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鼓益主_ii_ 中西區考古海會文件第 16/2014 號

2014 - 2015 年度中西區巴士路銀發展計劃

且且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釋 2014 -2015 年度中西區的巴士路線發展
計劃’及諮詢委員對有關計劃的意見。

2. 在2014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再次強調政府會繼續發展以公

共交通為本及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系統，舒緩道路擠塞，減少廢氣排

放。因應未來六年將有五條新鐵路陸續落成，政府將繼續優他公共交

通系統，推動巴士路線重組，理順不同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作用和角

色。

2014 - 2015 年摩巴士路線希展計劃

3. 2014 - 2015 年度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已經初步擬定，現列於
附件A及附件B ，供各委員參閱。

4. 2014 2015 年度中西區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包括下列措施：

為配合地區發展及乘客需要，巴士公司建議區內部份路線增加

車輛數目及班次，亦建議更改多條行車路線，以配合乘客需求
服務﹔另一方面，為善用資源，巴士公司亦建議重組一些現有

路線，以切合乘客需求的轉變。有關建議的詳細安排在附件 1

至附件 8 內顯示。

5. 除上述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外，來年巴士公司亦計劃以「區域性
模式」重組青衣、沙田、大埔及元朗等各區的巴士服務。由於有關的

路線改動建議仍在整合當中，就涉及行經或以中西區為總站路線的改

動，我們預計將會在3月內再向各委員提供詳細的方案。

策劃本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的考廳因素

6. 我們會按下列的長遠公共交通發展策略，繼續發展巴士路線的

網絡：

（一）公共交通與民生、經濟發展及環保息息相關，要有長遠和

全面的規劃。鐵路每天載客量佔公共交通乘客量約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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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港客運系統的骨幹。發展鐵路運輸，不但可以疏導大

量人流，舒緩道路擠塞，減低車輛造成的空氣污染，也可

釋放周邊地區的發展潛力，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在長遺
的公共交通及運輸規劃上，我們會繼續以鐵路為主，巴士
為輔。過去數年，本港不斷有新鐵路落成，各條鐵路路線

的乘客可以互相轉乘，穿梭港九新界將更為方便。我們會

繼續提倡充分運用鐵路，並以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接駁
服務作配合。我們亦會繼續鼓勵專營巴士公司改善服務質

素。專營巴士服務將會在公共交通系統內，尤其是鐵路未

能到達的地方，扮演重要的角色。至於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在整個運輸系統內，將繼續發揮輔助性的功能，與鐵路和

專營巴士服務相輔相承﹔

（二）清新空氣及良好的交通狀況是社會寶貴的資產，香港路少

但人多車多，市民非常關注道路交通情況及交通對環境造

成的影響。為了令香港可持續發展，我們會考慮乘客需求

的改變和運輸基建投入服務後的情況，重整士路線的服

務，包括取消使用量低的巴士路線、縮減班次及縮短行車

路線。在調整路線時，巴士公司亦會考慮提供巴士轉乘計
劃以作配合。

（三）隨著本港鐵路網絡不斷擴展，我們會進一步改善公共交通

系統網絡，有效協調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並配合需求情況

而重組服務，減少惡性競爭和服務重疊。在未來數年，多

條新鐵路將陸續投入服務，此將更為倡議大規模巴士服務
重組計劃帶來契機，以改善道路擠塞的情況、維持一個有

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統及減低路邊空氣污染。

改善及滋少巴士服務的指引

7. 運輸署及專營巴士公司在制定路線發展計劃時會參考以下第

8-17 段所列舉的指引。

直量監噩

8. 基本上本港主要已發展地區均已有一至多條巴士線及其他輔
助交通工具例如專線小巴提供服務。為了配合人口變遷，我們會因應

現有巴士服務的乘客量和乘客需求增加巴士路線的班次，或視乎情況
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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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班次
9. 個別路線如果在繁忙時段最繁忙的半小時內的載客率達 100%

及在該一小時內的載客率達85% ﹔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最繁忙一小時

的載客率達60% ，我們會考慮增加車輛行走，以提高服務水平。在構

思增加車輛時，我們會首先考慮調配從其他重組項目減省下來的車輛。

(b) 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10. 若上文第9段所述的調整不足以應付需求，及沒有可行的替代

服務，我們會考慮開設新巴士線，而接駁鐵路或在鐵路範圍以外提供

服務的新巴士路線將獲優先考慮。審批新設巴士服務時，我們會考慮

該等服務對主要道路交通情況的影響，並會盡量避免開設長途巴士路

線，或行走繁忙地區例如旺角、尖沙咀、中環、灣仔和銅鑼灣等的巴

士路線。

11. 為改善環境、巴士營運效率和交通擠塞情況，運輸署一直致力

（透過取消、合併和縮短路線以及縮減班次）減少行走繁忙走廊的巴士

架次和停站次數。如新巴士路線或現有路線經加強服務後無可避免地

須途經繁忙地區，巴士服務營辦商須減少其他路線途經該區的相等巴

士架次。

制定巴士轉乘計劃

12. 一直以來，我們與巴士服務營辦商在適當和可行的地點引人巴

士轉乘計劃’讓乘客可享用優惠的轉乘票價前往更多目的地。這些轉
乘計劃可減少開設畏途巴士服務和直接點到點巴士服務的需要，從而

更妥善地使用有限的路面空間和巴士資源、提高整體巴士網絡的效

率，以及舒緩因巴士服務重疊而引起的交通擠塞和環境問題。

提升服務質素

13. 為了提升服務質素及迎合乘客需求，各專營巴士公司添置新巴

士時，其標準設備已包括空調系統、八達通系統、低地台出人口、環

保引擎以及2乘2的座位。

遍坐監盡

14. 對於使用率不高的巴士路線，我們會按它們的實際運作情況實

施各種措施以提高效率。有關措施會視乎情況恰當地推行，包括調整

現有路線、班次和行車時間表﹔將巴士站密度降低﹔以及縮短、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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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取消巴士路線等。

(a) 縮減班次

15. 如個別路線在繁忙時段最繁忙半小時內的平均載客率少於

85% ﹔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平均載客率低於30% ，我們會考慮減少行走
的車輛。但接駁鐵路、切合社會需求的路線或繁忙時段班次己定於 15

分鐘或以上及非繁忙時段己定於30分鐘或以上的巴士線則會按個別情

況考慮，包括引用空調單層巴士代替雙層巴士行走，以更有效地運用

巴士車輛資源，及提升巴士網絡的整體效率。

(b) 取消／合併路線

16. 如個別班次不頻密的路線未能提高使用率（即儘管個別路線班

次在繁忙時段只能維持在 15分鐘，及非繁忙時段只能維持在30分鐘，

而該路線在最繁忙的一小時內的載客率仍少於50%），我們會在評估乘

客所受影響及研究替代服務（包括該替代服務的服務水平及車費）後，

考慮建議取消該等路線或與其他路線合併。

(c) 縮短路線

17. 為了善用資源，運輸署會與有關巴士服務營辦商檢討縮短路線

的可行性，特別是大部分乘客會在中途下車的路線。在制訂縮短路線

的建議時，以下因素會納入考慮之列”

