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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每年年初，運輸署都會向區議會提交下年度的巴士路線計劃，讓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之

議員給予意見。由於 2021 至 2022 年度大埔區的巴士路線計劃提出多條路線的改動，也提

出多條新路線準備投標，加上過去一年市民對區內的巴士服務有許多意見，故我們在網上進

行諮詢，收集市民對巴士路線計劃及現時巴士服務的意見。

是次網上諮詢以Google Form方式在網上大埔區居民為主的社交媒體發出，諮詢於 2021

年 3月 22 日開始收集意見，有關問卷調查的貼文已接觸多達二萬多人，截至 3月 29 日為

止，共有 330 人回覆有關諮詢，其中 327 人為有效回覆，問卷調查報告詳情將於第三部份

報告。

最後，我們將會綜合市民的意見，並且提出多項建議，希望運輸署及各巴士公司在本年或往

後時間的巴士路線計劃內吸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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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調查問題

網上問卷調查題目：「2021-2022 年度大埔區巴士路線計劃」網上諮詢

調查的前言： 如果你對運輸署 2021-2022 年度大埔區巴士路線計劃有任何意見，

請於以下留言，收集大家意見後，我們將作整合再向運輸署反映。

2021-2022 大埔區巴士路線計劃資料：

問卷調查的問題：

問題一：你居住在大埔那一個選區（列出大埔區 19個選區，同時亦有「其他」作選項)

問題二：你對運輸署提出 2021-2022 年度大埔區巴士路線計劃的意見

問題三：你認為那條路線的班次需要改善?（可填寫多於一條路線）

問題四：你認為那條路線的行車路線需要改善?（可填寫多於一條路線）

問題五：你希望加強或新增大埔往返那些區域的巴士服務（可選擇多於一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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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果及報告

A. 問題一：你居住在大埔那一個選區（列出大埔區 19個選區，同時亦有「其他」作選項)

人口密集的區域回應人數較多，然而一些人口增加高的鄉郊地區，回應人數也明顯增加，例

如船灣。另外，我們相信部份白石角區居民仍然以為自己屬於大埔滘選區，所以申報自己是

大埔滘區居住而非宏福區，及後個別大埔滘居民回覆希望改善白石角一帶交通服務，可見他

們可能是白石角（宏福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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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問題二：你對運輸署提出 2021-2022 年度大埔區巴士路線計劃的意見

我們以巴士服務區域來整合被訪者的意見，從而就巴士路線計劃中的建議作出綜合的回應，

回覆意見中的（）為相同或十分接近意見的人數。

對開辦 64X、65X及更改 263C路線的意見，有 66 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大埔往返屯門路線 263C 可以恆常化 (27 人)

- 為什麼 64X 及 65X 只有元朗及天水圍往大埔方向？應該要對開才是公平，大埔區也

有乘客希望乘坐快線往元朗一帶（22人)

- 大埔來往新界西北巴士只要 264R 及 263C轉爲全日服務已足夠，開辦 64X及 65X

是不必要的(6 人)

- 市民意見：「應該在星期一至日全日抽 64K 少量資源（大約 5部車）改行環迴公路去

元朗，以 30分鐘一班營運 264R 平日服務。」(3 人)

- 263C 建議早繁往屯門，下繁往大埔先經白石角及科學園，避免與 263A重疊 (2 人)

- 264R 平日加開早上上班及晚上放工時段班次，以及延長週末，假期的服務時間

-早上運頭塘區應需要有車前往屯門地區

綜合意見：市民不反對開辦 64X 及 65X 路線，但希望有早上雙向服務。另外有不少市民希

望 263C 及 264R 可以提供平日服務。

對 272P增加班次的意見，有 55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 272P 應該全日提供服務（25人)

- 272P 如果提供足夠服務，我們就不需在城隧轉車迫車(13 人)

- 可否考慮 272P 不經白石角（3人)

- 272P 增設假日服務(3 人)

- 市民意見：「希望 272P 由葵興返大埔的班次能夠加多幾班，得一班真係太少了，因

為好多打工仔都放下午 6點，就算唔開OT趕去葵興巴士總站都未必趕得切。」(2 人)

- 希望 272P 返大埔時可以途徑太和一帶

-同意增加 272P 班次，早上應該增加最少兩班，下午回程也最少兩班

-市民意見：「九巴請不要將 73X「收車」，班次現時已經十分稀疏了」（4人)

- 73p 盡快加開回程第二甚至第三班車，現時一班車我/我們難以候車(3 人)

