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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019 年 8 月 14 日  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  
討論文件  文件第 3/2019 號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本地交通服務及配套設施安排  

 
 
引言  
 
 本署於 2018年 5月 14日北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下稱 “交
運會 ”)會議，以及6月11日北區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會議上，向

各委員介紹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下稱 “管制站 ”)有關本地公共交通服

務的建議安排，同時聽取各委員意見。其後，本署於 2018年 7月 31
日發信予交運會，匯報有關由上水開往管制站的新巴士路線調整站

點安排。本文件旨在就管制站本地交通服務及配套設施安排，提供

最新的發展及資料。  
 
 
 
工程進度及配套設施  
 
2. 管制站的連接路 (即香園圍公路，包括龍山及長山隧道 )已於

2019年5月26日啟用，除了提供直接往返管制站的道路網絡外，同時

亦可作為連接市區及沙頭角、坪輋和打鼓嶺一帶的替代道路。有關

連接路 (包括隧道段 )開通至今，交通運作暢順，並吸引了坪輋一帶

部分原來使用沙頭角公路的車輛，改用香園圍公路進出粉嶺公路，

無需駛經近粉嶺巿中心的一段沙頭角公路，舒緩了沙頭角公路及粉

嶺巿中心等一帶道路的交通壓力。  
 
3. 至於管制站方面，當局正爭取在今年內完成管制站的建造工

程，以期盡早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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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直達的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4. 管制站是根據「人車直達」的概念設計和興建。管制站設有旅

檢大樓、公共運輸交匯處、政府公眾停車場和其他設施。設於旅檢

大樓閣樓層的政府公眾停車場將提供共  451 個泊車位 1 ，其中有半

數將預留作網上預約泊車位。政府公眾停車場外亦將設置共 90米長

私家車上落客處，讓旅客可選擇乘坐私家車前往管制站；而蓮麻坑

路則會設置合共  100 個單車泊位的單車停泊處，其位置靠近通往旅

檢大樓的行人隧道，供市民使用。  
 
 
 
本地交通  
 
5. 為配合管制站的啟用，運輸署經諮詢持份者 (包括相關區議會，

以及專營巴士、公共小巴、的士和非專營巴士業界 )後，敲定管制站

的本地公共交通安排，以便跨境旅客經管制站往返香港不同地區。

在管制站啟用後，旅客可在旅檢大樓地面層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選擇

乘坐合適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務，包括專營巴士、專線小巴、的士和

非專營巴士（即旅遊巴士），或使用私家車往返管制站。  
 
專營巴士  
 
6. 有關開辦三條往來管制站的專營巴士路線的準備工作，運輸署

已完成招標及遴選營辦商，現正與有關營辦商開展落實服務細節的

跟進工作，以配合管制站的啟用。三條專營巴士路線的詳情如下：  
 

(i) 城巴  B7 號線 (往返上水翠麗花園巴士總站 (途經粉嶺

站 )) ，每日提供前往北區及東鐵線的接駁服務  (服務詳情

及路線圖，見附錄一 ) ；  
 
(ii) 城巴  B8 號線 (往返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途經沙田和

大埔 )) ，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提供前往新界東及東鐵

線的接駁服務  (服務詳情及路線圖，見附錄二 ) ；以及  
 
 

                                                      
1  包括  415 個供私家車使用的泊車位 (其中九個為殘疾人士泊車位 )，以及  36 個

供電單車使用的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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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九巴  B9 號線 (往返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途經元朗

站 )) ，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提供前往新界西及西鐵線

的接駁服務  (服務詳情及路線圖，見附錄三 )。  
 

 
專線小巴  
 
7. 運輸署現正與第 59K號專線小巴營辦商跟進其開辦第 59S號輔

助路線 (香園圍管制站–上水站 ) (服務詳情及路線圖，見附錄四 )的準

備工作，包括預備所需車輛及招聘司機；另一方面，運輸署與專線

小巴營辦商亦會調配上水小巴總站內的站位，為第59S號輔助路線設

置足夠的候車位置，方便乘客有序地排隊候車。  
 
的士  
 
8. 市區的士和新界的士均獲准在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營運。市

區的士和新界的士可使用公共運輸交匯處內的指定上客區，各設有

八個的士上客位。   
 
非專營巴士  
 
9. 領有服務批註 (包括遊覽服務 (A01)、酒店服務 (A02)或合約式出

租服務 (A08))的非專營巴士，可在管制站的公共運輸交匯處營運，

該處設有九個上客位供非專營巴士使用。  
 
私家車  
 
10. 除公共交通服務外，巿民亦可駕車前往管制站，使用設於旅檢

大樓閣樓層的公眾停車場或私家車上落客處。停車場營辦商將發布

實時泊車位空置情況資訊，而運輸署的「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

式會轉發有關資料。   
 
11. 我們理解委員對城巴B7號線在北區設站的安排表示關注。本署

因應2018年5月14日北區交運會及2018年6月11日北區巴士及小巴服

務工作小組會議中所聽取的意見，將第B7號線總站改設於翠麗花

園。另外，為方便乘客轉乘東鐵線往各區，該路線於粉嶺站外設有

中途站點，其位置在「粉嶺火車站遊樂場」對出的停車灣內，而本

署亦已計劃對該停車灣進行加闊工程。該停車灣與現時較繁忙的粉

嶺車站路巴士 /小巴站位置相隔有一段距離，同時營辦商亦會安排足

夠排隊設施及人手等，維持乘客候車和登車時的秩序，並在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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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部署後備巴士及人手，以應付需求。  
 
