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至至至至二二二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單程車票票價略低於年單程車票票價略低於年單程車票票價略低於年單程車票票價略低於  
相對八達通票價的詳情相對八達通票價的詳情相對八達通票價的詳情相對八達通票價的詳情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年六月票價調整後，約有 100 個情況的單程車票票價略
低於相對的八達通票價，詳情如下：  
 
小童小童小童小童 /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  
 
八達通八達通八達通八達通

卡卡卡卡  
單程車單程車單程車單程車

票票票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美孚、荔景、九龍

灣、牛頭角、觀塘  
紅磡  

$3.1 $3.0 
旺角東  

美孚、荔景、九龍

灣、牛頭角、觀塘、

九龍、柯士甸  

紅磡、旺角東  
粉嶺、上水、大水

坑、恆安、馬鞍山、

烏溪沙  
九龍塘  粉嶺、上水  
美孚、荔景、九龍

灣、牛頭角、觀

塘、九龍、柯士甸  
大圍、沙田  

$4.1 $4.0 

車公廟、沙田圍、

第一城、石門  
尖沙咀、尖東  

$4.6 $4.5 大學  
美孚、荔景、九龍

灣、牛頭角、觀塘、

九龍、柯士甸  
天后、炮台山  旺角東  

$5.6 $5.5 
粉嶺、上水  佐敦  

$8.1 $8.0 旺角東  
元朗、朗屏、天水

圍、兆康、屯門  
$8.6 $8.5 錦上路  紅磡  

 
 
 
 



成人車費成人車費成人車費成人車費  
 
八達通八達通八達通八達通

卡卡卡卡  
單程車單程車單程車單程車

票票票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7.7 $7.5 荃灣西  
佐敦、九龍、柯士

甸、黃大仙  

紅磡、旺角東  
大水坑、恆安、馬

鞍山、烏溪沙  $8.2 $8.0 
九龍、柯士甸  大圍、沙田  
美孚、荔景、九龍

灣、牛頭角、觀

塘、九龍、柯士甸  
火炭  

$8.6 $8.5 

大埔墟、太和  
太子、深水埗、石

硤尾、樂富、黃大

仙、南昌  

$9.1 $9.0 
美孚、荔景、九龍

灣、牛頭角、觀

塘、九龍、柯士甸  
大學  

$11.6 $11.5 美孚  錦上路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六月月票價調整後，約有 30 個情況的單程車票票價略
低於相對的八達通票價，詳情如下：  
 
小童小童小童小童 /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  
 
八達通八達通八達通八達通

卡卡卡卡  
單程車單程車單程車單程車

票票票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佐敦  旺角東  

大圍、沙田  
旺角東、紅磡、九

龍塘、大埔墟、太

和  
$2.6 $2.5 

火炭  大埔墟、太和  

大學  
九龍塘、紅磡、旺

角東  
火炭  紅磡  

$3.1 $3.0 

馬場  大圍、沙田  
美孚、茘景、九龍

灣、牛頭角、觀塘  
紅磡  

$3.2 $3.0 
旺角東  

美孚、茘景、九龍

灣、牛頭角、觀塘、

九龍、柯士甸  
 



二二二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六月票價調整後，有 596 個情況的單程車票票價略低
於相對的八達通票價，詳情如下：  
 
小童小童小童小童 /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長者特惠車費  
 

八達八達八達八達  
通卡通卡通卡通卡  

單程單程單程單程  
車票車票車票車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2.6 $2.5 大學  粉嶺、上水  

