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區交運會書面問題 2/2019 號–附件 III  

 

松鶴老人中心齡活智醒路路通中西區交通問卷調查  

 

運輸署的回覆：  

問題 2：  1) 小巴不足 

本署不時檢討中西區內專線小巴的服務水平，同時密切留意區

內乘客的增長及需求，適時與營辦商作出跟進及調整服務水

平，以進一步配合乘客需要 

 

2) 12 號小巴 (循環西至營盤 )及  45A小巴  (西營盤站往干德

道 西營盤站往干德道 )班次疏落 

根據編定的服務詳情表，現時港島專線小巴第12號線於平日上

午及下午繁忙時段的班次分別為6至8分鐘。專線小巴第45A號線

於平日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的班次分別為8至15分鐘。本署已備

悉有關加強班次的建議，並已督促小巴營辦商密切留意該線乘

客的需求，按編定的服務詳情表提供服務，在有需要時靈活彈

性調配車輛，以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3) 巴士 /電車 /小巴去筲箕灣要轉車 

本署理解市民希望更多點對點的交通服務，然而香港的道路及

運輸資源有限，我們鼓勵市民選擇現有的公共交通服務，以善

用資源，從而提高公共運輸服務的營運效率。 

 

市民現可乘坐巴士第2號、18X號、720號、A12號及N8X號或電

車直接由中西區前往筲箕灣，而專線小巴服務則較適合作為班

次要求較密的短途接駁線。鑑於現時的公共交通服務已提供前

往筲箕灣的直接服務，為減少惡性競爭、避免服務重疊和加劇

港島區道路擠塞的負荷，本署對增設中西區前往筲箕灣公共交

通服務有所保留。雖然如此，本署已備悉你的關注，亦會繼續

留意乘客需求的變化，在有需要時研究增設公共交通服務的可

行性。 

 

4) 3號小巴(香港站往寶珊道) 

現時港島專線小巴第3號線於平日繁忙時段的班次約9分鐘。本

署已敦促小巴營辦商需按服務詳情表開出班次，並留意該線班

次的穩定性及乘客的需求，在有需要及資源訐可的情況下靈活

調配車輛，以提供穩定的服務。惟個別班次或會因上落乘客及

沿途交通情況等所影響，令其抵達站時間可能出現偶發性的不

規則情況。本署會繼續監察上述路線的運作。 

 



5) 26號巴士 (循環來往勵德邨 )班次太疏落 

現時，新巴第26號線於平日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的班次分別為8

至10分鐘及12至15分鐘。根據最近的巴士服務調查，新巴第26

號線於繁忙時段及非繁忙時段的平均載客率分別約為五成及二

成五，調查結果顯示該線的現有服務仍有剩餘的載客量服務市

民。就所述班次情況，本署已就事件督促巴士公司須繼續留意

該線的乘客需求，並不時檢討勵德邨一帶的服務水平，於有需

要時作出調整，以進一步配合乘客需要。 

 

6) 欠缺巴士由羅便臣道往上環 

本署理解市民希望更多點對點的交通服務，然而香港的道路及

運輸資源有限，我們鼓勵市民選擇現有的公共交通服務、充分

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轉乘安排，以善用資源，從而提高公

共運輸服務的營運效率。 

 

市民現可由羅便臣道乘坐專線小巴第45A/45S號前往西營盤港

鐵站及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上環。為避免加劇港島區道路擠

塞的負荷，本署對增設巴士由羅便臣道往上環有所保留。雖然

如此，本署已備悉你的關注，亦會繼續留意乘客需求的變化，

在有需要時研究增設公共交通服務的可行性。 

 

7) 電車班次太疏落，要等候長時間 

現時，由上環西港城前往筲箕灣方向的繁忙時段及非繁忙時段

班次分別約為3至4分鐘及5分鐘，而上環前往堅尼地城的繁忙時

段及非繁忙時段班次則約為10分鐘及6分鐘。就所述電車班次的

情況，本署已提醒電車公司須根據編定的班次提供服務及留意

不同時段的服務運作，並於有需要時採取合適措施以盡量提升

班次的穩定性。 

8) 欠缺小巴往醫院一帶(如葛量洪醫院) 

本署一直關注來往葛量洪醫院的公共運輸服務。現行的公共交

通發展策略是有效地協調各種公共交通工具，藉此令資源能得

以充份利用。現時市民可以乘坐地港鐵前往黃竹坑站，再轉乘

專線小巴5M號線前往葛量洪醫院。 

 

本署在與小巴營辦商研究後，認為可先行開辦一班特別班次由

堅尼地城直接前往葛量洪醫院。本署現正與營辦商擬定有關路

線的細節，預計可在今年第四季內開辦有關路線。 

 

9) 961 及 963 線西營盤無巴士站上落 

本署已備悉有關九巴第961號線（山景總站 - 灣仔(會議展覽中

心)）的建議，於日後檢討巴士路線的服務時，有關建議會作參



考及研究之用。本署會密切監察不同地區的服務水平、人口的

增長及乘客需求的變化，於有需要時作出相應的改善計劃，以

進一步配合乘客需要。現時並無第963號線的運作。 

 

