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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檔號: TO BR70/l93-1

來函檔號:

電話號碼: 22942629

傳真號碼: 28022679

電郵文件

將軍澳坑口培成路 3 8 號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3 及 4樓

西貢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劉偉章主席

劉主席:

資助專營巴士公司在有蓋巴士站安裝座椅及巴士實時到站資訊顯示屏

本署於 20 1 7 年 3 月 23日出席西貢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簡稱「委員

會 J )介紹資助專營巴士公司在有蓋巴士站安裝座椅及巴士實時到站資訊顯示屏的計

劃(簡稱「資助計劃J ) ，於會上委員會要求本署提供資助計劃的補充資料。現就委

員查詢巴士站詳細位置及其他相關設施的查詢提供補充資料，並夾附在監企二及監企

二供各委員參考。

本署再次戚謝委員會對資助計劃的支持，我們會密切監察資助計劃的進度，在

可行情況下，會要求巴士公司加快安裝座椅及顯示屏的步伐，讓乘客能盡早受惠。如

委員對有關計劃有進一步的意見及查詢，請致電 2294 2629與下開代行人聯絡。

運輸署署長

(謝秀清 國們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入境事務大樓四十一般

41 st floor Immigration Tower 7 Glouceste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804 2600 傳真Fax (852) 2824 0433

網址 Web Site: http://www.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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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受惠巴士站的詳細位置

附件二:查詢個別地點加設座椅及顯示屏以及其他相關設施的回應

2017 年5 月5 日

副本送:運輸署新界分區辦事處(高級運輸主任咽貢) (電郵)

九巴(經辦人:伍展圖先生) (電郵)

新巴城巴公司(經辦人:李建樂先生) (電郵)

2

SKDC(TTC)文件第140/17號



西貢區安裝座椅/顯示屏的巴士站名單 ( 5月 2日更新詳細位置)

阻挂二

巴士站資料
預計興建

編號 設施
巴士公司 詳細位置 行車方向 巴士站名稱

座椅 顯示屏
年份

九巴 環保大道近百勝角 jt行 百勝角 J 20 17年

2 九巴 大網仔路麥邊 東行 麥選 ./ J 2017年

3 九巴
坑口(北)巴士總站近

坑口(北)(將軍澳醫院) J ./ 2017年
將軍澳醫院

4 九巴
坑口(北)巴士總站近

坑口(北)(將軍澳醫院) ./ J 20 1 7年
將軍澳醫院

5 九巴 西貴公路匡湖居 南行 匡湖居 J J 2017年

6 九巴 寶康路茵怡花園外 南行 茵↑台花園 ./ 2017年

7 九巴
坑口(北)巴士總站近

坑口(北)(將軍澳醫院) J J 2017年
將軍澳醫院

8 九巴
坑口(j七)巴士總站近

坑口(北)(將軍澳醫院) J ./ 2017年
將軍澳醫院

"

