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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對南區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的意見書  

 

前言  

 

運輸署因應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東段 )分別在 2014年及 2015年投入

服務後而進行之南區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公民黨對計劃提出以

下意見。  

 

1.  公共交通及運輸政策  

 

政府在長遠的公共交通及運輸規劃上，以鐵路為主，專營巴士為輔。

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小型巴士、電車、的士及非專營巴士，

則會擔當輔助鐵路和專營巴士的角色。公民黨原則上認同這個大方

向。但是政府在執行上卻過分倚賴鐵路，令專營巴士服務逐漸萎縮，

淪為輔助鐵路的配角。  

 

根據運輸署統計數字，由 2002 年至 2012 年之間，全港公共交通乘

客每天人次由 1.088 千萬人次上升至 1.21 千萬人次，升幅為 5%，而

鐵路的乘客量則由 3.52 百萬人次大幅上升至 4.91 百萬人次，上升達

21.0%。但是專營巴士的乘客量卻由 4.26 百萬人次下降至 3.81 百萬

人次，下跌 10.4%。鐵路在公共交通所佔的乘客量由 32.5%上升至

40.6%，而專營巴士所佔的乘客量則由 39.4%下降至 31.7%。  

 

隨著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東段 )分別預計在 2014年及 2015年投入服

務之後，以上的情況將會加劇。鐵路的乘客量和比率都會繼續大幅

上升，而專營巴士的乘客量和比率則會繼續萎縮。  

 

政府在制訂是次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時，表示考慮了一籃子的因

素，當中包括公共交通工具之間須維持良性競爭，達至一個高效率

及互相協調配合的公共交通服務網絡。公民黨完全認同這個方向。

可惜重組計劃明顯是要專營巴士削減服務，強迫居民改乘鐵路。當

運輸系統過分倚賴鐵路時，專營巴士的車隊自然要收缩。但是每當

鐵路出現重大事故的時候，專營巴士就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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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 12月 16日將軍澳線因電纜鬆脫而導致港鐵將軍澳線全線停

駛，港鐵公司的後援巴士根本不能提供足夠的接駁服務，更談不上

接載乘客過海，而巴士公司又未有足夠車輛來支援，令乘客苦候而

怨聲載道。  

 

2.  鐵路與專營巴士如何互補  

 

相對於專營巴士，鐵路的運載量較大，行車時間亦較可靠。但是對

短程和超長程的乘客就未必及專營巴士吸引。如果只是一兩個地鐵

站之距，乘搭地鐵所須的時間和步行距離往往比較乘搭巴士所須的

多，對長者及傷健人士就更加不便。同樣地，如果是要站立十多個

地鐵站之後還要轉乘其他接駁交通工具的話，點對點的長程特快巴

士就相對吸引。小西灣往返中區和新界西北區往返市區的特快巴士

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一方面，部份鐵路路段現時已經非常擠迫，而長程特快巴士既可

提供較直接、舒適的服務，又可減輕這些路段的負荷。因此專營巴

士在提供短程接駁之外，亦應提升其長程接駁的功能。這樣才能讓

不同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維持良性競爭，達至一個高效率及互相協調

配合的公共交通服務網絡。可惜在這次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中，

巴士公司不但沒有利用剩餘的車隊去吸引長途乘客，反而將現在僅

有的長途路線縮減，而特快巴士服務就更加欠奉。明顯地政府只希

望專營巴士轉型為短程接駁的交通工具，而非提供長程特快服務，

以維護地鐵的利益。  

 

3.  專營巴士收費及轉乘安排  

 

若以相若距離作比較，巴士收費一般比鐵路稍為便宜。但是如果要

轉乘的話，乘坐巴士就比鐵路昂貴。現時的所謂轉乘優惠，只是在

第二程沒有收足全部車費。事實上如果總行車距離相若，則應提供

免費轉乘，一則可以為乘客提供更多選擇，節省時間、二則可以減

少路線迂迴，節省成本及減少佔用路面。可惜在這次公共交通服務

重組計劃中，未見有將免費轉乘服務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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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子科技的進步，巴士公司應全面實施轉乘，使乘客可以更直