(i）受影響乘客的數目不應過多。作為參考基準’運輸署會檢
視在最繁忙的一小時內，在擬議截斷路線的地點載客率不

超過 20%至 30%的巴士路線﹔

(ii）是否有路旁空間可容納有關乘客，以便他們轉乘其他巴士

到達目的地﹔以及

(iii）在建議截斷路線的地點附近是否有地方供該巴士線作終點
站。

18. 此外，在考慮巴士路線發展計劃時，運輸署及專營巴士公司亦

會顧及下列因素：

（一）本區現時及已計劃的公共交通服務﹔

（二）地區內的發展﹔



（三）基本運輸建設的落成﹔

（四）該項目對乘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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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該項目對路面擠塞情況及對環境方面的影響﹔

（六）該項目對經營者的影響﹔

（七）該項目對其他公共交通服務經營者的影響﹔

（八）該項目是否合乎經濟效益﹔及

（九）市民的意見及建議。

19. 除了參考上述的指引外，自 2013年開始，本署以「區域性模式」

重組巴士服務，在推行「區域性模式」重組巴士服務的地區上，本署

不是分開單獨看每一條巴士路線，而是採取區域性綜觀角度，從一個
地區或區域內整體的交通配套著手，令相關路線的重組能發揮最大的

互補作用。重組路線並不等如只是取消載客率低的路線，本署希望可

還過重組路線，擴闊區內的巴士網絡，令巴士服務更能配合乘客需求。

重組巴士服務的方案一般包括取消或合併重疊的服務、精簡迂迴的行

車路線、調整班次等，在減省不必要的路線或班次的同時，也可將資

源調配至有切實需要加強服務的路線上，令地區內市民整體受惠。由

於重組巴士服務的方案是以一個地區或區域的巴士服務網絡為基礎，

因此其中個別路線的重組方案未必能完全參考第 8-17段所提及的指引
內容。以整體而言，巴士服務重組的目的是令巴士服務更能切合乘客

的需求，以及更有效運用巴士的資源，令大部分的乘客受惠。

盤盟童星ι

20. 請各委員就2014 - 2015年度的計劃提供意見。

運輸署

二零一四年二月



旦土 諱言矗會怖

公宣 且盟
盤盤 盤盤藍

城巴 2014年 5 銅鑼灣（威非路道）－

第2拳 摩星嶺

城巴 2014年 5X 銅鑼灣（威非路道）．

第2季 堅尼地城

新巴 2014年 !SB 天后站﹒山頂

第2季

新巴 2014年 HI 中環渡輪碼頭（7號碼

第3季 頭）四香港大學（循環

錄）

2014-15年
中西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

標并臨蔣項目

（港島區路線）

車輛分配
繁忙時段班次（分鐘）

現行 建撞撞

軍主主 童畫矗 室週 笙週 窒週 室適

星星 笠置 星星 堂屋

12-20 12-20 。 7 。 7 

7-20 7-20 。 9 。 9 

20 20 。 ﹝呵 。 [4] 

30 30 。 ﹝勾 。 ﹝刊

修改
窒道 室單

里矗 笠盧

。 。

。 。

。 。

。 [2] 

宣益

宜生直

﹛全3頁之第1頁）

往摩星讀方向的班次改造，抵達電氣道後改經永輿街

直接前往英皇道，不再駛經帆船街、銀幕街及琉璃街

’並1於英皇道西行近清風街增設巴士站固

詳情請參閱阻盤上

往堅尼地城口甘肉的班次改造，抵達電氣道後改經永興
街直接前往英皇道，不再駛經帆船街﹒銀幕街及琉璃

街，並於英皇道西行近清風街增設巴士站。

詳情誼參閱血佐！·

往山頂方向經怡和街、軒尼詩道及里拿道巴士專線 1

以取代高士威道至堅拿道東的一段禮頓道﹒

詳情請參閱血金i·

﹝l﹞合併第 HI 及H2 號線為單一循環路線第 HI 號

線﹔
間伸延行車路線至九龍半島，覆蓋尖沙咀及佐敦，
不行經堅道﹒薄抉林道及德輸道西等路段，及

[3﹞因應路線伸延至九麗而調整收費﹒

詳情請參閱監企1·



旦土 韓議會撒

公宣 且盟
盛盤 盤監盜

新巴／ 2014年 101 堅尼地城－觀塘（裕

九巴 第3季 民坊）

新巴 2014年 641 中環（港澳磚頭）－歐

第3季 德（歐晴部）

新巴／ 2014年 680P 馬鞍山市中心往金

九巴 第3季 鐘站（東）

2014-15 年
中西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

捍升ff~務項開

（過海隧道路線）

E輛分配
繁忙時段班次（分鐘）

現行 建主富

噩益 建盞 室盟 室週 笙週 盒噩
星星 笠星 皇星 笠置

3-7 3-7 。 45 。 45 

10-20 10-20 。 自 。 8 

共四班 共四班 。 4 。 4 

修改

望重 室詛

星盧 笠盧

。 。

。 。

。 。

鐘益

恆生A
（全3頁之第2頁）

由過海隧巴第IOI號線調配資源，在早上及下午繁忙
時段分別閱辦各兩班特別班次由觀塘往堅尼地城

’路綾編號為第IOIX號，
詳情請參閱監生生。

叫改經紅磁海底隧道過海（不停紅隧收費廣場），並

取道東九龍走廊，並更改路線號磚為第141號線﹔

[2］因應以上改道，九龍區總站將由敵晴祁連往九龍

灣（企業廣場），途經敵晴郁、麗晶花園及歐業﹔

﹝3］.第 141號線下午繁忙時間往九龍方向班次的終點
站延長至麗港城，以配合取消隧巴第 621號錄下午繁
忙時間的建語。

詳情請參閱缸佐且，

延長第680P號線至由j烏溪沙站開出。

詳情請參閱盟軍里。



繁忙時設班次（分鐘﹜
旦土 建議會撒

金宣 旦盟
盤盤 盤監誼

理宜 重道

新巴／ 2014年 914 海麗郁－銅鑼灣（天 10-18 10-21 

九巴 第3季 后）

九巴 2014年 914P 海麗嘲l往銅鑼灣 共一班 共一班
第3季 （天后）

新巴／ 2014年 914X 海麗郁往銅鑼灣 共二班 共三班

九巴 第3季 （天后）

新巴／ 2014年 948 銅鑼灣（天后）－長宏 4-10; 4-10, 

九巴 第3季 ／長安部 兩班特別班次 兩班特別班次

城巴 2014年 962B 屯門（置繁花園）－金 8-23; 8-23, 
第4季 鐘站（西） 共七班特別班 共九班特別莊

次由青龍頭開 次由青龍頭開

出 出

車輛分配

現行 建鐵

窒盟 室詛 室盟 窒週
里盧 笠盧 星星 笠盧

。 11 。 11 

。 12 。 12 

。 13 。 15 

修改

笙適 室單

里盧 笠盧

。 。

。 。

。 2 

宣益

蚯佐A
﹛全3頁之第3頁）

叫來回方向改經怡和銜，不經禮頓道，

[2﹞早上繁忙時間往九龍方向的班次調整至約15-21

分鐘一班 g
詳情請參閱血佐豆。

[1﹞港島區的總站由天后延長至西灣河（太康街），

[2﹞全程成人車費調整至港幣$13.4.
詳情請參閱監生重﹒

叫港島區的總站由天后延長至西灣河（太康街），

﹝2﹞往港島方陶改經深旺道及教魚道，不經欽州街
西﹒蓊枝角造和南昌街，及

[3］全程成人車費調整至港幣$13.4 • 
詳情請參閱阻益重﹒

更改於銅鑼灣區的行車路線：往青衣方向的班次改
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及軒尼詩道後返回原

