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設有八達通雙向分段收費的巴士路線資料  

 

 

專營巴

士公司 

路線 全程收費 分段起點 分段終點 
八達通 

分段收費* 

在優惠計劃下發還給 

營辦商的票價差額 

長者 合資格殘疾人士 

九巴 53 $10.8 元朗站 豪景花園 $8.7 $2.4 $6.7 

荃灣西站 富泰 $8.7 $2.4 $6.7 

荃灣西站 豪景花園 $5.8 $0.9 $3.8 

$8.7 富泰 豪景花園 $6.8 $1.4 $4.8 

三聖 豪景花園 $4.9 $0.5 $2.9 

豪景花園 三聖 $4.9 $0.5 $2.9 

豪景花園 富泰 $6.8 $1.4 $4.8 

九巴 

 

64K $8.4 大埔墟站 上村球場 
$5.8 $0.9 $3.8 

元朗西 上村甫 

九巴 73A $10.5 粉嶺(華明) 大埔廣福邨 
$6.8 $1.4 $4.8 

$7.8 三渡坑 大埔廣福邨 

九巴 76K $7.4 上水站 米埔 $5.8 $0.9 $3.8 

$8.4 元朗(朗屏) 米埔 $5.2 $0.6 $3.2 

元朗(朗屏) 上水站 $7.4 $1.7 $5.4 

米埔 上水站 $5.8 $0.9 $3.8 

九巴 77K $7.4 上水 橫台山 
$5.8 $0.9 $3.8 

元朗(鳳翔路) 橫台山 

九巴 99 $6.8 西貢 烏溪沙站 $5.6 $0.8 $3.6 

大環 烏溪沙站 $4.1 $0.1 $2.1 

九巴 293S $16.6 坑口銀澳路 候王道 $10.3 $3.2 $8.3 

$13.4 寶達邨 候王道 $8.5 $2.3 $6.5 

$16.6 旺角東站 亞皆老街球場 $8.5 $2.3 $6.5 

$16.6 旺角東站 寶達邨 $13.4 $4.7 $11.4 

$13.4 富豪東方酒店 寶達邨 $8.5 $2.3 $6.5 

九巴 N73 $19.9 沙田市中心 上水站 $12.0 $4.0 $10.0 

$12 廣福邨 上水站 $9.6 $2.8 $7.6 

$19.9 落馬洲 上水站 $9.8 $2.9 $7.8 

$19.9 落馬洲 廣福邨 $12.0 $4.0 $10.0 

$12 上水站 廣福邨 $11.4 $3.7 $9.4 

九巴 N241 $15.8 長宏 美孚站 $9.1 
$2.6 $7.1 

紅磡站 美孚站 



 

 

專營巴

士公司 

路線 全程收費 分段起點 分段終點 
八達通 

分段收費* 

在優惠計劃下發還給 

營辦商的票價差額 

長者 合資格殘疾人士 

九巴 N41X $16.9 紅磡站 君匯港 $9.1 $2.6 $7.1 

九巴 N216 $13.4 油塘 候王道 
$8.5 $2.3 $6.5 

紅磡站 富豪東方酒店 

九巴 N293 $16.6 尚德 候王道 $10.3 $3.2 $8.3 

$13.4 寶達邨 候王道 $8.5 $2.3 $6.5 

$16.6 旺角東站  亞皆老街球場 $8.5 $2.3 $6.5 

$16.6 旺角東站  寶達邨 $13.4 $4.7 $11.4 

$13.4 富豪東方酒店 寶達邨 $8.5 $2.3 $6.5 

九巴 B1 $13.2 落馬洲站 元朗公園 $12.0 $4.0 $10.0 

龍運 N31 $21.6 機場 迎禧路 $5.2 $0.6 $3.2 

城巴 6 7.9元 赤柱監獄 赤柱村 $2.7 $0.0 $0.7 

赤柱監獄 淺水灣海灘 $4.6 $0.3 $2.6 

中環 

(交易廣場) 
東山臺 $4.6 $0.3 $2.6 

中環 

(交易廣場) 
淺水灣海灘 $5.3 $0.7 $3.3 

中環 

(交易廣場) 

馬坑 

（赤柱廣場） 
$7.3 $1.7 $5.3 

城巴 6A 7.9元 赤柱炮台 赤柱村 $2.7 $0.0 $0.7 

赤柱炮台 淺水灣海灘 $4.6 $0.3 $2.6 

中環 

(交易廣場) 
淺水灣海灘 $5.3 $0.7 $3.3 

城巴 6X 7.9元 赤柱監獄 赤柱村 $2.7 $0.0 $0.7 

赤柱監獄 淺水灣海灘 $4.6 $0.3 $2.6 

中環 

(交易廣場) 
淺水灣海灘 $5.3 $0.7 $3.3 

城巴 73 5.8元 數碼港 黃竹坑新圍 $3.9 $0.0 $1.9 

   數碼港 淺水灣海灘 $4.4 $0.2 $2.4 

   華富（北） 黃竹坑新圍 $3.0 $0.0 $1.0 

   鄉村俱樂部 淺水灣海灘 $2.7 $0.0 $0.7 

   赤柱監獄 赤柱村 $2.7 $0.0 $0.7 

   赤柱監獄 黃竹坑新圍 $4.6 $0.3 $2.6 

   淺水灣海灘 黃竹坑新圍 $2.7 $0.0 $0.7 

   
淺水灣海灘 

黃竹坑 

室內運動場 
$4.3 $0.2 $2.3 



 

 

