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第 80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路 表 (九龍巴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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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5 月 8 日起實施。
2. 指明獨營路
現指明附表 1 ("獨營路 ") 所列的路 為九龍巴士 (1933) 有限公司經營的路 。
3. 指明非獨營路
現指明附表 2 ("非獨營路 ") 所列的路 為九龍巴士 (1933) 有限公司經營的路 。
4. 廢除
《1997 年路 表 (九龍巴士公司) (第 2 號) 令》(1997 年第 394 號法律公告) 現予廢
除。
附表 1 [第 2 條]
獨營路
無
-----------------------------附表 2 [第 3 條]
非獨營路
第 I 部——九龍路
九龍市區路 第 1 號
㆝星碼頭往竹園 ：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洗衣街、太
子道西、通菜街、界限街、嘉林邊道、東寶庭道、聯合道、東頭村道、鳳舞街、㆝橋、馬仔
坑道及竹園道。
竹園 往㆝星碼頭：途經竹園道、馬仔坑道、㆝橋、鳳舞街、東頭村道、聯合道、太子道西、
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九龍市區路 第 1A 號
㆝星碼頭往秀茂坪 (㆗)：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洗衣街、
太子道西、通菜街、界限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協和街、曉光街及秀明道。
秀茂坪 (㆗) 往㆝星碼頭：途經秀明道、曉光街、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觀塘
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 號
㆝星碼頭往蘇屋：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
道、東京街、保安道及長發街。
蘇屋往㆝星碼頭：途經廣利道、東京街、青山道、欽州街、荔枝角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A 號
樂華往美孚：途經樂華 通路、振華道、牛頭角巴士總站、佐敦谷北道、牛頭角道、㆝橋、
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東京街、廣利道、長發街、
保安道、興華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美孚往樂華：途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東京街、荔枝角道、彌敦道、旺角道、西
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牛頭角道、振華道及樂華 通路。
九龍市區路 第 2B 號
竹園 往長沙灣：途經竹園道、馬仔坑道、㆝橋、鳳舞街、富美街、竹園道、聯合道、窩打
老道、歌和老街、南昌街、元州街、興華街、長沙灣道、甘泉街及長順街。

長沙灣往竹園 ：途經長順街、大南西街、青山道、大埔道、白田街、窩仔街、南昌街、歌
和老街、窩打老道、聯合道、竹園道、富美街、鳳舞街、㆝橋、馬仔坑道及竹園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C 號
又㆒ 往尖沙咀 (循環 )：途經桃源街、龍珠街、大坑東道、南山 道、大坑西街、大坑東
道、大坑東巴士總站、大坑東道、界限街、勵德街、太子道西、洗衣街、亞皆老街、染布房
街、窩打老道、衛理道、加士居道、佐敦道、廣東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加士居道、衛
理道、窩打老道、染布房街、聯運街、弼街、洗衣街、太子道西、通菜街、界限街、大坑東
道、棠蔭街、大坑東道、桃源街、達之路、迴旋處及達之路。
九龍市區路 第 2D 號
東頭 往澤安 ：途經東隆道、東頭村道、東正道、沙埔道、衙前圍道、蘭開夏道、窩打老
道、太子道西、基堤道、界限街、大坑東道、窩仔街、白田街、白雲街、南昌街及澤安 通
路。
澤安 往東頭 ：途經澤安 通路、南昌街、白雲街、白田街、巴域街、石硤尾街、窩仔街、
大坑東道、界限街、伯爵街、太子道西、喇沙利道、衙前圍道、打鼓嶺道、賈炳達道、樂善
道及東隆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E 號
九龍城碼頭往白田：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漆咸道北、漆咸道南、
加士居道、佐敦道、渡船街、D10 道、海泓道、櫻桃街、大角咀道、通州街、海壇街、南昌
街及白雲街。
白田往九龍城碼頭：途經白雲街、南昌街、通州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迴旋處、
海泓道、D9 道、櫻桃街、佐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蕪湖街、馬頭圍道、土
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九龍市區路 第 2F 號
長沙灣往慈雲山 (南)：途經長順街、大南西街、青山道、欽州街、長沙灣道、南昌街、歌和
老街、窩打老道、聯合道、竹園道、富美街、鳳舞街、㆝橋、龍翔道及蒲崗村道。
慈雲山 (南) 往長沙灣：途經毓華街、雲華街、崇華街、雙鳳街、鳳德道、蒲崗村道、龍翔
道、鳳舞街、富美街、竹園道、聯合道、窩打老道、歌和老街、南昌街、元州街、興華街、
長沙灣道、甘泉街及長順街。
九龍市區路 第 3B 號
紅磡碼頭廣場往慈雲山 (㆗)：途經未命名通路、紅磡南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馬頭圍道、
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斧山道㆝橋、斧山道、蒲