線，往天后方向的班次以及第948X號線亦會改經軒
尼詩道及怡和街，不再途經波斯富銜，

詳情請參閱血佐1·

當有關路線的乘客量符合改善巴士服務的指引，巴

士公司將安排調配車輔以增加由青龍頭闖出的特別

班次。



E土
重這

公宣
宜血 盤盤 盤盤並

且盟

新巴 2014年 H2 中環渡輪窩頭σ號碼頭）－

第3季 銅鑼灣（循環線﹜

新巴 2014年 720P 太古城－中環（機利文街）

第3季 （循環錄）

2014－的年

中西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
~＋ffk'l蔣重種安排項目

（港島區路線）

繁忙時段班次（分鐘） 現行 且－空j道監蓋主笠且－詛 一2 改
還宜 建造 笙週笙單 笙單空道

里盧 隻盧 里屋 隻盧 里矗 笙盧

30 。 [2] 。 。 。 [-2] 

10-15 10-15 。 4 。 4 。 。

鐘益

盤盤E
（全Z頁之第1頁）

合併第HI 及H2 號線為單一循環路線第 HI號線，取消第也號
線﹒

詳情請參閱阻盤上

於星期至六（公眾假期除外）由太古城及由中環（機利文街）闖出的
尾班車時間分別提鍋至上午9時的分及約上午9時27分﹒
詳情請參閱血佳皇﹒



建盞
旦土

宜撞 盤盤 盤盤並
公宣

且盟

城巴／ 2014年 621 中環（香港站公共運輸交匯

九巴 第3季 處）－鹿港城

2014-15年
中西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
戶，＋時蔣重學宰相k項目

（過海隧道路線）

繁忙時段班次（分鐘﹜
車輛分配

現行 建議 修改
車宜 重量 室週笙週 室單室盟 室適窒道

星星笠盧 星星堂屋 星星笠盧

6-13 6-13 。 8 。 8 。 。

鐘益

血盤E
（全2頁之第2頁）

取消下午繁忙時間的服務，隧巴第141號綠下午繁忙時間往九龍
方向班次的終點站延長至鹿港城﹒

詳情當參閱血金j_ • 



盟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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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巴服軍事重轄替議－第 5 號線及第 sx 號線

I. 第 5 號緯及第 sx 號線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線 5 sx 
終點站 銅鑼灣（威非路道）一摩星嶺 銅鑼灣（威非路道）－堅尼地城

繁忙時段 12-20分鐘 7-20分鐘

班次

單程收費 $3.4 $4.4 
服務時間 由銅鑼灣﹛威主路道﹞聞出： 由銅鑼灣﹛威主路道﹞聞出：

每日上午六時正至 星期一至六

凌晨十二時正 上午t時五十分至凌晨十二時正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由摩星嶺冒出： 上午八時五十分至凌晨十二時正

每日上午五時五十五分至

晚上十一時十五分 由堅尼地城聞出：

星期一至六

上午六時四十五分至晚上十時十

五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八時正至晚上十時十五分

車輛數目 7部空調雙層巴士 9部空調雙層巴士

II. 薑矗且直量

由於帆船街路面狹窄，加上路旁不時有車輛停泊，影響巴士由電氣道左轉

入帆船銜，以及從帆船街左轉往銀幕街，令第 5 及 sx 號線在該處的運作

不時受阻，並阻礙電氣道西行的交通。加上銀幕街及琉璃街的交通日益擠

塞，導致第 5 及 sx 號線隨後各車站的班次出現不穩定的現象。

III. 薑矗且直室

為避免以上的延誤，現建議將第 5 號線及第 sx 號線往西區方向的班次改

道，抵達電氣道後改經永輿街直接前往英皇道，不再駛經帆船街、銀幕街

及琉璃街，並於英皇道西行近清風街增設巴士站。



IV. 重量且主矗

盟佳1
（全 2頁之第 2 頁）

此項建議把第 5 號線及第 sx 號線在銅鑼灣（威非路道）至英皇道的一段行

車路線優他，避免行經受阻塞的路段，有助於提高服務之穩定性。

此外，於英皇道清風街對面增設之巴士站，往中西區之乘客除了第 10 號

線外，亦可選擇更直接抉捷的第 sx 號線。

v. 對乘客之影響

第 5 號線
受影響

受影響巴士站
乘客數目 可選擇巴士

替代巴士站 車資
（佔乘客的百分 服務

比）
於帆船街鴻運

第 5 號線或
於英皇道：青風

$3.4 
閣外上落車之 60(1.1%) 

第 10 號線
街對面之巴士

（維持不變）
乘客 站上落

第 sx 號線
受影響

受影響巴士站
乘客數目 可選擇巴士

替代巴士站 車資
（佔全線乘客的 服務

百分比）
於帆船街鴻運 186 2.0%) 於英皇道清風

$4.4 
閣外上落車之 第 sx 號線 街對面之巴士

（維持不變）
乘客 站上落

VI. 監蠱置

請參閱阻且lJ支盟且主。

VII. 建營實施日期

2014 年第 2 季



血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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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服務重毒害吾吾譜一第 15B 號錄

I. 現時的服務詳情

路線 15B 
終點站 天后站－山頂

班次 20 分鐘

單程收費 $9.6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由天后站闖出：

服務時間 中午十二時正至晚上七時正

由山頂闖出：

下午十二時四十分至晚上七時四十分

車輛數目 4 部雙層空調巴士

II. 薑矗且宜量

第 lSB 號線往山頂方向的班次在銅鑼灣途經禮頓道和摩利臣山道。由於有

關路段遠離銅鑼灣區的主要活動地帶，前往山頂之乘客須步行相當的距離

至禮頓道或摩利臣山道一帶的巴士站方可使用本路線，引致乘客量偏低，

往山頂方向的班次每班車平均只有 20 名乘客。此外，有關路段在假日亦

經常出現交通擠塞，令車程經常受到延誤，班次並不穩定。

III. 重量且血盔

基於上述原因，建議第 lSB 號線往山頂方向改為經怡和街、軒尼詩道及

堅拿道巴士專用線，以取代堅拿道東的一段禮頓道，服務詳情如下：

路綠 lSB 
終點站 天后站－山頂

行車路線 天后站往山頂：經銀幕街、琉璃街、英皇道、高士威道、

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堅拿道巴士專用

線、堅拿道東、禮頓道、摩利臣山道、皇后大道東、司徒

拔道及山頂道

山頂往天后站（維持不變）：經山頂道、司徒拔道、皇后大

道東、摩利臣山道、天樂里、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

道及興發街



世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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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費、班次及車輛數目維持不變。

IV. 噩噩且蛙盧

．第 ISB 號線改道後，往山頂方向的巴士站會設於銅鑼灣區的主要活動

地區，可為在銅鑼灣區前往山頂的大部份乘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往山頂方向的班次改經怡和街及軒尼詩道，以取代在假日路面較為繁忙

的禮頓道，使班次更為穩定和可靠臼

v. 對乘客立影響

第 15B 號線現有乘客

受影響 目的地 受影響乘 可選擇 替代巴士站 車資

路段 數目（佔乘 服務

客的百分

比）

於軒尼詩道
希↑真廣場

摩理臣山至 第 ISB
外、軒尼詩道 $9.6 

禮頓道
山頂

86 (19.5%) 
號線

堅拿道東前 （維持

或堅拿道巴 不變）
士專用線巴
士站上車

VI. 第 15B 號線囝士站立改動

往山頂方向

取漪巴士站 新增巴士站

1. 禮頓道，加路連山道後 1. 軒尼詩道，希慎廣場外

2. 禮頓道，紀利草木球會外 2. 軒尼詩道，堅拿道東前

3. 堅拿道巴士專用線

VII. 盤盤區

請參閱阻且立。

VIII. ~聖議實腕日期

2014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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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R ffg 絡電轄Ml:議－推遊路綠第 Hl 及 H2 號線

