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969號公告 運輸署

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規例 (第 374章)

新界的公共小型巴士 (專線)路線

現根據《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 374章)第 4(2)條的規定，接受營辦以下各組新界公
共小型巴士 (專線)路線的客運營業證申請 (詳情列後)。

如欲申請，必須填寫適當的申請表格 (「2003年 7月憲報公布各組公共小型巴士 (專線)路線客
運營業證申請書」)。該份表格由 2003年 7月 25日起，可於以下辦事處免費索取：

(a)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號入境事務大樓 41樓運輸署總部。
(b) 九龍聯運街 30號旺角政府合署 7樓運輸署新界分區辦事處。
(c) 運輸署下列牌照事務處：

(i) 香港金鐘道 95號統一中心 3樓香港牌照事務處。
(ii) 九龍長沙灣道 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2樓九龍牌照事務處。

(iii) 九龍鯉魚門道 12號東九龍政府合署 5樓觀塘牌照事務處。
(iv)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沙田政府合署 2樓沙田牌照事務處。

填妥的申請書必須存放於密封的純白信封內，信封面寫上「2003年 7月憲報公布各組公共小
型巴士 (專線)路線客運營業證申請書」，並於 2003年 8月 21日 (星期四)正午 12時前，投入香
港灣仔告士打道 7號入境事務大樓 41樓運輸署總部接待處的運輸署投標箱內。以其他方式提出
或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受理。

政府有權修訂本公告所載的路線及服務細節，而且毋須一定接受所接獲的申請。

2003年 7月 25日 署理運輸署署長李胡韋珞

2003年 7月憲報公布各組公共小巴 (專線)路線詳情

組別 路程 最低車輛 暫定基本
號碼 新界公共小型巴士 (專線)路線 (公里) 最高收費 數目要求 班次 (分鐘)

1(a) 荃灣 (鹹田街)至葵盛 (盛芳街)：經鹹田街、 4.2 $2.8 5 8
河背街、眾安街、楊屋道、德士古道、葵福路、
盛福街、葵盛圍、興盛路、高芳街、榮芳路、
仁芳街及盛芳街。

葵盛 (盛芳街)至荃灣 (鹹田街)：經盛芳街、
高芳街、興盛路、葵盛圍、盛福街、葵福路、
德士古道、楊屋道、古坑道、沙咀道及鹹田街。

1(b) 葵芳地鐵站 (興寧路)至昂運路：經興寧路、 6.0 $3.3 4 9
葵仁路、葵義路、貨櫃碼頭路、葵泰路、
貨櫃碼頭南路及昂運路。

昂運路至葵芳地鐵站 (興寧路)：經昂運路、
貨櫃碼頭南路、葵泰路、貨櫃碼頭路、葵義路、
葵富路、興芳路及興寧路。



1(c) 荃灣 (鹹田街)*至貨櫃碼頭南路 (四號碼頭)： 13.8 $5.0 11 9
經 (鹹田街、河背街、眾安街、楊屋道)**、 (分段收費
德士古道、葵福路、盛福街、葵盛圍、興盛路、 $2.7)#
高芳街、榮芳路、興芳路、興寧路、葵仁路、
葵義路、貨櫃碼頭路、葵泰路及貨櫃碼頭南路。

貨櫃碼頭南路 (四號碼頭)至荃灣 (鹹田街)*：
經貨櫃碼頭南路、葵泰路、貨櫃碼頭路、葵義路、
葵富路、興芳路、榮芳路、高芳街、興盛路、
葵盛圍、盛福街、葵福路、德士古道、(楊屋道、
古坑道、沙咀道及鹹田街)**。

*終點站將於 2003年西鐵通車後由鹹田街遷往荃灣西西鐵站。

**在終點站遷往荃灣西西鐵站後，路線將由鹹田街改為途經
大河道及楊屋道。

#興寧路至貨櫃碼頭南路 (四號碼頭)及葵富路至荃灣
(鹹田街)分段收費。

2(a) 青衣擥至葵芳地鐵站：經青綠街、青葉街、 4.5 $3.0 9 6
楓樹窩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大橋、葵青路、
興芳路、葵富路、葵仁路及葵芳地鐵站。

