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上呈閱(三) 

 

西貢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 

 

運輸署就 SKDC 文件第 361/20 號 

「查詢將軍澳來往觀塘巴士線的載客率」的書面回應 
 

 

就黎煒棠議員對將軍澳來往觀塘巴士線的載客率的關注，本

署的回覆如下。 

 

運輸署一直有監察西貢區巴士服務的情況，並不時進行實地

調查，以確保巴士的服務水平符合乘客需求及回應市民的意見。 

 

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間，運輸署曾對九巴第 93A

號線(寶林—觀塘碼頭)、九巴第 95M 號線(翠林—觀塘(雅麗道))、九

巴第 98 號線(將軍澳工業邨—牛頭角站)、九巴第 98A號線(坑口(北)—

牛頭角站)、九巴第 98B 號線(康城站—觀塘站) 、九巴第 296A 號線

(尚德—牛頭角站) (循環線)及新巴第 797 號線(九龍灣—康城站)  (循

環線) 的服務進行實地調查。有關結果見附件。此外，本署已安排 

就九巴第 93M 號線(彩明—寶林)、九巴第 98A 號線  (坑口(北)—觀

塘站) 及新巴第 796S 號線(將軍澳站—牛頭角站)的服務安排實地調

查，預計於 2020 年 12 月內完成。 

 

根據巴士公司提供的 2020 年 10 月的營運資料，在觀塘道使用

九巴轉乘優惠的平均每日人次約為 1,060；而在將軍澳隧道巴士轉

乘站使用九巴轉乘優惠及新巴 /城巴轉乘優惠的平均每日人次分別

約為 230 及 310。 

 

 

 

運輸署 

2020 年 11 月  

 



 

 

 

路線 調查地點 調查日期及時間 調查期間平日 

繁忙時段 

平均載客率 

調查期間平日 

非繁忙時段 

平均載客率 

調查期間 

假日 

平均載客率 

九巴第 93A號線  

(寶林—觀塘碼頭) 

寶林北路 27/5/2020  

上午 6時 30分至

9時 30分 

24%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3A號線   

(寶林—觀塘碼頭) 

寶林北路 24/4/2020 

上午 7時至 10時 

20%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3A號線 

(寶林—觀塘碼頭) 

康盛花園 3/3/2020  

上午 7時至 9時 

26%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5M號線 

(翠林—觀塘(雅麗道)) 

 

寶林北路 27/5/2020 

上午 6時 30分至

9時 30分 

19%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5M號線 

(翠林—觀塘(雅麗道)) 

 

寶林北路 24/4/2020 

上午 7時至 10時 

24%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5M號線 

(翠林—觀塘(雅麗道)) 

 

翠林 23/3/2020 

上午 7時至 10時 

21%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5M號線 

(觀塘(雅麗道)—翠林) 

觀塘 

(雅麗道) 

23/3/2020 

下午 6時至 9時 

13%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5M號線 

(觀塘(雅麗道)—翠林) 

 

康盛花園 3/3/2020  

上午 7時至 9時 

26% 不適用 不適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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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調查地點 調查日期及時間 調查期間平日 

繁忙時段 

平均載客率 

調查期間平日 

非繁忙時段 

平均載客率 

調查期間 

假日 

平均載客率 

九巴第 98號線 

(牛頭角站—將軍澳工業

邨(循環線)) 

將軍澳隧道

巴士轉乘站 

12/10/2020 

上午 6時 00分至

凌晨 12時 30分 

上午:47% 

下午:21% 

15% 不適用 

九巴第 98A號線 

(坑口(北)— 牛頭角站

(循環線)) 

 

寶林北路 27/5/2020 

上午 6時 30分至

9時 30分 

31%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8A號線 

(坑口(北)— 牛頭角站

(循環線)) 

 

寶林北路 24/4/2020  

上午 7時至 10時 

33%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8A號線 

(坑口(北)— 牛頭角站

(循環線)) 

 

康盛花園 3/3/2020 

上午 7時至 9時 

44%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8A號線 

(坑口(北)— 牛頭角站

(循環線)) 

茵怡花園 3/3/2020  

上午 7時至 9時 

63%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98B號線 

(康城站 — 觀塘) 

茵怡花園 3/3/2020 

上午 7時至 9時 

21%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296A號線 

(尚德—牛頭角站(循環

線)) 

尚德 21/8/2020  

下午 5時至 8時 

9%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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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調查地點 調查日期及時間 調查期間平日 

繁忙時段 

平均載客率 

調查期間平日 

非繁忙時段 

平均載客率 

調查期間 

假日 

平均載客率 

九巴第 296A號線 

(尚德—牛頭角站(循環

線)) 

尚德 21/8/2020 

上午 7時至 10時 

32%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296A號線 

(尚德—牛頭角站(循環

線)) 

 

尚德 7/5/2020 

上午 7時至 10時 

27% 不適用 不適用 

九巴第 296A號線 

(尚德—牛頭角站(循環

線)) 

 

尚德 7/5/2020 

下午 5時至 8時 

6% 不適用 不適用 

新巴第 797號線  

(九龍灣—康城站(循環

線)) 

將軍澳隧道

巴士轉乘站 

12/10/2020 

上午 6時 30分至

凌晨 12時 30分 

上午:4% 

下午:19% 

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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