9 九巴
坑口(北)巴士總站近

坑口(北)(將軍澳醫院) J J 20 1 7年
將軍澳醫院

10 九巴
坑口(北)巴士總站近

坑口(北)(將軍澳醫院) J J 20 1 7年
將軍澳醫院

11 九巴
坑口(北)巴士總站近

坑口(北) (將軍澳醫院) J J 2017年
將軍澳醫院

12 九巴 寶琳北路欣明苑對開 西行 欣明苑 ./ 2017年

寶琳jt路欣明苑停車

13 九巴 埸對面將軍澳賽馬會 東行 將軍澳賽馬會診所 J ./ 2017年

診對開

14 九巴 費琳北路欣明苑對開 西行 欣明苑 ./ 2017年

15 九巴
坑口(北)巴士總站近

坑口(北)(將軍澳醫院) J 2017年
將軍澳醫院

16 九巴
寶琳北路近欣明苑欣

西行 欣明苑 J 2017年
菊聞外

17 九巴 普通道西貢大會堂 南行 西貢大會堂 J 2017年

18 九巴 坑口道半見村對面 北行 將軍澳醫院 J 2017年

19 九巴 唐明街尚德、商場對面 西行 唐明街 J J 2017年

20 九巴 西貢巴士總站 西貢巴士總站 ./ 2017年

21 九巴 西貢巴士總站 . 西貢巴士總站 J 2017年

22 九巴 西貢巴士總站 - 西貢巴士總站 J 2017年

23 九巴 西貢巴士總站 . 西貢巴士總站 J 2017年

24 九巴 寶琳北路景林郁對開 西行 景林都 J ./ 2017年

25 九巴 寶盟路寶偵樓對開 東行 寶俄樓 J ./ 2017年

26 九巴 清水灣總站 清水灣總站 J J 2017年

27 九巴 寶豐路新都城外 西行 新都城 J 2017年

28 九巴
寶琳北路康盛花園第

東行 康盛花園 J 2017年
五座對開

29 九巴
欣景路欣明苑對開近

東行 欣景路 ./ J 2017年
燈柱EA962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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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安裝座椅/顯示屏的巴士站名單 ( 5月 2日更新詳細位置)

阻佐二

巴士站資料
預計興建

編號 設施
巴士公司 詳細位置 行車方向 巴士站名稱

座椅 顯示屏
年份

30 九巴 培成路南豐廣場外 西行 培成路 ./ 2017年

31 九巴 寶琳北路近翠林郁 東行 翠林郁 ./ J 2017年

32 九巴 寶琳北路近翠林郁 東行 翠林都 ./ 20 1 7年

33 九巴 寶芭路近將軍澳廣場 東行 將軍澳廣場 J 2017年

34 九巴 唐明街富康花園對面 東行 尚智樓 J 2017年

35 九巴 唐明街唐明苑對面 東行 唐明苑 ./ 2017年

36 九巴 寶康路茵怡花園外 南行 茵怡花園 J 2017年

37 九巴 銀澳路新費城外 西行 銀澳路 ./ 2017年

38 九巴 駿日街近香港氧氣 南行 駿日街 J 2017年

39 九巴
寶琳北路近欣明苑欣

西行 欣明苑 J 2017年
菊閣外

40 九巴
寶琳北路近欣明苑欣

西行 欣明苑 J 2017年
菊閣外

41 九巴 寶康路近廣明苑 北行 廣明苑 J 2017年

42 九巴
寶寧路坑口(北)總站

西行 明德都 J 20 1 7年
對面

43 九巴 靈康路靈寶醫院對面 南行 靈寶醫院 J 2017年

44 九巴
還陸路將軍澳游泳池

jt行 將軍澳游泳池 J 20 1 7年
外

45 九巴
寶寧路近德、富攏，厚德、

西行 厚德、部 ./ 20 1 7年
也E

46 九巴 康盛花園巴士總站 康盛花園巴士總站 ./ 2017年

47 九巴
將軍澳工業部巴士總

工業部巴士總站 J 2017年站

48 九巴
西貢公路衷蘿量對面，

南行 主E蘿鞏 ./ 2017年
近燈柱EB664 1 -7

49 九巴 蓬萊路清水灣半島 ， 北行 清水灣半島巴士總站 ./ 20 17年

50 九巴
寶寧路坑口(j七)總站

西行 明德那 J 2017年
對面

51 城巴
寶寧路厚德、郁德、富樓

東行 厚德郁，寶寧路 ./ 20 1 7年
對面

寶芭路寶盈花園多層 P

52 城巴 西行 寶盈花園，寶芭路 J 20 1 7年
停車場外

53 城巴 寶皂路將軍澳站對面 西行 將軍澳站，寶芭路 ./ 2017年

54 城巴 景嶺路健明都外 北行 健明郁，景嶺路 J 2017年

55 城巴 唐明街尚德廣場對面 西行 唐明街 J 2017年

56 城巴 寶芭路將軍澳站外 東行 將軍澳站，寶芭路 J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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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安裝座椅/顯示屏的巴士站名單 ( 5月 2日更新詳細位置)

