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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詞   

召集人歡迎與會者出席 2018-2019 年屯門對外交通工作小組（下

稱「工作小組」）第六次會議。  
 

  

II.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2.  與會者一致通過 2018-2019 年第五次會議的會議記錄。   

  

III.  續議事項   

(A)  2018-2019 年屯門區巴士路線計劃  
建議增設長途巴士新型服務  – 九巴第 P960 號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30 號）   

3.  由於議題與報告事項 (E)「要求將巴士路線 960 及 961 服務延至

銅鑼灣並於繁忙時段加強服務」相關，故一併討論。  
 

  

4.  工作小組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收到運輸署的書面回應〈見附件

一〉。  
 

  

5.  運輸署廖健威先生表示，署方備悉工作小組對 P960 號線於屯門

區及港島區走線的意見，並建議進一步修訂題述方案〈詳見附件一〉。

在修訂的方案中， P960 號線來回方向的班次將分別於兆康〈北〉及

灣仔〈北〉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並會行經石排頭路，以加強屯門區

對外的交通連繫。然而，由於銅鑼灣已沒有合適設施容納多一條全日

服務的巴士路線，署方建議 P960 號線來回程分別於告士打道鄰近百

德新街及鵬利大廈的位置增設分站，方便屯門區居民往返銅鑼灣。由

於修訂方案後 P960 號線的車程將會延長，該線的班次將會作出調

整。署方將會於 P960 號線投入運作後檢視其服務水平，並預期中環

灣仔繞道的啟用，將可分流部分車輛使用新道路，讓告士打道的交通

變得更為暢順，有助提升 P960 號線的營運效率。  

 

  

6.  有小組成員表示支持修訂後的走線，並詢問下調 P960 號線車費

的可行性。  
 

  

7.  召集人表示 P960 號線收費較為昂貴，同時詢問 P960 號線的轉乘

優惠詳情。  
 

  

8.  運輸署廖先生表示，署方理解乘客希望以較相宜的價錢乘搭 P960
號線往返港島。由於 P960 號線屬新型巴士服務，並不設站立位置，

故有關路線的載客量比一般巴士路線為低，其車資因而略高於一般巴

士路線。署方會於有關路線投入服務後繼續收集乘客的意見，並一併

檢視車資方面的安排。  

 

  

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下稱「九巴」）梁領彥先生表

示， P960 號線屬新型巴士服務，車廂比一般巴士更寬敞，亦不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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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位置，故載客量將比現時巴士少，令收費比一般巴士服務略高。九

巴會於試辦初期檢視使用量，及後再檢討收費。他表示，九巴曾建議

將 P960 號線總站設於威菲路道或北角碼頭，惟運輸署未有接納方

案，他相信屆時 P960 號線行經銅鑼灣後需空載折返灣仔〈北〉總站。

九巴會於 P960 號線試行時密切留意乘客量，並適時作出檢討。此外，

他表示九巴月票並不適用於 P960 號線，由於屯門中及西北區的乘客

對直達銅鑼灣的巴士服務有需求，九巴希望運輸署可一併考慮將 960
及 961 號線的服務延長至銅鑼灣。  
  

10.  多名小組成員先後發表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a)  不滿 P960 號線未能到達銅鑼灣中心地帶，現時安排 P960 號線行

經銅鑼灣再折返灣仔〈北〉的路線十分迂迴，並不恰當，要求署

方盡快檢討 P960 號線的走線；  

 

(b)  要求將 960 及 961 號線的服務延長至銅鑼灣；   

(c)  P960 號線的收費過高，即使乘客直接乘搭邨巴，或乘 960 及 961
號線於港島區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銅鑼灣，都比 P960 號線便

宜。另建議九巴及運輸署於 P960 號線的試驗期內調低收費；  

 

(d)  要求九巴的月票計劃涵蓋 P960 號線；   

(e)  詢問運輸署若試辦期間載客量不理想，會否重新編排路線及下調

車資，甚至取消 P960 號線，將騰出的巴士用作增加 960 號線的

班次；以及  

 

(f)  要求運輸署提交 P960 號線的檢討時間表，及後再商討 960 及 961
號線的安排。  

 

  

11.  召集人請運輸署及九巴檢討票價的安排，並請有關部門考慮將總

站設於天后。他建議 P960 號線試行三個月後再作檢討。  
 

  

12.  有小組成員要求試驗期結束後，有關部門與工作小組商討 960 及

961 號線的安排。  
 

  

13.  有小組成員詢問有關 P960 號線調整收費的準則。   

  

14.  九巴梁先生表示，九巴同意 P960 號線修訂後的路線仍有改善空

間，並理解工作小組就票價提出的意見。他表示，九巴需按 P960 號

線的走線、班次等因素釐訂票價，惟現時未能提供調整 P960 號線收

費的準則。九巴將於 P960 號線開辦後密切監察載客量及檢視乘客的

意見，及後連同 960 及 961 號線一併研究改善方案。  

 