接地到達目的地而節省時間，巴士公司可以因縮減車程而節省成本

開支，而政府亦可以因減少路面磨損而節省維修費用。但是轉乘安

排要成功必須符合以下原則：  

(1)  其中一程的班次必需頻密、或者有多條巴士線供選擇。例如香港

仔的居民可以在香港仔乘坐任何一輛行經黃竹坑的巴士，前往

黃竹坑轉乘另一輛巴士前往他們的最終目的地。  

(2)  轉乘地點需有上蓋遮擋，以免乘客受日曬雨淋之苦。  

(3)  相若的行程的總車資必須相同。  

 

4.  公共交通服務重組的大原則  

 

公民黨認為南區公共交通服務，因應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東段 )投入

服務而重組，須符合以下原則：  

(1)  專營巴士服務不應萎縮，讓市民有選擇的空間，及在地鐵有任何

突發事故時能及時提供足夠的支援。  

(2)  巴士公司應開拓新的路線，善用因與地鐵重疊而削減的巴士。  

(3)  巴士公司應該拓展特快長途路線，提供由南區分別往返東區、九

龍及新界的特快服務。  

(4)  全面實施轉乘，減少路線迂迴。  

(5)  確保乘客不會因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而要多付車資。  

 

 

5.  配合西港島線通車的建議  

 

運輸署在去年中發表了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的初步方案。經過第

一輪公眾諮詢之後，在去年年底發表了修訂建議。公民黨對修訂後

的建議某程度上接納了公眾的意見，表示歡迎。但是修訂建議部分

地方仍有不足之處，希望運輸署重新檢視。  

 

5.1 建議服務重組的路線組合  

 

(1)  城巴第 40及 40M號線服務重組  

相對於原方案將城巴第 40號線併入城巴第 40M號線，公民黨認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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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後的方案將城巴第 40M號線併入城巴第 40號線較為可取。   

 

(2)  新巴第 4、 4X及城巴第 7號線服務重組  

城巴第 7號線來回方向改道不經香港仔東勝道，以維持該線與現時大

致相約的整體行車時間，保持該線營運效率。這個方向正確，符合

公民黨倡議減少路線迂迴的大原則。但是為何又要多花近 10分的時

間繞經華富 (南 )呢，難道這樣又不影響營運效率嗎？同時由石排灣開

出的巴士在駛經華富 (南 )時已經差不多滿座，華富 (南 )的居民即使能

夠登車亦沒有座位，對他們並不公平。公民黨認為 4X號線應提供足

夠班之滿足經華富 (南 )的需求，而 7號線則無需繞經華富 (南 )。  

 

(3)  新巴第 43X和 46X號線（並重新編號為新巴第 43M號線）及城巴

第 70、 70M及M47號線服務重組  

若非香港仔隧道現時經常嚴重擠塞，由華貴邨及田灣前往灣仔甚至

中環，取道香港仔隧道會比行經西環較為直接。因此將 43X和 46X號

線的終點站由原來的灣仔及中環縮短至堅尼地城，而另外提供巴士

線路由華貴邨及田灣經香港仔隧往中環是正確的方向。但新開路線

43M號，價格及班次方面則有待改善，以便吸引居民使用及彌補需

要轉車和縮短原有路線的不便。  

 

由於港島南地鐵並未伸延到香港仔，因此香港仔居民未能受惠。現

時若乘搭 70號線往中環，非繁忙時間只需 20分鐘。但是若選擇乘搭

地鐵，需要先乘車前往黃竹坑站，轉乘港鐵至南金鐘站，步行至金

鐘站再轉港島線至中環站。連同上落月台，全程估計需時 40分鐘以

上。若要再轉乘東涌線，所需時間會更多，對老幼婦孺則更為不便。

因此 70號線的乘客量不會因地鐵通車而減少。將總站延長至華貴，

巴士公司必須在早上繁忙時段提供足夠特別班次由香港仔往中環，

以滿足香港仔居民的需求。另外在下班繁忙時間，為避免因中環塞

車影響，可考慮將部分巴士以金鐘為總站，舒緩金鐘及告士打道一

帶乘客候車時間。  

 

6.  配合南港島線 (東段 )通車  

 

6.1  建議服務重組的路線組合  

 

(1)  城巴第 48、 71、 75號線服務重組  

重組計劃中建議將城巴第 48號線改道途經黃竹坑新鐵路站，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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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見。但是建議將城巴第 75號線併入城巴第 71號線，公民黨則

不表認同。現時由深灣乘搭 75號線往中環，非繁忙時間只需 25分鐘。

當南港島線落成後，如果選擇乘搭地鐵，連步行往黃竹坑地鐵站。

行車時間、轉乘步行和月台上落，估計約需 30分鐘以上，對在中環、

灣仔上班或在中環乘坐渡輪的乘客並不吸引。因此公民黨認為 75號

線應維持一定的班次，以滿足居民的需求。  

 

