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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服務範疇運輸署服務範疇運輸署服務範疇運輸署服務範疇

1. 管理道路交通

2. 監管公共交通機構

3. 簽發駕駛執照及車輛牌照

4. 提高道路安全

5. 制訂長遠交通設施及規劃公共運輸服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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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4 年第 19 號
                   2014 年 7 月 8 日討論



香港長遠運輸發展策略香港長遠運輸發展策略香港長遠運輸發展策略香港長遠運輸發展策略

• 更妥善融合運輸與城市規劃

• 更充份運用鐵路

• 更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務和設施

• 更廣泛運用新科技

• 更環保的運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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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運輸政策發展策略香港公共運輸政策發展策略香港公共運輸政策發展策略香港公共運輸政策發展策略

• 有效作出協調

• 避免服務重叠而浪費資源

• 建立平衡的交通網絡，使人口集中和稀疏地區的居
民，也獲得合適和足夠的公共運輸服務

• 締造穩定的營運環境，讓營辦商持續投資，繼續營
運，改善服務水平及提升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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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屯門區議會的訴屯門區議會的訴屯門區議會的訴屯門區議會的訴求求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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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近期近期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完成的交通改善完成的交通改善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1. 屯門公路市中心段交通改善工程屯門公路市中心段交通改善工程屯門公路市中心段交通改善工程屯門公路市中心段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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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2. 龍澤路龍澤路龍澤路龍澤路

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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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澤路

龍門路

業旺路

龍門居

龍逸邨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3. 三聖街三聖街三聖街三聖街路旁路旁路旁路旁加設咪錶泊加設咪錶泊加設咪錶泊加設咪錶泊車位車位車位車位及電單車及電單車及電單車及電單車位位位位

9999個電單車泊位個電單車泊位個電單車泊位個電單車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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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個個個個私家車泊位私家車泊位私家車泊位私家車泊位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4. 加設單加設單加設單加設單車車車車泊位泊位泊位泊位

景峰徑景峰徑景峰徑景峰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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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屋村行人天橋底鍾屋村行人天橋底鍾屋村行人天橋底鍾屋村行人天橋底

屯門市中心公共運輸交匯處屯門市中心公共運輸交匯處屯門市中心公共運輸交匯處屯門市中心公共運輸交匯處

輕鐵藍地站輕鐵藍地站輕鐵藍地站輕鐵藍地站 嶺南大學運動場以北嶺南大學運動場以北嶺南大學運動場以北嶺南大學運動場以北

屯青里屯青里屯青里屯青里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5.  改善仁政街交通情況改善仁政街交通情況改善仁政街交通情況改善仁政街交通情況

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

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

11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6.  福亨村路與藍地大街交界處附近加設行人過路設施福亨村路與藍地大街交界處附近加設行人過路設施福亨村路與藍地大街交界處附近加設行人過路設施福亨村路與藍地大街交界處附近加設行人過路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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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7.  塘亨路塘亨路塘亨路塘亨路/興富街興富街興富街興富街/興貴街交界處的改善工程興貴街交界處的改善工程興貴街交界處的改善工程興貴街交界處的改善工程

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

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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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8.  青麟路與麒青街交界處的改善工程青麟路與麒青街交界處的改善工程青麟路與麒青街交界處的改善工程青麟路與麒青街交界處的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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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

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

青麟路

麒
青
街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9.   汀九橋連接屯門公路改善工程汀九橋連接屯門公路改善工程汀九橋連接屯門公路改善工程汀九橋連接屯門公路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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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行車線由汀九橋直接匯入屯門公路西行方向條行車線由汀九橋直接匯入屯門公路西行方向條行車線由汀九橋直接匯入屯門公路西行方向條行車線由汀九橋直接匯入屯門公路西行方向

����屯門公路西行屯門公路西行屯門公路西行屯門公路西行 汀九橋汀九橋汀九橋汀九橋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近期完成的交通改善工程

10.   深井交匯處改善工程深井交匯處改善工程深井交匯處改善工程深井交匯處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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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公路-深井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2條單向行車線連接屯門公路往荃灣方向



正在規劃或興建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或興建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或興建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或興建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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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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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善行人路設施改善行人路設施改善行人路設施改善行人路設施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蔡意橋路往澤豐方向單蔡意橋路往澤豐方向單蔡意橋路往澤豐方向單蔡意橋路往澤豐方向單
車徑旁加設行人路車徑旁加設行人路車徑旁加設行人路車徑旁加設行人路

河畔公園近新屯門中心河畔公園近新屯門中心河畔公園近新屯門中心河畔公園近新屯門中心
的單車徑旁加設行人路的單車徑旁加設行人路的單車徑旁加設行人路的單車徑旁加設行人路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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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設泊車位加設泊車位加設泊車位加設泊車位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龍澤路加設咪標泊龍澤路加設咪標泊龍澤路加設咪標泊龍澤路加設咪標泊
車位及電單車泊位車位及電單車泊位車位及電單車泊位車位及電單車泊位