阻企三

巴士站資料
預計興建

編號 設施

巴士公司 詳細位置 行車方向 巴士站名稱
座椅 顯示屏

年份

57 城巴 寶芭路將軍澳廣場外 東行 將軍澳廣場，寶芭路 J 2017年

58 城巴
欣景路8號新都城第二

jt行 欣景路 ./ 201 7年
期外

59 城巴
景嶺路調景嶺站公共

南行 調景嶺站，景領路 ./ 2017年
交通交匯處對面

60 新巴
寶康路↑台心園第 4 座

西行 怡心園，寶康路 ./ 2017年
外

61 新巴 唐明街尚德廣場外 東行 尚德、廣場，唐明街 J 20 1 7年

62 九巴 寶琳jt路寶仁櫻對開 西行 寶仁樓 ./ ./ 20 1 8年

63 九巴
清水灣道近銀線灣廣

西行 銀線灣廣場 J ./ 2018年
場

64 九巴
運陸路將軍澳游泳池

北行 將軍澳游泳池 ./ 2018年
外

65 九巴 尚德、商場 尚德 ./ J 2018年

66 九巴 尚德、商場 尚德 ./ J 2018年

67 九巴 坑口鐵路站 坑口鐵路站 J J 2018年

68 九巴
寶琳北路康盛花園巴

康盛花園 J 2018年
士總站

69 九巴 清水灣道自石窩 東行 白石窩 J 。 20 1 8年

70 九巴 坑口鐵路站 坑口鐵路站 ./ 2018年

71 九巴 坑口鐵路站 . 坑口鐵路站 J 20 1 8年

72 九巴 坑口鐵路站 坑口鐵路站 J 2018年

73 九巴
清水灣道近影業路口

西行 影業路 ./ 2018年
(清水灣片場)

74 九巴
西貢公路鄭植之中學

南行 鄭植之中學 J 2018年
對面

75 九巴 寶林總站 寶林 J 2018年

76 九巴 寶林總站 寶林 J 2018年

77 九巴 寶林總站 寶林 J 2018年

78 九巴 寶林總站 . 寶林 J 20 1 8年

79 九巴
寶琳北路景林耶景楠

東行 景林都 J J 20 18年
權對面

80 九巴 寶林總站. 寶林 ./ 2018年

81 九巴 翠林總站 . 翠林 J 2018年

82 九巴 翠林總站 - 翠林 J 2018年

83 九巴 寶琳路近翠琳路 東行 馬游塘村 J ./ 2018年

84 九巴 寶琳北路英明苑對面 西行 英明苑 J 201 8年

85 九巴 唐明街尚德、廣場外 東行 尚德廣場 ./ ./ 20 18年

86 九巴
將軍澳工業郁巴士總

工業i~~巴士總站 J 2018年站

87 九巴 駿宏街近駿才街口 東行 駿宏街 J J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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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安裝座椅/顯示屏的巴士站名單 ( 5月 2日更新詳細位置)

血企二

巴士站資料
預計興建

編號 設施
巴士公司 詳細位置 行車方向 巴士站名稱

座椅 顯示屏
年份

88 九巴 寶豐路近貿業路 西行 梁潔華小學 J 2018年

89 九巴 唐明街尚德、商場對面 西行 唐明街 . J ./ 2018年

90 九巴
寶琳jt路寶琳郁寶德、

西行 英明苑 J 20 1 8年
樓(近英明苑)

91 九巴 西貢公路白沙灣 南行 白沙灣 ./ 20 1 8年

92 九巴 清水j彎道壁屋 西行 壁屋 J 2018年

93 九巴 清水;彎道大埔仔 東行 大埔仔村 J 20 1 8年

94 九巴 清水灣道井欄樹 東行 井欄樹 ./ 2018年

95 九巴 大網仔路大環村 西行 大環 ./ 20 1 8年

96 九巴
寶琳北路將軍澳消防

東行 寶林消防局 ./ J 20 18年
局對開

97 九巴 大網仔路麥邊 西行 麥迪 J 2018年

98 九巴
駿光街萱傳媒大樓對

北行 駿光街 ./ J 2018年
面

99 九巴 清水灣道大埔仔蝴 東行 大埔仔呦 ./ 2018年

100 九巴 西貢公路廖家祠對面 南行 翠塘花園 J 2018年

101 九巴
寶寧路厚德、那德、富樓

西行 厚德郁 J J 20 1 8年
對面

102 九巴 西貢公路南邊圍 南行 南邊固 J 2018年

103 . 九巴 大網仔路 東行 北潭浦 J 2018年

104 九巴 清水灣道白石窩 西行 白石窩 J 20 1 8年

105 九巴 佳景路(浩明苑) 南行 浩明苑 J ./ 201 8年

106 九巴 大網仔路上客村 西行 上客 J 201 8年

107 九巴
西貢公路衷蘿置對面，

南行 頭蘿鞏 J 2018年
近燈柱EB664 1 -7

108 九巴 清水灣道邵氏影城 東行 銀影路 ./ 201 8年

109 九巴 寶寧路富寧花園外 東行 富寧花園 J 20 1 8年

110 九巴
清水灣道邵氏片場對

西行 銀影路 J J 2018年
面

III 九巴
寶琳北路寶琳郁寶德

西行 英明苑 J J 2018年
樓(近英明苑)

