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072-C
2001 年第 72 號法律公告
《2001 年路 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 章) 第 5(1)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1 年 5 月 5 日起實施。
2. 指明非獨營路
現指明附表 ("非獨營路 ") 所列的路 為龍運巴士有限公司經營的路 。
3. 廢除
《1999 年路 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1999 年第 81 號法律公告) 現予廢除。
附表
[第 2 條]
非獨營路
機場巴士路 第 A31 號
荃灣 (愉景新城)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美環街、西樓角路、大河道、青山公路、葵
涌道、葵安道、興芳路、葵青路、青衣大橋、青衣路、青康路、青衣西路、長青公路、青衣
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機場路、暢航路、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
及㆞面運輸㆗心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往荃灣 (愉景新城)：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
處、機場路、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青衣西路、青康路、
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興芳路、葵興巴士總站、葵興路、禾塘咀街、葵涌道、青山公
路、西樓角路及美環街。
機場巴士路 第 A41 號
沙田 (圓洲角)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插桅杆街、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獅
子山隧道公路、沙角正街、白鶴㆜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
沙田鄉事會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象鼻山路、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
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路、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
大嶼山公路、機場路、暢航路、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心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往沙田 (圓洲角)：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
機場路、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青衣西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象鼻山路、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
公路、沙田鄉事會路、大埔公路、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
獅子山隧道公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及插桅杆街。
*
將開出名為第 A41P 號 的特別班次，行車路 如㆘：
馬鞍山 (耀安)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恆康街、馬鞍山路、錦英路、西沙路、馬鞍山
路、大老山公路、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翠榕橋、火炭路、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
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

城門隧道、象鼻山道、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
路、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機場路、暢航路、機場路、機
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心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 往馬鞍山 (耀安)：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
機場路、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青衣西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象鼻山道、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
公路、沙田鄉事會路、大埔公路、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火炭
路、翠榕橋、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大老山公路、馬鞍山路、西沙路、錦英路、馬鞍山路、
恆康街及耀安巴士總站。
機場巴士路 第 A43 號
粉嶺 (華明)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馬
會路、新運路、粉嶺車站路、新運路、㆖水巴士總站、龍運街、新運路、斜路、掃管埔路及
迴旋處、粉嶺公路、新田公路、青朗公路、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機場路、*(駿運路交
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暢航路、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心
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往粉嶺 (華明)：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
機場路、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嶺公路、斜路、掃管埔路、㆖
水巴士總站、新運路、龍運街、新運路、馬會路、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華明路、迴旋
處及雷鳴路。
*
㆖午 7 時及㆖午 7 時 40 分由粉嶺開出的兩班特別班次在前往客運大樓前將改道經觀
景路及東岸路。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31 號
荃灣 (愉景新城)往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途經美環街、西樓角路、大河道、沙咀道、德士
古道、荃富街、關門口街、青山公路、國瑞路、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青荃路、 杆山交
匯處、青敬路、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路、長青公路、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東交匯處、裕東路、順東路、達東路及東
涌㆞㆘鐵路巴士總站。
東涌㆞㆘鐵路巴士總站往荃灣 (愉景新城)：途經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達東路、順東路、
裕東路、東涌東交匯處、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青衣西路、
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敬路、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德
士古道、德士古道北、城門道、關門口街、沙咀道、大河道、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及美環街。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32 號
葵芳㆞鐵站往赤 角渡輪碼頭：途經葵芳㆞鐵站、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德
士古道、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青敬路、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
窩路、青衣西路、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東交匯處、
裕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
東岸路、機場路、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東岸