佐敦  旺角東  

大圍、沙田  
旺角東、紅磡、九龍塘、大

埔墟、太和  
$2.7  $2.5  

火炭  大埔墟、太和  

$3.1 $3.0 火炭  九龍塘、旺角東  

北角  
上環、中環、香港、金鐘、

杏花邨、柴灣  

鰂魚涌  
上環、中環、香港、金鐘、

灣仔、柴灣  

太古  
中環、香港、金鐘、灣仔、

銅鑼灣  

炮台山  
上環、筲箕灣、杏花邨、柴

灣  

天后  筲箕灣  

西灣河  銅鑼灣、天后  
石硤尾  尖沙咀、尖東  

九龍塘  
九龍、柯士甸、尖東、尖沙

咀、佐敦  

樂富  
九龍、柯士甸、荔枝角、佐

敦、油麻地  

黃大仙  
奧運、旺角、長沙灣、荔枝

角、油麻地  

鑽石山  
奧運、南昌、旺角、長沙灣、

深水埗、太子、油塘  

彩虹  
南昌、深水埗、太子、石硤

尾、油塘、調景嶺  

$3.2 $3.0 

九龍灣  
石硤尾、九龍塘、調景嶺、

將軍澳  



八達八達八達八達  
通卡通卡通卡通卡  

單程單程單程單程  
車票車票車票車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牛頭角  
九龍塘、樂富、將軍澳、坑

口  

觀塘  
九龍塘、樂富、黃大仙、坑

口、寶琳、康城  

藍田  
樂富、黃大仙、鑽石山、寶

琳、康城  

美孚  
荃灣、奧運、油麻地、旺角、

九龍塘、樂富  

荔景  
奧運、旺角、太子、石硤尾、

九龍塘  
葵芳  南昌、太子、石硤尾  

深水埗  
葵芳、葵興、青衣、尖沙咀、

尖東  

長沙灣  
葵興、大窩口、青衣、九龍、

柯士甸、尖東、尖沙咀、佐

敦  

荔枝角  
大窩口、荃灣、九龍、柯士

甸、油麻地、佐敦  
南昌  葵興、青衣  
欣澳  迪士尼  
紅磡  九龍、柯士甸  

大圍、沙

田、火炭  
粉嶺、上水、大水坑、恆安、

馬鞍山、烏溪沙  

馬場  火炭、大學  

大學  
大水坑、恆安、馬鞍山、烏

溪沙  

$3.2 $3.0 

大埔墟、  
太和、粉

嶺、上水  

車公廟、沙田圍、第一城、

石門、大水坑、恆安、馬鞍

山、烏溪沙  
大學  九龍塘、紅磡、旺角東  
火炭  紅磡  $3.3 $3.0 
馬場  大圍、沙田  

$3.4 $3.0 紅磡  
美孚、荔景、九龍灣、牛頭

角、觀塘  



八達八達八達八達  
通卡通卡通卡通卡  

單程單程單程單程  
車票車票車票車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旺角東  
九龍、柯士甸、美孚、荔景、

九龍灣、牛頭角、觀塘  
$3.6 $3.5 南昌  荃灣西  

大圍、沙田  佐敦、尖沙咀、尖東  
$4.1 $4.0 

荃灣西  
奧運、油麻地、旺角、九龍

塘、樂富  
紅磡、旺角

東  
將軍澳、坑口、寶琳、康城  

$4.2 $4.0 
荃灣西  

九龍、柯士甸、佐敦、黃大

仙  
紅磡  荃灣西  

大圍、沙田  
葵芳、葵興、大窩口、荃灣、

荃灣西、青衣、藍田、油塘、

調景嶺  

火炭  
美孚、荔景、九龍、柯士甸、

九龍灣、牛頭角、觀塘  

$4.8 $4.5 

馬場  粉嶺、上水  

大圍、沙田  將軍澳、坑口、寶琳、康城  
$5.1 $5.0 

火炭  荃灣西  
紅磡  銅鑼灣  

旺角東  
上環、中環、香港、金鐘、

灣仔、銅鑼灣  
$5.2 $5.0 

大埔墟、太

和  

奧運、南昌、油麻地、旺角、

荔枝角、長沙灣、深水埗、

太子、石硤尾、樂富、黃大

仙、鑽石山、彩虹  
上環、香

港、中環、

金鐘  

奧運、南昌、油麻地、旺角、

長沙灣、深水埗、太子、石

硤尾、九龍塘  

灣仔  

奧運、南昌、油麻地、旺角、

長沙灣、深水埗、太子、石

硤尾、九龍塘、牛頭角、觀

塘、藍田、油塘  

$5.3 $5.0 

銅鑼灣  九龍、奧運、南昌、柯士甸、

尖東、尖沙咀、佐敦、油麻



八達八達八達八達  
通卡通卡通卡通卡  

單程單程單程單程  
車票車票車票車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地、旺角、長沙灣、深水埗、