I. 第 Hl 及 H2 號路綠現峙的服務詳情

路綠 HI H2 

終點站 中環（天星碼頭）一香港大學 中環（天星碼頭）一銅鑼灣

﹝循環線﹞ ﹝循環線﹞

班次 30 分鐘 30 分鐘

車費 單程車費： $8.7

一天票（可在一天內無限次乘搭兩線） : $ 50.0 

服務時間 每曰： 每曰：

中環（天星碼頭）開出： 中環（天星碼頭）闖出：

上午十時正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十五分至

晚上九時四十五分

乘客 平均： 17% 平均： 10%

使用率 最低： 2% 最低： 0%

車輛數量 2 部空調雙層開畫畫巴士 2 部空調雙層闖進巴士

II. 噩噩且直量

『人力車觀光巴士』第Hl和H2號線屬旅遊路線，現時其服務範圈只在港

島北岸，未有覆蓋九龍半島，故其乘客量一直處於極低水平。

另一方面，由於現時第Hl和H2號分別連繫半山至中環及中環至跑馬地的

旅遊景點，乘客需於中環碼頭轉乘以來往部份景點，未能為旅客提供便捷

的服務。

是次重組計劃旨在擴大「人力車觀光巴士』的服務範圍，並通過合併並優

先其行車路線，為旅客提供一個更有效及方便的連繁，穿梭維港兩岸的熱

門景點，從而令「人力車觀光巴士』的營運效率有所改善，並能繼續為旅

客提供服務。

III. 薑矗且血室

@ 修訂行車路線，擴大服務範圍，以單一路線覆蓋維港兩岸各熱門旅遊

景點，包括天星碼頭、蘭桂坊、荷李活道、花園道（山頂纜車總站）、

金紫荊廣場、廟街、廣東道玉器市場、廣東道購物區、尖沙咀鐘樓、

星光大道、歷史博物館、銅鑼灣購物區、時代廣場、灣仔鬧市及美食

酒吧區、皇后像廣場等。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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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第HI及H2號線為單一循環路線第HI號線

> 伸延行車路線至九龍半島，覆蓋尖沙咀及佐敦一帶的觀光熱點

> 不再行經較少遊客前往的地區如堅道、薄扶林道及德輔道西等路

段

> 因應路線伸延至九龍而調整收費

@ 合併後的第HI號線之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 Hl 
終點站 中環（天星碼頭）一尖沙咀﹝循環線﹞

行車路線 中還﹛天犀碼頭﹞－尖沙哩﹝循環線﹞： 途經民光街、民耀街、

抖﹝港景街、交易廣場巴士總站、平諾道中、平諾道西、德輔道西、

皇后街、皇后大道西、荷李活道、亞畢諾道、上亞壓學道、花園

道、紅棉路、夏憨道、添美道、龍匯道、﹞

＠﹝龍和道、﹞分域碼頭街、會議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灣仔

（會展新翼）巴士總站、博覽道東、會議道、鴻與道、海底隧道、

康莊道、加士居道、佐敦道、廣東道、梳士巴利道、漆成道南、

漆成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天橋、告士打道、 j皮

斯富街、禮頓道、摩利臣山道、天樂旦、軒尼詩道、金鐘道、紅

棉路、天橋、花園道、德輔道中、雪廠街、平諾道中、康樂廣場、

民耀街、民照街及民光街

抖適用於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或之前闖出的班次

＠適用於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後闖出的班次途經

服務時間 每曰：

中環（天星碼頭）闖出：

上午十時正至晚上八時三十分

班次 30 分鐘

車費 單程車費： $33.0

﹝中環至尖沙咀： $3 3 .0（登車時付款）﹞

﹝尖沙咀至中環： $33.0（下車時付款）﹞

一天票（可在一天內無限次乘搭該線） : $ 200.0 

行車里數 25.4 公里 ︱行車時間 1105 分鐘
車輛數量 4部空調雙層開鐘巴士

IV. 畫畫且噩噩

@ 合併後的第 HI 號線可便捷地把維港兩岸熱門旅遊景點串連起來。令

旅客可更輕鬆及便捷地遊覽市內更多不同景點。

@ 延續及進一步發展香港唯一專營開蓬旅遊巴士服務，令「人力事觀光

巴士』品牌塑像得以延續，有助本港旅遊業的發展。



v. 盤盤且

請參閱阻且土民血且立。

VI. 建議實施日期

2014 年第 3 季

阻企豆

（全 3 頁之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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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海隧道巴士服務軍事~~議－苦奮 101 及 lOlX 號線

I. 第 101 及 101X 號線現峙的03務詳情

路線 第 101 號錄 第 101X 號線
終點站 堅尼地城一觀塘（裕民坊） 堅尼地城往觀塘（裕民坊）

上午繁忙 3-7 分鐘 共 2 班

時段班次

下午繁忙 3-9 分鐘 共 2 班

時段班次

全程車費 $9.8 $11.0 
服務時間 由堅尼地城及觀塘聞出： 由堅尼地域聞出：

每日上午五時三十分至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凌晨零時二十分 上午t時十五分

上午t時四十五分

下午五時五十五分

下午六時二十分

上午繁忙 由堅尼地城關出： 由堅尼地域圈出：

時段乘客 27% - 49% 49% - 82% 
使用率 由觀塘闖出：

69% - 100% 

下午繁忙 由堅尼地城闖出： 由堅尼地域聞出：

時段乘客 88% - 100% 27% - 63% 
使用率 由觀塘闖出：

51% - 72% 
車輛數目 26 部空調雙層巴士（新巴上 1 部空調雙層巴士（新巴）

午繁忙時段） 1 部空調雙層巴士（九巴）

28 部空調雙層巴士（新巴下

午繁忙時段）

17 部空調雙層巴士（九巴）

II. 重量且畫畫

自隱巴第 101X號線投入服務後，於繁忙時段由堅尼地城、西環，以至西營盤

一帶往九龍灣、牛頭角及觀塘之車程變得更便捷。由於現時隧巴第 lOlX號線

只提供由西區單向往九龍東的服務， 運輸署及巴士公司亦有接獲地區組織提

出開設隧巴第 lOlX號線由九龍東回程往西區的巴士服務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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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重量且由盎