崗村道、慈雲山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及惠華街。
慈雲山 (㆗) 往紅磡碼頭廣場：途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蒲崗村道、斧山道、斧山
道㆝橋、彩虹道、㆝橋、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
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安街、必嘉街、機利士南路、紅磡南道及未命名通路。
九龍市區路 第 3C 號
慈雲山 (㆗) 往㆗港客運碼頭：途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蒲崗村道、支路、龍翔道、
支路、鳳舞街、富美街、竹園道、聯合道、窩打老道、太子道西、彌敦道、佐敦道及廣東道。
㆗港客運碼頭往慈雲山 (㆗)：途經廣東道、佐敦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
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多實街、德雲道、歌和老街、窩打老道、聯合道、竹園
道、富美街、鳳舞街、㆝橋、支路、龍翔道、支路、蒲崗村道、慈雲山道、惠華街、雲華街、
慈雲山道及惠華街。
九龍市區路 第 3D 號
觀塘 (月華街) 往慈雲山 (㆗)：途經月華街、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觀塘道、

龍翔道、斧山道、彩虹 通路、彩虹巴士總站、彩虹迴旋處、斧山道㆝橋、斧山道、蒲崗村
道、慈雲山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及惠華街。
慈雲山 (㆗) 往觀塘 (月華街)：途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蒲崗村道、斧山道、斧山
道㆝橋、彩虹迴旋處、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康寧道及物華街。
九龍市區路 第 3M 號
慈雲山 (南) 往彩雲：途經毓華街、慈雲山道、蒲崗村道、斧山道、支路、龍翔道、清水灣
道、新清水灣道、豐盛街及清水灣道。
彩雲往慈雲山 (南)：途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 通路、彩虹巴士總站、彩虹迴
旋處、斧山道㆝橋、斧山道及蒲崗村道。
九龍市區路 第 5 號
彩虹往㆝星碼頭：途經彩虹迴旋處、彩虹道、㆝橋、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
圍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及梳士巴利道。
㆝星碼頭往彩虹：途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莊道、㆝橋、漆咸道北、
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彩虹迴旋處及彩虹 通路。
九龍市區路 第 5A 號
九龍城 (盛德街) 往㆝星碼頭：途經盛德街、富寧街、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康
莊道及梳士巴利道。
㆝星碼頭往九龍城 (盛德街)：途經梳士巴利道、康莊道、㆝橋、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
涌道、馬頭角道及盛德街。
九龍市區路 第 5C 號
㆝星碼頭往慈雲山 (南)：途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安運道、暢運道、機利士南
路、蕪湖街、馬頭圍道、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及
蒲崗村道。
慈雲山 (南) 往㆝星碼頭：途經毓華街、雲華街、崇華街、雙鳳街、鳳德道、蒲崗村道、彩
虹道、㆝橋、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大
沽街、寶其利街、明安街、必嘉街、機利士南路、暢運道、漆咸道南及梳士巴利道。
九龍市區路 第 5D 號
德福花園往紅磡 (循環 )：途經未命名道路、德福㆝橋、偉業街、啟祥道、宏照道、宏光道、
啟信道、啟成街、貨運道、啟成街、啟華街、宏光道、啟祥道、㆝橋、機場隧道、新山道、
土瓜灣道、馬頭圍道、德民街、德安街、黃埔花園巴士總站、德康街、紅磡道、庇利街、馬
頭圍道、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橋、啟東道、貨運道、
啟成街、啟華街、宏光道、宏照道、啟祥道、㆝橋、偉業街、德福㆝橋及未命名道路。
九龍市區路 第 6 號
㆝星碼頭往美孚：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大埔道、元州街、
興華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美孚往㆝星碼頭：途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大埔道、白楊街、長沙灣道、彌敦道
及梳士巴利道。
九龍市區路 第 6A 號
㆝星碼頭往荔枝角：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大埔道、元州
街、興華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未命名道路、美荔道、荔灣道及未命名通路。
荔枝角往㆝星碼頭：途經未命名通路、荔灣道、美荔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大
埔道、白楊街、長沙灣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九龍市區路 第 6C 號
美孚往九龍城碼頭：途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大埔道、白楊街、長沙灣道、彌敦

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通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馬頭圍道、土瓜灣道