(2)  新巴第 78及 43M號線 (配合西港島線通車建議路線 )服務重組  

重組計劃中只建議增加新巴第 78號線的班次，而沒有將路線重組，

公民黨認為有所不足。當南港島線通車之後，由華貴、香港仔等地

區前往黃竹坑轉乘地鐵的乘客將會大幅增加。但是由華貴往黃竹坑

的車程卻要繞經田灣及香港仔中心，除了令乘客多花時間之外，在

田灣和香港仔候車的乘客可能因滿座而不能登車。因此公民黨建議

將 78號線分拆成兩條路線。 78號線不經田灣及香港仔中心，以節省

行車時間。另開闢新線 78A，由田灣開出，經香港仔中心至黃竹坑，

以應付這些地區的需求。  

 

(3)  城巴第 90、 90C、 97及新巴第 590、 590A號線服務重組  

重組計劃中建議包括將新巴第 590A及城巴第 90C號線併入新巴第

590號線，又將城巴第 90和 97號線的中環終點站搬往灣仔，公民黨對

原則上不反對。但是對於建議大幅削減各線班次，公民黨則不表認

同。現時由海怡半島乘搭 590往中環，非繁忙時間只需 25分鐘。若全

日使用黃竹坑天橋將會更加快捷。當南港島線落成之後，如果選擇

乘搭地鐵，連行車時間、轉乘步行和月台上落，估計約需 30分鐘以

上，對在中環、灣仔上班和在中環乘坐渡輪的乘客並不吸引。因此

公民黨認為 590號線應維持現時的班次，另提供免費轉乘，讓海怡半

島和利東邨的居民可以以同等車資分別前往灣仔和中環。  

 

(4)  城巴第 90B、 98及新巴第 91、 94、 94X號線服務重組  

重組計劃中建議將新巴第 91、 94及輔 94X號線併入城巴第 90B號線，

公民黨原則上不反對，但是須顧及利東邨居民和前往德輔道西的乘

客的需求。加強 98號線的服務，令利東邨居民可以在香港仔轉乘其

他巴士，只須補回差價。另外現時新巴車費比城巴貴，巴士公司應

交代合併後城巴第 90B號線的收費安排。  

 

(5)  新巴第 93及 93A號線服務重組  

重組計劃中建議取消新巴第 93A號線，又將新巴第 93號線亦改道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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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東邨，除減少班次之外，路線又變得迂迴，公民黨表示反對。這

兩條巴士線主要是供中半山學校的學生上學之用。減少班次令部分

學生被迫改乘地鐵再在金鐘站轉乘巴士，令交通費上升。而在鴨脷

洲邨或海怡半島乘坐巴士的學生就因要繞經利東邨而增加約 10分鐘

的車程。現時多條由海怡半島開出的巴士都繞經利東邨，將大量乘

客不必要地帶入利東邨，加重利東邨道的負荷，是繁忙時段擠塞的

主因，同時亦令巴士公司浪費資源。運輸署沒有把握這次路線重組

而減少迂迴路線，反而令原本直接的行程變得迂迴，是倒退的做法。 

 

假如真的因為有同學因南港島線落成而改搭地鐵，令這兩條巴士線

乘客量減少，巴士公司可以將由鴨脷洲邨開出的兩班巴士和由海怡

半島開出的兩班巴士合併、而由利東邨開出的三班巴士可以減為兩

班。同樣是減少班次，但是就免卻了不必要的迂迴。  

 

(6)  新巴第 66及城巴第 6、 6X、 73及 260號線服務重組  

公民黨對重組這一組路線沒有異議，但認為須加強城巴第 73號線的

班次。  

 

(7)  城巴第 973及 973P號線服務重組  

公民黨認同往來赤柱和尖沙咀的乘客可直接經香港仔隧道和紅隧過

海，沒有必要將他們帶入香港仔和薄扶林，加重這些地區的交通負

荷。但是須顧及原本由香港仔和薄扶林往返赤柱的乘客的需求。加

強城巴第 71及 73號線的班次。  

 

6.2 建議取消的路線  

 

