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第 1頁，共 18頁)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A. 港島區 

 路線 起點 - 終點 

1 1 山頂(公共交通總站) - 中環(香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 1A 中環(香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麥當勞道 (循環線) 

3 2 中環(香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舊山頂道 (循環線) 

4 3 中環(香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寶珊道 

5 3A 中環(香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干德道 

6 4A 香港仔(石排灣) - 銅鑼灣(景隆街) 

7 4B 香港仔(石排灣) - 灣仔 (循環線)  

8 4C 香港仔(石排灣) - 銅鑼灣(景隆街) 

9 4M 香港仔(石排灣) - 黃竹坑鐵路站 

10 4S 石排灣 - 香港仔 (循環線) 

11 N4X 銅鑼灣(景隆街) -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循環線) 

12 5 香港仔(南寧街) - 銅鑼灣(謝斐道) 

13 5M 葛量洪醫院 - 黃竹坑鐵路站 

14 8 碧瑤灣(下) - 中環(交易廣場) 

15 8X 碧瑤灣(下) - 中環(交易廣場) 

16 9 中環(交易廣場) - 寶雲道 (循環線) 

17 10 銅鑼灣(謝斐道) - 數碼港公共運輸交匯處 

18 10P 銅鑼灣(謝斐道) - 數碼港公共運輸交匯處 

19 12 觀龍樓 - 西營盤 (循環線) 

20 13 西環 - 西營盤 (循環線) 

21 14M 銅鑼灣(蘭芳道) - 睦誠道 (循環線)  

22 16A 柴灣站 - 舂坎角(慈氏護養院) 

23 16M 柴灣站 - 馬坑/舂坎角 

24 16X 柴灣站 - 赤柱灘道  

25 18M 柴灣站 - 歌連臣角(懲教所) 

26 20 柴灣工業城 - 西灣河(嘉亨灣)公共交通總站 

27 20M 興民 - 柴灣工業城 

28 21A 銅鑼灣(蘭芳道) - 勵德 循環線) 

29 21M 銅鑼灣(蘭芳道) - 大坑徑 (循環線) 

30 22 薄扶林花園 - 中環(交易廣場) 

31 22S 薄扶林花園 - 中環(中環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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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32 22X 薄扶林花園 - 中環(中環碼頭) 

33 23 堅尼地城站 - 薄扶林 (循環線) 

34 23M 置富花園 - 堅尼地城站 (循環線) 

35 24A 金鐘站(德立街) - 肇輝臺 (循環線)  

36 24M 畢拉山 - 金鐘站(德立街) 

37 25 上寶馬山 - 銅鑼灣 (循環線) 

38 26 司徒拔道(香港港安醫院) - 銅鑼灣(開平道) (循環線)  

39 27 鴨 洲(惠風街) - 香港仔(西安街) 

40 28 碧瑤灣(上) - 銅鑼灣(新會道) 

41 28S 碧瑤灣(上) 至 銅鑼灣(新會道) 

42 29 鴨 洲 -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循環線) 

43 29A 鴨 洲 - 海洋公園(大樹灣) 

44 30 跑馬地(冬青道) - 銅鑼灣(蘭芳道) (循環線)  

45 31 田灣 - 銅鑼灣(謝斐道) 

46 31X 田灣 - 銅鑼灣(謝斐道) 

47 32 康怡花園 - 筲箕灣站 

48 32A 康景花園 - 英皇道(太古城中心) (循環線) 

49 33 康怡花園 - 北角(馬寶道) 

50 33M 康怡花園 - 太古站 (循環線) 

51 35M 香港仔(石排灣) - 灣仔(莊士敦道) 

52 36 鴨 洲(平瀾街) - 灣仔(史釗域道) 

53 36A 鴨 洲(平瀾街) - 灣仔(史釗域道) 

54 36S 鴨 洲海旁道 - 銅鑼灣(利園山道) (循環線) 

55 36X 鴨 洲(平瀾街) - 銅鑼灣(利園山道) (循環線) 

56 37 鴨 洲(平瀾街) - 利東 鴨 洲 循環線)  

57 37A 鴨 洲(平瀾街) - 鴨 洲 利東 循環線)  

58 38 

(通宵服務) 
香港仔(西安街) - 利東 循環線) (通宵服務) 

59 39C 漁安苑(鴨 洲) - 香港仔 (循環線) 