10) MTR 的電梯等得太耐 

由地鐵公司回應。 

 

11) 巴士班次大多不準時 

本署一直緊密監察各專營巴士的服務水平，除督促專營巴士公

司密切留意乘客的需求，按編定的服務詳情表提供服務，在有

需要時靈活彈性調配車輛外，亦會透過實地調查、抽查專營巴

士公司運作紀錄等監察專營巴士的班次運作水平，以為市民提

供更優質的服務。 

 

12) 中西區往香港仔的巴士太少 

本署理解市民希望更多點對點的交通服務，然而香港的道路及

運輸資源有限，我們鼓勵市民選擇現有的公共交通服務，以善

用資源，從而提高公共運輸服務的營運效率。 

 

市民現可乘坐巴士第37A號、第37B號、第37X號、第70號、第70A

號及第70P號直接由中西區前往香港仔。鑑於現時的公共交通服

務已提供前往香港仔的直接服務，為減少惡性競爭、避免服務

重疊和加劇港島區道路擠塞的負荷，本署對增設中西區前往香

港仔的巴士服務有所保留。雖然如此，本署已備悉你的關注，

亦會繼續留意乘客需求的變化，在有需要時研究增設巴士服務

的可行性。 

  

問題 3：  1) 欠缺斑馬線(如正街/第一街/第二街) 

一般來說，本署需視乎該處對行人過路設施的需要、行人

流量、交通情況、與附近交通燈號控制路口或旋處的距

離、現有設施的使用情況及路面環境等，以考慮該處有否

需要加設斑馬線或行人過路燈等。我們會繼續檢視各行人

過路處的情況，並適時採取適當的改善措施。 

 

2) 多處地方欠缺行人過路燈(如荷李活道 /醫院道 /擺花街 /

永樂街) 

請參閱Q3(1) 的回覆。 

 

3) 信德中心的天橋沒有行人電梯 

連接信德中心至西港城的行人天橋（HF118）已在2018年年

中加設升降機。 



 

4) 行人過路燈太快轉燈(如水坑口交通燈好快轉) 

現時燈號控制行人過路處所設定的行人綠燈時間足夠給市

民橫過馬路。一般來說，交通燈號是按交通情況分配綠燈

時間給行人及各行車方向，燈號設定已平衡了行人及行車

的需要。 

 

5) 商舖佔據行人路，以致行人迫於無奈行出馬路 

由相關部門回應。 

 
問題 4：  1) 違例泊車 

由相關部門回應。 

 

2) 塞車問題(如永樂街/皇后大道西/西邊街/近林士街) 

據本署過去觀察，這些道路間中會因路邊上／落客貨活動

而出現擠塞情況。為規管上／落客貨活動及保持道路暢

順，現時這些路段都設有繁忙時段不准停車限制區。我們

會繼續與警方保持密切溝通加強打擊違例泊車及非法上／

落客貨活動，以保持道路暢順。 

 

3) 人車爭路 

由於區內不少行人路及道路均是早年落成，兩旁均是構築

物，擴闊行人路的空間十分有限。我們會密切留意區內的

交通狀況，並在有需要時考慮擴闊行人路。 

 

4) 落貨車阻塞交通 

為規管上／落客貨活動及保持道路暢順，區內不少路段都

設有繁忙時段或24小時不准停車限制區。我們會繼續與警

方保持密切溝通加強打擊違例泊車及非法上／落客貨活

動，以保持道路暢順。此外，我們會密切留意區內的交通

狀況，並在有需要時調整不准停車限制區的時段及範圍。 

 

5) 欠缺行人過路設施 

請參閱Q3(1)的回覆。 

 

6) 西邊街與般咸道英皇學校前的交通燈安全島太窄 ,學生

與車爭路非常危險 

我們曾與路政署研究收窄西邊街東面行人路以騰出空間遷

移行車道及擴闊安全島，但由於沒有可行的方案遷移位於

行人路的地下公共設施，此計劃已被擱置。儘管如此，我

們已在該行人過路處旁加設了「留意車輛」的交通標誌，



提醒行人於該處橫過馬路時要注意車輛。我們亦正研究調

節該處的交通燈號，以改善該安全島於放學時間擠逼的情

況。 

 

7) 尚興飯客泊滿車在兩邊馬路 

現時介乎於文咸東街至皇后街的皇后大道西路段都設有繁

忙時段不准停車限制區(「上午7時至下午7時」或「上午8

時至10時及下午5時至7時」)。我們會繼續與警方保持密切

溝通加強打擊違例泊車，以保持道路暢順。 

 

8) 老人家上落地鐵行太多路 

政府正逐步優化現有公共行人設施以方便長者出入，包括

在部分連接公共交通設施的行人通道加裝上蓋設施等，讓

長者可在有遮擋的地方下行走，避免日曬雨淋，及優化現

有公共行人通道的無障礙通道設施，如在行人天橋加裝升

降機等。 

 