  

15.  有小組成員表示，由 P960 號線實行、檢討至提出改善建議大約

需要半年時間。此外，他向運輸署及九巴查詢將 960 及 961 號線延伸

至銅鑼灣或北角的可行性。  

 

  

16.  召集人表示， P960 號線將於試行三個月後進行詳細檢討，故他

理解九巴現時難以交代有關檢討規劃，並表示待 P960 號線完成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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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一併跟進 960 及 961 號線的路線安排。  
  

17.  有小組成員認為 P960 號線收費過高，難以吸引乘客，建議運輸

署及九巴先調低票價後再作試行。  
 

  

18.  召集人表示 P960 號線的票價理應低於 30 元，並請九巴及運輸署

就走線及票價再作調整。他總結表示，工作小組通過上述修訂方案，

請九巴及運輸署盡快落實有關路線，並於落實後三個月進行檢討。  

 

  

19.  運輸署廖先生表示，備悉工作小組對修訂方案的意見，署方會諮

詢其他相關區議會的意見，並會與九巴商討運作方面的安排，讓 P960
號線盡早投入服務。  

運輸署  

  

(B)  要求開設來往轉車站到屯門碼頭的巴士線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67 號）   

20.  運輸署梁俊謙先生表示，九巴自 2018 年 10 月起於下午繁忙時間

安排半空或空載的 59M 號線班次於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下稱「轉

乘站」）接載乘客。署方會繼續與九巴留意試行的情況，適時檢討其

成效。  

 

  

21.  召集人請九巴報告上述試行的情況。   

  

22.  九巴鄧政傑先生表示，由於 59M 及 59X 的班次頻密，即使特別

班次正在上客，後面亦有其他 59M 及 59X 正在輪候。加上轉乘站於

繁忙時間的使用量甚高，司機必須盡快上客後離開該站，以免造成阻

塞，變相未能用盡巴士內的空間。九巴會繼續試行上述安排一段短時

間，並於試行期間收集數據以作檢討，如有進一步消息會再向工作小

組報告。  

 

  

23.  有工作小組成員認為現時屬試行初期，建議繼續試行及監察特別

班次的成效，及後再作檢討。  
 

  

24.  召集人請九巴提交有關試行計劃的數據，並希望九巴考慮安排

67M 及其他路線於繁忙時間在轉乘站加密班次，以疏導乘客。  
運輸署、  

九巴  

  

(C)  要求屯門青山公路全日循環線服務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71 號）   

25.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署方正積極與九巴商討方案細節，稍後會諮

詢屯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6.  召集人表示，青山公路於早上繁忙時間十分擠塞，難以負荷循環

線服務。有居民向他建議有關服務可經由屯門公路前往轉乘站，回程

行走青山公路。他請運輸署參考不同的建議，並要求署方於下一次會

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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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提交具體方案。  
  

IV.  討論事項   

(A)  要求龍運巴士 A33X 線停屯門公路轉車站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93 號）   

27.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下稱「龍運」）黃程遠先生表示，轉乘站停

車上客的巴士十分頻密，擠塞情況嚴重，若 A33X 經停轉乘站會因排

隊輪候而延長行車時間，並表示 A33X 已行經屯門不少地區，現時的

路線安排可更快到達目的地。此外，現時乘客可於轉乘站轉乘 A33、
E33 及 E33P 前往機場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他表示，屯門至赤鱲

角連接路北段預計於 2020 年啟用，龍運屆時會一併考慮調整屯門前

往機場的巴士路線。  

 

  

28.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屯門區內其他乘客亦可選擇乘搭 A33 或 E33P
號線，於青嶼幹線收費廣場轉乘多條路線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相信轉乘的等侯時間會較短。署方會密切監察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開

通後各條巴士路線的營運情況，並適時與龍運再作檢討。  

 

  

29.  多名小組成員先後發表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a)  詢問由哪個部門決定 A33X 可否經停轉乘站；   

(b)  要求龍運提供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北段開通後的巴士路線安排；  

(c)  質疑加停轉乘站對 A33X 行車時間影響有限，並建議可於轉乘站

其他位置上客；  
 

(d)  表示 A33X 仍未覆蓋屯門部分地區，故認為於轉乘站轉車前往港

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比在青嶼幹線收費廣場轉乘更能方便屯門居

民；以及  

 

(e)  建議 A33X 行經轉乘站為短期措施，並建議運輸署落實屯門直達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巴士路線。  
 

  