60 39M 漁安苑(鴨 洲) - 天后站 

61 39S 香港仔(南寧街) - 深灣軒(鴨 洲) (循環線) 

62 40 赤柱村 - 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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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63 40M 赤柱(赤柱監獄)  - 海洋公園鐵路站 

64 40X 赤柱(赤柱監獄) - 銅鑼灣 

65 43M 峰華 - 柴灣站 (循環線) 

66 44M 

(通宵服務) 
柴灣站 - 小西灣 循環線) (通宵服務) 

67 45A 西區(第一街) - 干德道 (循環線) 

68 45S 西區(第一街) - 干德道(循環線) 

69 47E 小西灣第三期 -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循環線) 

70 47M 柴灣站 - 小西灣第三期 (循環線) 

71 47S 柴灣站 - 富欣花園 (循環線) 

72 48M 柴灣站(利眾街) -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73 49M 天后站 - 寶馬山 (循環線) 

74 50 耀東 - 西灣河 (循環線)  

75 51 田灣  - 香港仔 (循環線) 

76 51A 華貴 - 田灣 循環線) 

77 51S 華貴 - 香港仔 (循環線) 

78 52 香港仔(石排灣) - 赤柱監獄 

79 54 中環(碼頭) - 瑪麗醫院 (循環線) 

80 54M 堅尼地城站 - 瑪麗醫院 

81 54S 摩星嶺道 至 中環(碼頭)  

82 55 瑪麗醫院 - 中環站(干諾道中) (循環線) 

83 56 半山區(羅便臣道) - 北角(馬寶道) 

84 56A 半山區(羅便臣道) - 銅鑼灣 (循環線) 

85 58 香港仔(湖南街) - 堅尼地城站 

86 58A 香港仔(湖南街) - 堅尼地城站 

87 58M 貝沙灣南灣 - 堅尼地城站 

88 59 堅尼地城站 -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89 59A 香港仔(東勝道) -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 

90 59B 香港仔(東勝道) - 深灣道公共交通總站(經香港防癌會) (循環線)  

91 62 杏花 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小西灣(富怡花園) (循環線) 

92 62A 小西灣(藍灣半島)公共運輸交匯處 - 杏花 公共運輸交匯處 

93 63 海怡半島 - 瑪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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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94 63A 香港仔 - 華富 循環線) 

95 65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 北角(堡壘街) 

96 65A 柴灣(康民街) - 魚涌(途經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循環線) 

97 66 愛秩序灣 - 柴灣(環翠道) (循環線) 

98 66A 愛秩序灣 -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循環線) 

99 68 愛秩序灣 - 魚涌(海灣街) (循環線)  

100 69 數碼港 - 魚涌(船塢里) (循環線) 

101 69A 數碼港 - 香港仔 (循環線) 

102 69X 數碼港 - 銅鑼灣(駱克道) (循環線) 

 

B. 九龍區 

 路線 起點 - 終點 

1 2 紅磡(黃埔花園) - 又一城公共運輸交匯處 

2 2A 紅磡(黃埔花園) - 又一城公共運輸交匯處 

3 2M 黃埔站 - 九龍城(福佬村道) (循環線) 

4 3 尖沙咀(亞士厘道) - 大同新  

5 5M 窩打老道山(學餘里) - 旺角站 (循環線)  

6 6 紅磡(黃埔花園) - 尖沙咀(漢口道) 

7 6A 德民街 - 廣東道 (循環線) 

8 6X 紅磡(黃埔花園) - 尖沙咀(漢口道) 

9 8 尖沙咀(漢口道) - 何文田  

10 
8 

短程服務 
忠孝街 - 尖沙咀(漢口道) 

11 8M 何文田(常和街) - 何文田站 

12 8S 尖沙咀(漢口道) - 何文田 公共運輸交匯處 

13 9M 白田上 - 石硤尾站 (循環線) 

14 12 白田 - 旺角東站 

15 12A 大同新 - 旺角東站 

16 12B 港灣豪庭 - 旺角東站 

17 
12B 

特別服務 
港灣豪庭 - 西洋菜南街 

18 12S 大角咀(櫻桃街) - 旺角東站 (循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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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19 13 九龍塘(廣播道) - 紅磡渡輪碼頭大堂 

20 13A 九龍塘(廣播道) - 樂富中心 

21 15 啟成街 - 九龍灣站(偉業街) (循環線) 

22 16 扎山道(彩雲邨) - 坪石邨 (循環線) 