有關地鐵站內的設施由港鐵公司及相關部門回應。 

 
問題 5：  1) 中區太塞車, 建議學外採用雙單號行駛 

政府非常重視道路交通擠塞問題，正繼續按部就班推行交

通諮詢委員會建議的改善措施。此外，警方亦一直於中區

繁忙路段採取執法行動，以針對有關阻塞交通的違例事

項，確保交通暢順。有關提議參考外地經驗採用雙單號行

駛以減少路面車輛，本署會備悉作為參考。 

 

2) 增設多些冇障礙通道設施 

政府在「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正逐步優化現有公共行人

通道的無障礙通道設施，現階段正推行超過200個項目，並

會再邀請各區議會選取下一階段的項目。 

 

3) 加行車路線由香港仔田灣至高鐵站 

為配合市民往來西九龍站的交通需求，本署已因應西九龍

站的實際情況及周邊的現有公共運輸設施，制訂相關的公

共交通服務配套安排，以完善公共交通服務網絡。 

 

本署開辦的三條新專營巴士路線，分別由金鐘(城巴W1號

線)、觀塘(九巴W2號線)及上水(九巴W3號線)往返西九龍

站，當中已考慮現有及即將落成鐵路服務覆蓋的範圍、各

區現有往返西九龍站的專營巴士服務網絡及西九龍站附近

一帶的交通情況；以避免開辦過多的新巴士路線加重西九



龍站附近的交通負荷，同時能讓市民享有便捷的巴士服務

前往西九龍站。上述的新專營巴士路線亦已於九月二十三

日投入服務。 

 

4) 加小巴由西環至般咸道 

本署已備悉有關建議，於日後檢討小巴路線的服務時，有

關建議會作參考及研究之用。本署會密切監察不同地區的

服務水平、人口的增長及乘客需求的變化，於有需要時作

出相應的改善計劃，以進一步配合乘客需要。謝謝你對區

內運輸事務的關注及建議。 

 

5) 由屯門新界西經西隧應多些路線經石塘咀才去信德中

心站 

本署已備悉有關建議，於日後檢討巴士路線的服務時，有

關建議會作參考及研究之用。本署會密切監察不同地區的

服務水平、人口的增長及乘客需求的變化，於有需要時作

出相應的改善計劃，以進一步配合乘客需要。謝謝你對區

內運輸事務的關注及建議。 

 

6) 西邊街棄置警舍改建多層停車場 

政府的運輸政策是鼓勵市民盡量使用公共交通，故政府會

在整體發展容許之下提供適量的私家車泊車位。本署會繼

續在中西區採取不同的措施提供適量的私家車泊車位，包

括研究在合適的新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內加設公眾停車

場（包括地下公眾停車場）的可行性。 

 

7) 留意紅綠燈時間長短 

請參閱Q3(4) 的回覆。 

 

8) 菲臘牙科醫院門外十字口應設温路處 

由於東邊街與醫院道的交界佈滿地下管線，加上路面空間

十分有限，若在該處加設行人過路設施，會令附近一帶交

通於工程期間受到較大影響。我們會持續監察此路口的使

用情況，並在有契機改動現時的道路環境時繼續研究改善

此路口的行人過路安排。 

 

9) 擴寬道路/加強管制泊車 

由於區內不少道路均是早年落成，兩旁均是構築物，擴闊

道路的空間十分有限。雖然如此，中環灣仔繞道預計於2018

年年底/2019年第一季啓用，通車後將提供一條快速通路連

接東區及中區，中上環一帶的交通將有所改善。 我們會留



意密切留意區內的交通狀況，並在有需要時進行道路改善

工程及調校燈號時間以應付交通流量。 

 

違例泊車方面由相關部門回應。 

 

 

10) 增加錶位 

在過去三年，我們在中西區內不同位置（如爹核士街、山

道、民光街、蘇杭街等）已加設8個路旁私家車泊車位及76

個路旁電單車泊車位。但我們在區內提供泊車位的確面對

一定的困難，過去不少我們提出加設路旁泊車位的地點(如

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等)都因未能獲得地區人士的支持

而需要擱置。雖然如此，我們仍會繼續積極物色其他合適

地點增設路旁泊車位。 

 

11) 般咸道有巴士或小巴去上環信德附近 

本署理解市民希望更多點對點的交通服務，然而香港的道

路及運輸資源有限，我們鼓勵市民選擇現有的公共交通服

務，以善用資源，從而提高公共運輸服務的營運效率。 

 

市民現於般咸道可乘坐巴士或港鐵前往中上環一帶，下車

後可沿中區行人天橋系統步行前往順德中心一帶。儘管如

此，本署已備悉你的關注，亦會繼續留意乘客需求的變化，

在有需要時研究增設公共交通服務的可行性。 

 

12) 要多些斑馬線在高街1及2街 

高街、第一街及第二街是一條單綫單程行車路。現時高街、

第一街及第二街沿正街兩旁已設有行人輔助線供市民過

路，行車道上已劃有「望左」及「望右」的道路標記提醒

行人留意來車方向。現存的交通設施足夠讓過路人士清楚

了解路面狀況後再安全橫過馬路。 
  
  

 

(秘書處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收到 )。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8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