及新碼頭街。
九龍城碼頭往美孚：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漆咸道北、漆咸道南、
加士居道、加士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大埔道、元州
街、興華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九龍市區路 第 6D 號
長沙灣 (甘泉街 (南))往牛頭角：途經甘泉街、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大埔道、白
田街、窩仔街、大坑東道、界限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
觀塘道、牛頭角道及振華道。
牛頭角往長沙灣 (甘泉街 (南))：途經佐敦谷北道、牛頭角道、㆝橋、觀塘道、龍翔道、斧
山道、彩虹道、㆝橋、太子道東、太子道西、基堤道、界限街、大坑東道、窩仔街、南昌街、
元州街、興華街、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及甘泉街。
九龍市區路 第 6F 號
麗閣往九龍城碼頭：途經東京街、荔枝角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
通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馬頭圍道、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九龍城碼頭往麗閣：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漆咸道北、漆咸道南、
加士居道、加士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長沙灣道及東
京街。
九龍市區路 第 7 號
樂富往㆝星碼頭：途經橫頭磡東道、富美街、鳳舞街、杏林街、聯合道、窩打老道、彌敦道
及梳士巴利道。
㆝星碼頭往樂富：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窩打老道、多實街、德雲道、歌和老街、窩打
老道、聯合道、橫頭磡東道及橫頭磡南道。
九龍市區路 第 7B 號
紅磡碼頭廣場往樂富：途經未命名通路、紅磡南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馬頭圍道、佛光
街、忠孝街、佛光街、常富街、常盛街、佛光街、培正道、窩打老道、界限街、嘉林邊道、
東寶庭道、聯合道、橫頭磡東道及橫頭磡南道。
樂富往紅磡碼頭廣場：途經橫頭磡東道、聯合道、東寶庭道、嘉林邊道、衙前圍道、蘭開夏
道、窩打老道、培正道、佛光街、常盛街、常富街、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馬頭圍道、
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安街、必嘉街、機利士南路、紅磡南道及未命名通路。
九龍市區路 第 7M 號
樂富往竹園
(循環 )：途經橫頭磡東道、富美街、鳳舞街、㆝橋、馬仔坑道、竹園道、竹
園 巴士總站、竹園道、雅竹街、黃大仙道、馬仔坑道、㆝橋、鳳舞街、富美街、橫頭磡東
道及橫頭磡南道。
九龍市區路 第 8 號
九龍㆞鐵站往㆝星碼頭：途經緣邊道、臨時連接路、D12 道、P1 道、匯翔道、廣東道、佐敦
道、彌敦道、窩打老道、培正道、佛光街、常盛街、常富街、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馬
頭圍道、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安街、必嘉街、機利士南路、暢運道、漆咸道南及
梳士巴利道。
㆝星碼頭往九龍㆞鐵站：途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安運道、暢運道、機利士南
路、蕪湖街、馬頭圍道、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常富街、常盛街、佛光街、培正道、窩
打老道、彌敦道、佐敦道、雅翔道及緣邊道。
九龍市區路 第 9 號
㆝星碼頭往坪石：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西洋菜南街、

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大成街、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及坪石 通路。
坪石往㆝星碼頭：途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沙田坳道、東頭村道、黃大仙
巴士總站、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橋、太子道東、太子道西、亞皆老街、新填㆞
街、旺角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九龍市區路 第 10 號
彩雲往大角咀 (循環 )：途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鳳德道、蒲崗村道、彩虹道、沙
田坳道、東頭村道、聯合道、東寶庭道、嘉林邊道、衙前圍道、蘭開夏道、窩打老道、㆖海
街、甘肅街、D10 道、D1 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櫸樹街、晏架街、槐樹街、
福全街、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界限街、伯爵街、太子道西、喇沙利
道、衙前圍道、打鼓嶺道、賈炳達道、樂善道、東隆道、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蒲
崗村道、鳳德道、斧山道、龍翔道、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豐盛街及清水灣道。
九龍市區路 第 11 號
鑽石山㆞鐵站往九龍㆞鐵站：途經龍蟠街、大磡道、㆖元街、鳳德道、蒲崗村道、彩虹道、
沙田坳道、東頭村道、黃大仙巴士總站、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橋、太子道東、
