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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第 165 號法律公告
《2006 年路㵟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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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6 年 11 月 8 日起實施。

2.

指明非獨營路㵟

現指明附表所列的路㵟為新大嶼山巴士 (1973) 有限公司享有非獨有權利經營公共
巴士服務的路㵟。

3.

廢除

《2004 年路㵟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 有限公司) 令》(2004 年第 205 號法律公告 )
現予廢除。
附表
非獨營路㵟

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1 號
梅窩——大澳
梅窩往大澳：途經嶼南道、怱山道及大澳道。
大澳往梅窩：途經大澳道、怱山道及嶼南道。

[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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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大嶼山昂坪路㵟第 1R 號
紅磡碼頭廣場——昂坪
紅磡碼頭廣場往昂坪：途經華信街、紅鸞路、紅磡繞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長沙
灣道、東京街、東京街西、深旺道、荔寶路、連翔道、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
青公路、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海濱路、順東路、 *(達東路、東涌地鐵
巴士總站、達東路、順東路、) 裕東路、松仁路、東涌道、嶼南道、怱山道、深
屈道及昂坪路。
* 如巴士仍有剩餘載客量，往昂坪的巴士將會途經東涌地鐵巴士總站。

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1S 號
梅窩——大澳
梅窩往大澳：途經嶼南道、怱山道及大澳道。
大澳往梅窩：途經大澳道、怱山道及嶼南道。

南大嶼山昂坪路㵟第 2 號
梅窩——昂坪
梅窩往昂坪：途經嶼南道、怱山道、深屈道及昂坪路。
昂坪往梅窩：途經昂坪路、深屈道、怱山道及嶼南道。

南大嶼山昂坪路㵟第 2S 號
梅窩——昂坪
梅窩往昂坪：途經嶼南道、怱山道、深屈道及昂坪路。
昂坪往梅窩：途經昂坪路、深屈道、怱山道及嶼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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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3 號
梅窩——東涌舊碼頭
梅窩往東涌舊碼頭：途經 #[銀礦灣路、銀石街、銀礦灣路、] 嶼南道、東涌道、松仁
路、裕東路、順東路、達東路、 @[東涌地鐵巴士總站、] 順東路、裕東路、松仁
路、 A9 路及東涌道。
東涌舊碼頭往梅窩：途經東涌道、 A9 路、松仁路、裕東路、順東路、達東路、 @[東
涌地鐵巴士總站、] 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東涌道、嶼南道及 #[銀
礦灣路、銀石街、銀礦灣路]。
# 延伸至服務梅窩舊墟的班次。
@ 短程班次由東涌地鐵巴士總站開出及終止 (即第 3M 號路㵟)。

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4 號
梅窩——塘福
梅窩往塘福：途經嶼南道。
塘福往梅窩：途經嶼南道。
南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11 號
大澳——東涌市中心
東涌市中心往大澳：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東涌道、嶼南道、怱山
道及大澳道。
大澳往東涌市中心：途經大澳道、怱山道、嶼南道、東涌道、松仁路、裕東路、順東
路及達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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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11S 號
東涌市中心——大澳
東涌市中心往大澳：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東涌道、嶼南道、怱山
道及大澳道。
大澳往東涌市中心 ：途經大澳道、怱山道、嶼南道、東涌道、未命名臨時路、松逸
街、松滿路、裕東路、順東路及達東路。

南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13S 號
東涌市中心——梅窩
東涌市中心往梅窩：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東涌道及嶼南道。
梅窩往東涌市中心 ：途經嶼南道、東涌道、未命名臨時路、松逸街、松滿路、裕東
路、順東路及達東路。

南大嶼山昂坪路㵟第 21 號
大澳——昂坪
大澳往昂坪：途經大澳道、怱山道、深屈道及昂坪路。
昂坪往大澳：途經昂坪路、深屈道、怱山道及大澳道。

南大嶼山昂坪路㵟第 21S 號
大澳——昂坪
大澳往昂坪：途經大澳道、怱山道、深屈道及昂坪路。
昂坪往大澳：途經 *昂坪路、深屈道、怱山道及大澳道。
* 視乎乘客需求，本路㵟可由延慶寺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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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大嶼山昂坪路㵟第 23 號
昂坪——東涌市中心
昂坪往東涌市中心：途經昂坪路、深屈道、怱山道、嶼南道、東涌道、松仁路、裕東
路、順東路及達東路。
東涌市中心往昂坪：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東涌道、嶼南道、怱山
道、深屈道及昂坪路。

南北大嶼山昂坪路㵟第 23S 號
東涌市中心——昂坪
東涌市中心往昂坪：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東涌道、嶼南道、怱山
道、深屈道及昂坪路。
視乎乘客需求，短程班次可經由東涌舊碼頭至長沙海灘，及由長沙海灘至昂坪。