基於上述背景，現建議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由第 101號線抽調2部

巴士，於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增設隧巴第 lOlX號線往港島方向班次，由觀塘

（裕民坊）經牛頭角、九龍J彎，然後取道毆德隧道、東九龍走廊、車工勵海底隧

道、告士打道及林士街天橋往西營盤、石塘咀及要尼地城，詳情如下：

路線 101X 
終點站 觀塘（裕民坊）四堅尼地城

行車 由觀塘（裕民坊）闖出：

路線 經同仁銜，裕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天橋，敢祥道，＊﹝宏照

道，常悅道，宏光道，敢祥道﹞’敵福道，歐德隧道，東九龍走廊，

漆成道北，康莊道，紅磁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懇道，平諾道

中，林士街天橋，平諾道西，西邊街，皇后大道西，卑路乍街，

域多利道及西寧街。

‘上午繁忙E喜段不經盟主段

服務 由觀塘（裕民坊）闖出：

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上、下午繁忙時間各兩班：

上午七時十五分及七時四十五分（暫定）

下午五時五十五分及六時十五分（暫定）

車費 $11.0 

巴士 4部雙層空調巴士

數目

因預料部分現時於繁忙時段由九龍東乘搭第 101號線到海底隧道收費廣場及港

島西區的乘客會被新增設的第 lOlX號線所吸納，第101號線於繁忙時段由觀塘

（裕民坊）開出之班次將輕微調整，詳情如下：

班次 第 101號綠班次調護後預計最高載客率

上午繁忙時段 約每 3-7 分鐘 95% 

一班

下午繁忙時段 約每 4-9 分鐘 80% 

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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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時隧巴第 1而現時第 lOlX及 101號線由堅尼地城往觀塘方向的其他服務詳

情將維持不變。

IV. 噩噩盟主矗

新增隧巴第 101X號線往堅尼地城的特別班次，令在繁忙時段由觀塘、牛頭角，

以至九龍灣一帶往港島西區以及紅隧口一帶之路程變得更拱捷，估計車程分別

可節省約20分鐘及 10分鐘，令隧巴服務更切合乘客需要。

此外，藉著此建議，不但有助減輕多條繁忙路段如軒尼詩道、金鐘道及德輪道

中等的交通負荷，亦可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兼顧環保。

v. 盤盤且

請參閱阻且豆。

VI. 建議實施日期

2014 年第 3 季



過海瞪道巴士腫務重轄荐譜－第 641 及 621 號線

I. 現悴的服務詳情

路線 641 
終點站 中環（港澳碼頭）－敢德（敢睛都）

上午繁，陀 10-20 分鐘

時間班次

單程收費 $10.5 

星期一至五

由中環（港澳碼頭）闖出

上午六時五＋五分至上午八時二十分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至晚上八時十分

由敵德（敢晴郁）闖出

上午六日寄五十五分至上午八時四十分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至晚上八時十分

服務時間 星期六

由中環（港澳碼頭）闖出

上午六時五十五分至上午八時三十分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至晚上六時二十分

由歐德（敵晴郁）聞出

上午六時五十五分至上午八時二十分

下午凹時四十五分至晚上六時十五分

星期日或公眾假期不設服務

4部雙層空調巴士（九巴）

4 部雙層空調巴士（城巴）

車輛數目

II. 噩噩且宜量

621 

盟佳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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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香港站）－麗港城

6-13 分鐘

$10.5 

暑期一至五

由麗港城闖出

上午七時十分至上午八時二十五分

（共 10 班）

由中環（香港站）聞出

下午五時二十五分至下午七時正（共

6 班）

星期六

由麗港城開出

上午t時十分至上午八時三十五分

（共 8 班）

星期日或公眾假期不設服務

上午：
4 部雙層空調巴士（九巴）

4 部雙層空調巴士（城巴）

下午：
3 部雙層空調巴士（九巴）

3 部雙層空調巴士（城巴）

由於東區走廊及東區海底隧道的交通日趨繁忙，令隧巴第 641 號線的行車時間大幅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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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大影響班次穩定性，尤其以下午繁忙時間情況為甚。

另一方面，隧巴第 621 號線在九龍區的服務範圍僅局限於麗港城，由於下午繁忙時間
的乘客乘車的時間非常分散，以致乘客量一直偏低。根據最近的調查，此時段的最高

載客率只有 33% 。

III. 噩噩且由盎

為改善班次穩定f生並善用資源，建議重整隧巴第 641 及 621 號線如下：

睡著戶A第 641 號線

改為行經海底隧道（收費廣場並不設站），並取道東九龍走廊，以避開交通繁忙

的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支路及鯉魚鬥道，路線編號更改為第 141 號線。

因應以上改道，九龍區總站將自歐晴那遷往九龍灣（企業廣場），途經做晴郁、

麗晶花園及歐業部，不停牛頭角及觀塘。

配合下述取消隧巴第 621 號線下午繁忙時間的建鐵，第 141 號線下午繁忙時

間往九龍方向班次的終點站延長至麗港城。

勝自第 621 號線

取消下午繁忙時間的服務

上午繁忙時間的服務維持不變。

有關服務詳情如下：

路線 141 
總站 九龍灣（企業廣場卜中環（港澳碼頭）

行車路線 九龍灣﹛企業廣場l 往中環﹛港澳碼頭l：途經常悅道，宏光道，敢華街，
歐成街，承毆道， j木虹街，沐翠街，宏照道，敢祥道，歐德隧道，東九
龍走廊，漆成道北，康莊道，紅勵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懿道，紅棉

路，天橋，金鐘道，德輔道中，禧利街，平諾道中及港澳碼頭支路

中環﹛港澳碼頭﹞往九龍灣﹛企業廣場﹞途經港澳碼頭支路，干諾道中，林
士街，德輔道中，金鐘道，軒尼詩道，菲林明道，會議道，鴻興道，紅

磁海底隧道，康莊道，漆成道北，東九龍走廊，毆德隧道，做祥道，啟

成街，承敢道，沐虹街，沐翠街，宏照道，常悅道，宏冠道及臨欒街

＊星期一至五下午繁忙時間往九龍方向的班次延長至麗港城

中環（港澳碼頭）往＊麗港城途經港澳碼頭支路，干諾道中，林士街，德
輔道中，金鐘道，軒尼詩道，菲林明道，會議道，鴻興道，紅磁海底隧

道，康莊道，天橋，漆成道北，東九龍走廊，敢德隧道，歐祥道，啟成
街，承敵道，沐虹街，沐翠街，宏照道，常悅道，常恰道，宏照道，觀

塘繞道，偉業街，茶果領道及有康街

車資 $10.5 （維持不變） ︱班次 110-20 分鐘（維持不變）
車輛數目 4 部輛雙層空調巴士（九巴） 4 部雙層空調巴士（新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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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巴第 641 號線改道後採用的行車路線較直接及暢順，可減省車程時間，特別是來往

九龍灣一帶的乘客，可節省約 15 分鐘﹔另一方面，亦可改善班次的穩定性。

由隧巴第 141 號線在下午繁忙時間取代隧巴第 621 號線提供由港島前往麗港城的服

務，有助減少低載客率的巴士在港島北岸繁忙道路上所造成的不必要負荷，亦有助改

善空氣質素。

v. 對乘客的影響

第 641 號線

往港島方向
起點 目的地 受影響人數 替代服務 車資

（佔乘客百

分比）
牛頭角道至東區海底隧 告士打道至 725 隧巴第 619/619P $10.5 降低至$9.8

道收費廣場 港澳碼頭 (38.8%) 或 601 號線
啟晴郁至藍藍田 宏照道至東 90 隧巴第 606/A!X $10.5 降低至$9.8

區海底隧道 (4.8%) 號線
收費廣場

往九龍方向
起點 目的地 受影響人數 替代服務 車資

（佑乘客
百分比）

港澳碼頭至會議道 東區海底隧 1,003 隧巴第 619 或 $10.5 降低至$9.8
道收費廣場 (58.9%) 601 號線 或 $9.3
至牛頭角道

東區海底隧道收費廣場 藍田至九龍 103 隧巴 $5.7 
至九龍灣 j彎 (6.0%) 第 606/A!X 號線 （維持不變）

第 621 號線

往九龍方向
起點 目的地 受影響人數 替代服務 車資

（佔乘客
百分比）

由香港站至軒尼詩道 麗港城 162 (65.1%) 隧巴 $10.5 （維持不變）
近杜老誌道 第 141 號線



由香港站至興發街 東隧收費廣

場或藍田站

軒尼詩道近灣仔消防局至 偉業街至
興發街、東隧收費廣場或 麗港城

藍田站

VI. 盤盤圖

請參閱阻置之及阻且呈。

VII. 建過實施日期

2014 年第 3 季

22 (8.8%) 隧巴第 619 號
線或第 601 號線

65 (26.1%) 隧巴第 619 或
601 號線（於觀塘
法院站下車）

盟企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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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 降低至
$9.8 或 $9.3

