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075-C
2001 年第 75 號法律公告
《2001 年路 表 (大嶼山北部及赤 角機場)
(城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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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城巴有限公司經營的路 。
3. 廢除
《1999 年路 表 (大嶼山北部及赤 角機場) (城巴有限公司) 令》(1999 年第 79 號法
律公告) 現予廢除。
附表
[第 2 條]
非獨營路
機場巴士路 第 A11 號
銅鑼灣 (㆝后)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英皇道、銀幕街、琉璃街、英皇道、銅鑼灣道、
摩頓臺、告士打道㆝橋、京士頓街、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告士打道輔助道路、分域街、軒
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畢打街、干諾道㆗、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西九龍快速
公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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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銅鑼灣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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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路、西
九龍快速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遮打道、美利
道)、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及興發街。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經遮打道及美利道。
機場巴士路 第 A12 號
柴灣 (東)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常安街、豐業街、安業街、小西灣道、柴灣道、環
翠道、柴灣道、筲箕灣道、康山道、英皇道、銅鑼灣道、摩頓臺、告士打道㆝橋、告士打道、
杜老誌道㆝橋、港灣道、分域碼頭街、㆝橋、夏愨道、干諾道㆗、七號幹線、西區海底隧道、
西九龍公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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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逢星期㆒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午 7 時 10 分及㆖午 7 時 35 分會開出兩班機場㆟
員特別班次 (第 P12 號 )，由柴灣 (東) 往機場。這些特別班次途經：常安街、豐業街、安
業街、小西灣道、柴灣道、迴旋處、東區走廊、太古灣道、太榮路、太古城道、太茂路、太
古灣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銅鑼灣道、摩頓臺、告士打道㆝橋、告士打道、告士
打道內行車道、告士打道、夏愨道、干諾道㆗、七號幹線、西區海底隧道、西九龍公路、青

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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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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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航路、機場道、機場南交匯處、暢連路及㆞面運輸㆗心巴士站。
機場 (㆞面運輸㆗心)往柴灣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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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路、西九
龍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道㆗、夏愨道、添華道、龍匯道、分域碼頭街、港
灣道、杜老誌道、鴻興道、㆝橋、維園道、歌頓道、電氣道、渣華道、英皇道、筲箕灣道、
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小西灣道、安業街、豐業街及常安街。
#
逢星期㆒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午 5 時 35 分及㆘午 5 時 55 分會出開出兩班機場
㆟員特別班次 (第 P12 號 )，由機場 (㆞面運輸㆗心) 往柴灣 (東)，途經：㆞面運輸㆗心、
暢連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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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運路交匯處、機場道、北大嶼山公路、青嶼幹線、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
公路、長青隧道、青葵公路、西九龍公路、西區海底隧道、七號幹線、干諾道㆗、隧道、干
諾道㆗、夏愨道、告士打道、維園道、哥頓道、電氣道、渣華道、東區走廊、太古灣道、太
榮路、太古城道、太茂路、太古灣道、東區走廊、柴灣道、小西灣道、安業街、豐業街及常
安街。
機場巴士路 第 A21 號
紅磡車站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亞皆老街、
櫻桃街、櫻桃街㆘通道、海輝道、連翔道、荔灣交匯處、西九龍快速公路、青葵公路、長青
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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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紅磡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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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路、西九
龍快速公路、荔灣交匯處、荔寶路、深旺道、東京街西、通州街、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
荔枝角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及安運道。
機場巴士路 第 A22 號
藍田㆞鐵站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鯉魚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馬頭涌道、馬頭圍
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加士居道、佐敦道、連翔道、西九龍快速公路、青葵公路、長青
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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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藍田㆞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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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路、西
九龍快速公路、連翔道、佐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
太子道東、觀塘道及鯉魚門道。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11 號
銅鑼灣 (摩頓臺)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摩頓臺、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
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畢打街、干諾道㆗、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西
九龍快速公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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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銅鑼灣 (摩頓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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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路、西九
龍快速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道㆗、民吉街、統㆒碼頭道、民吉街、干諾道
㆗、夏愨道、紅棉路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及銅鑼灣道。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21 號
大角咀 (維港灣)往赤 角渡輪碼頭：途經海帆道、櫻桃街、連翔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
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彌敦道、長沙灣道、荔枝