井財街加設貨車泊位井財街加設貨車泊位井財街加設貨車泊位井財街加設貨車泊位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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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設電單車泊位加設電單車泊位加設電單車泊位加設電單車泊位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青匯街青匯街青匯街青匯街 景峰徑景峰徑景峰徑景峰徑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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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掃管笏段掃管笏段掃管笏段掃管笏段)加設按手掣形式的行人過路燈設施加設按手掣形式的行人過路燈設施加設按手掣形式的行人過路燈設施加設按手掣形式的行人過路燈設施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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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亨村路與黃崗圍路的連接路工程福亨村路與黃崗圍路的連接路工程福亨村路與黃崗圍路的連接路工程福亨村路與黃崗圍路的連接路工程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黃崗圍路黃崗圍路黃崗圍路黃崗圍路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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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順達街准許右轉往元朗方向順達街准許右轉往元朗方向順達街准許右轉往元朗方向順達街准許右轉往元朗方向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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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福亨村路與達福路交界的改善工程福亨村路與達福路交界的改善工程福亨村路與達福路交界的改善工程福亨村路與達福路交界的改善工程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福達路福達路福達路福達路

福
亨
村
路

福
亨
村
路

福
亨
村
路

福
亨
村
路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正在規劃的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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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青山公路近藍地大街口燈位安裝衝燈攝錄機青山公路近藍地大街口燈位安裝衝燈攝錄機青山公路近藍地大街口燈位安裝衝燈攝錄機青山公路近藍地大街口燈位安裝衝燈攝錄機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公共運輸公共運輸公共運輸公共運輸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改善公共交通設施改善公共交通設施改善公共交通設施改善公共交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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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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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I) (I) (I) (I)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 –––– 硬件配套硬件配套硬件配套硬件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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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I) (I) (I) (I)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 ---- 對外交通網絡提升對外交通網絡提升對外交通網絡提升對外交通網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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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轉乘站設站的巴士路線數目於轉乘站設站的巴士路線數目於轉乘站設站的巴士路線數目於轉乘站設站的巴士路線數目

短途路線 11

長途路線 27

所有路線 38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I) (I) (I) (I)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 –––– 使用概況使用概況使用概況使用概況

� 現時，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每日約有23,000人
次使用。往九龍方向約9,000人次而往屯門方向
則約有14,000人次。

� 共有38條短途及長途巴士路線於轉乘站設中途
站。

30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I) (I) (I) (I)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公路巴士轉乘站公路巴士轉乘站公路巴士轉乘站 ---- 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改善巴士服務改善巴士服務改善巴士服務改善巴士服務

� 屯門公路轉乘站啟用後，乘客出行模式有所改
變，我們按需要調節服務水平，滿足各路線的
乘客需求

� 資源重新整合，令整個社區受惠於更有效率的
巴士網絡

� 如個别小區服務的需求增加，我們會按需要增
加班次



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

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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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龍門路近蝴蝶橋巴士站延長龍門路近蝴蝶橋巴士站延長龍門路近蝴蝶橋巴士站延長龍門路近蝴蝶橋巴士站 延長屯門公路近井財街紅橋巴士灣延長屯門公路近井財街紅橋巴士灣延長屯門公路近井財街紅橋巴士灣延長屯門公路近井財街紅橋巴士灣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II) (II) (II) (II) 改善巴士站設施改善巴士站設施改善巴士站設施改善巴士站設施 –––– 龍門路龍門路龍門路龍門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

32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港鐵餘下工程港鐵餘下工程港鐵餘下工程港鐵餘下工程 -
搬遷輕鐵電箱搬遷輕鐵電箱搬遷輕鐵電箱搬遷輕鐵電箱

延長湖翠路巴士灣延長湖翠路巴士灣延長湖翠路巴士灣延長湖翠路巴士灣

湖翠路北面巴士湖翠路北面巴士湖翠路北面巴士湖翠路北面巴士
灣工程已完成灣工程已完成灣工程已完成灣工程已完成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II) (II) (II) (II) 改善巴士站設施改善巴士站設施改善巴士站設施改善巴士站設施 –––– 湖翠路湖翠路湖翠路湖翠路



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工程前

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工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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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積極回應屯門區議會的訴求
(III) (III) (III) (III) 重組屯順街新界的士站及專線小巴站安排重組屯順街新界的士站及專線小巴站安排重組屯順街新界的士站及專線小巴站安排重組屯順街新界的士站及專線小巴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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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
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



1111.... 優化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的服務優化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的服務優化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的服務優化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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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 ---- 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
(I) (I) (I) (I) 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 • 增設短線轉短線的轉乘優惠增設短線轉短線的轉乘優惠增設短線轉短線的轉乘優惠增設短線轉短線的轉乘優惠

