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9P 路線詳情如下 :

A2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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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站一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由將軍澳站闖出:

經唐德街、唐賢街、寶芭路、翠嶺路、調景嶺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景嶺路、

唐明街、寶康路、寶琳北路、實琳路、秀茂坪道、曉光街、秀明道、秀茂坪

道、Jr價安路、利安道、新清水;彎道、清水灣道、龍翔道、呈祥道、天橋、實

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實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

機場路、* (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暢航路、翔天路、

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楊連路及地面運輸中心巴士總站。

*上午5日等40分及上午7時 10分自將軍澳站闊往機場的班次會增停國泰城

自機場(地面運輸中心〉闖出:

經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機場路、北大嶼山公路、實嶼幹線、青衣西北交

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實葵公路、天橋、呈祥道、龍翔道、大喝道、

龍翔道、清水?彎道、新清水灣道、 JH頁清街、 m頁景街、利安道、 JH真安道、秀茂

坪道、秀明道、曉光街、秀茂坪道、寶琳路、實琳北路、寶康路、唐明街、

景嶺路、翠嶺路、寶芭路、唐俊街及將軍澳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服務時間|每日

(暫定) I 由將軍澳站闖出 :

上午5時的分、上午7日等 10分及

上午9日寄50分至下午8日寺50分

班次

單程收費

車輛數百

自機場(地面運輸c甘心〉闖出:

上午1 1時 15分至凌晨12時的分

60分鐘 ! 行車時間 一 [85分鐘

$42 (機場員工優惠收費$27 )

2部空調雙層巴士 (上午繁忙時間 〉

3部空調雙層巴士 (上午繁忙時間以後 〉



E22A 路線改道詳情如下 :

線

站
一
路

線
一
點
一
，
車

路
一
終
一
行

E22A

康盛花園一機場博覽館

由康盛花園闖出;

經林盛路、寶琳北路、(寶康路寸寶單路、欣景路、佳景路、寶琳北路、寶

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銀澳路、自召信路、寶皂路、翠嶺路、調景

嶺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景嶺路、唐明街、寶康路、靈康路、寶順路、將軍澳

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道、天橋、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

觀塘道下通道、觀塘道、天橋、龍翔道、呈祥道、天橋、資葵公路、長青隧

道、長青公路、實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浦東交匯處、

裕東路、順東路、赤鱗角南銘、駿運路、駿還路交匯處、航膳東路、駿道路

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航天

城路、機場博覽館。

自機場博覽館闖出:

航天城路、航天城交匯處、楊道路、機場南交接處、暢連路、機場地面運輸

中心、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機場路、東岸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

航膳東路、駿運路交匯處、駿運路、駿坪路、赤鱗角南路、If廣東路、遠東路、

Jr嗔東路 、 裕東路 、 東浦東交匯處 、 北大嶼山公路 、 青嶼幹線 、 實衣西北交匯

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資葵公路、天橋、呈祥道、龍翔道、大喝道、龍

翔道、天橋、觀塘道、觀塘道下通道、觀塘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將軍

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環保大道、寶芭路、寶康路、唐明街、景嶺路、

翠嶺路、寶皂路、 B召信路、銀澳路、培成路、常寧路、實寧路、寶琳北路、

佳景路、欣景路、寶靈堂路、(寶康銘、)寶琳北路、林盛路、康盛花園巴士總

站。

受影響|由機場博覽館闖出:

巴士站 i﹒梁潔華小學(取消) ;每日約46名乘客受影響 ， 可由欣景路站步行前往

﹒恰心圈(取消) ;每日約23名乘客受影響 ， 可由欣景路站步行前往

﹒英明苑'寶琳北路(新增〉

﹒寶仁樓，寶琳北路(新增)

由康盛花園闖出:

﹒富麗花園(取消) ;每日約26名乘客受影響 ， 可步行往欣景路上車

﹒寶儉樓〈取消) ;每日約62名乘客受影響 ， 可步行往欣景路上車

﹒寶林消防肩，實琳北路(新增)

﹒英明苑，寶琳北路(新增〉

其他|班次、服務時間、車費及車數等全部不變。



III. 建議的好處

.第A.29P 號線為將軍澳南的乘客提供更直接和舒適的機場巴士服務往來機場 ， 回應了該

區居民和新近營造酒店的旅客對機場巴士服務的訴求;

.第 E22A 號線改路後位於寶琳北路的巴士站 ， 方便了將軍澳村居民來往機場 ;

﹒提供更多直接快捷巴士服務給機場員工，回應了機場員工的訴求;