112 九巴 清水灣道璧屋 東行 壁屋 ./ J 2018年

113 九巴 寶琳jt路英明苑對面 東行 英明苑 J ./ 2018年

11 4 九巴
大呦門路大環頭村對

北行 大環頭路 J 2018年
面

115 九巴 清水灣道上洋 西行 上洋 J 2018年

116 九巴 西沙路黃竹灣 南行 黃竹灣 J 2018年

117 九巴 寶琳路近安達臣道 東行 安達臣道 J J 2018年

118 九巴 清水j彎道龍窩村 西行 龍窩村 J ./ 201 8年

119 九巴
寶寧路厚德、郁德、富樓

東行 厚德、部 J 2018年
外

120 九巴 西貢公路jt港 南行 北港 J 2018年

121 九巴 駿盈街日立對面 西行 駿盈街 ./ ./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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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安裝座椅/顯示屏的巴士站名單 ( 5月 2日更新詳細位置)

世生二

巴士站資料
預計興建

編號 設施

巴士公司 詳細位置 行車方向 巴士站名稱
座椅 顯示屏

年份

122 九巴 清水灣道孟公屋 西行 孟公屋 J 2018年

123 九巴
大呦門路清水灣第一

jt行 清水灣第一灘 J 2018年
灘人口對面

124 九巴 寶琳路近茅湖仔對面 東行 茅湖仔 J 2018年

125 九巴
寶琳北路康盛花園巴

康盛花園 ./ 20 18年
士總站

126 九巴 大網仔路大環村 東行 大環 J 2018年

127 九巴
大網仔路亞公灣燈柱

西行 亞公灣 J 20 1 8年
EA-02 45 -4

128 九巴 寶康路寶康公園外 南行 寶康公園 J 2018年

129 九巴 大網仔路北潭浦 東行 北潭浦 ./ 2018年

130 九巴 大網仔路大網仔 東行 大網仔 J 20 18年

131 九巴 西貢公路白沙臺 南行 白沙臺 J 2018年

大網仔路近青年協會

132 九巴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 西行 西貢戶外訓練營 ./ 2018年
戶已主

133 九巴
西貢公路天橋鄭植之

北行 鄭植之中學 ./ 2018年
中學

134 九巴 寶琳jt路欣明苑對開 西行 欣明苑 J 2018年

135 九巴
寶琳北路近欣明苑欣

西行 欣明苑 J 2018年
菊閻外

136 九巴 寶琳北路費仁樓對開 西行 寶仁樓 ./ 2018年

137 九巴 清水灣道大埔仔 西行 大埔仔 J 2018年

138 九巴 唐明街富康花園對面 東行 尚智樓 ./ 2018年

139 九巴 唐明街唐明苑對面 東行 唐明苑 ./ 2018年

140 九巴 寶康路惠安苑對面 jt行 怡心園 J 20 18年

141 九巴 尚德總站 尚德 J 2018年

142 九巴 寶康路近廣明苑 北行 廣明苑 J 2018年

143 新巴 唐明街尚德廣場外 東行 尚德廣場，唐明街 J 2018年

144 新巴
景嶺路調景嶺站公共

調景嶺站 J 2018年
交通交匯處內

145 新巴
唐俊街將軍澳站公共

將軍澳站 J 20 18年
交通交匯處內

146 九巴
大網仔路近早禾坑水

西行 早禾坑 J J 2019年
警基地

147 九巴
寶寧路厚德、那德、富樓

西~一了 厚德、那 J J 201 9年
外

148 九巴 清水;彎道打鼓嶺新村 西行 打鼓謂新村 J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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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安裝座椅/顯示屏的巴士站名單 ( 5月2日更新詳細位置)