30.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對運輸署多次未有就新落實的巴士路線諮

詢屯門區議會表示不滿，並要求運輸署及龍運盡早提交屯門至赤鱲角

連接路北段開通後的巴士路線安排。  

 

  

31.  有小組成員詢問 A33X 行經青山公路，並於轉乘站其他位置上客

的可行性。  
 

  

32.  龍運黃先生表示，由於青山公路有數支交通燈，或令 A33X〈往

機場方向〉有所延誤，若 A33X〈往屯門方向〉於轉乘站下層上落客，

路線將十分迂迴，故認為有關建議難以實行。龍運會繼續與運輸署保

持溝通，以商討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北段開通後的巴士路線安排。  

 

  

33.  有小組成員建議龍運試行上述建議，並於下一次會議提交有關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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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召集人請有關部門考慮工作小組成員的意見，並建議續議此項議

題。  
運輸署、  

龍運  

  

V.  報告事項   

(A)  要求在轉車站設往將軍澳線   

  （交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9 號）   

35.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署方鼓勵市民選擇現有的公共運輸服務及充

分利用不同公共運輸服務之間的轉乘安排，以善用資源。現時透過轉

乘來往屯門及將軍澳的乘客量不高，運輸署與九巴會繼續留意有關路

線的服務水平，適時調節巴士服務的安排。  

 

  

36.  召集人建議運輸署考慮題述建議與 62X 合併的可行性，並建議續

議此項議題。  
運輸署  

  

(B)  要求在屯門公路巴士轉車站提供八達通增值服務   

（交委會文件 2014 年第 17 號）   

37.  九巴梁天俊先生表示，九巴已與屯門地政處完成簽約，並預計客

務站可於 2019 年 4 月正式啟用。  
 

  

38.  有小組成員要求安排交委會或工作小組成員於客務站啟用前進

行實地視察。  
 

  

39.  屯門地政處譚國樑先生表示，處方現時正就往九龍方向的客務站

諮詢不同部門的意見，如有進一步消息，會向工作小組報告。  
 

  

40.  召集人建議續議此項議題。  九巴、  

屯門地政 處  

  

(C)  要求 44B 及 44B1 小巴伸延至落馬州福田口岸   

（交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9 號）   

41.  運輸署謝秀清女士表示，運輸及房屋局已於 2018 年 5 月 31 日就

題述事宜提交書面回覆，運輸署現階段沒有補充。  
 

  

42.  多名小組成員先後發表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a)  表示此議題已跟進多年，現時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亦已開通，44B
及 44B1 的乘客量已減少，故他建議運輸署對 44B 及 44B1 的路

線作出調整；  

 

(b)  表示她曾建議運輸署因應跨境學童陸續減少，考慮開放預留予跨

境學童校巴的停車位作小巴落客點，惟署方未有接受有關建議； 
 

(c)  表示元朗區有巴士線前往福田口岸，而屯門區爭取同樣服務卻不

成功，對屯門並不公平；以及  
 

(d)  要求運輸署提交現時屯門區跨境學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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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9 年 2 月 4 日  
檔案：HAD TMDC/13/35/TTC/9（ 18-19）  

43.  召集人請運輸署繼續研究題述建議的可行性，並建議續議此項議

題。  
運輸署  

  

(D)  強烈要求 62X 儘快全日行走   

（交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66 號）   

44.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在 62X 號線未有提供服務的時段， 259D 號

線的載客率約為六成，故署方會繼續維持現有安排，運輸署及九巴會

繼續留意該兩條路線的使用量，並適時調節其服務安排。  

 

  

45.  有小組成員表示，因邨巴服務調整，安定邨現時只有一班邨巴前

往觀塘區，以致前往九龍東的公共運輸服務需求急增，令 62X 供不應

求，並表示有不少居民於轉乘站難以登上 258D 或 259D，故繼續要求

將 62X 擴展為全日服務。  

 

  

46.  召集人建議運輸署及九巴研究將 62X 擴展為全日服務及前往將

軍澳區可行性，並建議續議此項議題。  
運輸署、  

九巴  

  

(E)  要求將巴士路線 960 及 961 服務延至銅鑼灣並於繁忙時段加強服

務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9 號）   

47.  此項議題已與續議事項 (A)合併討論。   

  

(F)  要求屯門公路巴士轉車站分段收費與其他屯門巴士站分段收費

同價  
 

48.  九巴鄧先生表示，九巴對此項議題沒有補充，並會繼續研究有關

建議。如有進一步消息，會向工作小組報告。  
 

  

49.  召集人請巴士公司研究有關建議的可行性，並建議續議此項議

題。  
巴士公司  

  

VI.  其他事項   

50.  既無其他事項，召集人宣佈會議結束。   

  

VII.  下次開會日期   

51.  召集人宣佈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04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