23 16A 豐盛街 - 坪石邨 (循環線) 

24 16B 曉暉花園 - 坪石公共運輸交匯處 

25 16S 峻弦 - 坪石邨 (循環線) 

26 17M 九龍醫院 - 太子站 (循環線) 

27 18M 黃大仙站 - 慈雲山(北) 

28 19 新蒲崗 - 慈雲山道(沙田坳  

29 19A 宏景花園 -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循環線) 

30 19M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慈雲山道(沙田坳  

31 19S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慈雲山購物中心 

32 20 新蒲崗 - 慈雲山(北) (循環線) 

33 20M 新蒲崗 - 黃大仙站 

34 22A 樂華村 - 觀塘碼頭 (循環線) 

35 22M 樂華村 - 觀塘站 (循環線) 

36 23 觀塘(雲漢街) - 同仁街臨時公共小型巴士(專線)服務總站 

37 23B 同仁街臨時公共小型巴士(專線)服務總站 - 茶果嶺 

38 23C 麗港城 - 油塘站(茶果嶺道) (循環線) 

39 23M 同仁街臨時公共小型巴士(專線)服務總站 - 藍田站(茜發道) 

40 23S 麗港城公共交通總站 - 藍田站(茜發道) 

41 24 三家村碼頭 - 藍田 (循環線) 

42 24M 興田(碧雲道) - 油塘公共運輸交匯處 

43 25M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交通交匯處 - 東頭邨(東隆道) 

44 25M(S)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交通交匯處 - 香港浸會大學 (循環線)  

45 26 土瓜灣(浙江街) - 九龍站 

46 
26 

短程服務 
海逸豪園 - 紅磡站 (循環線) 

47 26A 仁勇街 - 九龍站 

48 26M 土瓜灣(浙江街) - 黃埔站 

49 26X 海逸豪園 - 佐敦(渡船街) (循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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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50 27M 樂民新 美善同道) - 旺角站 

51 27MS 旺角站 - 何文田(常樂街)  

52 28M 九龍城(偉恆昌新 - 旺角站 

53 28MS 九龍城(偉恒昌新邨) - 何文田站 

54 29A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交通交匯處 - 廣播道 (循環線)  

55 29B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交通交匯處 - 筆架山 (循環線) 

56 30A 澤安 - 旺角站 

57 30B 澤安  - 石硤尾站 (循環線) 

58 32M 龍坪道 - 石硤尾 (循環線) 

59 33A 海港花園 - 鑽石山站 

60 33M 海港花園 - 黃大仙站 

61 34M 曉麗苑 - 觀塘(裕民坊) (循環線) 

62 34S 秀茂坪(上)巴士總站 - 觀塘(裕民坊) (循環線)  

63 35 彩霞邨 - 康利苑 

64 36A 鱷魚山(康利苑) - 裕民坊 (循環線) 

65 37A 黃大仙站 - 慈雲山(北) 

66 37M 黃大仙站 - 慈民邨 (循環線) 

67 38M 竹園北 - 黃大仙站(沙田坳道) 

68 39M 樂富 - 東頭 (循環線)  

69 41A 又一村 - 石硤尾站 (循環線)  

70 41M 又一村 - 石硤尾站 (循環線) 

71 42 長沙灣(汝州西街) - 澤安邨  

72 43M 大角咀(櫻桃街) - 油麻地港鐵站 (循環線) 

73 
43M 

短程服務 
旺角(柏景灣)巴士總站 - 油麻地港鐵站 (循環線) 

74 
43M 

特別服務 
欣翔道(御金國 - 油麻地港鐵站 (循環線) 

75 44A 長沙灣廣場 - 海麗 循環線) 

76 44M 昂船洲 - 荔枝角(長順街) (循環線) 

77 44S 海麗 - 青山道 (循環線)  

78 45B 深水 基隆街) - 蘇屋 循環線) 

79 45M 明愛醫院 - 深水 基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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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80 46 麗晶花園 - 大角咀(奧運站) 

81 47 順利 - 翠屏(福塘道) (循環線)  

82 48 順利 - 九龍灣 (循環線) 

83 49 順天 - 九龍城碼頭 (循環線) 

84 49M 順天 - 坪石 (循環線) 

85 50 基督教聯合醫院 - 觀塘(裕民坊) (循環線) 

86 51M 麗晶花園 - 九龍灣站 (循環線) 