綜合意見：乘客希望盡快增加 272P 班次，尤其是早上往長沙灣及葵興方向。另外，大家皆

希望 272P 可以提供全日服務，以便市民善用尖山隧道轉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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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T74改道的意見，有 28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 T74 車費比 74X、74C 貴並不合理(6 人)

- 建議加開 T74 往觀塘方向服務，要求盡快設立回程服務（５人)

- 運頭塘及新富區一帶街坊希望增加 T74 服務(4 人)

- T74 是否應與 74B 整合，以成為一條全日服務的路線(2 人)

- T74 定位不清，與 74B 及 74C重疊服務，是否應再考慮重定路線

-希望延長路線至油塘一帶，希望惠及更多市民

綜合意見：乘客認為 T74 車費昂貴，而且與 74B 及 74C 部份路線重疊，未來應考慮重新規

劃，例如簡化大埔區內路線，或延長服務至油塘。

對 307P、907C及 907D服務的意見，有 92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強烈要求增加 907C 上午往港島方向及下午返大埔方向的服務(32 人)

- 反對 307P 縮減班次(18 人)

-大埔已經非常缺乏交通工具前往太古至天后等地區，若減 307P 會令該區工作的市民

增加下班回大埔的時間(7 人)

-支持 307 加開 907D 往小西灣路線，希望可提供較多班次（10人)

-市民意見：「307P 的班次運作正常，每逢開學及上班黃金時段 307P的載客量達至

7、8成滿。如果要減少班次等同要求該班巴士達到 100%或以上，所以減少班次是

不合理。」

綜合意見：普遍市民不希望 307P 縮減班次，以換取開辦 907D 服務。另外，很多市民在此

問題中反映 907C 班次不足問題。

對白石角一帶巴士服務包括(263C、907D、大埔往將軍澳線及大埔往油塘線)意見，有 62

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反對任何途經白石角之巴士路線，因大埔區內巴士服務已飽和，開拓新線亦需以大埔

市居民為核心(31 人)

- 運輸署應考慮從沙田區延長一些路線服務白石角，因此延長沙田區路線不會影響沙田

乘客的乘車時間，但將大埔的巴士引入白石角將增加大埔乘客往返時間(12 人)

-滿意來年路線計劃，因為來年將新增一些巴士服務進入白石角一帶(8 人)

- 希望未來白石角有自己區起載的巴士服務(6 人)

- 科學園已經有 263A，反對將 263C繞經白石角及科學園(5 人)

- 白石角已有新過海招標線，為何還要 907D 額外繞經白石角一帶(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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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意見：大埔區內的巴士乘客不少皆不希望現有的巴士服務繞經白石角及科學園，他們希

望巴士公司可以開辦獨立路線，或從沙田延伸路線至白石角，減少大埔區內居民乘車時間。

對大埔往將軍澳線意見，有 109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支持盡快開辦大埔往返將軍澳巴士服務，並要求增加班次(41 人)

- 不希望該路線繞經白石角科學園(33 人)

- 要求該路線可在將軍澳及大埔區內提供轉乘優惠(16 人)

- 建議試辦星期六、日及假期服務(8 人)

- 可否大埔往將軍澳方向的終點站設在將軍澳工業邨(8 人)

- 不建議入運頭塘邨(2 人)

- 希望九巴以外其他公司投得上述路線，以在大埔區內引入競爭(2 人)

- 現時建議的開車時間可能比較遲，建議提早 2班車的發車時間(2 人)

綜合意見：大部份意見希望盡快開辦大埔往返將軍澳服務，同時不只希望平日繁忙時間服

務，而是希望假日也可提供服務。

對大埔往油塘線的意見，有 29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支持盡快開辦大埔往返油塘巴士服務，並要求增加班次(11 人)

- 應該與 74B、74X 服務整合，開辦一條全日大埔經九龍灣商貿區往油塘的巴士服務

(3 人)

- 應該與 T74 服務整合，組成新線連結太和與九龍東地區

-希望該路線可停廣福一帶巴士站

綜合意見：被訪者大多表示支持開辦油塘服務，然而有部份乘客認為可與現時 74B、74X 及

T74 服務作整合，提供全日服務，讓大埔市民往觀塘可以有 74X 以外的選擇。

對富蝶邨往大埔墟站路線的意見，有 48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南運路現時交通十分擠塞，富蝶邨接駁港鐵站的巴士服務可考慮設於太和站，並以循

環線方式營運(13 人)

- 加強並延長 71A 服務，騰空現時 71A的巴士站位放置其他往市民的巴士路線(3 人)

- 不反對開辦上述路線，但要評估對南運路及大埔墟巴士站的負荷(3 人)