$10.S 降低至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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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國混勝追 P". + ffB 路電轄童醫議－新 P". I ti . P". 第 914X 及 914 號線

I. 現峙的服務詳情

路線 914 914X 914P 
終點站 海麗哪一銅鑼灣 海麗郁往銅鑼灣（天 海麗哪往銅鑼灣

（天后） 后） （天后）

服務 星期一至日：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
時間 海麗都開：上午六時 除外）： 期除外）：

二十五分至晚上十時 海麗都開：上午七時十 海麗都開．上午八時

三十六分 分、上午t時四十二分 二十五分

及上午七時五十八分
天后開：上午六時三

十分至晚上十一時零 星期六（公眾假期除

五分 外）：

海麗部開：上午七時十

分、上午七時四十八分

及上午八時零八分

繁忙時 10-18 分鐘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六：

段班次 共 3 班 共 l 班

星期六：

共 3 班

學程 $9.3 
車費

上午繁 由海麗郁聞出： 49% 由海麗都開出： 42% 由海麗郁聞出： 37%

忙時間 由銅鑼灣（天后）開

平均載 出： 10%

客率

下午繁 由海麗都開出： 14% 不適用 不適用

忙時間 由銅鑼灣（天后）開

平均載 出： 49%

客率

車輛 914/914X/914P : 6 輛空調雙層巴士（新巴） + 5 輛空調雙層巴士（九巴）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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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重量且直量

近年港島東區一帶商業迅速發展，惟西九龍新填海區和大角咀一帶一直缺乏便

捷的交通服務連繫該處。同時隧巴第 914X/914P 號線的使用率偏低，平均每班

車載客率只有四成左右，

而隧巴第 914X 號線在欽州街西、蓊枝角道和南昌街的路段平均每班車亦只接載

5 名乘客不必要地延長了行車時間。

另一方面，隧巴第 914 號線號受到禮頓道、摩利臣山道、天樂里、波斯富街和

邊寧頓街繁忙交通的影響，引致嚴重脫班，尤以往九麓的班次為甚，禮頓道和

天樂里的一段的行車時間可達半小時，在灣f子、金鐘、中上濃一帶候車的乘客

未能預計到站時間。此外，上述街道遠離銅鑼灣的心臟地帶，未能方便大部份

使用本路線的乘客。

最後，隧巴第 914 號線在早上繁忙時間往九龍的使用率平均載客率只有 10%左

右，為中區一帶的繁忙路面增加了不必要的負荷。

III. 重量且直盔

綜合上述各點，在維持現有車輛數目下，建議修訂隧巳第 914X 、 914P 及 914

號線如下：

偉華門第 914X 及 914P 號線

@ 港島區的總站由天后延長至百灣河（太康街），提供由西九龍新填海區／大角咽

一帶往港島東的便捷交通服務。

@ 隧巴第 914X 號線改經深旺道、緊魚道往港島，不經欽州街西、華枝角道和

南昌街，令車程更直接。

酷暑R第 914 號線

@ 來回方向改經恰和街，不經禮頓道。

@ 早上繁忙時間往九龍方向的班次調整至約 15-21 分鐘一班。

路線 914X 
終點站 海麗郁往西灣河 i太康街）

行車路綠 海麗郁往西灣河（太康街）：途經深旺道，~魚道，過于［＇［街，大角

咀道，櫻桃街迴旋處，海泓道，麗翔道，渡船街，佐敦道，廣東道，

甘肅街，欣翔道，海泓道，天橋，西九龍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平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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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西，平諾道中，民吉街，統一碼頭道，民吉街，民祥街，龍和道，

添華道，夏憨道，添美道，龍匯道，分域碼頭街，港灣道，菲林明道，

會最道，鴻興道，告士打道’，維園道，東區走廊，支路，渣華道，英

皇道，質寞灣道和太康街。

班次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早上t時十分，七時二十八分及七時四十八分

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早上七時十分， t時二十八分及 t時五十二分
車費 $13.4 ︱行車時間 110 分鐘

路線 914P 
終點站 海麗那往西灣河（太康街）

行車路線 海麗都往西灣河（太康街）：途經深旺道，海輝路，櫻桃街通道，

櫻桃街，櫻桃街迴隨處，海泓道，翱翔道，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

干諾道中，民吉街，統一碼頭道，民吉街，民祥街，龍和道，添華道，

夏態道，添美道，龍匯道，分域碼頭街，港灣道，菲林明道，灣仔碼

頭巴士總站，菲林明道，告士打道，維園道，東區走廊，支路，渣華

道，英皇道，宵寞灣道和太康街。

班次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上午八時三十五分
車費 $13.4 ︱行車時間 165 分鐘

路線 914 
終點站 海麗哪一銅鑼灣（天后）
行車路線 海麗都往銅鑼灣（天后）：途經深旺道，欽州街西，欽州街，嘉枝

角道，南昌街，通州街，大角咀道，櫻桃街迴旋處，海泓道，麗翔道，

渡船街，佐敦道，廣東道，甘肅街，欣翔道，海泓道，天橋，西九龍

公路，因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道中，民吉街，統一碼頭道，

民吉街，平諾道中，夏慰道，紅棉路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

街，高士威道和興發街。

銅鑼灣（天后）往海麗部：途經英皇道，銀幕銜，琉璃街，英皇道，

銅鑼﹔彎道，摩頓台，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

道，金鐘道，德輔道中，摩利臣街，平諾道中，干諾道西，西區海底

隧道，佐敦道天橋，佐敦道， j度船銜，欣翔道，海泓道，櫻桃街迴旋

處，大角咀道，通州街，南昌街，海壇街，欽州街，欽州街西，深旺

道和海麗街。

班次 10-21 分鐘

車費 $9.3 l行車時間 1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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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噩噩且蛙矗

@ 延長隧巴第 914X/914P 號線至西灣河，提供便捷的途徑予西九龍新填海區及

大角咀一帶的居民往港島東，亦可有效運用資源。

@ 隧巴第 914 號線不經禮頓道一帶後，可以減低交通阻義的影響，減少脫班。

改經怡和街和軒尼詩道一帶，更為接近銅鑼灣的主要活動地區，加強服務的

可達性，更為方便乘客。

v. 對乘客之影響

第 914X 號線：

起點 目的地 受影響乘 可選擇 替代巴士站 車資

客數目 巴士服務
（佔乘客的

百分比）
欽州街、萬 干諾道中近 7 (4.2%) 第 914 號線 於信德中心 $9.3 
枝角道和 港澳碼頭及 外／海港政 （維持不變）
南昌街 統一碼頭道 府大樓對面