世盤二

巴士站資料
預計興建

編號 設施
巴士公司 詳細位置 行車方向 巴士站名稱

座椅 顯示屏
年份

149 九巴
清水灣道打鼓嶺新村

東行 打鼓嶺新村 J 2019年
對面

150 九巴
西貢公路北固燈柱

南行 北圓 .,/ 2019年
EB4642-5

151 九巴
大網仔路鳳秀路口燈

西行 鳳秀路 J J 2019年
柱EA-0227-0

152 九巴 清7](灣道大埔仔蝴 西行 大埔仔呦 J 2019年

153 九巴 寶康路茵怡花園對面 jt行 茵怡花園 J 2019年

154 九巴
大網仔路亞公灣燈柱

東行 亞公灣 J J 2019年
EA-0245-4

155 九巴 西貢公路白沙灣 J可I t元ff 白沙灣 .,/ 2019年

156 九巴 昭信路煜明苑外 南行 煜明苑 J J 20 1 9年

157 九巴 清水灣道檳榔灣 西行 檳榔灣 .,/ 2019年

158 九巴 清水灣道勝龍台 東行 騰龍台 J 2019年

159 九巴
清水灣道近安達臣道

西行 安達臣道 J 2019年
路口，大石古

160 九巴 西貢公路窩美 南行 窩美 J 2019年

161 九巴 駿才街近惠康 北行 駿才街 J J 2019年

162 九巴 褔民路西貢警署 東行 西貢警署 J .,/ 20 1 9年

163 九巴
清水灣道下洋近燈柱

西行- 下洋 J 201 9年
N2883-1

164 九巴 西貢公路蟑浦 jt行 蟑浦 J J 20 1 9年

165 九巴 西沙路澳頭 jtff 澳頭 J J 201 9年

166 九巴 大網仔路黃擺地 西行 黃康地 J .,/ 2019年

167 九巴 西貢公路南邊圈 jtf'J 南邊圍 J J 2019年

168 九巴 清水灣道小棕林 西行 五塊田 .,/ 2019年

169 九巴
坑口道將軍澳醫院對

南行 半見村 .,/ J 2019年
面近半見村

170 九巴
清水灣道近坑口道銀

西行 坑口道 .,/ 2019年
線灣

171 九巴 清水灣道相思灣 西行 相思灣 .,/ 2019年

172 九巴 環保大道近渠務署 南行 日出康城領都 J J 20 1 9年

173 九巴 新西貢公路近窩美 北行 窩美 J 2019年

174 九巴 清水灣道孟公屋 東行 孟公屋 J J 2019年

175 九巴
清水灣道近銀線灣廣

東行 銀線灣廣場 .,/ 2019年
場

176 九巴 昭信路煜明苑對面 北行 理明苑 .,/ .,/ 201 9年

177 九巴
西貢公路大浦口村燈

北行 大浦口 .,/ 20 1 9年
柱EB45 73-9

178 九巴 普通道 1 9E 北行 西貢大會堂 .,/ J 2019年

179 九巴 西貢公路jt港 北行 北港 J 20 1 9年

180 九巴 清水灣道碧沙灣 東行 碧沙路 J 201 9年

181 九巴 西貢公路漁民新村 北行 漁民新村 J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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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安裝座椅/顯示屏的巴士站名單 ( 5月2日更新詳細位置)