﹒同時，此建議進一步提升了九龍東的機場巴士服務網絡覆蓋，使秀茂坪及四順一帶的

居民可金日享有特快機場巴士服務，毋須轉乘及繳付兩程車資。

IV. 建議實施日期

2015 年第3 季



路線 A29P 巴士站位

往機場方向

O 將軍澳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1 調景嶺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恰心圈， 寶康路

3 翠林初， 寶琳北路

4 康盛花園， 寶琳北路

5 寶達郁， 寶琳路

6 秀茂坪都秀明樓， 秀明道

7 秀茂坪商場， 秀明道

8 Jr頂天都巴士總站

9 順利都利索樓， 利安道

10 順利消防局，利安道

11 彩雲哪白虹樓， 新清水灣道

12 坪石坊， 清水灣道

13 彩虹那丹鳳樓， 龍翔道

14 鑽石山站， 龍翔道

的黃大他中心，龍翔道

的 *jlJ~事皺 皺安居

17 機場(1 號客運大樓)

的機場 (2號客運大樓)

的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if/.裝扮此R疲乏宇5!Ji4o.分皮一左手三7路10分歧j得震波盾激岔撈據你授予才fJ!!fIj



路線 A29P 巴士站位

往將軍澳站方向

O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1 黃大他站， 龍翔道

2 沙田呦道， 龍翔道

3 鑽石山站， 大磁道

4 牛池灣村， 龍翔道

5 牛池灣街市， 清水j彎道

6 彩雲都白虹樓， 新清水灣道

?基Jr慎小學，新清水灣道

8 順利都利康樓， 11頂清街

9 If頃安部安逸樓，利安道

10 秀茂坪都秀樂樓， 秀明道

11 秀茂坪商場， 秀明道

12 秀茂坪部秀明樓， 秀明道

的寶達郁，寶琳路

14 康盛花園， 寶琳北路

的翠林郁，寶琳北路

16 富麗花園， 寶康路

口唐明街

18 彩明苑彩富閉， 景嶺路

19 調景嶺站， 景嶺路

20 將軍澳中心， 寶島路

21 將軍澳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路線 E22A巴士站位

往機場博覽館方向

現有巴士站位 新巴士站位

O 康盛花園 康盛花園

康盛花園，寶琳北路 康盛花園，實琳北路

吋蚵/ 翠林郁，寶琳北路 翠林郁，實琳北路

3 1¥J!l![/s' :m康居 唔，實械);字紡厚，賈母tt;lt路

(~芳芳E22S E1二企盼

4 主F徉萄IIJ亨紛屬 實質結 唔，笑1JI1為 寶林it路

f潔芳E22S fJ±蜴

5 欣明苑，欣景路 欣明苑，欣景路

6 景林郁，寶琳北路 景林郁，寶琳北路

7 厚德郁，寶寧路 庫德郁，寶寧路

8 厚德商場，重華路 厚德商場，重華路

9 煜明苑，銀澳路 燈明苑，銀澳路

10 寶盈花園，寶芭路 寶盈花園，寶芭路

11 將軍澳站，實芭路 將軍澳站，寶芭路

12 將軍澳中心，寶芭路 將軍澳中心，寶芭路

13 調景嶺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調景嶺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14 唐明苑，唐明街 唐明苑，唐明街

15 尚德、部尚智樓，唐明街 尚待、那尚智樓，唐明街

16 廣明苑，寶康路 廣明苑，寶康路

17 鑽石山站，龍翔道 鑽石山站，龍翔道

18 黃大仙中心，龍翔道 黃大仙中心，龍翔道

19 摩士公園游泳池，龍翔道 摩土公園游泳池，龍翔道

20 天馬苑，龍翔道 天馬苑，龍翔道

21 豐力樓，龍翔道 豐力樓，龍翔道

行蚵/句品, 畢架山花園，龍翔道 畢架山花園，龍翔道

吋缸C" J句、 實嶼幹線繳費廣場 實嶼幹線繳費廣場

24 東浦消防局， Jf隕東路 東浦消防屑， 11頂東路

25 東堤灣畔， J[f買東路 東堤灣畔， H頂東路

26 赤鱗角南路 赤臘角南路

27 機場空運中心，駿運路 機場空運中心，駿連路

28 超級一號貨站，駿運路 超級一號貨站，駿運路

29 赤鱗角消防局，航膳東路 赤蠟角消防局，航膳東路

30 國泰空廚，航膳東路 國泰空廚，航膳東路

31 國泰城，觀景路 國泰域，觀景路



32 國泰城 (東)， 東岸路

33 二號檢查鬧， 暢通路

34 一號停車場， 暢達路

35 客運大樓， 暢達路

36 四號停車場， 暢達路

37 富豪機場酒店， 暢達路

38 機場博覽館

國泰城(東)，東岸路

二號檢查桶，暢道路

一號停車場，暢達路

客運大樓，暢達路

四號停車場，暢達路

富豪機場酒店，暢達路

機場博覽館



路線 E22A巴士站位

往康盛花園方向

現有巴士站位

O 機場博覽館

l 機場 (地亞運輸中心)