近海港政府 下車
大樓 （維持不變）

民祥街， 1 (0.8%) 第 914 號線 於平諾道中 $9.3 
國際金融中 近怡和大廈 （維持不變）
心商場外 下車

夏態道， 1 (0.8%) 第 914 號線 於紅棉路近 $9.3 
政府總部外 力寶中心 （維持不變）

下車
港）彎道近香 4 (2.2%) 第 914 號線 於軒尼詩道 $9.3 
港會議展覽 叫近盧押 （維持不變）

中心及 道，﹝2﹞近
灣仔碼頭巴 菲林明道

土總站 或﹝3﹞史釗
域道下車

告士打道， 1 (0.8%) 第 914 號線 於怡和街近 $9.3 
維多利亞 百德新街 （維持不變）

公園外 下車

高士威道， 。（0%) 第 914 號線 於高士威道 $9.3 
維多利亞公 維多利亞公 （維持不變）

圈外及 園外及
天后巴士 天后巴士
總站 總站下車

（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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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州街、華 平諾道中近 69 (42.5%) 第 914 號線 於信德、中心 $9.3 
枝角道和 港澳碼頭及 外／海港政 （維持不變）
南昌街以 統一碼頭道 府大樓對面

外的九龍 近海港政府 下車
各站

大樓 （維持不變）

民祥街， 11 (6.7%) 第 914 號線 於平諾道中 $9.3 
國際金融中 近恰和大廈 （維持不變）

心商場外 下車

夏戀道， 16 (9.5%) 第 914 號線 於紅棉路近 $9.3 
政府總部外 力寶中心 （維持不變）

下車
龍匯道， 3 (l.7%) 第 914X I 於紅棉路近 $13 .4/ 
中信大廈 914 號線 力寶中心 $9.3 
對面 下車 （維持不變）

港j彎道， 21 (12.9%) 第 914X I 於軒尼詩道 $13.4/ 
香港會議展 914 號線 近菲林明道 $9.3 
覽中心外 下車 （維持不變）

灣仔碼頭巴 16 (10.1%) 第 914X I 於會議道， $13 .4/ 
士總站 914 號線 灣仔碼頭外 $9.3 

下車／於軒 （維持不變）
尼詩道近史

釗域道下車
告士打道， 7 ( 4.5%) 第 914 號線 於怡和街近 $9.3 
維多利亞公 百德新街 （維持不變）

園外 下車

高士威道， 6 (3.4%) 第 914 號線 於高士威道 $9.3 
維多利E公 維多利亞公 （維持不變）

園外及 圈外及
天后巴士 天后巴士
總站 總站下車

（維持不變）

第 914P 號線：

根據客況調查，隧巴第 914P 號線並沒有乘客在維多利亞公園至天后下車。現有

乘客仍可利用該服務總前往海麗部至灣仔碼頭一帶。

第 914 號線：

方向 受影響的路段
受影響乘客數目（佔
乘客的百分比）

替代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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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天后 於波斯富街、禮頓道

方向
或邊寧頓街下車 186 (10.3%) 於怡和街近百德新街下車

的乘客

往海麗郁 於禮頓道或摩理臣山
292 (12. 7%) 

於﹝l﹞怡和街或﹝2﹞軒尼
方向 道上車的乘客 詩道近堅拿道東上車

VI. 監盤且

請參閱阻且1立至阻且11. 0 

VII. 諱言盞會撒日期

2014 年第 3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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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海隧道巴士服務重整建議－新巴。L巴第 948 號線

I. 現時的服務詳精

路線 948 948X 
終點站 青衣（長安／毒！恰花園）→銅鑼灣（天后） 青衣（長宏）→銅鑼灣（天后）

銅鑼灣（天后）→青衣（長宏）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五：

長安開：上午七時二十分至八時十分 長宏開：上午七日寺二十五分至

翠怡花園開：上午上午八時零二分及 八時零五分

八時十三分

天后開：下午四時十五分至

午夜十二時正

星期六： 星期六：

長安開：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八時十分 長宏開：上午七時五十分及

八時零五分

班次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五：

長安開： 4-10 分鐘（共 10 班） 上午 10 分鐘（共 4 班）

翠恰花園開：共 2班

天后開： 15-20 分鐘（共 25 班）

星期六： 星期六：

上午： 4-12 分鐘（共 6 班） 共 2班

單程車費 $16.0 

上午繁忙 由青衣（長安）闖出： 86% 由責衣（長宏）闖出： 85%

時間平均 由青衣（翠恰花園）聞出： 95%

載客率

下午繁忙 由銅鑼灣（天后）闖出： 75% 不適用

時間平均

載客率

車輛數量 948 及 948X: 12 輛空調雙層巴士

II. 噩噩盟章量

隧巴第 948 號線往青衣方向的班次途經禮頓道、摩理巨山道和天樂里，這些路段

的交通經常擠塞，導致沿線班次不穩定，令在灣仔、金鐘及中上環一帶等候隧巴

第 948 號線的乘客，往往難以預計到站時間。此外，上述街道遠離銅鑼灣的心臟

地帶，大部份使用本路線的乘客須步行相當的距離，未能方便乘客。



III. 噩噩盟國盎

監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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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原因，現建議更改隧巴第 948 號線於銅鑼灣區的行車路線。往青衣方向

的班次改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後返回原線。考慮到一貫性，

往天后方向的班次以及第 948X 號線亦會同時改經軒尼詩道及怡和街，不再途經

波斯富街。

IV. 聾矗自蛙盧

＠路線不經禮頓道一帶後，可以減低受交通阻塞的影響，從而加強沿線到站時

闊的穩定性，令乘客易於計劃行程。灣仔、金鐘及中上環一帶每日約有 600

名乘客受惠。

＠改經怡和街和軒尼詩道一帶，更為接近銅鑼灣的主要活動地區，加強服務的

可達性，更為方便乘客。

v. 對乘客之影響

路線／
受影響的路段

受影響乘客數目
替代巴士站

方向 （佔乘客的百分比﹜

隧巴第 948 號
161 (11.2%) 

線往天后方向 於波斯富街、
於怡和街近

嘴巴第948X 號
禮頓道或邊寧頓街

百德新街下車
下車的乘客 41 (9.7%) 

線往天后方向

隧巴第 948號線l 於禮頓道或 於﹝l﹞怡和街或

往長宏方向 摩理臣山道 86 (11.2%) ﹝2﹞軒尼詩道近
上車的乘客 堅拿道東上車

VI. 盤盤圖

請參閱血且i生、監且li及血!IL!豆。

VII. 且盟軍血旦盟

2014 年第 3 季



新巴服務重整建遜一調轄第 720P 號線服務

I. 第 720 及 720P 號線現酵的服務詳情

路線 720 
終點站 西灣河（嘉亨灣）一

中環（機利文街）／

中環（港澳碼頭）

上午繁 4” 13 分鐘
忙時段

班次

全程 $6.5 
車費

服務 由西灣河闖出：

時間 每日上午五時五十分至

晚上十一時二十五分

由中環〔機到文街）圈出：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約六時二十分至

上午約九時二十五分

由中環 i 港澳碼頭﹜聞出：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九時三十二分至

凌晨零時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六時三十分至凌晨零時十分

上午繁 由西灣河闖出：

忙時段 56%-81% 

乘客使 由中環闖出：

用率 10% - 14% 
車輛 9 部空調雙層巴士

數目

II. 重量且直量

阻挂主
（全 2 頁之第 1 頁）

720P 

太古城一中環（機利文街）

（循環線）

10-15 分鐘

$6.5 

自太古城開出：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六時十五分至

上午九時二十分

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七時正至上午九時二＋分

45% - 74% 

4 部空調雙層巴士

第 720P 號線只在星期一至六上午繁忙時間（即上午六時十五分至上午九

時三十分）提供往來太古城及中環之間的服務。第 720 號線於平日由西灣



血丘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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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開出的服務於上午九時零六分起繞經太古城，由中環回程的服務則由上

