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 

 

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起點起點起點起點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    

峰華邨 43M 峰華邨 柴灣站 

興民邨 20M 興民邨 柴灣工業城 

愛東邨 66 愛秩序灣 柴灣(環翠道)  

耀東邨 50 耀東邨 西灣河  

勵德邨 

東區 

 

21A 銅鑼灣(蘭芳道)  勵德邨  

馬坑邨 16M 柴灣站 馬坑 / 舂坎角 

38 香港仔(西安街)  利東邨  

39C 漁安苑(鴨脷洲)  香港仔  利東邨 

39M 漁安苑(鴨脷洲) 天后站  

29 鴨脷洲邨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鴨脷洲邨 

29A 鴨脷洲邨  海洋公園(大樹灣) 

37 鴨脷洲(平瀾街)  利東邨/鴨脷洲邨  
利東邨／鴨脷洲邨 

37A 鴨脷洲(平瀾街)  利東邨/鴨脷洲邨  

11 田灣邨  銅鑼灣(謝斐道) 

31 田灣邨  銅鑼灣 (謝斐道)  田灣邨 

51 田灣邨  香港仔 

52 香港仔(石排灣)  赤柱監獄 

4A 香港仔(石排灣) 銅鑼灣(景隆街)  

4B 香港仔(石排灣)  灣仔  

4C 香港仔(石排灣)  銅鑼灣(景隆街) 

4S 石排灣  香港仔  

石排灣邨 

35M 香港仔(石排灣)  灣仔(莊士敦道) 

51A 華貴邨  田灣  
華貴邨 

51S 華貴邨  香港仔  

華富邨 

南區 

63A 香港仔  華富邨 

觀龍樓 12 觀龍樓 西營盤  

香港島 

西環邨 
中西區 

13 西環邨 西營盤  



 

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起點起點起點起點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    

9M 白田上邨 石硤尾站  
白田邨 

12 白田 旺角東站 

30A 澤安邨 旺角站 

30B 澤安邨  石硤尾站  澤安邨 

42 長沙灣(汝州西街) 澤安邨 

41A 又一村  石硤尾站  
石硤尾邨 

41M 又一村  石硤尾站 

44A 長沙灣廣場  海麗邨 

44S 海麗邨  青山道  海麗邨 

81K 深水埗(海麗邨)  美孚站  

75 深水埗(富昌邨)  長沙灣(青山道) 
富昌邨 

深水埗 

75A 深水埗(富昌邨) 桂林街  

18M 黃大仙站  慈雲山(北) 

19 新蒲崗(彝倫街)  慈雲山道(沙田坳邨)  
沙田坳邨 

19M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

匯處  
慈雲山道(沙田坳邨)  

20 新蒲崗  慈雲山(北) 
慈愛苑 

37A 黃大仙站  慈雲山(北) 

慈民邨 37M 黃大仙站   慈民邨  

慈樂邨 73 又一城公共交通總站  慈雲山中心 

竹園北邨 38M 竹園北邨  黃大仙站(沙田坳道) 

竹園邨 65 慈雲山(南)  竹園 

39M 樂富  東頭 

東頭邨 
25M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交

通交匯處 
東頭邨 (東隆道) 

68 彩雲邨  九龍灣 
彩雲邨 

16 扎山道(彩雲邨)  坪石邨 

樂富邨 

黃大仙 

13A 九龍塘(廣播道)  樂富中心 

何文田邨 8 尖沙咀(漢口道)  何文田邨 

九龍 

樂民新村 
九龍城 

27M 樂民新邨(美善同道)  旺角站 



 

 

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起點起點起點起點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    

22M 樂華村  觀塘站 
樂華邨 

22A 樂華村  觀塘碼頭  

彩霞邨 35 彩霞邨  康利苑 

47 順利  翠屏(佳廉道) 