重組計劃中建議取消多條巴士線。其取消新巴 /九巴第 671號線，公

民黨不能認同，因 671號線是現時唯一行走東隧連接東九龍甚至新界

東（如轉乘 307往大埔、及轉乘 681往馬鞍山等）的過海巴士。這條

巴士線以往乘客不多，主因是班次疏落（非繁忙時間達 27分鐘一斑，

最繁忙的時間亦要等 12分才有一班）、路線迂迴（在海怡開出卻繞

經利東邨，非繁忙時間亦要多走 10分鐘，繁忙時間更要多走 15至 20

分鐘）、及沒有免費轉乘優惠，以致未能開拓新客源等等。事實上

由南區往返東九龍及新界東的乘客為數不少，重組計劃卻建議乘客

先乘搭 592號線再在銅鑼灣轉乘 116號線，或先乘搭 99號線再在北角

轉乘 619號線。事實上這兩個轉乘模式現在已經存在，如果是可行的

話何不現在就取消 617號線？問題是 116號線是行經紅隧而非東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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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乘 116號線所須的時間比乘搭 671號線為多。而 99號線班次疏落，

再者重組計劃中亦建議將來視乎乘客量轉變而調減班次。而 619號線

的班次亦不算頻密，因此全程所須的時間根本難以掌握。此等轉乘

建議顯示運輸署和巴士公司不但沒有妥善考慮現有的乘客的需求，

更沒有藉這次重組而開拓新客源。  

 

若果選擇乘搭地鐵，則須在金鐘、北角、油塘等三個站轉車，連行

車時間及月台上落，由海怡半島前往觀塘估計需要接近一個小時。

因此公民黨建議 671號線採取以下優化方案，以提供一條連接南區往

返東九龍和新界東的快速通道：  

(1)  由海怡開出不經利東邨，節省行車時間約 10分鐘（非繁忙時間計

算）；  

(2)  在黃竹坑至香港仔隧道之間讓南區其他乘客轉乘，只須補回車費

差價，以擴大客源；  

(3)  香港仔隧道之後不經銅鑼灣及天后，直接經東區走廊及糖水道轉

入渣華道，再一次節省行車時間約 15分鐘（非繁忙時間計算）； 

(4)  在東隧九龍出口讓乘客轉乘往九龍東及新界其他地區，只須補回

車費差價，再進一步以擴大客源；  

(5)  回程路徑與去程相若。  

 

公民黨估計優化後的 671號線由海怡半島往觀塘只需 40分鐘。若在東

隧九龍出口轉乘其他巴士前往大埔或馬鞍山等地亦只須一小時左

右。乘客量估計會因而大增。故此建議將班次加密至 10分鐘一班，

再視乎乘客量而再行增加班次。  

 

6.3 建議修改的路線  

 

重組計劃中建議城巴第 95C號線及城巴 /九巴第 107號線修改，減少迂

迴。公民黨認為方向正確。但是巴士公司應為受影響的乘客，即原

本乘搭 95C往返香港仔市中心、及乘搭 107號往返南朗山的乘客提供

免費轉乘。確保他們所付的總車資維持不變。巴士公司亦應加強兩

條路線的班次，以善用因修改路線而所節省的行車時間，而非如建

議般減少兩班巴士。  

 

7.  開拓新路線  

 

因路線重組，部分與地鐵重疊的路線或須削減巴士。公民黨建議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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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公司拓展以下特快長途路線，提供由南區分別往返東區及新界的

特快服務。  

(1)  將 99X 號線改為全日行走，提供特快長途路線往來南區及東區。

回程在健康邨站之後轉上東區走廊。另 99 號線改由華富開出，

不入香港仔中心，出香港仔隧道之後不經銅鑼灣及天后，直接

經東區走廊及糖水道轉入渣華道，讓乘客可在北角轉乘地鐵。

兩線回程路徑都與去程相若。  

(2)  開闢新線往來南區及荃灣，由香港仔開出，經薄扶林、西隧及西

九龍走廊直達荔枝角，再以荃灣為總站。乘客可在西隧九龍出

口轉乘往九龍西及新界其他地區，只須補回車費差價，以擴大

客源。回程路徑與去程相若。  

 

8. 結論  

 

公民黨認為是次重組計劃中很多建議都未有顧及南區居民的需要，

亦沒有善用資源，有效發揮鐵路及專營巴士的協同效應，為市民提

供方便、快捷和可靠的交通服務。公民黨要求運輸署慎重考慮以上

提出的意見，優化重組計劃。  

 

 

公民黨  

2014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