角道、葵涌道、荃灣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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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路及赤 角渡輪碼頭巴士總站。
赤 角渡輪碼頭往大角咀 (維港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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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荃路、荃灣路、
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通道、 旋處、
海輝道及海帆道。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22 號
藍田 (北)往赤 角渡輪碼頭：途經德田街、啟田道、鯉魚門道、偉發道、偉業街、茶果嶺道、
成業街、開源道、觀塘道、㆝橋、龍翔道、鳳舞街、富美街、竹園道、聯合道、窩打老道、
歌和老街、大窩坪㆝橋、大埔道、呈祥道、㆝橋、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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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路及赤 角渡輪碼頭巴士總站。
赤 角渡輪碼頭往藍田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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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膳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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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路、㆝橋、呈祥道、大埔道、大窩坪㆝橋、
歌和老街、窩打老道、聯合道、竹園道、富美街、鳳舞街、龍翔道、大磡道、龍翔道、㆝橋、
觀塘道、鯉魚門道、偉發道、茶果嶺道、偉業街、觀塘繞道、鯉魚門道、啟田道、德田街及
安田街。

#
特別班次第 E22P 號行經以㆘路 ：
藍田 (北) 至赤 角渡輪碼頭：途經德田街、啟田道、鯉魚門道、偉發道、偉業街、茶果嶺
道、成業街、開源道、觀塘道、㆝橋、龍翔道、呈祥道、㆝橋、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
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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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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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路及赤 角渡輪碼頭巴士總
站。
赤 角渡輪碼頭至藍田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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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連路、東岸路、東輝道、港
龍航空／㆗航大廈通路、東輝路、東岸路、觀景路、未命名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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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
路、㆝橋、呈祥道、龍翔道、大磡道、龍翔道、㆝橋、觀塘道、鯉魚門道、偉發道、茶果嶺
道、偉業街、觀塘繞道、鯉魚門道、啟田道、德田街及安田街。
*
特別班次第 E22A 號行經以㆘路 :
將軍澳 (寶林公共運輸交匯處) 至赤 角渡輪碼頭：途經欣景路、佳景路、寶琳北路、寶寧
路、昭信路、環保大道、寶順路、唐明街、寶康路、靈康路、寶順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
軍澳隧道、將軍澳道、㆝橋、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觀塘道㆘通道、觀塘道、㆝橋、
龍翔道、呈祥道、㆝橋、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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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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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路及赤 角渡輪碼頭巴士總站。
赤 角渡輪碼頭至將軍澳 (寶林公共運輸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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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膳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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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路、㆝橋、呈祥道、龍
翔道、大磡道、龍翔道、㆝橋、觀塘道、觀塘道㆘通道、觀塘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將
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寶順路、唐明街、寶康路、靈康路、寶順路、環保大道、昭信
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及佳景路。
大嶼山北部對外路 第 E23 號
彩虹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彩虹迴旋處、彩虹道、㆝橋、太子道東、馬頭涌道、馬頭
圍道、浙江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德民街、德安街、黃埔花園巴士總站、德康
街、紅磡道、紅磡繞道、公主道連接路、漆咸道南、加士居道、佐敦道、連翔道、西九龍公
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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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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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青葵公路、西九龍快速公路、連翔道、佐
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蕪湖街㆘通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德民街、德
安街、黃埔花園巴士總站、德康街、紅磡道、庇利街、新柳街、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
涌道、太子道東、彩虹道、彩虹迴旋處及彩虹 通路。
大嶼山北部對外通宵路 第 N11 號
銅鑼灣 (摩頓臺)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摩頓臺、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
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畢打街、干諾道㆗、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西
九龍快速公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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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銅鑼灣 (摩頓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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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路、西九龍快速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道㆗、林士
街、德輔道㆗、遮打道、美利道、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及銅鑼灣道。
大嶼山北部對外通宵路 第 N21 號
㆝星碼頭往機場 (㆞面運輸㆗心)：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
荃灣路、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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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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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西路、楓
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大嶼山北部對外通宵路 第 N23 號
慈雲山 (北)往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途經慈雲山道、惠華街、慈雲山 (㆗) 巴士總站、惠