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加士居道、佐敦道、D11 道、SR7
道及緣邊道。
九龍㆞鐵站往鑽石山㆞鐵站：途經緣邊道、臨時連接路、D12 道、P1 道、SR4 道、廣東道、
佐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
虹道、大成街、東頭村道、黃大仙巴士總站、沙田坳道、彩虹道、蒲崗村道、鳳德道及龍蟠
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1B 號
九龍城碼頭往觀塘 (翠屏道)：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
太子道東、觀塘道及翠屏道。
觀塘 (翠屏道) 往九龍城碼頭：途經翠屏道、鯉魚門道、偉發道、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
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街、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1C 號
竹園 往秀茂坪 (㆖)：途經竹園道、馬仔坑道、龍翔道、支路、蒲崗村道、鳳德道、斧山道、
斧山道㆝橋、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翠屏道、協和街、秀茂坪道、秀明道及曉光
街。
秀茂坪 (㆖) 往竹園 ：途經曉光街、秀明道、秀茂坪道、協和街、翠屏道、鯉魚門道、偉
發道、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橋、龍翔道、斧山道、彩虹迴旋處、斧山道㆝橋、
斧山道、鳳德道、沙田坳道、黃大仙道、馬仔坑道及竹園道。
九龍市區路 第 11D 號
樂富往觀塘碼頭：途經橫頭磡東道、聯合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開源道及觀塘
碼頭廣場通路。
觀塘碼頭往樂富：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
道西、聯合道、橫頭磡東道及橫頭磡南道。
*
替代路 途經成業街及開源道
九龍市區路 第 11K 號
竹園 往紅磡車站：途經竹園道、馬仔坑道、㆝橋、鳳舞街、東頭村道、聯合道、太子道西、
迴旋處、馬頭涌道、木廠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安街、
必嘉街、機利士南路及暢運道。
紅磡車站往竹園 ：途經暢運道、安運道、暢運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馬頭圍道、土瓜

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迴旋處、太子道西、聯合道、東頭村道、鳳舞街、㆝橋、馬仔
坑道及竹園道。
九龍市區特快路 第 11X 號
秀茂坪 (㆖) 往紅磡車站：途經曉光街、秀明道、秀茂坪道、協和街、觀塘道、㆝橋、啟福
道、機場隧道、新山道、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安街、必嘉
街、機利士南路及暢運道。
紅磡車站往秀茂坪 (㆖)：途經暢運道、安運道、暢運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德民街、紅
磡道、庇利街、馬頭圍道、新柳街、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東、觀塘繞道、
偉發道、茶果嶺道、觀塘道、協和街、秀茂坪道、秀明道及曉光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2 號
深水 碼頭往㆗港客運碼頭：途經欽州街、荔枝角道、南昌街、通州街、大角咀道、未命名
道路、櫸樹街、晏架街、槐樹街、福全街、旺角道、㆖海街、佐敦道及廣東道。
㆗港客運碼頭往深水 碼頭：途經廣東道、佐敦道、廣東道、眾坊街、新填㆞街、亞皆老街、
櫻桃街、大角咀道、通州街、南昌街、海壇街及欽州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2A 號
深水 碼頭往黃埔花園：途經欽州街、荔枝角道、界限街、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街、
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德民街及德安街。
黃埔花園往深水 碼頭：途經德康街、紅磡道、紅磡南道、未命名道路、機利士南路、蕪湖
街、馬頭圍道、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橋、荔枝角道、界限街、海
壇街及欽州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3D 號
大角咀往秀茂坪 (㆖)：途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櫸
樹街、晏架街、槐樹街、福全街、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
觀塘道、牛頭角道、康寧道、物華街、協和街、秀茂坪道、秀明道及曉光街。
秀茂坪 (㆖) 往大角咀：途經曉光街、秀明道、秀茂坪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
道、牛頭角道、㆝橋、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通道及
迴旋處。
九龍市區路 第 13M 號
觀塘㆞鐵站往秀茂坪 (㆗) (循環 )：途經觀塘道、翠屏道、協和街、秀茂坪道、秀明道、
曉光街、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及觀塘道。
九龍市區特快路 第 13X 號
秀茂坪 (㆗) 往㆝星碼頭：途經秀明道、曉光街、協和街、康寧道、振華道、牛頭角巴士總
站、佐敦谷北道、牛頭角道、㆝橋、啟祥道、機場隧道、東九龍高架公路、漆咸道北、漆咸
道南、加士居道、佐敦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星碼頭往秀茂坪 (㆗)：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東九