期是 2019 年 2 月 13 日。  
 



屯門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建議增設建議增設建議增設建議增設長途巴士新型服務長途巴士新型服務長途巴士新型服務長途巴士新型服務─九九九九巴第巴第巴第巴第P960號號號號線線線線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諮詢各委員對建議增設長途巴士新型服務九巴第P960
號線修訂方案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政府在2017年6月發表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提出以試驗形式開
辦長途巴士新型服務，為乘客提供更多元的選擇。運輸署在2018-2019
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 (下稱「路線計劃」 )，建議試辦長途巴士新型服
務第P960號線往返屯門與灣仔 (北 )。

3. 運輸署在本年上及中旬向相關的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介紹了

路線計劃，並聽取各委員的意見。經綜合各相關區議會的意見後，現

建議進一步修訂第P960的建議方案。

建議的修訂內容建議的修訂內容建議的修訂內容建議的修訂內容  

4. 因應區議會的意見，運輸署建議修改第P960號線的行車路線如下： 

屯門區行車路線

� 屯門區內的終點站由寶田延長至兆康 (北 )，行車路線改經青麟
路、震寰路、鳴琴路、田景路、鳴琴路、石排頭路、震寰路及

青田路，然後返回屯門公路及按原來建議之路線往返港島。  

港島區行車路線

� 往灣仔 (北 )方向途經告士打道後，改經維園道、維園道天橋、
告士打道、杜老誌道及鴻興道往灣仔 (北 )；往屯門方向途經菲
林明道後，改經告士打道、維園道、維園道天橋及告士打道，

然後返回原來建議路線。新安排將方便乘客於銅鑼灣百德新街

附近上落，以便居民來往銅鑼灣一帶。  

5. 修訂後的服務詳情，請參閱附件。

〈附件一〉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6.  歡迎委員就第P960號線修訂方案提供意見。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二零一八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八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P960 
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終點站  屯門 (兆康 (北 )) — 灣仔 (北 ) 
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行車路線  屯門 (兆康 (北 )開出  

經青麟路、震寰路、鳴琴路、田景路、鳴琴路、石排頭

路、震寰路、青田路、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公路、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九龍方向）、屯門公路、青朗公

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青葵公路、

西九龍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道中、民

吉街、統一碼頭道、民吉街、干諾道中、夏愨道、告士

打道、維園道、維園道天橋、告士打道、杜老誌道及鴻

興道。  
 
灣仔 (北 )開出  
鴻興道、會議道、菲林明道、告士打道、維園道、維園

道天橋、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金鐘道、德輔道

中、摩利臣街、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西九龍公路、

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

朗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屯門方向）、

屯門公路、屯喜路、屯門公路、青田路、震寰路、石排

頭路、鳴琴路、田景路、鳴琴路、震寰路及青麟路。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每日  
屯門 (兆康 (北 ))開  
上午6時45分至下午3時45分  
 
灣仔 (北 )開  
上午10時45分至凌晨12時45分  
(暫定時間 ) 

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繁忙時間班次  每30分鐘一班  
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單程收費  $31.2 
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車輛數目  6輛長途新型雙層巴士  
預計實施日期預計實施日期預計實施日期預計實施日期  2019年第二季 (實際實施日期需視乎  

該種新型長途雙層巴士付運日期 ) 



 

 
 
 
 
 

屯門公路 

兆康(北) 

西九龍公路 

青葵公路 

長青隧道 

建議增設九巴第P960號線(屯門(兆康(北))—灣仔(北) 

西區海底隧道 
夏愨道 

灣仔(北) 

告士打道 

干諾道西 

德輔道中 

   圖圖: 

建議九巴第P960號線(屯門(兆康(北)) - 灣仔(北)) 
           



 

 
 

  

建議增設九巴第P960號線(屯門(兆康北) - 灣仔(北)) 

屯門(兆康(北) 
公共運輸交匯處) 

青田路 

屯發路 
屯喜路 

嗚琴路 

田景路 

屯門公路 

石排頭路 

  圖圖: 
建議九巴第P960號線(屯門(兆康北) - 灣仔(北))       

         
  



 

 
 
 
 
  
  
 

  圖圖: 

建議九巴第P960號線(屯門(兆康(北)) –灣仔) (往灣仔方向) 
         

灣仔(北) 

告士打道 

告士打道 

鴻興道 

建議增設九巴第P960號線(屯門(兆康(北)) – 灣仔(北)) (往灣仔方向) 

杜老誌道 



 

 
 
  

鴻興道 

建議增設九巴第P960號線(屯門(兆康(北)) – 灣仔(北)) (往屯門方向) 

菲林明道 

灣仔(北) 

告士打道 

告士打道 

  圖圖: 
建議九巴第P960號線(屯門(兆康(北) –灣仔(北)) (往屯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