 
12. 在管制站開通時，運輸署會聯同有關營辦商密切留意上述專營

巴士及專線小巴的乘客量及營運情況，並會按實際情況就有關服務

水平及車站排隊秩序等方面，與相關營辦商或警方等作出適當跟進。 
 
 
 
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備悉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啟用後的本地交通安排。  
 
 
 
運輸署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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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城巴B7(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上水 (翠麗花園 )) 
 

服務詳情  
 
終點站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上水 (翠麗花園 ) 
行車路線  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經鳳南路、天平路、龍琛路、馬會道、沙頭角

公路 -龍躍頭段、新運路、粉嶺車站路、新運

路、馬會道、粉嶺公路、粉嶺公路交匯處、香

園圍公路及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往上水 (翠麗花園 ) 
經香園圍公路、粉嶺公路交匯處、粉嶺公路、

馬會道、新運路、粉嶺車站路、沙頭角公路 -
龍躍頭段、馬會道、馬適路、天平路、鳳南路

及上水翠麗花園  
巴士站點  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1.  翠麗花園巴士總站  
2.  建造業訓練中心  
3.  天平邨天怡樓  
4.  天平邨天明樓  
5.  心誠中學  
6.  粉嶺站  (粉嶺火車站遊樂場外的停車灣 ) 
7.  塘坑  
8.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運輸交滙處  

 
往上水 (翠麗花園 ) 
1.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塘坑  
3.  粉嶺站  (粉嶺站外近A2出口巴士站 ) 
4.  粉嶺法院大樓  
5.  北區公園北門  
6.  天平邨巴士總站  
7.  天平路近鳳南路  
8. 翠麗花園巴士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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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  每日  
繁忙時間

班次  
每10分鐘一班  

單程收費  $7.5 
行車時間  約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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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巴B7(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上水 (翠麗花園 )) 



8 

附錄二  
 

城巴B8(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服務詳情  
 
終點站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行車路線  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經美田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

大老山公路、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 -元洲仔

段、廣福道、寶鄉街、大埔太和路、吐露港公

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交匯處、香園圍公路

及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往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經香園圍公路、粉嶺公路交匯處、粉嶺公路、

吐露港公路、大埔太和路、寶鄉街、廣福道、

大埔公路 -元洲仔段、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

路、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車公廟路及大圍

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巴士站點  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1.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車公廟路車公廟對面  
3.  車公廟路車公廟站外  
4.  大涌橋路曾大屋遊樂場對面  
5.  大涌橋路乙明邨對面  
6.  大涌橋路麗豪酒店對面  
7.  大涌橋路富豪花園對面  
8.  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遊樂場對面  
9.  大涌橋路濱景花園外  
10.  大埔公路 -元洲仔段廣福邨對面  
11.  廣福道廣福樓外  
12.  寶鄉街六鄉新村公立學校  
13.  大埔太和路太和邨亨和樓  
14.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往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1.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大埔太和路大埔舊墟遊樂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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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廣福道81號  
4.  廣福道121號  
5.  大埔公路 -元洲仔段廣福邨外  
6.  大涌橋路新界鄉議局大樓外  
7.  大涌橋路沙田第一城第13座外  
8.  大涌橋路富豪花園外  
9.  大涌橋路麗豪酒店外  
10.  大涌橋路乙明邨外  
11.  大涌橋路曾大屋遊樂場外  
12.  車公廟路秦石邨外  
13.  車公廟路車公廟外  
14.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服務時間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日   
繁忙時間

班次  
每12分鐘一班  

單程收費  $12 
行車時間  約6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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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巴B8(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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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九巴B9(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服務詳情  
 
終點站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行車路線  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經杯渡路、屯門公路、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

青山公路 -元朗段、朗日路、形點交通交匯處、

朗日路、青山公路 -元朗段、博愛交匯處、元

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交匯

處、香園圍公路及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往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經香園圍公路、粉嶺公路交匯處、粉嶺公路、

新田公路、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

-元朗段、朗日路、形點交通交匯處、朗日路、

青山公路 -元朗段、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

屯門公路、杯渡路及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巴士站點  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1. 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元朗 (北 )公共運輸交匯處  
3. 形點交通交匯處  
4.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往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1.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青山公路—元朗段形點  I 外  
3. 形點交通交匯處  
4. 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服務時間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日  
繁忙時間

班次  
每12分鐘一班  

單程收費  $18.4 
行車時間  約7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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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B9(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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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專線小巴第59S號 (上水站  -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服務詳情  
 
終點站  上水站  -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行車路線  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經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馬會

道、文錦渡路、蓮麻坑路、香園圍公路及香園

圍邊境管制站  
 
往上水站  
經香園圍公路、蓮麻坑路、文錦渡路、馬會道、

寶石湖路、寶運路、新豐路、龍琛路、新運路

及上水站  
主要站點  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1. 上水站  (小巴總站內停車灣 ) 
2. 新屋嶺  
3. 木湖瓦窰  
4. 打鼓嶺警署  
5.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往上水站  
1.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打鼓嶺警署  
3. 木湖瓦窰  
4. 新屋嶺  
5. 新豐路  
6. 上水站  (小巴總站內停車灣 ) 

服務時間  每日  
繁忙時間

班次  
每12分鐘一班  

單程收費  $9.1 
行車時間  約2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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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小巴第59S號 (上水站  -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