路及赤 角渡輪碼頭巴士總站。
赤 角渡輪碼頭往葵芳㆞鐵站：途經赤 角渡輪碼頭巴士總站、東岸路、暢連路、機場南交
匯處、暢連路、㆞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機場路、東岸路、觀景路、
未命名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駿運路、駿坪路、
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東涌東交匯處、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
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青衣西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敬路、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德士古道、城門道、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
路、葵義路及葵芳㆞鐵站。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33 號
屯門市㆗心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
路、汀九橋、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東交匯處、裕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駿
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暢連路、暢航
路、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心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往屯門市㆗心：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機
場路、東岸路、觀景路、未命名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
匯處、駿運路、駿坪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東涌東交匯處、
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汀九橋、屯門公路、皇珠路、海皇路、海珠路、屯門鄉事會路、
屯興路、屯喜路及屯匯街。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34 號
㆝水圍市㆗心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恩路、㆝榮路、㆝城路、㆝華路、㆝葵路、㆝
龍路、㆝城路、㆝恩路、㆝榮路、㆝瑞路、㆝湖路、㆝耀路、㆝福路、朗㆝路、@水邊圍交匯
處、宏達路、鳳池路、媽橫路、水邊圍路、# (擊壤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元
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
東涌東交匯處、裕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
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暢連路、暢航路、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
面運輸㆗心巴士站。
#
星期㆒至星期六 (除公眾假期外) ㆖午 7 時、㆖午 7 時 20 分及㆖午 7 時 40 分將由
元朗 (西)開出㆔班特別班次。
## 星期㆒至星期六 (除公眾假期外) ㆖午 6 時 40 分及㆖午 8 時 12 分將分別由水邊圍
及宏達路開出兩班特別班次。
### 每日㆖午 5 時 40 分將由水邊圍 開出㆒班早㆖特別班次。
@
星期㆒至星期六 (除公眾假期外) ㆖午 7 時 20 分及㆖午 7 時 40 分將由㆝水圍市㆗
心開出兩班特別班次 (不經元朗)。這些特別班次將途經+唐㆟新村交匯處、元朗公路、十八
鄉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東交匯
處、裕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觀
景路、東岸路、機場路、暢連路、暢航路、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心
巴士站。

+ 由㆝水圍市㆗心開出的特別班次 (不經元朗) 將視乎交通情況而改經水邊圍交
匯處、宏達路、朗業路及青山公路。
機場 (㆞面運輸㆗心)往㆝水圍市㆗心：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
機場路、東岸路、觀景路、未命名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
交匯處、駿運路、駿坪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東涌東交匯處、
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青朗公路、元朗公路、凹頭交匯處、青山公路、
水邊圍交匯處、朗㆝路、唐㆟新村交匯處、朗㆝路、㆝福路、㆝耀路、㆝湖路、㆝瑞路、㆝
榮路、㆝城路、㆝龍路、㆝葵路、㆝華路、㆝城路及㆝恩路。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41 號
大埔頭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大埔頭路、汀太路、汀角路、安慈路、大埔市㆗心巴士
總站、安慈路、安祥路、寶鄉街、廣福道、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吐露港公路、寶鄉橋、大埔
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象鼻山路、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青荃路、 杆山交匯
處、楓樹窩路、青衣西路、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東
交匯處、裕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
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暢連路、暢航路、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
心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往大埔頭：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機場路、
東岸路、觀景路、未命名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
駿運路、駿坪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東涌東交匯處、北大嶼
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青衣西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
荃路、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象鼻山路、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
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廣福道、寶鄉街、寶鄉橋、安祥路、安慈路、大埔市㆗心巴士總站、
安慈路、汀角路、大埔太和路、汀太路及大埔頭路。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42 號
沙田 (博康)往機楊 (㆞面運輸㆗心)：途經逸泰街、水泉坳街、沙角街、沙田圍路、沙田鄉
事會路、大埔公路、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獅子山隧道公
路、車公廟路、美田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象鼻山路、德士古道北、德
士古道、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路、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
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東交匯處、裕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
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
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心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 往沙田 (博康)：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機場南交匯處、
機場路、東岸路、觀景路、未命名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
交匯處、駿運路、駿坪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東涌東交匯處、
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青衣西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
處、青荃路、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象鼻山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大圍道、美田