午九時三十二分起繞經太古城，其來回行車路線在太古城及中環之間與第

720P 號線完全重壘，以致第 720P 號線往中環方向於上午九時後及往太

古城方向於上午九時半後的載客量持續偏低，其平均最高載客率分別僅約

29% 及 3% ，而第 720 號線於同時段的平均最高載客率亦分別只有約

44% 及 14% ，顯示資源運用欠缺效益。

III. 重量且血盎

因應上述情況及善用資源，現建議第 720P 號線於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

除外）由太古城及由中環（機利文街）闖出的尾班車時間分別提前至上午

九時零五分及的上午九時二十t分。

於上述建議實施後，預計於該時段第 720 號線往中環及往西灣河方向服

務的平均最高載客率約為 73% 及 17% ，服務水平足以應付需求。

IV. 重量且蛙盧

透過調整第720P號線的服務時間，不但可減少巴士資源浪費，同時有助舒

緩使用量低的巴士對路面造成的交通負荷，藉此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兼顧

環保。

v. 對乘客之影響

第 720P 號線（於上午九時後受影響的乘客人數）

乘客數目
起點 目的地 （佔全綠乘客 可選擇巴士服務 車資

的百分比）

太古城 灣仔至 79 (6.4%) 第 720 號線
$6.5 

中環 （維持不變）

中環至
太古城 8 (0.6%) 第 720 號線

$6.5 
灣仔 （維持不變）

VI. 建護實施日期

2014 年第 3 季



血.IE..!
＇~／ 

城巴第 5 號錄（銅鑄灣（威非路道）．摩星嶺〉往摩星嶺方向改道建省

銅鐘海〈威非路逍＞ I 'Ir·~ 

令. 
。

。 維多利亞公園

--- 建言韓城巴第 5 號錄（銅鐘海（威非路道）．摩星嶺）往摩星續方向



城巴第 sx 號線（銅錢灣（威非路道）．堅尼地域〉往堅尼地城方向改道建普普
隘盟2

’、

…li 

自在多利亞公園



往山頂

新巴第 15B 號錄（天后站一山頂〉改道建道

、鼠，

。 誰多利亞公園

<

‘圓圓4

阻盟主

現時新巴第 lSB 號錄（天后站－山頂〉往山頂方向

建過新巴第 lSB 號錄（天后站一山頂〉往山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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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椒稍噸︱

現時新巴第 HI 號錄（中環渡輪碼頭（7 號碼頭） － 香港大學（循環錄）〉

現時新巴第 H2 號線（中環渡輪磚頭（7 號噶頭） － 銅鐘海（循環錄）〉於晚上 6 時的分或以前由中環闖出的路鐵

－申－－－ 建適合併後的新巴第 HI 號錄（中環渡騙磚頭（7 號磚頭）－ 尖沙咀（循環線））＊下午 5 時 30 分或以前闖出的路線

阻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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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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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葡海底隧道

？！︱中環鴻磚頭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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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

現時新巴第 H2 號錄（中環渡輪磚頭（7 號磚頭） － 銅鐘灣（循環錄））於晚上 7 時 15 分或以後由中環闖出的路緣

- - - - － 建普普合併後的新巴第 HI 號線（中環渡輪磚頭（7 號磚頭）－尖沙咀（循環錄）〉＊下午 5時 30 分以後闖出的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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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過海隧巴第 101X 號綠（觀塘（裕民坊）往堅尼地域）的建.

ft.' /, 

今 J

新增過海隧巴第 IOlX 號綠〈觀塘（裕民坊）往堅尼地城〉

l‘圓心，

阻嵐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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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巴第 641 號綠（啟德（啟唷哪）一中環（港澳磚頭））改道建過 血且2

現時隧巴第 641 號錄（啟德（啟哥哥嗨）一中環（港澳磚頭）〉往中環方向

－－白白﹒ 建鐵隧巴第 141 號錄（九龍灣（企欒廣場）一中環（港澳磚頭）〉往中環方向



/ 
/ 

/ 

︱中環（港澳楓︱

隧巴第 641 號錄（啟德（啟晴嗨）－中環（港澳碼頭）〉改道建道

現時隧巴第 641 號錄（中環（港澳磚頭）－啟德（啟唷嗨））往啟德方向

建言當隧巴第 141 號線（中環（港澳磚頭）一九龍淘（企樂廣場）〉往九龍灣方向（早上繁忙時段）

建鐵隧巴第 141 號線（中環（港澳碼頭）．鹿港城）往麗港城方向（下午繁忙時段〉

血盟豆



過海隧巴第 680P 號線（馬鞍山市中心往金鐘站（東）〉延長路綠建鐵

’。’ ， 當

阻區2

// 

/./ 
(/ 

>
// 

\ 

現時隧巴第 680P號錄（馬鞍山市中心往金鐘站（東） ) l\ 

建通隧巴第 680P 號錄（烏溪沙站往金鐘站（東）〉



監盟盟

過海隧巴第 914 號錄（海麗哪一銅鐘灣（天后））改道建鐵

錐多新居公園

。
..... - 

現時過海隧巴第 914 號錄（海聽哪一銅鐘灣（天后〉〉往海麗哪方向

－－－－－ 建遞過海隧巴第 914 號錄（海麗嗨－銅鑄灣（天后〉〉往海麗哪方向



過海隧巴第 914 號錄（海麗嗨－銅錢灣（天后））改道建鐵
血盟且

。 能多利亞公園 J弓＝

-
.. ”-- 

現時過海隧巴第 914 號錄（海麗嗨 － 銅錢灣（天后）〉 往天后方向

－－－一， 建通過海隧巴第 914 號錄（海麗哪一銅鐘灣（天后）〉往天后方向



現時過海隧巴第 914X 號線（海麗嗯往銅鍵灣（天后〉）

- - - - － 建錯過海隧巴第 914X 號綠（海麗嗨往西海河（太康街）〉



過海隧巴第 914P 號線及第 914X 號綠（海麗嗨往銅鑼灣（天后〉〉改道建畫藝 l 阻且ll



血Jilli
過海隧巴第 948X 號線（長宏往銅錢灣（天后）〉改道建議

。 串在多利亞公園

－』.. - ----

現時過海隧巴第 948X 號錄（長宏往銅鑼灣〈天后）〉往天后方向

連續過海隧巳第 948X 號錄（長宏往銅錢灣（天后〉往天后方向



三至今
過海隧巴第 948 號錄（銅鐸灣（天后〉一長宏）改道建議

/\ 

維多利亞公團

---

監ill三

r『’ } 

往天后

/ 

現時過海隧巴第 948 號線（銅鐘海（天后） － 長宏〉往天后方向

－－－－． 建普普遍海隧巴第 948 號錄（銅錢灣（天后） －長法〉往天后方向



過海隧巴第 948 號綠（銅.灣（天后〉一長宏〉改道建鐵 ︱ 毆且必
＼~：：：＞·＇」

能多利亞公園

現時過海隧巴第 948 號綠（銅鐘灣（天后） －長免去〉往長宏方向

巴巴自－－ 建通過海隧巴第 948 號錄（銅鐘海（天后〉 －長宏〉往長宏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