2 國泰城， 駿明路

3 赤鱗角消防局， 航膳東路

4 國泰空廚， 航膳東路

5 I~委運南路， 駿運路

6 機場空運中心， 駿運路

7 亞洲空運中心， 駿坪路

8 赤鱗角南路

9 東滴纜車站， 遠東路

10 東蕃城， 遼東路

11 裕東苑， If廣東路

12 青嶼幹線繳費廣場

13 畢架山花園， 龍翔道

14 豐力樓， 龍翔道

的天馬苑，龍翔道

16 黃大他站， 龍翔道

17 沙田呦道， 龍翔道

18 鑽石山站， 大喝道

19 牛池灣村， 龍翔道

20 九龍灣站， 觀塘道

21 牛頭角下郎， 觀塘道

22 定富街， 觀塘道

23 牛頭角站， 觀塘道

24 觀塘市中心， 觀塘道

25 觀塘警署， 將軍澳道

26 富康花園， 寶康路

27 唐明街

游彩明苑彩富閣，景嶺路

29 謂景嶺站， 景嶺路

30 將軍澳中心， 寶芭路

31 將軍澳站， 實芭路

32 將軍澳廣場， 寶芭路

口新寶城，銀澳路

新巴士站位

機場博覽館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國泰城，駿明路

赤鱗角消防局，航路東路

國泰空廚，航膳東路

駿連萬路，駿運路

機場空運中心，駿運路

亞洲空運中心，駿坪路

赤鱗角南路

東滴纜車站，遠東路

東蒼城，遠東路

裕東苑， 11頂東路

實嶼幹線繳費廣場

舉架山花園，龍翔道

還力樓，龍翔道

天馬苑，龍翔道

黃大仙站，龍翔道

沙田呦道，龍翔道

鑽石山站，大喝道

牛池灣村，龍翔道

九龍灣站，觀塘道

牛頭角下郁，觀塘道

定富銜，觀塘道

牛頭角站，觀塘道

觀塘市中心，觀塘道

觀塘警薯，將軍澳道

富康花園，寶康路

唐明街

彩明苑彩富閣，景嶺路

調景嶺站，景嶺路

將軍澳中心，寶芭路

將軍澳站，寶芭路

將軍澳廣場，寶芭路

新寶城，銀澳路



34 南豐廣場，培成路 南覽廣場，培成路

35 厚德、郁，寶寧路 厚德郎，寶寧路

36 景林郁，寶琳北路 景林郁，實琳北路

37 欣景路 欣景路

38 將按說/箏，實質路 唔，笑匆馮主乎每f/;J告銘

(l!Ji骯/學舟，潔芳690 E±.助

39 治'1~\/6， JfJ.康居 吧，質彬核實玄了擻，實締結;路

(~穹芳690 E±.的

40 翠林郁，寶琳北路 翠林郁，實琳北路

41 康盛花園 康盛花園



城已服務重整建議一第 E22C號線

I. 建議的背景

.現時第 E22A號線雖然為將軍澳甫的居民提供往來機場貨運區的巴士服務，惟該線未

能直達飛機維修區。前往維修區工作的將軍澳居民必須於東滴另付車資轉乘第 852號

線，相當不便;

.第 852號線來往東浦逸東部及飛機維修區，惟須先繞經東滴港鐵站巴士總站及貨運區

後才駛入維修區，車程相對冗長;

﹒飛機維修區公司及員工一同表達改善維修區來往九龍市區公共交通的意原頁。

II. 建議的內容

.為配合將軍澳及觀塘一帶的乘客需求，建議增設特別班次第 E22C號線，往來調景嶺站

及飛機維修區(南環路) ，並途經調景嶺、尚德、坑口、寶琳、觀塘、鑽石山及資大仙。

詳情如下:

路線 E22C

終點站 調景嶺站一飛機維修區(南環路〉

行車路線 由調景嶺站闖出:

經景嶺路、唐明街、唐俊街、寶芭路、昭信路、銀澳路、培成路、常寧路、

寶寧路、實琳北路、佳景路、欣景路、寶豐路、寶康銘、將軍澳隧道公路、

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道、天橋、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觀塘道下過

道、觀塘道、天橋、龍翔道、呈祥道、天橋、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

路、青衣西北交匯處、實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機場路、支路、駿連路交

匯處、觀景路、觀景路過旋處、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駿道路、駿坪路迴

旋處及南環路。

自飛機維修區(南環路〉闖出:

經南環路、駿坪路迴旋處、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觀景路過旋處、

觀景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支路、北大嶼山公路、實嶼幹線、

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資葵公路、天橋、呈祥道、龍翔道、

大喝道、龍翔道、天橋、觀塘道、觀塘道下通道、觀塘道、鯉魚鬥道、將軍

澳道、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支路、寶順路、寶康銘、實豐路、實

琳北路、寶寧路、常寧路、章華路、培成路、銀澳路、日召信路、實昆路、翠

嶺路、景讀路及調景嶺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服務時間 每臼

〈暫定〉 自調景嶺站闖出:

上午6日寺30分

由飛機維修區(南環路〉闖出:

下午5日存的分

行車哩數 54 公里

單程收費 $27.5

車輛數自 1部空調雙層巴士

III. 建議的好處

.第 E22C 號線為將軍澳的乘客提供更直接巴士服務往來飛機維修區 ， 回應了該區員工及

對機場巴士服務的訴求。

IV. 建議實施日期

2015 年第3 季



路線 E22C巴士站位

往飛機維修區方向

O 調景嶺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l 唐明苑， 唐明街

2 將軍澳廣場， 寶芭路

3 南豐廣場， 培成路

4 厚德啼， 寶寧路

5 景林坊， 寶琳北路

6 欣景路

7 梁潔華小學， 寶豐路

8 茵怡花園， 實豐路

9 寶康公園， 寶康路

10 鑽石山站， 龍翔道

11 黃大仙中心， 龍翔道

12 摩士公園游泳池， 龍翔道

的天篤苑，龍翔道

14 畢架山花園， 聽翔道

的實嶼幹線繳費廣場

16 闊泰城， 觀景路

17 駿運南路， 駿運路

18 機場空運中心， 駿運路

19 DHL 中亞區樞紐中心E 南環路

20 政府飛行服務隊， 南環路

21 飛機維修區



路線 E22C 巴士站位

往調景嶺站方向

O 飛機維修區

l 政府飛行服務隊， 南環路

2 DHL 中亞軍樞紐中心， 南環路

3 亞洲空運中心， 駿運路

4 機場空運中心， 駿運路

5 超級一號貨站， 駿運路

6 國泰城， 駿明路

7 實嶼幹線繳費廣場

8 畢架山花園， 龍翔道

9 天馬苑， 龍翔道

10 黃大仙站， 龍翔道

11 沙田呦道， 龍翔道

12 鑽石山站， 大喝道

的牛池灣村，龍翔道

14 九龍灣站， 觀塘道

15 牛頭角下啼， 觀塘道

16 定富街， 觀塘道

17 牛頭角站， 觀塘道

18 觀塘市中心， 觀塘道

19 觀塘警署， 將軍澳道

20 茵恰花園， 寶康路

21 寶林都寶儉樓， 寶豐路

22 欣明苑， 欣景路

23 景林郎， 寶琳北路

24 厚德郁， 寶寧路

25 厚德商場， 重華路

26 寶盈花園， 寶芭路

27 調景續站公共運輸交隨處



請各委員填妥以下回條，於 20 1 5 年 8月 12日或以前將回條傳真至運

輸署(傳真號碼 : 2 3 8 1 3 7 99 ) 。

致:運輸署

建過新增往來將軍澳與機場的巴士服務

本人*口支持上述建議

口對上述建議沒有意見

口反對上述建議，原因如下

其他意見:

*請在適當的口內加上 r Y" J 號 。

區議員姓名:

團體 離島區議會

簽署:

日期:

備詮:

(1)在填寫這份衰格前。請參閱隨函附上的「目的說明」。
(2) r 目 的 說 明 J 載 列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的 目 的 。 請 留 意 你 在 這 份 衰 格 所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可 能 會 向 政 府 有 關 的 政

欒局、部門及其他有關團體和人士披露，以便確認意見來源。惟在轉移有關的個人資料時，本署會要求有關資

料的轉移對象確保個人資料保密，不會外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