路、車公廟路、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正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
禾路、沙田鄉事會路、沙角街、水泉坳街及逸泰街。
大嶼山北部對外通宵路 第 N30 號
元朗 (東)往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途經朗日路、青山公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朗
㆝路、㆝福路、㆝城路、㆝龍路、㆝葵路、㆝華路、㆝城路、㆝恩路、㆝榮路、㆝瑞路、㆝
湖路、㆝耀路、屏廈路、洪㆝路、元朗公路、屯門公路、杯渡路、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
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路、汀九橋、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機場路、暢連路、暢達路、
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機場路、東岸路、觀景路、未命名路、駿明路、觀
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駿運路、駿坪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
達東路及東涌㆞㆘鐵路巴士總站。
東涌㆞㆘鐵路巴士總站往元朗 (東)：途經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達東路、順東路、赤 角
南路、駿坪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
路、暢連路、㆞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
處、機場路、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汀九橋、屯門公路、皇珠路、海皇路、海珠路、屯
門鄉事會路、屯興路、屯喜路、屯門公路、元朗公路、洪㆝路、屏廈路、㆝耀路、㆝湖路、
㆝瑞路、㆝榮路、㆝城路、㆝華路、㆝葵路、㆝龍路、㆝城路、㆝福路、朗㆝路、水邊圍交
匯處、宏達路、媽橫路、水邊圍路、青山公路及朗日路。
大嶼山北部對外通宵路 第 N31 號
荃灣 (愉景新城)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美環街、西樓角路、大河道、沙咀道、德士
古道、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青敬路、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路、
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東交匯處、裕東路、順東路、
赤 角南路、駿坪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
機場路、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心
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往荃灣 (愉景新城)：途經㆞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暢達路、機
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機場路、東岸路、觀景路、未命名路、駿明路、觀景
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駿運路、駿坪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
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東涌東交匯處、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
公路、青衣西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敬路、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
德士古道、沙咀道、大河道、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及美環街。
大嶼山北部對外通宵路 第 N42 號
馬鞍山 (耀安)往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途經恆康街、馬鞍山路、錦英路、西沙路、馬鞍山
路、大老山公路、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沙田圍路、沙燕橋、沙田鄉
事會路、大埔公路、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獅子山隧道公
路、車公廟路、美田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象鼻山道、德士古道北、德
士古道、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路、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
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機場路、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

機場路、東岸路、觀景路、未命名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
交匯處、駿運路、駿坪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及東涌㆞㆘鐵路巴士總站。
東涌㆞㆘鐵路巴士總站往馬鞍山 (耀安)：途經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達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駿坪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
機場路、暢連路、㆞面運輸㆗心巴士站、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
交匯處、機場路、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青衣西路、楓樹
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象鼻山道、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
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大圍道、美田路、車公廟路、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正街、
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燕橋、沙田圍路、銀
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大老山公路、馬鞍山路、西沙路、錦英路、馬鞍
山路、恆康街及耀安巴士總站。
大嶼山北部穿梭路 第 S1 號
東涌㆞㆘鐵路巴士總站往機場 (客運大樓)(循環 )：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觀
景路、東岸路、東輝路、港龍航空／㆗航大廈通路、東輝路、東岸路、暢連路、機場南交匯
處、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東岸路、東輝路、
港龍航空／㆗航大廈通路、東輝路、東岸路、觀景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及東涌
㆞㆘鐵路巴士總站。
大嶼山北部穿梭路 第 S63 號
東涌㆞㆘鐵路巴士總站往機場 (航機膳食區)(經香港空運貨站) (循環 )：途經達東路、順
東路、赤 角南路、駿裕路、駿運南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西路、駿運路交匯處、
航膳東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及東涌㆞㆘鐵路巴士總站。
大嶼山北部穿梭路 第 S64 號
東涌㆞㆘鐵路巴士總站往赤 角渡輪碼頭 (經客運大樓)(循環 )：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東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
暢連路、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東岸路、赤 角渡輪碼
頭巴士總站、東岸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航膳東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赤 角
南路、順東路、達東路及東涌㆞㆘鐵路巴士總站。
行政會議秘書
鄭美施
行政會議廳
2001 年 3 月 13 日
註 釋
本命令取代 1999 年所頒布的命令 (1999 年第 81 號法律公告)，以更新龍運巴士有限公
司在大嶼山北部及赤 角機場經營的巴士行車路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