綜合意見：市民普遍認爲富蝶邨有需要一條接駁港鐵站的巴士服務，但是否以大埔墟站為接

駁點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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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機場巴士(A47X 及 NA47) 延至太和總站的意見，有 53人就上述路線提出意見

-支持將 A47X 及 NA47 延長至太和總站(21 人)

- 反對將 A47X 延長至太和總站，原因是會影響行車時間（9人)

- 擔心 A47X 行車時間加長，而班次沒有縮減下，巴士車長的休息時間會減少，影響行

車安全(4 人)

- 提出太和總站是否仍有空間讓A47X 作總站(3 人)

綜合意見：觀察被訪者住處，支持A47X 延至太和的被訪者大多是太和及寶雅區居民，同時

反對的人較多是來自富亨。由於延長後沒有縮短班次，對其他乘客影響不大。當然有被訪者

表示擔心行車安全，我們會與龍運巴士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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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問題三：請問你認為那條路線的班次需要改善?

路線

不滿該路線的

被訪者人數 該路線班次的問題

907C 25

- 907C 回程大埔尾班車太早，未能配合港島區工作的正常下班時間

- 907C 回程建議延長服務時間至日晚上7時30分

- 建議早上同樣增加兩班車

307 20

- 307經大埔頭站

- 307 部份20分鐘時段加密至15分鐘

- 307假日班次需加密

75K 18 - 75K 晚上班次較稀疏

274X 18

- 要求274X 要延長服務時間

-長遠可與74X分拆路線，達至全日服務，以服務大埔不同區域的

市民

271 17 - 疫情前271於晚上5時至8時班次不足

74X 16

- 開辦74D等輔助路線後，74X 服務出現脫班情況，尤以下午繁忙

時間最為嚴重

272E 15

- 希望爭取全日行走

-要求提早下午繁忙時間的的首班車時間

-建議增加晨早班次(8:15)及放工時候班次(1820, 1845)

74E 15

- 增加74E 下午回程班次

-下午回程班次太早開出，導致巴士只有少量乘客

64K 15 - 林村一帶乘客在早上繁忙時間難以登車

271X 14 - 希望271X 擴展服務時間，由下午5時至晚上8時

75X 13

272P 13 - 增加來回272P 班次

73X 13 - 有被訪者表示九巴有偷步「收73X的車」情況

72X 12

71K 12

- 71K 增加班次，因運頭塘巴士站及新街市一帶有違例泊車，影響

班次

- 71K 應加密星期六及假日班次

264R 11

- 264R 開辦平日服務

-延長現時264R 服務時間至晚上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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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不滿該路線的

被訪者人數 該路線班次的問題

307P 10

64P 8

74K 7

- 74K 於下繁經常頂閘，下午5時35分從教育大學開出的特別

班次偶然消失。

-下午5時35分前的班次不準

73 6

263C 6

- 263C 來回方向所有班次過早提供服務

-建議263C 改為常規路線

E41 5

74B 4 - 74B 早上繁忙時間希望加班

71A 4

73A 4 - 73A 30分鐘一班太少，有很多人要往返威爾斯醫院覆診

74C 4 - 74C 希望可以增加多一班

72 4

275R 6

65K 6

73P 6

- 73P 回程開下午5時50分是太早，建議73P 加一班在6時15

分或20分開出會接載更多6時下班的乘客

T74 5 - 早上班次太遲開車，因塞車未能趕及8時30分到達觀塘

75P 5

99 4

71S 4

- 假日下午4時至7時大埔墟站返富善邨的班次不足，不時有

脫班情況

K18 4 - 希望 K18可加開星期日及假日班次

263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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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問題四. 請問你認為那條路線的行車路線需要改善