87 52 竹園 - 新蒲崗 

88 53M 樂富站 - 天馬苑(金竹里) (循環線) 

89 54 順天 - 樂富 

90 54M 順天 - 坪石 (循環線)  

91 54S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 黃大仙(沙田坳道) (循環線) 

92 56 麗晶花園 - 崇仁街 

93 57M 佐敦站(南京街) - 伊利沙伯醫院 

94 59 翠屏南邨 - 協和街 (循環線) 

95 59M 翠屏南邨 - 福塘道 

96 60 藍田 - 順利 循環線) 

97 62S 藍田(廣田 - 尖沙咀 

98 63 藍田(廣田邨) - 觀塘(同仁街) (循環線)  

99 
66S 

(通宵服務) 
斧山道 - 旺角 (通宵服務) 

100 68 彩雲 - 九龍灣 (循環線)  

101 69 麗港城 - 九龍城(獅子石道) 

102 69A 麗港城 - 通菜街 

103 70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大角咀(維港灣) 

104 70A 鑽石山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奧運站交通交匯處  

105 71A 寶達邨 - 藍田站 (循環線) 

106 71B 秀茂坪邨 - 藍田站 

107 72 宏景花園 - 又一城公共交通總站 

108 73 又一城公共交通總站 - 慈雲山中心 (循環線) 

109 74 九龍站 - 旺角(聯運街) (循環線) 

110 74S 九龍站 - 何文田山道 (循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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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111 75 深水 富昌 - 長沙灣(青山道) (循環線) 

112 75A 深水 富昌 - 桂林街 (循環線) 

113 76A 廣田 - 基督教聯合醫院 (循環線)  

114 76B 基督教聯合醫院 - 油塘公共運輸交匯處 

115 77M 九龍站 - 尖沙咀東 (循環線) 

116 78 大角咀(維港灣)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尖沙咀(北京道) (循環線) 

117 78A 大角咀(維港灣)公共運輸交匯處 至 尖沙咀(北京道)  

118 79K 旺角(柏景灣) - 旺角東站 (循環線) 

119 
79K 

短程服務 
旺角(柏景灣) - 上海街 (循環線) 

120 79M 瓊東街 - 黃大仙站 

121 79S 瓊東街 - 龍翔道(鑽石山站) (循環線) 

122 80M 君頤峰 - 佐敦站 (循環線) 

123 81K 深水 海麗 - 美孚站 (循環線) 

124 83A 彩福 - 坪石 

125 83M 彩盈 - 坪石 

126 85 新蒲崗(譽港灣) - 又一城公共交通總站 

127 86 郵輪碼頭 - 九龍灣(德福花園) (循環線) 

128 87 鯉魚門邨公共運輸交匯處 - 九龍灣(啟仁街) (循環線) 

129 88 啟晴邨(啟德) - 黃大仙站 (循環線) 

130 89A 安達臣道發展區 - 牛頭角(佐敦谷北道) (循環線) 

131 89B 安達臣道發展區 - 九龍灣(常怡道) (循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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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C. 新界區 

 路線 起點 - 終點 

1 2 西貢 - 蠔涌 

2 3 西貢 - 菠蘿輋 

3 3A 西貢 - 南山新村 

4 4 西貢 - 對面海 

5 4A 西貢 - 對面海(海濱別墅) 

6 7 西貢 - 海下 

7 9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 西貢 

8 11A 坑口村 - 坑口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9 11M 坑口站公共運輸交 處 - 香港科技大學(北站)  

10 12 西貢 - 寶林 

11 15 坑口 - 康盛 

12 15A 坑口 - 茵怡花園 

13 15M 寶琳站 - 康盛 

14 16 寶林 - 布袋澳 

15 17A 寶琳站 - 寶康路 

16 17M 寶琳站 - 翠林 

17 20A 大埔墟站 - 大埔那打素醫院 (循環線) 

18 20B 大埔墟站 - 洞梓 

19 20C 大埔墟站 - 大美督 

20 20E 大埔墟站 - 山寮 (循環線) 

21 20K 大埔墟站 - 三門仔 

22 20M 鳳園 - 大埔中心 (循環線) 

23 20P 鳳園 - 大埔墟站 (循環線) 

24 20R 大埔墟站 - 烏蛟騰  

25 20S 馬窩 - 大埔墟 (循環線) 