葵芳地鐵站至青衣擥：經葵芳地鐵站、葵義路、
葵富路、興芳路、葵青路、青衣大橋、
青衣鄉事會路、楓樹窩路、青葉街及青綠街。

2(b) 翠怡花園至葵芳地鐵站：經楓樹窩路、 3.9 $3.0 8 5
青衣鄉事會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興芳路、
葵富路、葵仁路及葵義路。

葵芳地鐵站至翠怡花園：經葵仁路、葵富路、
興芳路、葵青路、青衣大橋、葵青路、
青衣鄉事會路及楓樹窩路。

3 宏福花園至葵芳地鐵站：經青敬路、楓樹窩路、 3.5 $3.0 7 6
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青康路、青衣路、
青衣大橋、葵青路、興芳路、葵富路、
葵仁路及興寧路。

葵芳地鐵站至宏福花園：經興寧路、興芳路、
葵青路、葵義路、葵青路、青衣路、青康路、
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楓樹窩路、青敬路。

4(a) 汮杆山路至美景花園 (循環線)：經汮杆山路、 13 $2.6 3 10
汮杆山交匯處、青敬路、青衣地面公共交通 (來回程)
總站、青敬路、長安公共交通總站、汮杆山路、
汮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葉街、青綠街、
青敬路、楓樹窩路迴旋處、楓樹窩路、青衣
碼頭、楓樹窩路、楓樹窩路迴旋處、青衣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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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 新界公共小型巴士 (專線)路線 (公里) 最高收費 數目要求 班次 (分鐘)



事會路、涌美路、青康路、青康路迴旋處、
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楓樹窩路
迴旋處、楓樹窩路、青衣碼頭、楓樹窩路、
汮杆山交匯處、青敬路、青衣地面公共交通
總站、青敬路、長安公共交通總站 *
及汮杆山路。

*晚上 7時後，專線小巴服務往來長安公共交通總站
及美景花園。

4(b) 青衣擥至機鐵青衣站 (循環線)：經青綠街、 3.7 $2.6 3 10
青葉街迴旋處、青綠街、青敬路、楓樹窩路 (來回程)
迴旋處、楓樹窩路、青衣碼頭、楓樹窩路、
楓樹窩路迴旋處、青敬路、青衣地面公共
交通總站、青敬路、長安公共交通總站 *、
汮杆山路、汮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及青葉街。

*晚上 7時後，專線小巴服務往來長安公共交通總站
及青衣擥。

4(c) 美景花園至葵芳地鐵站：經美景花園通路、 4.0 $3.0 4 6
青衣路、青衣路迴旋處以南未命名路、
北面掉頭迴旋處、高架橋下通道、葵青橋、
葵青路、葵青交匯處、興芳路、葵富路及
葵芳地鐵站。

葵芳地鐵站至美景花園：經葵芳地鐵站、
葵富路、興芳路、葵青交匯處、葵青路、
青衣大橋、青衣路及美景花園通路。

4(d ) 西草灣路 (香港聯合船塢)至青康路：經西草 5.5 $3.0 11 6
灣路 (香港聯合船塢)、青衣路 (九號貨櫃
碼頭段)、青衣路迴旋處、青衣路 (美景段)、
青康路及長青巴士總站。

青康路至西草灣路 (香港聯合船塢)：經長青
巴士總站、青康路、青衣路 (美景段)、青衣路
迴旋處、青衣路 (九號貨櫃碼頭段)及西草灣路
(香港聯合船塢)。

繁忙時段服務 **

葵芳地鐵站至西草灣路 (香港聯合船塢)： 10.0 $5.5
經葵芳地鐵站、葵富路、興芳路、葵青交
匯處、葵青路、青衣大橋、青衣路 (美景段)、
青康路、長青巴士總站、青康路、青衣路
(美景段)、青衣路迴旋處、青衣路 (九號貨櫃
碼頭段)及西草灣路 (香港聯合船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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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草灣路 (香港聯合船塢)至葵芳地鐵站：
經西草灣路 (香港聯合船塢)、青衣路 (九號
貨櫃碼頭段)、青衣路迴旋處、青衣路
(美景段)、青康路 *、長青巴士總站、
青康路 *、青衣路 (美景段)、青衣大橋、
葵青路、葵青交匯處、興芳路、葵富路及
葵芳地鐵站。

(*於上午 7時至 9時的早上繁忙時段，所有
往葵芳地鐵站的班次不經青康路)。

(**繁忙時段服務時間為上午 7時至 9時及
下午 6時至晚上 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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