龍高架公路、機場隧道、啟祥道、㆝橋、牛頭角道、振華道、康寧道、協和街、曉光街、秀
茂坪道及秀明道。
九龍市區路 第 14 號
油塘 (高超道) 往㆗港客運碼頭：途經高朗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
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加士居道、佐敦道及廣東道。
㆗港客運碼頭往油塘 (高超道)：途經廣東道、佐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馬
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鯉魚門道、高超道、鯉魚門道及高超道。
九龍市區路 第 14B 號
牛頭角往藍田 (廣田 )：途經佐敦谷北道、牛頭角道、康寧道、物華街、協和街、觀塘道、

鯉魚門道、高超道及碧雲道。
藍田 (廣田 ) 往牛頭角：途經碧雲道、高超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街、同仁街、裕
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及振華道。
九龍市區路 第 14C 號
觀塘 (裕民坊) 往鯉魚門 (㆔家村碼頭)：途經同仁街、觀塘道、鯉魚門道、高超道、茶果嶺
道及崇信街。
鯉魚門 (㆔家村碼頭) 往觀塘 (裕民坊)：途經東源街、仁宇圍、崇信街、茶果嶺道、高超道、
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物華街及輔仁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5 號
紅磡碼頭廣場往藍田 (北)：途經未命名通路、紅磡南道、未命名道路、機利士南路、蕪湖街、
馬頭圍道、新柳街、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鯉魚
門道、啟田道、德田街及安田街。
藍田 (北) 往紅磡碼頭廣場：途經德田街、啟田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
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浙江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
安街、必嘉街、機利士南路、紅磡南道及未命名通路。
九龍市區路 第 15A 號
慈雲山 (㆗) 往藍田 (北)：途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毓華街、雲華街、崇華街、雙
鳳街、鳳德道、蒲崗村道、彩虹道、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偉業街、啟祥道、宏
照道、啟禮道、宏光道、宏照道、常悅道、宏光道、啟福道、偉業街、觀塘碼頭廣場通路、
觀塘碼頭巴士總站、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鯉魚門道、啟田道、
德田街及安田街。
藍田 (北) 往慈雲山 (㆗)：途經德田街、啟田道、鯉魚門道、觀塘道、開源道、觀塘碼頭廣
場通路、觀塘碼頭巴士總站、偉業街、常怡道、常悅道、宏照道、宏光道、啟祥道、偉業街、
觀塘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蒲崗村道、鳳德道、沙田坳道、鳴鳳街、雙鳳街、雲華
街、慈雲山道及惠華街。
*
替代路 途經成業街及開源道
加開㆒班第 15P 班次行走啟業 至藍田 (北) 途經宏照道、常悅道、宏光道、啟福道、
㆝橋、偉業街、觀塘碼頭廣場通路、觀塘碼頭巴士總站、偉業街、敬業街、成業街、開源道、
協和街、秀茂坪道、秀明道、曉光街、秀茂坪道、㆝橋、連德道、德田街及安田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6 號
藍田 (廣田 ) 往大角咀：途經碧雲道、連德道、LT3 道、將軍澳道、㆝橋、茶果嶺道、鯉
魚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通道及迴旋處。
大角咀往藍田 (廣田 )：途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
櫸樹街、晏架街、槐樹街、福全街、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
觀塘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秀茂坪道交匯處、連德道及碧雲道。
藍田 (北) 往大角咀 (特別服務)：途經德田街、連德道、LT3 道、將軍澳道、㆝橋、茶果嶺
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通道及迴旋處。
九龍市區路 第 16M 號
觀塘 (月華街) 往藍田 (康華苑) (循環 )：途經月華街、協和街、觀塘道、鯉魚門道、將
軍澳道、㆝橋、連德道、德田街、安田街、藍田 (北) 巴士總站、德田街、啟田道、鯉魚門
道、觀塘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及物華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7 號
愛民往觀塘 (月華街)：途經忠孝街、佛光街、常富街、常盛街、㆝光道、馬頭圍道、馬頭涌
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康寧道及物華街。

觀塘 (月華街) 往愛民：途經月華街、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觀塘道、太子道
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光道、常盛街、常富街、佛光街、忠孝街、孝民街
及忠孝街。
九龍市區路 第 18 號
深水 碼頭往愛民 (循環 )：途經欽州街、荔枝角道、南昌街、通州街、大角咀道、櫻桃街、
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培正道、佛光街、常盛街、
常富街、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常富街、常盛街、佛光街、培正道、窩打老道、亞皆老
街、櫻桃街、大角咀道、通州街、南昌街、海壇街及欽州街。