26 20T 慈山寺 至 大埔墟站 

27 20X 大埔墟站 - 大埔那打素醫院 

28 21A 大埔頭 - 大埔墟 

29 21K 圍頭 - 大埔墟 (循環線) 

30 22K 大埔墟 - 錦山  

31 23K 新屋家 - 大埔墟 (循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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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32 23S 打鐵屻 - 大埔墟 

33 25A 大埔墟 - 南華莆 (循環線)  

34 25B 大埔墟 - 九龍坑/元嶺 (循環線)  

35 25K 大埔墟 - 梧桐寨 

36 26 香港教育大學 - 馬鞍山海柏花園 

37 26A 香港教育大學 - 大埔墟(廣福道) (循環線)  

38 27 香港科學園 - 沙田(排頭街) 

39 27A 白石角(天賦海灣) - 沙田(排頭街) 

40 28K 大埔墟站 - 沙田(白鶴汀街) (循環線)  

41 28S 白石角(天賦海灣) - 沙田(白鶴汀街) (循環線)  

42 31 元朗(康景街) - 唐人新村(循環線) 

43 31A 唐人新村 - 元朗廣場 (循環線) 

44 32 元朗站(北)交通交匯處 - 丹桂村 

45 33 元朗(泰豐街) - 下白泥 

46 34 元朗(泰豐街) - 流浮山 

47 34A 流浮山 - 廈村  

48 35 元朗(泰豐街) - 沙橋(尖鼻咀) 

49 36 元朗(福康街) - 大生圍鄉公所 

50 37 元朗(福康街) - 攸潭美村公所  

51 38 元朗(福康街) - 攸潭美西(近何生農場)  

52 39 公庵 - 元朗(鳳翔路) 

53 39A 公庵路(木橋頭) - 元朗(教育路) (循環線) 

54 40 小坑村 - 屯門市中心 (循環線) 

55 41 龍門居 - 置樂花園 

56 42 青磚圍 - 屯門市中心 (循環線) 

57 43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掃管笏(稔灣) (循環線) 

58 43A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青榕街 

59 43B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大欖涌 (循環線)  

60 43C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兆麟苑 

61 43S 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掃管笏(稔灣) (循環線) 

62 44 屯門碼頭 - 上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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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63 44A 屯門站公共交通交匯處 - 上水站 

64 44B 落馬洲(新田)公共運輸交 處 - 屯門站公共運輸交 處 

65 44B1 落馬洲(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 - 屯門碼頭 

66 45 大興花園 - 屯門市中心 (循環線) 

67 46 富泰邨 - 屯門市中心 (循環線) 

68 46A 景秀里 - 屯門市中心 (循環線) 

69 46M 荔崗街 - 荔景站 (循環線) 

70 47M 華景山莊 - 荔景站 (循環線) 

71 50A 上水站 - 古洞(南) 

72 50K 上水站 - 坑頭 

73 51K 上水站 - 河上鄉 

74 
51K 

特別服務 
上水站 - 料壆 

75 
51K 

輔助服務 
上水站 - 羅湖懲教所 

76 52A 粉嶺站 - 和滿街公共小型巴士總站 

77 52B 粉嶺站 - 鶴藪  

78 52K 粉嶺站 - 坪輋 

79 54A 粉嶺站 - 榮福中心  

80 54K 粉嶺站 - 龍躍頭 (循環線) 

81 55K 上水站 - 沙頭角(順隆街) 

82 56A 粉嶺站 - 和滿街公共小型巴士總站 

83 56B 粉嶺站 - 丹竹坑 

84 56C 粉嶺站 - 小坑村  

85 56K 粉嶺站 - 鹿頸 

86 57K 上水站 - 唐公嶺 

87 
57K 

輔助服務 
上水站 - 蕉徑 

88 58K 上水站 - 丙崗  

89 59K 上水站 - 蓮麻坑 

90 60K 沙田站 - 火炭平房區  

91 60P 沙田站 - 桂地街(華聯工業大廈) 

92 60R 沙田站 - 沙田馬場(彭福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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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93 62K 沙田站 - 沙田山莊 

94 68K 沙田站(排頭街) - 瑞峰花園  

95 69K 沙田站(排頭街) - 沙田渣甸山花園/華翠園 

96 71 元朗(元朗泰衡街) - 石湖塘(河背) 

97 72 元朗(元朗泰衡街) - 雷公田 

98 73 朗屏站(媽橫路) - 崇山新村 

99 
73 

短程服務 
塘頭埔 - 元朗(教育路) (循環線) 