路線

不滿該路

線的被訪

者人數 該路線班次的問題

74X 18

- 74X回程大埔可以取消到鑽石山地鐵站及四美街- 同步加強

75X服務

272E 15

- 272E應該改回深水埗開出

- 272E黃昏班次經常因旺角塞車而增加輪侯時間比正常時間多

於20分鐘

- 272E回程於旺角受塞車嚴重影響，建議改回原有路線

307P 13

-希望307P設一班特別車在富亨邨開出-要求延長307P至銅鑼灣

一帶，以服務銅鑼灣一帶乘客

72 12 -建議改行尖山隧道，縮短往深水埗行車時間

271 10 - 271希望延長至太和總站

307 10 - 307考慮晚上繁忙時間往大埔方向改行紅隧

73X 8

-建議73X從富亨開出特別班次-建議73X從運頭塘開出特別班

次

W3 8 -盡快落實W3改行大埔太和路方向，並增加數個上落站

72X 7 - 改行青沙公路

272P 6 - 272P加紅梅谷替代路線，避開大埔公路沙田段塞車人位置

73 5 -延長至香港教育大學-延長至北區醫院

263C 5 - 263C建議改經元朗及上水來回大埔，不要再經屯門公路

73P 5 - 73P早上往荃灣方向不應該經廣福

272X 3 -減少272X旺角車站

74C 3

- 74C首車及尾班車班次應取消繞經廣福邨安排，因到達廣福邨

時間與 74X特別車相近，繞經廣福並未帶來大量乘客，兼浪費

大窩西及太和往九龍東乘客通勤時間

907B 3

- 907B應由太和廣場開出，經原有路線由廣福道，運頭街，運

頭塘邨巴士總站經大埔南支路出吐露港公路。

907D 2 - 907D早繁同下繁可以照用大隧東隧



13

E. 問題五 ：你希望加強或新增大埔往返那些區域的巴士服務 (可選多於一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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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及總結

是次網上問卷調查共收到 327 位市民及乘客回應，從他們的回應中我們取得很多寶貴的建

議，以下為我們整合了乘客的意見，同時也將日常市民提出的意見整合爲以下大埔區巴士服

務的建議，希望運輸署、巴士公司及有關人士可以知悉區內居民對巴士服務的意見：

大埔往港島區服務：

-盡快增加 907C 班次，加強利用西隧網絡，長遠考慮全日提供 907C 服務

-開辦 307P 假日服務，並考慮延長路線至銅鑼灣

- 907D 服務盡快落實，觀察 907D與 307P 的客量分流情況

-隨著港鐵 12卡車箱轉 9卡車箱後，港鐵的擠迫情況會更加嚴重，相信對過海巴士服務的

需求會有所提升

大埔往東九龍服務：

-延長 274X 服務時間，善用 74B 及 75X 分流新蒲崗及鑽石山一帶乘客需求

-整合 T74 及 74B 服務，中長線希望可以開辦大埔經九龍灣工貿區往油塘的路線

- 74X 巴士資源不斷被新開「子線」蠶食，我們要求運輸署及九巴不可再縮減 74X服務，如

有新服務應投入新資源去營運

-加強 74E 服務，回應汀角路一帶市民訴求

-啟德發展區未來數年將陸續落成，我們建議活化 74A，開辦大埔至啟德新區的服務

大埔往西及南九龍服務：

-盡快恢復W3服務，並同步落實在大埔太和路加站的安排

-由於 272E 與 272X 起點相近，我們要求運輸署及九巴檢討及整合有關服務

- 72X 的班次有越來越疏的情況，我們要求九巴不能再縮減 72X服務

-隨著疫情改善，271 服務應逐步加強

大埔往荃灣葵青區服務：

-爭取 272P 全日服務，除方便市民到長沙灣及葵興一帶外，還可善用青沙轉車站進行轉乘

-爭取開辦大埔往返青衣巴士服務

-增加 73P 班次，回應市民到葵福路一帶上班的需求

-密切監察 73X 服務，禁防巴士公司自行縮減班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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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往新界西服務：

-爭取 263C 增加班次，並考慮改行粉嶺公路、新界環迴公路往返屯門

-爭取開辦大埔至元朗及天水圍特快線，建議考慮 264R 及 265S 服務合併，提供全日大埔

及元朗特快巴士服務

-建議開辦大埔至錦上路西鐵站及大欖隧道轉車站的巴士服務，以分流林錦公路以至大埔區

的市民轉乘西鐵及大欖隧道的巴士服務

大埔往沙田及北區服務：

-爭取 73 延長路線至上水(北區醫院)及教育大學，善用資源服務更大範圍

-增加 274P 服務，與小巴互補長短

-爭取 82D全日服務，改善白石角對外交通服務

-爭取 275R 擴展服務至星期六，讓遠足郊遊的市民多一個選擇

大埔區區內服務：

-爭取 71S 設特別班次，疏導大埔墟站返回富善邨的客流

-改善富亨區及富蝶邨巴士服務，善用大埔那打素醫院巴士站旁荒廢的停車道

-因應大美督龍尾人工泳灘即將落成，要求泳灘開放後隨即加強 75K 服務

-增加 72C 及 75P 班次，回應汀角路人口增加對交通的需求

<<報告完畢>>

製作人：任啟邦、關永業、區鎮樺、劉勇威、區鎮濠、陳蔚嘉、蘇達良、毛家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