九龍市區路 第 21 號
彩雲往紅磡車站：途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橋、太子道東、馬頭涌道、
木廠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安街、必嘉街、機利士南路
及暢運道。
紅磡車站往彩雲：途經暢運道、安運道、暢運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馬頭圍道、土瓜灣
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彩虹迴旋處、彩虹 通路、太子
道東、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豐盛街及清水灣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3 號
觀塘碼頭往順利 (循環 )：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
街、秀茂坪道、順安道、順㆝巴士總站、利安道、新清水灣道、順利 道、協和街、開源道
及觀塘碼頭廣場通路。
*
替代路 途經成業街及開源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3M 號
樂華往順利 (循環 )：途經樂華 通路、振華道、牛頭角巴士總站、佐敦谷北道、牛頭角道、
雅麗道、觀塘道、協和街、秀茂坪道、順安道、順㆝巴士總站、利安道、新清水灣道、順利
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振華道及樂華 通路。
九龍市區路 第 24 號
啟業往旺角 (循環 )：途經宏照道、宏光道、啟祥道、偉業街、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
西、洗衣街、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偉業街、㆝
橋、啟祥道、宏照道、啟禮道、宏光道及宏照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6 號
順㆝往尖沙咀東：途經順安道、利安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
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加士居道、佐敦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星
碼頭巴士總站、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榮徑及康達徑。
尖沙咀東往順㆝：途經科學館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
咸道南、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
順清街、順景街、利安道及順安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6M 號
觀塘 (月華街) 往彩虹㆞鐵站 (循環 )：途經月華街、協和街、秀茂坪道、順安道、利安道、
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迴旋處、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順清街、順景街、利安道、順安
道、順㆝ 巴士總站、順安道、秀茂坪道、協和街及月華街。
九龍市區路 第 27 號
順㆝往旺角 (循環 )：途經順安道、利安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
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順清
街、順景街、利安道及順安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8 號

樂華往尖沙咀 (漢口道)：途經樂華 通路、振華道、牛頭角巴士總站、佐敦谷北道、牛頭角
道、㆝橋、啟祥道、㆝橋、機場隧道、新山道、土瓜灣道、馬頭圍道、機利士北路、鶴園街、
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星碼頭巴士總站、梳士巴利道及漢口道。
尖沙咀 (漢口道) 往樂華：途經漢口道、㆗間道、九龍公園徑、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
運道、康泰徑、康莊道、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
牛頭角道、振華道及樂華 通路。
九龍市區路 第 28A 號
樂華往觀塘碼頭：途經樂華 通路、振華道、康寧道、物華街、協和街、觀塘道、開源道及
觀塘碼頭廣場通路。
觀塘碼頭往樂華：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街、同仁街、
裕民坊、康寧道、**(功樂道、康寧道)、振華道及樂華 通路。
*
替代路 途經成業街及開源道
** ㆖午 7 時 30 分開出的班次會改經功樂道及康寧道
九龍市區路 第 29M 號
順利往新蒲崗 (循環 )：途經利安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
大有街、爵祿街、景福街、景泰街、太子道東、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順清街、順利 道、
順景街及利安道。
九龍市區特別路 第 N6 號
(通宵服務)
美孚往㆝星碼頭：途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大埔道、白楊街、長沙灣道、彌敦道
及梳士巴利道。
㆝星碼頭往美孚：途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大埔道、元州街、
興華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第 II 部——新界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0 號
荃威花園往長沙灣：途經荃景圍、青山公路、大涌道、沙咀道、德士古道、荃富街、荃華街、