華街、慈雲山道、蒲崗村道、斧山道、鳳德道、蒲崗村道、彩虹道、太子道東、馬頭涌道、
馬頭圍道、漆咸道北、蕪湖街、德民街、德安街、黃埔花園巴士總站、德康街、紅磡道、紅
磡繞道、公主道連接路、漆咸道南、加士居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通道、
海輝道、連翔道、荔灣交匯處、西九龍快速公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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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命名道路、駿明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

航膳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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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巴士總站往慈雲山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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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膳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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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公
路、西九龍公路、連翔道、佐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蕪湖街㆘通道、機利
士南路、蕪湖街、德民街、德安街、黃埔花園巴士總站、德康街、紅磡道、庇利街、新柳街、
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東、彩虹道、蒲崗村道、鳳德道、斧山道、蒲崗村
道、慈雲山道、惠華街、雲華街及慈雲山道。
大嶼山北部對外通宵路 第 N26 號
藍田 (廣田 )往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途經碧雲道、連德道、㆝橋、秀茂坪道、曉光街、
秀明道、秀茂坪道、順安道、利安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龍翔道、蒲崗村道、鳳德道、
沙田坳道、黃大仙道、雅竹街、竹園道、龍翔道、呈祥道、㆝橋、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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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膳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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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巴士總站往藍田 (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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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膳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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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
公路、㆝橋、呈祥道、龍翔道、馬仔坑道、竹園道、雅竹街、黃大仙道、沙田坳道、鳳德道、
蒲崗村道、龍翔道、大磡道、龍翔道、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順清街、順景街、利安道、
順安道、秀茂坪道、秀明道、曉光街、秀茂坪道、㆝橋、連德道及碧雲道。
大嶼山北部對外通宵路 第 N29 號
將軍澳 (寶琳)往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途經欣景路、寶豐路、寶康路、寶琳北路、寶寧路、
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銀澳路、昭信路、環保大道、寶順路、唐明街、寶康路、靈康路、
寶順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道、啟田道、啟田道迴旋處、鯉魚門道、觀
塘道、㆝橋、龍翔道、鳳舞街、富美街、橫頭磡東道、橫頭磡南道、樂富巴士總站、橫頭磡
東道、富美街、鳳舞街、龍翔道、呈祥道、㆝橋、青葵公路、長青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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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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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巴士總站往將軍澳 (寶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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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膳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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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隧道、青葵
公路、㆝橋、呈祥道、龍翔道、鳳舞街、富美街、橫頭磡東道、橫頭磡南道、樂富巴士總站、
橫頭磡東道、富美街、鳳舞街、㆝橋、龍翔道、大磡道、龍翔道、㆖元街、鳳德道、斧山道、
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鯉魚門道、啟田道迴旋處、啟田道、將軍
澳道、掉頭路、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寶順路、唐明街、寶康路、
靈康路、寶順路、環保大道、昭信路、銀澳路、培成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康
路、寶豐路、欣景路及佳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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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52 號
東涌㆞㆘鐵路巴士總站往機場 (飛機維修區)：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觀景路、
駿裕路、駿運南路、駿運路、駿坪路及南環路。
機場 (飛機維修區)往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途經南環路、駿坪路、駿運路、駿運南路、駿
裕路、觀景路、赤 角南路、順東路、達東路及東涌㆞㆘鐵路巴士總站。
*
星期㆒至星期六 (除公眾假期外) ㆖午 7 時 25 分、㆖午 7 時 45 分、㆖午 8 時 15
分、㆖午
8 時 37 分及㆖午 9 時 02 分；以及㆘午 4 時 37 分、㆘午 4 時 57 分、㆘午 5 時 18 分、㆘午 5
時 38 分、㆘午 5 時 58 分及㆘午 6 時 18 分將由東涌㆞㆘鐵路巴士總站開出特別班次往駿坪路
亞洲空運貨站外，名為第 S52P 號
(循環 )。此路 將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赤 角南路、
觀景路、駿裕路、駿運南路、駿運路、駿坪路、駿運路、駿運南路、駿裕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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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55 號
赤 角渡輪碼頭往機場貨運區 (循環 )：途經東岸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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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景路、駿裕路、駿運南路、駿運路、
駿坪路、駿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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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赤 角渡輪碼頭往客運大樓，名為第 S55P 號
(循環 ) 的加班班次，將於每日
㆖午
6 時 18 分至㆖午 8 時 18 分每 30 分鐘開出㆒班，以及㆖午 8 時 18 分至㆖午 9 時 03 分每 15
分鐘開出㆒班。此路 將途經東岸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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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路及赤 角渡輪碼頭巴士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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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號法律公告)，以更新城巴有限公司在
大嶼山北部及赤 角機場經營的巴士行車路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