太子、石硤尾、九龍塘、九

龍灣、牛頭角、觀塘、藍田、

油塘、調景嶺  

天后  

九龍、奧運、南昌、柯士甸、

尖東、尖沙咀、佐敦、油麻

地、旺角、深水埗、太子、

石硤尾、彩虹、九龍灣、牛

頭角、觀塘、藍田、油塘、

調景嶺、將軍澳  

炮台山  

九龍、奧運、柯士甸、尖東、

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

角、太子、鑽石山、彩虹、

九龍灣、調景嶺、將軍澳、

坑口  

北角  

九龍、奧運、柯士甸、尖東、

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

角、黃大仙、鑽石山、彩虹、

九龍灣、調景嶺、將軍澳、

坑口、寶琳、康城  

鰂魚涌  

九龍、柯士甸、尖東、尖沙

咀、佐敦、油麻地、黃大仙、

鑽石山、彩虹、九龍灣、調

景嶺、將軍澳、坑口、寶琳、

康城  

太古  
黃大仙、鑽石山、彩虹、九

龍灣、調景嶺、將軍澳、坑

口、寶琳、康城  

西灣河  
鑽石山、彩虹、九龍灣、調

景嶺、將軍澳、坑口  

筲箕灣  
彩虹、九龍灣、牛頭角、觀

塘、藍田、油塘、調景嶺、

將軍澳  

$5.3 $5.0 

杏花邨  
九龍灣、牛頭角、觀塘、藍

田、油塘、調景嶺  



八達八達八達八達  
通卡通卡通卡通卡  

單程單程單程單程  
車票車票車票車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柴灣  牛頭角、觀塘、藍田、油塘  

油塘  荃灣  
調景嶺  大窩口、荃灣  

將軍澳  葵興、大窩口、荃灣、青衣  

坑口  
葵芳、葵興、大窩口、荃灣、

青衣  

寶琳、康城  
荔景、葵芳、葵興、大窩口、

荃灣、青衣  

欣澳  
深水埗、長沙灣、荔枝角、

美孚、南昌、荔景、葵芳、

葵興、大窩口、荃灣、青衣  

大學  荃灣西  

大埔墟、太

和  
尖沙咀、尖東  

$5.6 $5.5 大學  將軍澳、坑口、寶琳、康城  

$5.7 $5.5 
尖沙咀、尖

東  
大水坑、恆安、馬鞍山、烏

溪沙  

$5.8 $5.5 紅磡  天后、炮台山  

粉嶺、上水  
美孚、荔景、九龍、柯士甸、

九龍灣、牛頭角、觀塘  

旺角東  北角、鰂魚涌  

紅磡  馬場  
$6.1 $6.0 

美孚  錦上路  

欣澳  

九龍、奧運、柯士甸、尖東、

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

角、太子、石硤尾、九龍塘、

樂富、黃大仙、鑽石山  

東涌  

深水埗、長沙灣、荔枝角、

美孚、南昌、荔景、葵芳、

葵興、大窩口、荃灣、青衣、

迪士尼  

$6.2 $6.0 

青衣  迪士尼  



八達八達八達八達  
通卡通卡通卡通卡  

單程單程單程單程  
車票車票車票車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6.3 $6.0 
紅磡、旺角

東  
太古、西灣河、筲箕灣、杏

花邨、柴灣  

美孚  
元朗、朗屏、天水圍、兆康、

屯門  $6.7 $6.5 
南昌  錦上路  

$6.8 $6.5 大圍、沙田  
上環、中環、香港、金鐘、

灣仔、銅鑼灣  

$6.9 $6.5 馬場  尖沙咀、尖東  

 



成人車費成人車費成人車費成人車費  
 

八達八達八達八達  
通卡通卡通卡通卡  

單程單程單程單程  
車票車票車票車票  

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來往車站  

$5.1  $5.0  朗屏  錦上路、屯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