2013年9月-11月 • 加密班次
(九巴第263, 960, 258D號等)

2013年10月 • 增設龍運第E33號轉乘$4折扣
優惠

• 增設長線轉長線的轉乘優惠

36

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 ---- 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
(I) (I) (I) (I) 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

2.  2.  2.  2.  往來香港區的服務往來香港區的服務往來香港區的服務往來香港區的服務

� 九巴第960P號延長至洪元路

� 九巴第961、960X號早上加強班次

� 九巴第960、961及968號提供乘客免費轉乘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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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 ---- 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
(I) (I) (I) (I) 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

3.  3.  3.  3.  往來九龍區的服務往來九龍區的服務往來九龍區的服務往來九龍區的服務

� 九巴第252B及258P號加強早上班次

� 九巴第52X號取消該線繞經欽州街西

� 九巴第63X號於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加設中
途站，改行西九龍走廊，而不經荔枝角、長
沙灣、深水埗及近太子的一段彌敦道

38

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 ---- 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
(I) (I) (I) (I) 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專營巴士服務

4.  4.  4.  4.  口岸服務口岸服務口岸服務口岸服務

� 城巴第B3號增辦輔助線服務(B3M號)，以循環線模
式途經屯門市中心、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等地
方，然後返回深圳灣口岸

� 城巴第B3X及B3A號加強班次

5.  5.  5.  5.  機場巴士服務機場巴士服務機場巴士服務機場巴士服務

� 龍運第E33及E33P號加強班次

� 龍運第N30號加強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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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 ---- 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
(II) (II) (II) (II) 鐵路服務鐵路服務鐵路服務鐵路服務

� 港鐵接駁巴士第506號增派巴士行走，增設龍
門路往西鐵屯門站的特別班次及於2014年6月
加密班次

� 輕鐵505、507及610號增加雙卡車行走

� 西鐵綫於上午繁忙時間安排一班短途班次由
天水圍站前往紅磡站，並加密晚間的班次

40

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 ---- 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
(III) (III) (III) (III) 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

� 第40號為長者和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

� 第41號全日途經屯門眼科中心及仁愛分科診所

� 第43B號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往九龍方向)增
設中途站，並增設由大欖涌往屯門公路巴士
轉乘站的分段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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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公共運輸服務 ---- 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近期實施的服務改善項目
(III) (III) (III) (III) 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

� 第44及44A號各增加共一部車輛行走

� 第46號增加一部車輛行走

� 第46A號增設分段收費、加強下午繁忙時間
服務、及遷移總站至景秀里有上蓋位置

42

計劃中的計劃中的計劃中的計劃中的
優化公共運輸設施及服務項目優化公共運輸設施及服務項目優化公共運輸設施及服務項目優化公共運輸設施及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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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
(I) (I) (I) (I) 杯渡路西行線加設巴士灣杯渡路西行線加設巴士灣杯渡路西行線加設巴士灣杯渡路西行線加設巴士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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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海珠路海珠路海珠路海珠路

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
(II) (II) (II) (II) 海珠路及友愛海珠路及友愛海珠路及友愛海珠路及友愛((((南南南南))))巴士站改善工程巴士站改善工程巴士站改善工程巴士站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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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將來小巴總站位置將來小巴總站位置將來小巴總站位置將來小巴總站位置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
(III) (III) (III) (III) 遷移於湖山路及湖景路交界處之專線小巴總站遷移於湖山路及湖景路交界處之專線小巴總站遷移於湖山路及湖景路交界處之專線小巴總站遷移於湖山路及湖景路交界處之專線小巴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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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
(IV) (IV) (IV) (IV) 延長屯貴路巴士站延長屯貴路巴士站延長屯貴路巴士站延長屯貴路巴士站



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設施項目
(V) (V) (V) (V) 改善巴士站的設施改善巴士站的設施改善巴士站的設施改善巴士站的設施

� 於屯門區內10個巴士站增設座椅、無線上網服務
及自動售賣機等設施

47

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服務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服務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服務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服務項目
(I) (I) (I) (I) 鐵路服務鐵路服務鐵路服務鐵路服務

� 2014年8月底起，西鐵綫於星期五及星期六晚上
加強班次，每星期共加16班車

� 2014年內實施延長輕鐵服務時間，銜接西鐵尾班
車的時間

� 2016年底新車卡可投入服務， 屆時西鐵會由現
時的7卡車陸續增至8卡車行走

48



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服務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服務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服務項目計劃中的優化公共運輸服務項目
(II) (II) (II) (II) 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專線小巴服務

49

� $2長者及殘疾人士乘車優惠擴展至專線小巴服務

� 政府正與業界探討如何解決技術與操作的問題

� 務求在2015年第一季開始，分階段把優惠計劃擴
展至專線小巴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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