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興芳路、葵福路、荔景山道、敬祖路、荔景山道、荔灣道、美
荔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長荔街及長順街。
長沙灣往荃威花園：途經長順街、大南西街、長義街、長荔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美荔
道、荔灣道、荔景山道、敬祖路、荔景山路、聯接街、麗祖路、麗堯巴士總站、麗祖路、聯
接街、荔景山道、葵福路、迴旋處、葵義路、葵富路、興芳路、葵興㆞鐵站、葵興路、禾塘
咀街、葵涌道、青山公路、德士古道、沙咀道、大河道、青山公路、荃景圍、安賢街及荃景
圍。
新界特快路 第 30X 號
荃威花園往黃埔花園：途經荃景圍、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大河道、沙咀道、大涌道、荃灣
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隧道、機利士路、蕪湖
街、德民街及德安街。
黃埔花園往荃威花園：途經德康街、紅磡道、紅磡南道、紅磡灣街、未命名道路、機利士路、
蕪湖街、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長沙灣道、
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大涌道、沙咀道、大河道、青山公路、荃景圍、安賢街及荃景
圍。
新界市區路 第 31 號
荃灣碼頭往石籬 (循環 )：途經大河道、沙咀道、德士古道、荃富街、荃華街、青山公路、
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路、石排街、大白田街、石梨街、安足街、安蔭巴士總站、安足街、

石排街、大白田街、童子街、石蔭路、梨木道、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
路、德士古道、沙咀道及大河道。
新界市區路 第 31B 號
石籬往奧運站：途經石梨街、圍街、大隴街、和宜合道、青山公路、蝴蝶谷道、青山公路、
欽州街、荔枝角道、南昌街、通州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及海景街。
奧運站往石籬：途經 D2 路、櫻桃街、大角咀道、通州街、南昌街、海壇街、欽州街、長沙灣
道、青山公路、和宜合道、大隴街、圍街及石梨街。
新界市區路 第 31M 號
石籬 (梨貝街) 往葵芳㆞鐵站：途經梨貝街、石排街、圍街、大隴街、和宜合道、昌榮路、
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路及葵義路。
葵芳㆞鐵站往石籬 (梨貝街)：途經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昌榮路迴旋處、昌
榮路、和宜合道、大隴街、圍街、石排街及梨貝街。
新界市區路 第 32 號
石圍角往奧運站：途經石圍角路、㆓陂圳路、㆔棟屋路、和宜合交匯處、象山 路西、象山
巴士總站、象山 路東、象山 路西、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道、大隴街、和宜合道、青
山公路、蝴蝶谷道、荔枝角道、㆖海街、亞皆老街、櫻桃街、海景街。
奧運站往石圍角：途經 D2 路、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
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長沙灣道、青山公路、和宜合道、和宜合交匯處、㆔棟屋
路、㆓陂圳路及石圍角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2B 號
象山往荃灣碼頭 (循環 )：途經象山 路西、和宜合交匯處、㆔棟屋路、㆓陂圳路、石圍角
路、蕙荃路、荃錦交匯處、德士古道、沙咀道、大河道、新荃灣碼頭巴士總站、大河道、沙
咀道、德士古道、荃富街、荃華街、城門道、西樓角道、蕙荃路、石圍角路、㆓陂圳路、㆔
棟屋路、和宜合交匯處及象山 通路西。
新界市區路 第 32M 號
象山往葵芳㆞鐵站 (循環 )：途經象山 通路西、和宜合交匯處、㆔棟屋路、㆓陂圳路、石
圍角路、蕙荃路、荃錦交匯處、德士古道北、國端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路、葵義路、
葵芳㆞鐵路、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德士古道北、荃錦交匯處、蕙荃路、石
圍角路、㆓陂圳路、㆔棟屋路、和宜合交匯處及象山 通路西。
新界市區路 第 33A 號
荃灣碼頭往奧運站：途經大河道、沙咀道、德士古道、大窩口道、㆖角街、大窩口道、禾塘
咀街、葵興路、興芳路、葵安道、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老
街、櫻桃街及海景街。
奧運站往荃灣碼頭：途經 D2 路、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
㆞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葵涌道、葵富路、興芳路、
葵興㆞鐵站通路、葵興路、禾塘咀街、大窩口道、德士古道、沙咀道、大河道及圓墩圍。
新界市區路 第 34 號
葵盛 (㆗) 往灣景花園：途經葵聯路、葵盛圍、大窩口道、德士古道、沙咀道、大河道、新
荃灣碼頭巴士總站、大河道、沙咀道、大涌道、青山公路、柴灣角迴旋處、海興路、海安路、
麗志路及青山公路。
灣景花園往葵盛 (㆗)：途經青山公路、大涌道、沙咀道、大河道、新荃灣碼頭巴士總站、大
河道、沙咀道、德士古道、大窩口道、葵盛圍 (㆖)、大窩口道、葵盛圍 (㆘) 及葵聯路。
葵盛 (㆗) 往荃灣 (路 第 34P 號)：途經葵聯路、葵盛圍 (㆖)、大窩口道、禾塘咀街、健
全街及青山公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5A 號
安蔭往尖沙咀東：途經安足街、石排街、大白田街、童子街、梨木道、大白田街、童子街、
石蔭路、石蔭巴士總站、石蔭路、石宜路、和宜合道、大隴街、圍街、石排街、青山公路、
蝴蝶谷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榮徑及康達徑。
