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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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 「20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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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組別號碼
第一至第四組】」及 或
• 「20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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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組別號碼
第五及第六組】」。
該份表格由 2002 年 5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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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iii)
(iv)

香港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3 樓香港牌照事務處。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2 樓九龍牌照事務處。
九龍鯉魚門道 12 號東九龍政府合署 5 樓觀塘牌照事務處。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沙田政府合署 2 樓沙田牌照事務處。

填妥的申請書必須放置白信封內封密，信封面註明「20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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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組別號碼第一至第四組】」及 或「20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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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組別號碼第五及第六組】」。申請書須於
2002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五) 中午 12 時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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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一定接受所接獲的申請。
2002 年 5 月 3 日

運輸署署長霍文

2002 年 5 月憲報公布各組公共小巴 (專線) 路線詳情【組別號碼第一至第四組】
組別
號碼

1

新界公共小型巴士 (專線) 路線

清水灣半島至坑口地鐵站：途經蓬萊路、環保
大道、環保大道𣊊旋處、昭信路、寶寧路、常
寧路、重華路及培成路。
坑口地鐵站至清水灣半島：途經未命名道路
(東港城對開通道)、常寧路、𣊊旋處、寶寧
路、寶寧路𣊊旋處、昭信路、環保大道𣊊旋
處、環保大道、蓬萊徑及蓬萊路。

路程
(公里)

最高收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暫定基本
班次 (分鐘)

2.6

$3.5

7

3–4

2

維景灣畔至將軍澳地鐵站：途經維景灣畔通
道、 L732 路、寶邑路及唐俊街。

2.5

$3.5

7

3–4

將軍澳地鐵站至維景灣畔：途經唐德街、
L462 路、寶邑路、景嶺路、調景嶺地鐵站
公共交通交㶅處、景嶺路、 L732 路及維景
灣畔通道。
鑑於地鐵將軍澳支線在 2002 年 8 月通車時，
維景灣畔連接 L732 路的屋苑內通道仍未恊
用。因此，上述建議的專線小巴服務將臨時
往返油塘地鐵站。該臨時路線的服務詳情如下：

3

維景灣畔至油塘地鐵站 (循環線)：途經澳景
道、碧雲道、高超道、鯉魚門道、新油塘道、
茶果嶺道、高超道、碧雲道及澳景道。

8
(來回程)

將軍澳市中心至九龍城 (循環線)：途經唐德
街、 *(L462 路、寶邑路、景嶺路)、調景嶺
地鐵站公共交通交㶅處、景嶺路、寶順路、
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
公路、將軍澳道、觀塘繞道、恊福道、恊祥
道、偉業街、觀塘道、天橋、龍翔道、斧山
道、彩虹𣊊旋處、彩虹道、沙田㽙道、東頭
村道、聯合道、東寶庭道、嘉林邊道、衙前
圍道、書院道、界限街、太子道西、聯合道、
東頭村道、沙田㽙道、彩虹道、彩虹𣊊旋處、
彩虹通道、太子道東、觀塘道、偉業街、天
橋、恊祥道、恊福道、觀塘繞道、將軍澳道、
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
公路、寶順路、景嶺路、調景嶺地鐵站公共
交通交㶅處、 **(景嶺路、寶邑路) 及唐俊街。

34
(來回程)

$8.0

7

12

16

$7.0

7

10

* 當地鐵將軍澳支線在 2002 年 8 月通車時，
寶邑路介乎 L462 路及 P2 路仍未恊用。因此，
上述建議的專線小巴路線往九龍城方向的服
務，將臨時需改道途經唐賢街、唐明街、迴
旋處及景嶺路，然後返回原有建議的路線。
** 當地鐵將軍澳支線在 2002 年 8 月通車時，
寶邑路介乎 L462 路及 P2 路仍未恊用。因此，
上述建議的專線小巴路線往將軍澳市中心方
向的服務，將臨時需改道途經景嶺路、𣊊旋
處、唐明街、唐俊街、迴旋處及唐俊街。
4

寶林至新蒲崗：途經欣景路、佳景路、寶琳北
路、寶琳路、秀茂坪道、將軍澳道、觀塘繞
道、恊福道、恊祥道、偉業街、觀塘道、天
橋、龍翔道、斧山道、彩虹𣊊旋處、彩虹道、
大有街、爵祿街、景福街、崇齡街及錦榮街。

組別
號碼

新界公共小型巴士 (專線) 路線

路程
(公里)

最高收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暫定基本
班次 (分鐘)

新蒲崗至寶林：途經錦榮街、衍慶街、爵祿
街、彩虹道、彩虹𣊊旋處、彩虹通道、太子道
東、觀塘道、偉業街、天橋、恊祥道、恊福
道、觀塘繞道、將軍澳道、秀茂坪道、寶琳
路、寶琳北路、佳景路及欣景路。
2002 年 5 月憲報公布各組公共小巴 (專線)路線詳情 【組別號碼第五及第六組】
組別
號碼

5*

新界公共小型巴士 (專線) 路線

(a) 采葉庭至新元朗中心 (早上繁忙時段服
務)：途經未命名道路、寶業街、朗業
街、朗日路及朗樂路。

路程
(公里)

最高收費

最低車輛
數目要求

暫定基本
班次 (分鐘)

1.2

$3.0

5

3

3.6
(來回程)

$4.0

[使用組別
號碼第 5(a)
組的車輛]

6

4.0

$6.1

3

10

新元朗中心至采葉庭 (早上繁忙時段服
務)：途經朗樂路、元朗安樂路、寶業街
及未命名道路。
(b) 采葉庭至新元朗中心 (循環線，途經元朗
市中心) (早上繁忙時段後服務)：途經未
命名道路、寶業街、朗業街、朗日路、
朗樂路、元朗安樂路、大橋路、元朗安
寧路、安信街、元朗安寧路、元朗泰衡
街、元朗東堤街、元朗安樂路、寶業街
及未命名道路。
6

大埔滘自然互動中心至大埔墟火車站：途經
紅林路、大埔公路、廣福道、運頭街、南運
路及雅運路。
大埔墟火車站至大埔滘自然互動中心：途經
雅運路、南運路、運頭街、鄉事會街、寶鄉
街、懷義街、安富道、廣福道、大埔公路及
紅林路。

* 第五組別須為有關屋苑作出特別服務安排。詳情已於「20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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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組別號碼第五及第六組】」夾附的「投標者須知【適用於組別號碼第五及第六組】」列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