專營巴

士公司 

路線 全程收費 分段起點 分段終點 
八達通 

分段收費* 

在優惠計劃下發還給 

營辦商的票價差額 

長者 合資格殘疾人士 

城巴 77 7.0元 筲箕灣 太祥街 $3.0 $0.0 $1.0 

城巴 85 3.7元 小西灣 (藍灣半

島) 
杏花邨 $2.7 $0.0 $0.7 

城巴 99 7.0元 筲箕灣 太祥街 $3.0 $0.0 $1.0 

城巴 260 10.6元 赤柱監獄 赤柱村 $2.7 $0.7 $0.7 

   中環 

(交易廣場) 
淺水灣海灘 $6.6 $4.6 $4.6 

城巴 N8X 9.4元 小西灣 

(藍灣半島) 
廣生行大廈 $6.3 $1.2 $4.3 

   健威花園 廣生行大廈 $4.6 $0.3 $2.6 

城巴 E21 14元 維港灣 弼街 $3.5 $0.0 $1.5 

   機場博覽館 裕東苑 $4.0 $0.0 $2.0 

城巴 E21A 14元 逸東邨 東涌 (北) $3.5 $0.0 $1.5 

城巴 

 

N11 31元 東涌消防局(往機

場)／裕東苑(往

港澳碼頭) 

機場(地面運輸中

心) 
$5.0 $0.5 $3.0 

城巴 N21 23元 機場(地面運輸中

心) 
裕東苑 $5.0 $0.5 $3.0 

城巴 N21A 23元 機場(地面運輸中

心) 
北大嶼山醫院 $5.0 $0.5 $3.0 

城巴 

 

B3A 

 

11元 
深圳灣口岸 

兆康苑 

兆賢閣 
$9.0 $2.5 $7.0 

新巴 9 6.9元 筲箕灣 山翠苑 $4.4 $0.2 $2.4 

   筲箕灣 西灣濾水廠 $6.1 $1.1 $4.1 

   石澳 大浪灣道 $3.6 $0.0 $1.6 

新巴 14 8.9元 嘉亨灣 山翠苑 $4.4 $0.2 $2.4 

   嘉亨灣 龜背灣 $6.1 $1.1 $4.1 

   
赤柱村 

赤柱炮台／ 

赤柱市集 
$3.4 $0.0 $1.4 

   赤柱村／ 

赤柱炮台 
龜背灣 $6.1 $1.1 $4.1 

新巴 15 9.8元 山頂 灣仔峽道 $7.2 $1.6 $5.2 

   中環碼頭 灣仔峽道 $7.2 $1.6 $5.2 

新巴 796C 7.9元 蘇屋  景泰街 $4.6 $0.3 $2.6 

http://hkbus.wikia.com/wiki/%E6%9D%B1%E6%B6%8C%E6%B6%88%E9%98%B2%E5%B1%80
http://hkbus.wikia.com/wiki/%E8%A3%95%E6%9D%B1%E8%8B%91


 

 

專營巴

士公司 

路線 全程收費 分段起點 分段終點 
八達通 

分段收費* 

在優惠計劃下發還給 

營辦商的票價差額 

長者 合資格殘疾人士 

新巴 N8 6.7元 
柴灣道 

杏花邨 

遊樂場 
$4.9 $0.5 $2.9 

新巴 N8P  7.2元 百德新街 灣景中心 $4.9 $0.5 $2.9 

嶼巴 B2 $12 深圳灣口岸 洪水橋 $8.5 $2.3 $6.5 

嶼巴 N35 $21# 機場 東涌 $6.3 $1.2 $4.3 

  $32^ 機場 東涌 $8.5 $2.3 $6.5 

嶼巴 A35 $15# 梅窩 東涌 $11.3 

不適用~ 

  $13# 貝澳 東涌 $9.2 

  $9.7# 塘福村 東涌 $6 

  $6.5# 石門甲 東涌 $2.7 

  $25^ 梅窩 東涌 $18.5 

  $20.5^ 貝澳 東涌 $15 

  $16.3^ 塘福村 東涌 $12 

  $9.8^ 石門甲 東涌 $4.8 

* 長者半價 (城巴第 260號線除外) 

# 星期一至星期六收費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收費 

~ 優惠計劃不涵蓋機場巴士「A」線 

 

備註 

1. 九巴: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龍運: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城巴: 城巴有限公司 

    新巴: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嶼巴: 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 

 

2. 以上表列的巴士路線均以八達通收取雙向分段收費，乘客上車時拍卡繳付全程車費，

在設有雙向分段收費的路段下車時，以同一張八達通卡再次拍卡便可享票價優惠

(嶼巴第 B2 、A35及 N35號線除外)。嶼巴第 B2號線採用「二段票」模式收取雙向

分段收費；嶼巴第 A35及 N35號線，乘客在登車時告知車長其目的地，當車長調

較八達通閱讀器至適用車費後，然後拍卡。 

 



 

3. 現時，1條九巴路線及 6條嶼巴路線以現金收取雙向分段收費。由於車費以現金方

式支付，因此，未涉及向營辦商發還票價差額。路線詳情如下： 

 九巴 72A(大圍站 - 大埔工業邨) 

 嶼巴 1(梅窩碼頭 - 大澳) 

 嶼巴 2(昂坪 - 梅窩碼頭) 

 嶼巴 3M(東涌市中心 - 梅窩碼頭) 

 嶼巴 4(塘福 - 梅窩碼頭) 

 嶼巴 23(東涌市中心 - 昂坪) 

 嶼巴 N1(梅窩碼頭 - 大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