48 順利  九龍灣 順利邨 

60 藍田  順利邨  

49 順天 九龍城碼頭  

54 順天  樂富 順天邨 

54M 順天 坪石  

翠屏邨 59 翠屏南邨  協和街  

62S 藍田(廣田邨)  尖沙咀 

63 藍田(廣田邨) 觀塘(裕民坊) 廣田邨 

76A 廣田  基督教聯合醫院  

寶達邨 71A 寶達邨 藍田站  

秀茂坪邨 71B 秀茂坪邨  藍田站 

油麗邨 76B 基督教聯合醫院 油塘公共運輸交匯處  

彩盈邨 83M 彩盈邨  坪石 

九龍 

彩福邨 

觀塘 

83A 彩福邨 坪石 

 

 

 

 

 

 

 

 

 

 

 

 

 



  

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起點起點起點起點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 

碩門邨 67A 碩門邨  沙田站 

803 顯徑  利安  

804 廣源 顯徑 顯徑邨 

803K 顯徑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恆安邨 808P 恆安巴士總站  威爾斯親王醫院 

801 耀安  火炭(長瀝尾街)  
耀安邨 

811S 穗禾苑一期  耀安(恆康街)  

瀝源邨/禾輋邨 61S 瀝源/禾輋  旺角站 

63K 美田邨公共運輸交匯處 大圍站(村南道)  
美田邨 

沙田 

63S 美田邨公共運輸交匯處 旺角 

清河邨 北區 502 大埔那打素醫院 清河邨 

翠林邨 西貢 17M 翠林  寶林站 

81M 荃灣(兆和街)  石圍角邨 
石圍角邨 

94 石圍角 葵盛 

象山邨 82M 荃灣(兆和街)  象山邨 

94A 
梨木樹邨公共運輸交匯

處  
葵盛 

梨木樹邨 

荃灣 

312 
梨木樹邨公共運輸交匯

處  
青衣站 

86 荃灣如心廣場 石籬(梨貝街) 

86A 荃灣(川龍街) 石籬(梨貝街) 

86M 荃灣(川龍街)  石籬(梨貝街)  

403 石籬(梨貝街)  沙田圍 

403X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東北葵涌  

石籬邨 

406 石籬  葵盛 

410 瑪嘉烈醫院 東北葵涌 

401 青衣碼頭  石蔭 石蔭邨 

401 (短線) 長安公共交通總站 石蔭 

89 石頭街  荃灣(河背街) 

新界 

大窩口邨 

葵青 

89P 石頭街 葵芳  

 



 

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設有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屋邨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公共屋邨名稱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專線小巴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起點起點起點起點 終點終點終點終點 

葵盛東邨 91A 荔崗街  葵盛圍 

89B 葵盛北(葵孝街)  祈德尊新 

89M 葵盛北(葵孝街)  葵芳站  葵盛西邨 

98 荃灣(河背街)  葵盛北(葵孝街) 

葵盛東/西邨 89S 葵芳站  葵盛北 

83A 荃灣 (川龍街) 安蔭邨(安捷街)  
安蔭邨 

403A 安蔭(安足街)  沙田(担杆莆街) 

葵涌邨 412 葵涌邨 東北葵涌  

88 青衣邨  葵芳站  
青衣邨 

88E 青衣邨  青衣站 

長安邨 88A (短線) 美景花園  長安公共交通總站  

402S 青衣(長亨) 荃灣(眾安街) 

409 青衣(長亨)  荃灣(荃灣街市街)  

409K 青衣(長亨) 荃灣西站  
長亨邨 

405 長亨 荔景南 

407 長宏  瑪嘉烈醫院 
長宏邨 

葵青 

407B 長宏  葵盛圍 

富泰邨 屯門 46 富泰邨 屯門市中心  

77A 天水圍北 (俊宏軒)  博愛醫院  
俊宏軒 

79S 天水圍 (俊宏軒) 落馬洲管制站  

新界 

天恩邨 

元朗 

618 天水圍  深圳灣口岸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7676767 個公共屋邨個公共屋邨個公共屋邨個公共屋邨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22122122122 條路線條路線條路線條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