100 
73 

特別服務 
大樹下東路(近大旗嶺) - 元朗(教育路) (循環線) 

101 74 元朗(福康街) - 盛屋村 

102 74A 元朗(福康街) - 東頭圍 

103 75 元朗(福康街) - 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  

104 
75 

短程服務 1 
元朗(福康街) - 下灣村 

105 
75 

短程服務 2 
新田(近新田郵政局) - 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 

106 76 元朗(福康街) - 小磡村 

107 77 天水圍 - 落馬洲(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 

108 77A 天水圍北(俊宏軒) - 博愛醫院 

109 77B 天水圍市中心 - 新元朗中心 

110 77P 天耀 至 落馬洲(新田)公共運輸交 處 

111 78 落馬洲(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 - 八鄉路(近大欖隧道轉車站) 

112 78A 八鄉路(近大欖隧道轉車站) - 錦上路站 

113 
79S 

(通宵服務) 
天水圍(俊宏軒) - 落馬洲管制站 (通宵服務) 

114 80 荃灣(川龍街/兆和街) - 川龍 

115 81 荃灣(兆和街) - 老圍 

116 81M 荃灣(兆和街) - 石圍角邨 

117 82 荃灣(兆和街) - 城門水塘 

118 82M 荃灣(兆和街) - 象山邨 

119 83A 荃灣(川龍街) - 安蔭 安捷街) (循環線) 

120 84 荃灣眾安街 - 荃威花園 

121 85 荃灣(兆和街) - 芙蓉山(竹林禪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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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122 86 荃灣如心廣場 - 石籬(梨貝街) 

123 
86A 

(通宵服務) 
荃灣(川龍街) - 石籬(梨貝街) (通宵服務) 

124 86M 荃灣(川龍街) - 石籬(梨貝街) 

125 87 荃灣(鹹田街) - 葵盛(盛芳街) 

126 87A 葵芳站(興寧路) - 昂運路 

127 87K 如心廣場巴士總站 - 葵芳站 

128 87M 葵芳站 - 貨櫃碼頭南路(四號碼頭) 

129 88 青衣邨 - 葵芳站 

130 88A 担杆山路 - 美景花園 (循環線) 

131 88B 翠怡花園 - 葵芳站 

132 88C 葵芳站 - 美景花園 

133 88D 宏福花園 - 葵芳站 

134 88E 青衣邨 - 青衣站 (循環線) 

135 88F 藍澄灣 - 青衣站 

136 88G 藍澄灣 - 葵芳站 

137 88M 葵芳站 - 西草灣路(香港聯合船塢) 

138 89 荃灣(河背街) - 石頭街 

139 89A 葵興站 - 荃灣(河背街) 

140 89B 祈德尊新 - 葵盛北(葵孝街) 

141 89M 葵盛北(葵孝街) - 葵芳站 (循環線) 

142 89P 石頭街 - 葵芳 (循環線) 

143 89S 葵芳站 - 葵盛北 (循環線) 

144 91 荔崗街 - 荃灣(鹹田街) 

145 91A 荔崗街 - 葵芳站(興寧路) 

146 93 華員 - 荃灣(鹹田街) 

147 93A 華景山莊 - 荃灣(鹹田街) 

148 94 石圍角 - 葵盛 

149 94A 梨木樹公共運輸交匯處 - 葵盛 

150 94S 荃灣如心廣場 - 城門水塘 

151 95 荃灣中心 - 荃灣如心廣場 

152 95A 荃德花園 - 荃灣站 (循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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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153 95K 荃灣西站 - 荃灣站 

154 95M 荃灣站 - 荃灣中心 

155 96 荃灣(海壩街) - 青龍頭 

156 96A 油柑頭村 - 荃灣站 (循環線) 

157 96B 麗城花園 - 荃灣站 (循環線) 

158 96C 荃灣站 - 碧堤半島 

159 96M 荃灣站 - 青龍頭 

160 96P 荃灣西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麗城花園 (循環線) 

161 98 荃灣(河背街) - 葵盛北(葵孝街) 

162 
98 

短程服務 
荃灣(河背街) - 高盛臺 (循環線) 

163 99 如心廣場 - 海濱花園 

164 101M 坑口站 - 西貢 

165 103M 將軍澳站公共運輸交滙處 - 清水灣 

166 107 靈實醫院 - 寶林公共運輸交匯處 (循環線)  

