務水平等方面，繼續跟進該線的服務安
排。

巴士公司詳細評估現時新巴第 43X 號線乘客的乘
車模式及城巴第 70 號線延長總站至上環所增加行
車距離對班次服務的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延長城
巴第 70 號線至上環會減低該線的運作效率。再
者，居民日後可利用城巴第 43M 號線與城巴第
1、5B 或 10 號線的轉乘優惠安排，或直接乘坐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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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意見

回應
經薄扶林道的城巴第 7 或 90B 號線等，往來中上
環。我們會密切留意日後有關路線及轉乘安排的
運作情況。

專線小巴服務
q) 關注專線小巴第 23M 號 
線置富總站位置，及日後
第 23 與 23M 號的服務水
平




專線小巴第 23M 號線在置富的總站位置建議
將設在置富徑教堂對面，現時正進行相關地
區諮詢。
新增專線小巴第 23M 號線將於西港島線通車
後提供接駁新鐵路站的功能，而該營辦商已
承諾會為此組別路線增撥資源，以提供合適
服務。
同時，我們與營辦商均會密切監察鐵路開通
時第 23 與 23M 號兩線的服務情況，需要時作
適當跟進，配合乘客需求。

r) 關注專線小巴第 58M 號 我們會與相關專線小巴營辦商密切監察該線投入
線日後的服務水平
服務後的乘客需求情況，適時檢討其服務時間及
班次，以提供適切服務，配合乘客需要。

s) 要求專線小巴第 63 號線 由於有關建議涉及明顯的服務範圍改動，運輸署
途經華富南
已備悉及會研究有關意見。

t) 要求增加小巴座位的數 為檢視各小巴路線的服務水平能否照顧乘客需
目至二十個
求，運輸署會定期進行公共小巴服務綜合調查，
結果顯示服務能大致滿足乘客需求。此外，公共
小巴總乘客量在鐵路網絡進一步擴展的大環境下
會顯著增加的可能性不大，貿然增加公共小巴的
整體載客量因此或會引發不同公共交通工具之間
的惡性競爭，影響營運的可持續性及財務的可行
性，也令公共小巴輔助集體運輸工具的角色變得
模糊不清。從公共交通服務的整體供求而言，任
何關於改變現行公共小巴乘客座位數目的建議，
必須小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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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與巴士
鐵路與巴士/專線
巴士 專線小巴轉乘優惠安排
專線小巴轉乘優惠安排
u) 關注西港島線和巴士/專 根據港鐵公司提供的資料，他們已開展與有關巴
線小巴轉乘優惠安排
士及專線小巴營辦商商討轉乘優惠的安排。我們
知識已有營辦商表示有意參與有關計劃，現在正
與港鐵公司商談有關安排的合約細則。另外，據
我們理解有部分營辦商與港鐵公司對合作的基礎
有分歧，所以未能同意轉乘優惠的安排。運輸署
會繼續跟進及協調有關事宜。
其他意見
v) 要求巴士公司提供全球 新巴/城巴表示，其全線車隊已配備採用全球衛星
衛星定位巴士站實時報 定位技術操作的車廂自動報站系統，以廣東話、
站系統
英語及普通話播放到站及服務訊息提示，並配以
LED 顯示屏幕的中英對照文字顯示，以配合不同
乘客需要。由於實時資訊系統涉及龐大資產成本
及營運費用，巴士公司經過審慎研究，評估乘客
需要及實際營運情況後，目前在城巴機場快線「A
線」巴士提供實時抵站資訊，以配合其班次較疏、
路程較長，以及大部份乘客並非經常乘搭之特
性，亦較具成本效益。巴士公司暫時未有計劃將
實時抵站查詢服務擴展至其他路線，但會繼續評
估於其他路線提供「實時抵站時間查詢」的需要
及成本效益。
w) 南區巴士站改善計劃

運輸署會繼續監察公共交通設施的提供，包括所
提及位於瑪麗醫院、薄扶林村、田灣街和香港仔
海濱公園的巴士站，並按需要考慮採取改善措
施。有關在 HF104 和 HF134 號行人天橋裝設升降
機後拆卸其行人斜道位置增設巴士站的建議，運
輸署會開展研究，並會諮詢土木工程拓展署和路
政署的意見。

4.
在交通文件 8/2014 號中(該文件附件 6)，已夾附有關西港島線公共
交通計劃的建議實施時間表。定案的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將會在西港島
線開通時分階段實施，以避免對乘客造成混亂。署方會與公共交通營辦商
和南區區議會緊密合作，就各項主要公共交通安排進行廣泛宣傳，預早告
知乘客有關的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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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南港島線
配合南港島線(東段
南港島線 東段)通車的
東段 通車的公共交通計劃
通車的公共交通計劃
5.
就配合南港島線(東段)的方案，我們於 2014 年 3 月 24 日舉行的
會議，將有關修訂建議提交貴會進行諮詢，詳情可參閱南區交運會交通文
件 9/2014 號。我們感謝在會上各委員提供不少寶貴意見。 在現階段，我們
歡迎議員、居民及持份者繼續就有關修訂建議向我們提供意見。我們會整
理及與有關公共交通營辦商研究所收集到的意見，及與各有關持份者溝
通，然後按需要就個別建議計劃作適當修訂。稍後會向交運會提交修訂建
議再作討論。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4 年第四季就計劃定案。
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署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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