阻企二

巴士站資料
預計興建

編號 設施
巴士公司 詳細位置 行車方向 巴士站名稱

座椅 顯示屏
年份

182 九巴
西貢公路翠塘花園對

北行 翠塘花園 ./ ./ 2019年
面

183 九巴 環保大道近百勝角 南行 百勝角 J ./ 2019年

184 九巴 寶康路廣明苑對面 南行 香港單車館 J J 20 19年

185 九巴 西貢公路jt固 北行 北圓 J 20 1 9年

186 九巴 西貢公路白沙台 J•lt f三7 白沙臺 J 2019年

187 九巴
大網仔路近北潭浦近

東行 上客 ./ J 2019年
上客燈柱N260 1 -3

188 九巴 大網仔路近鳳秀路 東行 鳳秀路 J 2019年

189 九巴
大網仔路黃靡地近橙

東行 黃康地 ./ 2019年
桂N26 1 9-4

190 九巴 寶林總站 寶林 ./ ./ 2019年

191 九巴
清水灣道檳榔灣燈柱

東行 檳榔灣 ./ 2019年N2378-9

192 九巴 清水灣道近二育中學 東行 香港二育書院 J 2019年

193 九巴 清水灣道下洋 東行 下洋 J 2019年

194 九巴 大網仔路斬竹灣 東行 斬竹灣 J 2019年

195 九巴
環保大道近清水灣半

北行 清水灣半島 J 2019年
島

196 九巴 - 尚德總站 尚德 J 2019年

197 九巴 西貢巴士總站 西貢巴士總站 ./. 2019年

198 九巴 坑口鐵路站 坑口鐵路站 ./ 2019年

199 九巴
寶寧路厚德、郁德、富樓

西行 厚德那 ./ ./ 2019年
外

200 九巴 新都城一期 寶林 ./ 2019年

201 九巴 新都城二期 寶林 J 2019年

202 九巴 培成路南豐廣場外 西行 培成路 J 2019年

203 九巴 重華路近培成路 東行 厚德、商場 J 2019年

204 九巴 重華路近培成路 東行 厚德、商場 J 2019年

205 九巴 寶琳北路英明苑對面 西行 英明苑 J 2019年

206 九巴
寶寧路坑口(北)總站

明德都 ./ 2019年
對面

207 九巴 坑口道近聖雲仙堂 jt行 聖雲仙天主堂 J 2019年

208 九巴
西貢jt巴士總站近西

西貢北(西貢警署) ./ 2019年
貢警署

.

209 九巴 坑口道水邊村外 北行 水邊村 ./ 2019年

210 九巴 清水灣道孟公屋 西行 孟公屋 ./ 2019年

211 九巴
環保大道九巴車廠對

北行 日出康城領都 J 2019年面

212 九巴 寶琳路近茅湖仔對面 東行 茅湖仔 J 20 1 9年

213 九巴
寶琳jt路康盛花園巴

康盛花園 ./ 2019年
士總站

214 九巴
寶琳北路近欣明苑欣

西行 欣明苑 J 2019年
菊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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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安裝座椅/顯示屏的巴士站名單 ( 5月 2日更新詳細位置)

阻銓二

巴士站資料
預計興建

編號 設施
巴士公司 詳細位置 行車方向 巴士站名稱

座椅 顯示屏
年份

215 九巴 寶康路寶康公園外 南行 寶康公園 J 2019年

216 九巴
寶琳北路近欣明苑欣

西行 欣明苑 J 2019年
菊閣外

217 九巴 寶豐路近貿業路 西行 梁潔華小學 J 201 9年

(有?詮. - 個別巴士站將因應地理環境及技術因素來決定最終是否可以安裝座椅及顯示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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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企三

