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925號公告 運輸署

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 (第 374D章 )

香港島、九龍及新界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

現根據《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第 374D章 )第 4(2)條的條文，接受營辦香港島、九
龍及新界下列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的客運營業證申請 (詳情載於下文 )。

 有意申請者必須填寫適當的申請表 (「2011年 9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客運
營業證申請」)。有關的申請表由 2011年 9月 9日起於下列辦事處供免費索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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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 香港金鐘道 95號統一中心 3樓運輸署香港牌照事務處。

 填妥的申請表必須以白信封密封，信封面註明「2011年 9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 (專線 )路
線組別客運營業證申請」，並於 2011年 10月 10日 (星期一 )正午 12時前，投入設於香港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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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方式提出或逾期
遞交的申請，概不受理。

 政府保留修改本公告所載的路線及經營細則的權力，而且不一定接受所接獲的任何申請。

2011年 9月 9日  運輸署署長黎以德

2011年 9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組別詳情

組別
號碼

香港島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全程
最高車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
班次 (分鐘 )

1 西營盤第一街至荷里活
道 (循環線 )：經第一街、
西邊街、第三街、東邊
街、第二街、正街、德
輔道西、皇后街、干諾
道西、德輔道西、皇后
街、皇后大道西、荷李
活道、亞畢諾道、堅道、
般咸道、柏道、卑利士
道、般咸道、醫院道、
第二街、正街、第一街。

6.3
(來回程 )

$6.1 4 10–15



組別
號碼

九龍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全程
最高車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
班次 (分鐘 )

2a 富山公共交通總站至九
龍城 (循環線 )：經蒲崗
村道、天橋、支路、龍
翔道、支路、鳳舞街、
東頭村道、東正道、沙
浦道、衙前圍道、福佬
村道、太子道西、九龍
城交匯處、亞皆老街、
露明道、太子道西、嘉
林邊道、衙前圍道、打
鼓嶺道、樂善道、東隆
道、東頭村道、鳳舞街、
天橋、支路、龍翔道、
支路、龍蟠街、鳳德道、
蒲崗村道、豐盛街 (海港
花園 )及蒲崗村道北行
線。

上述路線為九龍區現有的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33號線，全
程收費為 5.2元 )營辦這路線的
客運營業證現接受申請。

13.1
(來回程 )

$7.3 5 12–15

2b 海港花園╱瓊麗苑至鑽
石山站：經豐盛街、蒲
崗村道、斜路、大磡道、
龍蟠街及鑽石山站公共
運輸交匯處。

鑽石山站至海港花園╱
瓊麗苑：經鑽石山站公
共運輸交匯處、龍蟠街、
鳳德道、蒲崗村道及豐
盛街。

上述路線為九龍區現有的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33A號線，
全程收費為 3.6元 )營辦這路線
的客運營業證現接受申請。

2.4 $4.2 3 8



組別
號碼

九龍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全程
最高車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
班次 (分鐘 )

2c 海港花園至黃大仙站：
經豐盛街、蒲崗村道北
行線、*(富山公共交通
總站、蒲崗村道北行
線 )、天橋、支路、龍翔
道及正德街。

黃大仙站至海港花園：
經正德街、東頭村道、
沙田坳道、彩虹道、蒲
崗村道、天橋、蒲崗村
道及豐盛街。

*加開特別班次期間每日上午 6
時 30分至上午 9時，不經富山公
共交通總站。特別班次由每日上
午 6時 30分至上午 9時開出，每
3╱ 4分鐘一班，往返富山公共
交通總站及黃大仙站 (不經海港
花園 )。

上述路線為九龍區現有的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33M號線，
全程收費為 3.6元 )營辦這路線
的客運營業證現接受申請。

3.6 $6.1 9 3–7

組別
號碼

新界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全程
最高車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
班次 (分鐘 )

3 小坑村至屯門市中心 (循
環線 )：經塘亨路、興貴
街、震寰路、杯渡路、
河傍街、屯門站公共運
輸交匯處、杯渡路、屯
門鄉事會路、屯隆街、
屯順街、屯合街、屯門
鄉事會路、蔡意橋、石
排頭路、震寰路、興貴
街及塘亨路。

上述路線為新界區現有的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40號線，全
程收費為 4.7元 )營辦這路線的
客運營業證現接受申請。

7.5
(來回程 )

$6.1 4 13



組別
號碼

新界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全程
最高車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
班次 (分鐘 )

4 華景山莊至荃灣綜合運
輸大樓：經華景山路、
大窩交匯處、青山公路、
關門口街、沙嘴道、大
河道及荃灣綜合運輸大
樓。

荃灣綜合運輸大樓至華
景山莊：經荃灣綜合運
輸大樓、大河道、沙嘴
道、德士古道、城門道、
青山公路、大窩交匯處
及華景山路。

上述路線為新界區現有的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97號線，全
程收費為 6.0元 )營辦這路線的
客運營業證現接受申請。

8 $8.2 3 15–20

5 華景山莊至長沙灣 (長發
街 )：經華景山路、大窩
交匯處、青山公路、蝴
蝶谷道、長沙灣道、興
華街、青山道及長發街。

長沙灣 (長發街 )至華景
山莊：經長發街、元州
街、興華街、長沙灣道、
青山公路、大窩交匯處
及華景山路。

上述路線為新界區現有的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97A號線，
全程收費為 5.0元 )營辦這路線
的客運營業證現接受申請。

6 $7.3 8 10–20



組別
號碼

新界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

全程
最高車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基本
班次 (分鐘 )

6a 西貢至南山新村：經宜
春街、萬年街、普通道、
西貢公路、菠蘿輋路及
南山新村路。

南山新村至西貢：經南
山新村路、菠蘿輋路、
西貢公路、普通道、萬
年街、年春街及宜春街。

上述路線為新界區現有的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3A號線，全
程收費為 4.1元 )營辦這路線的
客運營業證現接受申請。

西貢至菠蘿輋早上繁忙
時間短程班次

西貢至菠蘿輋：經宜春
街、萬年街、普通道、
西貢公路、菠蘿輋路及
躉場路。

菠蘿輋至西貢：經躉場
路、菠蘿輋路、西貢公
路、普通道、萬年街、
年春街及宜春街。

3.2 $6.1 4 8

6b 西貢至對面海 (海濱別
墅 )：經宜春街、萬年
街、普通道、西貢公路
及康健路。

對面海 (海濱別墅 )至西
貢：經康健路、西貢公
路、普通道、萬年街、
年春街及宜春街。

上述路線為新界區現有的公共小
巴 (專線 )路線 (第 4A號線，全
程收費為 3.1元 )營辦這路線的
客運營業證現接受申請。

西貢至對面海早上繁忙
時間短程班次

西貢至對面海：經宜春
街、萬年街、普通道、
西貢公路及康健路。

對面海至西貢：經康健
路、西貢公路、普通道、
萬年街、年春街及宜春
街。

2.6 $4.2 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