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文件第 11/13號  

 

2013 - 20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東東東東 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釋 2013 -2014 年度東區的巴士路線發展

計劃，及諮詢委員對有關計劃的意見。  
 

2.  在 2013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強調『重組巴士路線』對改善

空氣質素的重要性。在發展鐵路的同時，政府將檢視其他陸路交通服

務，理順不同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作用和角色。目前巴士服務路線重

疊，部分使用量偏低。進行檢討時，我們會以巴士配合鐵路系統，加

強接駁功能及改善轉乘安排，在滿足乘客的交通需要之餘，亦能優化

路線、以減低路邊空氣污染。  
 

2013 - 2014 年度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年度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年度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年度巴士路線發展計劃  

 

3.  2013 -  2014 年度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已經初步擬定，現列於

附件 1A、附件 1B、附件 2A 及附件 2 B，供各委員參閱。  
 

4. 2013 – 2014 年度東區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包括下列措施：  
 
  為配合區內人口持續增長，巴士公司建議在本區實施多項提升

服務的項目，如增加車輛數目及班次，以配合乘客需求。另一

方面，為更加善用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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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區的巴士路線的詳細安排在附

件 3-22 內顯示。  
 
 
策劃本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的考慮策劃本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的考慮策劃本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的考慮策劃本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的考慮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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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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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緩道路擠塞，減低車輛造成的空氣污染，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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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周邊地區的發展潛力，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在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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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西港島綫及南港島綫 (東段 )預計可分別於 2014 年及

2015 年落成。本署已聘請顧問公司為西港島綫及南港島綫

(東段 )與其他公共運輸服務的協調進行研究，並因應地區發

展和乘客的需要，對其他公共運輸服務及有關設施作出適

當的調整與安排，以便更妥善配合新鐵路啟用後乘客需求

的轉變。我們計劃於 2013年下半年，就建議的公共運輸服

務重組計劃開始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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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巴士路線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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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很多巴士乘客在市區周邊地點已陸

續下車，有些路線的巴士 在經過繁忙交通走 廊前往總站

時，載客率會相對較低。如能更妥善地使用巴士資源，當

可協助減少行走這些繁忙走廊的巴士數目，從而紓緩交通

擠塞及減低路邊空氣污染。  
 
專營巴士為本港路邊空氣的其中一個主要污染源。專營巴

士在 2011年排放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分別佔該年

全港整體車輛的有關總排放量約 6% 和 20 %。但在繁忙的

交通幹道，專營巴士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排放量

佔總車輛排放量分別可高達 40%和 70 %。在例如旺角、中

環及銅鑼灣等地區的繁忙交通幹道，經常有很多行人、居

民或在這些地方工作或營業的人來往。減少巴士班次可有

效減少路邊空氣污染，從而降低對市民大眾所構成的健康

風險，包括減少因吸入過多懸浮粒子而導致患癌風險及早

逝情況，以及長期接觸氮氧化物中的二氧化氮而增加患上

呼吸系統疾病的可能性。而有關的環境效益是與減少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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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的程度成正比，因此，每一班次的減少都很重要。如

2013-14年度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得以落實，將可令每天在

旺角、中環及銅鑼灣的繁忙幹道的巴士班次減少 591 架次，

而這些地區的繁忙幹道的路邊空氣中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

氮氧化物的濃度，最高將可分別減少約達 0.3 %和 2 .3 %。有

關措施亦可達至其他環境效益，例如減少噪音滋擾。此外，

由於推行重整巴士路線的成本耗費並不會太高，檢討本港

空氣質素指標的顧問亦評估此措施為在眾多建議中具最高

成本效益的措施。  
 
目前，東區有近 110條巴士路線服務該區居民。因此，為改

善居民健康，在考慮及平衡乘客的需求後，我們必須重組

巴士路線，減少巴士排放。若東區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落

實後，預計每日可減少約 380班的巴士班次行走東區的主要

幹道。  
 

制定路線發展計劃的原則制定路線發展計劃的原則制定路線發展計劃的原則制定路線發展計劃的原則  

 

6.  運輸署及專營巴士公司在制定路線發展計劃時主要考慮以下

第 7-16 段所列舉的原則。   
 
改善服務改善服務改善服務改善服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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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增加班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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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若上文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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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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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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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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一直以來，我們與巴士服務營辦商在適當和可行的地點引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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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計劃可減少開設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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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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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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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台出入口、環

保引擎以及 2 乘 2 的座位。  
 
 
減少服務減少服務減少服務減少服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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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取消巴士路線等。  
 
(a) 縮減班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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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定於

15 分鐘或以上及非繁忙時段已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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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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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取消／合併路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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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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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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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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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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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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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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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請各委員就 2013 - 2014年度的計劃提供意見。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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