查詢個別地點加設座椅及顯示屏以及其他相關設施的回應

建鐵/查詢|設施安裝安排

l 由於有蓋巴士總站的設計各有不同 ， 而且

自 可供乘客排隊候車的位置有限 ， 巴士公司
總站例如尚德巴士總站的候車時間較 |

| 需依據各總站的環境和技術限制 ， 逐一研

長 ，座椅的需求殷切，故詢問有否技術問 |

| 究和設計安裝方案。各巴士公司會於本年

題導致20 1 8或20 1 9年才完工 ， 並建議在巴 |
|展開研究，期望在 20 18年開始於有蓋巴

士總站優先考慮加裝顯示屏。|
l 士總站安裝候車設施 。 然而 ， 運輸署已備

悉委員的意見。

| 為使資助措施能盡快讓有需要的市民受

1 惠 ， 在資助計劃下 ， 巴士公司將優先為設
編號30和 202(培成路)以及27和 88(寶豐 |

|於醫院及政府診所附近的巴士站安裝有
路)為同一路段，但巴士站興建設施的時|

|關設施。其後會因應巴士班次及候車乘客
間相距過長，故期望進行微調。|

E 的數量來決定巴士站加裝設施的次序 。 然

而，運輸署已備悉委員的意見 。

專營巴士公司開發實時巴士服務資訊系

統及維持其暢順運作需投人相當資源，並

會透過智能手機、電腦及在車站的顯示屏

詢問政府在本計劃中的數據融合及開放|向乘客發放資料。所涉數據屬相關公司所

的角色 。 |有，數據數量龐大而且變化迅速，亦涉及

| 個別營辦商的商業營運資料 。 我們因此須

在尊重專營巴士公司的擁有權和方便乘

客兩者問取得平衡。然而，運輸署已備悉

委員的意見 。

詢問政府會否資助巴士公司增建上蓋。|專營巴士公司須自行斥資在地理環境許

可及合適巴士站申請興建上蓋。

l 九巴已計劃於 20 1 8 年在該總站加設座
建議在翠林巴士總站加設座椅 |

自 椅 ( 附件一編號第 8 1 及 82號 )。

自運輸署已將有關建議轉介新巴跟進及考
建議西貢巴士總站增設座椅|

'慮、自行斥資安排在該巴士總站安裝座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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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查詢 設施安裝安排

建議新巴在西貢大會堂巴士站(將軍澳 運輸署已將有關建這是轉介新巴考慮及跟

方向)增設上蓋 進。

九巴於安裝座椅前，會再次審視巴士站的

查詢大環巴士站有否足夠空間增設座椅 情況，以確保安裝設施後留有足夠的行人

通道。

九巴表示由於巴士站上蓋暫未有電力供

建議在將軍澳廣場巴士站加設顯示屏 應，因而未能透過資助計劃安裝顯示屏。

運輸署會鼓勵巴士公司跟進。

九巴表示由於巴士站上蓋暫未有電力供

建議在銀澳路巴士站加設顯木屏 應，因而未能透過資助計劃安裝顯示屏。

| 運輸署會鼓勵巴士公司跟進。

建議在彩明公共運輸交匯處第 290/290A
彩明公共運輸交匯處由房屋委員會管

理，九巴在接收有關建議後表木會與房屋
號線巴士站加設座椅及顯木屏

委員會跟進。

建議新巴在景嶺路健明那外的巴士站加
新巴表示由於巴士站上蓋暫未有電力供

應，因而未能透過資助計劃安裝顯示屏。
裝顯示屏

運輸署會鼓勵巴士公司跟進。

九巴表示由於巴士站暫未有上蓋，因而未

建議在南圍巴士站增設設施
能透過資助計劃安裝候車設施。運輸署會

鼓勵巴士公司研究在巴士站加建上蓋及

設施。

九巴表示由於巴士站上蓋暫未有電力供

建議在井欄樹巴士站增設顯示屏 應，因而未能透過資助計畫。安裝顯示屏。

運輸署會鼓勵巴士公司跟逛。

九巴已有計劃於 20 18年於大埔仔巴士

建議在大埔仔/大埔仔村巴士站巴士站
站加設顯示屏(附件一編號第 137號)。

然而，由於大埔仔村巴士站上蓋暫未有電
增設顯7]\屏

力供應，所以未能透過資助計劃安裝顯示

屏。運輸署會鼓勵巴士公司跟進。

建議在寶芭路近寶盈花園巴士站增設設
城巴已有計劃於 20 17年在該巴士站加

設座椅(附件一編號第 52號)。但由於

施
該巴士站上蓋暫未有電力供應，因而未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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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主義/查詢 設施安裝安排

透過資助計劃安裝顯7[弋屏，。運輸署會鼓勵

巴士公司跟進。

新巴會研究在該巴士站安裝座椅的可行

建議在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巴士站加設座 性 。但由於該巴士站上蓋暫未有電力供

椅及顯7[弋屏 應，因而未能透過資助計劃安裝顯示屏。

運輸署會鼓勵巴士公司跟逛。

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將將軍澳隧道巴士轉

乘站項目納入「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

建議將軍澳隧道增設轉乘站時加設座椅 展J項目，轉乘站預計於2020年敢用 。本

及顯木屏 。 署會積極與土木工程拓展署配合，並會因

應轉乘站預計的具體完工日期，與巴士公

司研究在上址增設便利候車乘客的設施。

本資助計劃下，巴士公司須自行負責座椅

詢問設施日後的維修責任誰屬 及顯示屏的經常開支，包括日常清潔 、維

修 、保養、電費及數據傳送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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