167 108A 彩明公共運輸交匯處 - 坑口(北) 

168 109M 清水灣半島 - 坑口站 

169 112M 康城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將軍澳工業 駿昌街) 

170 
112S 

(通宵服務) 
將軍澳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將軍澳工業 駿昌街) (通宵服務) 

171 113 峻瀅 - 坑口 (循環線)  

172 140M 屯門(恆福花園) - 青衣站 

173 301 祈德尊新 - 荃灣站 (循環線)  

174 301M 荃灣西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荃灣站 (循環線) 

175 302 豪景花園 - 葵芳 (循環線) 

176 308A 碧堤半島 - 青衣站 

177 308M 青衣站 - 荃灣(浪翠園) (循環線) 

178 310M 青衣站 - 荃灣(海濱花園) (循環線) 

179 312 梨木樹 公共運輸交匯處 - 青衣站 

180 313 荃灣(曹公街) - 瑪嘉烈醫院 

181 401 青衣碼頭 - 石蔭 

182 
402S 

(通宵服務) 
長亨 - 荃灣(眾安街) (通宵服務) 



附件二(第 15頁，共 18頁)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183 403 石籬(梨貝街) - 沙田圍 (循環線) 

184 403A 安蔭(安足街) - 沙田 杆莆街) (循環線) 

185 403P 石籬(梨貝街) - 沙田( 杆莆街) 

186 403X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東北葵涌 (循環線)  

187 404M 葵芳站 - 海濱花園 (循環線)  

188 405 長亨 - 荔景南 (循環線)  

189 406 石籬 - 葵盛 (循環線) 

190 407 長宏 - 瑪嘉烈醫院 

191 407A 葵芳站(興寧路) - 瑪嘉烈醫院 

192 407B 長宏 至 葵盛圍 

193 409 青衣(長亨) - 荃灣(荃灣街市街) (循環線) 

194 409K 青衣(長亨) - 荃灣西站 (循環線)  

195 409S 青衣(長亨) - 荃灣(荃灣街市街) 經 德海街 ( 循環線 ) 

196 410 瑪嘉烈醫院 - 東北葵涌 

197 412 葵涌 - 東北葵涌 (循環線) 

198 481 火炭(山尾街) - 荃灣市中心 

199 481A 荃灣市中心 - 沙田正街 (循環線)  

200 481B 荃灣市中心 - 大圍銅鑼灣山路 

201 
482 

(通宵服務) 
沙田市中心 - 荃灣市中心 (通宵服務) 

202 501A 雍盛苑 - 聯和墟 (循環線)  

203 501K 欣盛苑 - 粉嶺站 (循環線) 

204 502 大埔那打素醫院 - 清河  

205 601 元朗(鳳翔路) - 北圍村 

206 601B 北圍村 - 錦上路站 (循環線) 

207 601C 元朗(鳳翔路) - 錦上路站 (循環線) 

208 602 元朗(鳳翔路) - 大江埔 

209 602C 元朗(鳳翔路) - 錦上路站 (循環線) 

210 603 元朗(鳳翔路) - 逢吉鄉 

211 604 元朗(鳳翔路) - 山下村 

212 605 麒麟村 - 上水站 

213 608 橫台山(八鄉) - 元朗(鳳翔路) (循環線) 



附件二(第 16頁，共 18頁)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214 
608 

短程服務 
橫台山(八鄉) - 錦上路站 (循環線) 

215 609 元朗大球場 - 博愛醫院 (循環線) 

216 609B 朗善邨 - 元朗站 (循環線) 

217 611 山貝路 - 阜財街 (循環線) 

218 611A 元朗站 - 山貝路 (循環線) 

219 611B 鈞樂里 - 元朗站 (循環線) 

220 611P 山貝路 - 安信街 (循環線) 

221 618 天水圍(天恩 - 深圳灣口岸 

222 619 洪水橋(洪元路) - 天水圍站 (循環線) 

223 801 耀安 - 火炭(長瀝尾街) (循環線) 

224 803 顯徑 - 利安 

225 803K 顯徑 -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26 804 廣源 - 顯徑 

227 807A 大學站 - 海栢花園公共運輸交匯處 

228 807B 大學站 - 黃竹灣 (循環線) 

229 807K 大學站 - 井頭 

230 807P 大學站 至 馬鞍山鞍駿街 

231 808 錦英苑 - 威爾斯親王醫院 

232 
808 

特別服務 
錦英苑 - 新港城中心 

233 808A 耀安 - 火炭 (長瀝尾街) 