昂坪往東涌市中心：途經昂坪路、深屈道、怱山道、嶼南道、東涌道、松仁路、裕東
路、順東路及達東路。

南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34 號
東涌市中心——石門甲
東涌市中心往石門甲：途經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逸東街、逸東擥公共
運輸總站、逸東街、東涌道、東涌舊碼頭、東涌道、松仁路、東涌道、 #(黃龍坑
道、東涌道) 及石門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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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甲往東涌市中心：途經石門甲路、東涌道、 #(黃龍坑道、東涌道、) 松仁路、逸
東街、逸東擥公共運輸總站、逸東街、東涌道、東涌舊碼頭、東涌道、松仁路、
裕東路、順東路及達東路。
# 途經赤杢角村的班次。

南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A35 號
梅窩——機場 (客運大樓)
梅窩往機場 (客運大樓)：途經嶼南道、塘福村、嶼南道、東涌道、松仁路、裕東路、
順東路、赤杢角南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路、東岸路、機場路及暢達
路。
機場 (客運大樓) 往梅窩：途經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機
場路、東岸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駿運路、赤杢角南路、順東路、達東
路、東涌地鐵巴士總站、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東涌道、嶼南道、
塘福村及嶼南道。

北大嶼山路㵟第 36 號
東涌市中心——小蠔灣車輛扣押中心 (循環㵟)
東涌市中心往小蠔灣車輛扣押中心 (循環㵟)：途經達東路、翔東路、小蠔灣政府維修
廠通路、翔東路、深峰路、翔東路、達東路、順東路及達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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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嶼山路㵟第 37 號
東涌 (逸東擥公共交通總站)——東涌北 (映灣園)
東涌 (逸東擥公共交通總站 ) 往東涌北 (映灣園 )：途經逸東街、松仁路、裕東路、
@(松滿路、松逸街、松滿路、裕東路、) 順東路、達東路、東涌地鐵巴士總站、
達東路、順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新發展碼頭、東涌海濱路、惠東路、文東路
及健東路。
@ 上課日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公眾假期除外)，下午 12 時 05 分至下午 6 時開出的班
次適用。
東涌北 (映灣園) 往東涌 (逸東擥公共交通總站)：途經健東街、文東路、惠東路、東
涌海濱路、東涌新發展碼頭、東涌海濱路、順東路、達東路、東涌地鐵巴士總
站、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 *(裕東路東行、) #(松滿路、松逸街、松滿路、
裕東路、) 松仁路及逸東街。
# 上課日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7 時 05 分至上午 8 時 55 分及上
午 11 時 50 分至下午 1 時 50 分開出的班次適用。
*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 9 時 10 分至上午 11 時 30 分及下午 6
時 10 分至下午 8 時 10 分；及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7 時 20 分至下午 2
時 05 分及下午 6 時 05 分至下午 8 時 05 分開出的班次適用。
上課日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 7 時 50 分及上午 8 時 10 分，加開兩班
特別班次由東涌地鐵巴士總站開往東涌北 (映灣園)，途經達東路、順東路、東涌
海濱路、惠東路、文東路及健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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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嶼山路㵟第 38 號
東涌 (逸東擥公共交通總站)——東涌地鐵巴士總站 (循環㵟)
東涌 (逸東擥公共交通總站) 往東涌地鐵巴士總站 (循環㵟)：途經逸東街、松仁路、
裕東路、順東路、達東路、東涌地鐵巴士總站、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
路及逸東街。
凡於上課日子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繁忙時段，名為路㵟 38P 的特別班次的行車路㵟
如下：
東涌逸東擥 (裕東路 ) 往東涌地鐵巴士總站 (循環㵟 )：途經裕東路、順東路、達東
路、東涌地鐵巴士總站、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滿路、松逸街、松滿路及
裕東路。

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N1 號
梅窩——大澳
梅窩往大澳：途經 *(銀礦灣路、銀石街、銀礦灣路、) 嶼南道、怱山道及大澳道。
* 視乎乘客需求，本路㵟可途經梅窩舊墟。

南北大嶼山普通路㵟第 N35 號
梅窩——機場 (客運大樓)
梅窩往機場 (客運大樓)：途經嶼南道、塘福村、嶼南道、東涌道、松仁路北行、松仁
路南行、裕東路、順東路、赤杢角南路、駿坪路、駿運路、駿運路交匯處、觀景
路、東岸路、機場路及暢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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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 (客運大樓) 往梅窩：途經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機場路、機場南交匯處、機
場路、東岸路、觀景路、駿運路交匯處、駿運路、駿坪路、赤杢角南路、順東
路、達東路、順東路、裕東路、松仁路北行、松仁路南行、東涌道、嶼南道、塘
福村及嶼南道。

北大嶼山路㵟第 N38 號
東涌 (逸東擥公共交通總站)——東涌地鐵巴士總站
東涌 (逸東擥公共交通總站) 往東涌地鐵巴士總站：途經逸東街、松仁路、裕東路、
順東路及達東路。
東涌地鐵巴士總站往東涌 (逸東擥公共交通總站)：途經達東路南行、順東路、裕東
路、松仁路及逸東街。

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6 年 7 月 4 日

註 釋
本命令取代之前於 2004 年所作出的命令 (2004 年第 205 號法律公告)，以更新新
大嶼山巴士 (1973) 有限公司經營的巴士路㵟的路㵟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