234 808P 恆安巴士總站 - 威爾斯親王醫院 

235 809K 沙田站(排頭街) - 水泉坳街 (循環線) 

236 810 沙田市中心 - 馬鞍山(雅典居) (循環線) 

237 811 穗禾苑 - 愉翠苑 

238 811A 華翠園 - 石門站 (循環線) 

239 811P 
銀城街銀城商場外 - 樂信徑駿景園及銀城街 2號第一城中心外 

(循環線) 

240 811S 穗禾苑一期 - 耀安(恆康街) (循環線) 

241 812 水泉澳 - 顯徑 (車公廟路) 

242 812A 水泉澳 - 沙田圍站 (循環線) 



附件二(第 17頁，共 18頁)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243 813 水泉澳 - 石門站 

244 813A 水泉澳 - 沙田醫院 (循環線) 

 

D. 往返港島區及九龍區 

 路線 起點 - 終點 

1 
61 

(通宵服務) 
小西灣(藍灣半島) -  旺角(快富街) (通宵服務) 

 

E. 往返港島區及新界區 

 路線 起點 - 終點 

1 
19S 

(通宵服務) 
坑口(北) - 銅鑼灣 (循環線) (通宵服務) 

2 
49S 

(通宵服務) 
屯門兆康苑 - 灣仔 (通宵服務) 

 

F. 往返九龍區及新界區 

 路線 起點 - 終點 

1 1 西貢 - 九龍灣(德福花園) 

2 1A 西貢 - 彩虹公共交通總站 

3 1S 
(通宵服務) 

西貢 - 彩虹公共交通總站 (通宵服務) 

4 10M 慧安園 - 觀塘(同仁街臨時專線小巴總站) 

5 11 坑口村 - 彩虹站(龍翔道) 

6 11B 彩虹站(龍翔道) - 香港科技大學(北站) 

7 11S 
(通宵服務) 

寶林 - 彩虹站(龍翔道) (通宵服務) 

8 13 康盛花園 - 觀塘(同仁街臨時專線小巴總站) 

9 17 翠林 - 藍田站 

10 47S 
(通宵服務) 

屯門碼頭 - 旺角 (通宵服務) 

11 48S 
(通宵服務) 

良景邨 - 旺角 (通宵服務) 

12 58S(通宵服務) 旺角站 - 上水站 (通宵服務) 

13 61M 世界花園 - 九龍塘(沙福道)公共運輸交匯處 



附件二(第 18頁，共 18頁)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158個營辦商的 515條路線詳情 

 

備註：以上所列的所有路線包括其通宵服務、短程服務、特別服務及輔助服務(如適用)。 

 路線 起點 - 終點 

14 61S 
(通宵服務) 

瀝源/禾輋 - 旺角站 (循環線) (通宵服務) 

15 90A 美孚 - 葵涌醫院 

16 90M 荔景山村 - 美孚站 (循環線)  

17 90P 美孚 - 瑪嘉烈醫院 

18 92M 華員 - 美孚站 (循環線) 

19 97A 華景山莊 - 長沙灣(長發街) 

20 102 坑口站 - 新蒲崗 

21 102B 煜明苑 - 彩虹 (循環線) 

22 102S 
(通宵服務) 

坑口站 - 新蒲崗 (通宵服務) 

23 103 清水灣 - 觀塘碼頭 

24 104 香港科技大學(南站) - 觀塘 (循環線) 

25 105 康盛花園 - 土瓜灣 

26 105S 
(通宵服務) 

康盛花園 - 土瓜灣 (通宵服務) 

27 106 寶林 - 九龍灣 

28 110 調景嶺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 九龍城 (循環線) 

29 111 寶林 - 新蒲崗 

30 411 葵涌(荔崗街) - 深水 元州街) (循環線) 

31 501S 
(通宵服務) 

上水站 - 裕民坊 (通宵服務) 

32 606S 
(通宵服務)  

元朗(鳳翔路) - 尖沙咀東(麼地道) (通宵服務) 

33 610S 
(通宵服務) 

天水圍(天瑞 - 尖沙咀(海防道) (通宵服務) 

34 616S 
(通宵服務) 

旺角 - 落馬州管制站 (通宵服務) 

35 805S 
(通宵服務) 

錦英苑 - 旺角 (通宵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