尖沙咀東往安蔭：途經科學館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
蘭街、界限街、欽州街、長沙灣道、青山公路、和宜合道、大隴街、圍街、石排街、大白田
街、童子街、石蔭路、石蔭巴士總站、童子街、梨木道、大白田街、石排街及安足街。
安蔭往美孚 (第 35S 號)：途經安足街、石排街、大白田街、童子街、石蔭路、石蔭巴士總站、
童子街、梨木道、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橋、葵涌道及長沙灣道。
新界市區路 第 36 號
梨木樹往荃灣碼頭：途經梨樹路、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國端路、德士古道、
沙咀道及圓墩圍。
荃灣碼頭往梨木樹：途經大河道、沙咀道、德士古道、荃富街、荃華路、青山公路、國端路、
昌榮路、和宜合道及昂磡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6A 號
梨木樹往深水 碼頭：途經梨樹路、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葵涌道、長沙灣道、
通州西街、青山公路及欽州街。
深水 碼頭往梨木樹：途經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
路、昌榮路、和宜合道及昂磡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6B 號
梨木樹往佐敦道碼頭：途經梨樹路、和宜合道、大隴街、和宜合道、青山公路、蝴蝶谷道、
長沙灣道、欽州街、荔枝角道、㆖海街及佐敦道。
佐敦道碼頭往梨木樹：途經廣東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
元州街、興華街、長沙灣道、青山公路、和宜合道及昂磡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6M 號
梨木樹往葵芳㆞鐵站：途經梨樹路、和宜合道、昌榮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
路及葵義路。
葵芳㆞鐵站往梨木樹：途經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昌榮路、和宜合道及昂磡
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7 號
葵盛 (㆗) 往奧運站：途經葵聯路、葵盛圍、大窩口道、興芳路、葵安道、葵涌道、長沙灣
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老街、櫻桃街及海景街。
奧運站往葵盛 (㆗)：途經 D2 路、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
填㆞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葵涌道、葵富
路、興芳路、大窩口道、葵盛圍及葵聯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7M 號
葵興㆞鐵站往葵盛 (㆗)(循環 )：途經葵興㆞鐵站通路、葵興路、興芳路、大窩口道、葵盛
圍、葵聯路、葵盛圍、大窩口道、興芳路及葵興㆞鐵站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8 號
葵盛 (東) 往藍田㆞鐵站：途經葵聯路、葵盛圍、大窩口道、興芳路、葵興路、禾塘咀街、
葵涌道、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路、呈祥道、龍翔道、蒲崗村道往龍翔道輔助道路東行 、
龍翔道、觀塘道及鯉魚門道。
藍田㆞鐵站往葵盛 (東)：途經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呈祥道、青山公路、昌榮路迴旋
處、葵涌道、葵富路、興芳路、大窩口道、葵盛圍及葵聯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8A 號
海濱花園往美孚：途經怡樂街、永順街、馬頭壩道、聯仁街、古坑道、關門口街、荃華街、
青山公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美孚往海濱花園：途經荔枝角道、葵涌道、青山公路、荃華街、關門口街、古坑道、聯仁街、
馬頭壩道、永順街及怡樂街。
海濱花園往旺角 (西洋菜街) (第 38P 號)：途經怡樂街、永順街、馬頭壩道、聯仁街、古坑
道、關門口街、荃華街、青山公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及西洋菜街。
新界特別路 第 38S 號
葵芳㆞鐵站往荃灣華㆟墳場 (循環 )：途經葵仁路、葵義路、葵富路、興芳路、葵青交匯處、
荃灣路、荃青交匯處、德士古道、永順街、葵喜街、永健路、永基路、葵福路、興芳路、葵
富路及葵仁路。
新界市區路 第 39A 號
荃灣碼頭往荃威花園 (循環 )：途經大河道、青山公路、荃景圍、安賢街、荃景圍、青山公
路、西樓角路及大河道。
新界市區路 第 39M 號
荃威花園往荃灣㆞鐵站：途經荃景圍、青山公路、大河道及西樓角路。
荃灣㆞鐵站往荃威花園：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荃景圍、安賢街及荃景圍。
新界市區路 第 40 號
荃灣碼頭往麗港城：途經大河道、青山公路、葵涌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大埔
道、白田街、窩仔街、大坑東道、界限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開源道、偉業街、
新偉業街、茶果嶺道及有康街。
麗港城往荃灣碼頭：途經茶果嶺道、新偉業街、偉業街、迴旋處、偉業街、敬業街、*(茶果
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基堤道、界限街、大坑東道、窩仔街、南
昌街、元州街、興華街、長沙灣道、葵涌道、青山公路及大河道。
*
因應以㆘交通情況可能改經成業街、開源道：
(i) 由早㆖ 7 時至早㆖ 9 時 30 分；(ii) ㆘午 5 時後；(iii)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全日。
新界特快路 第 40X 號
利安往葵興㆞鐵站：途經利安 通路、錦英路、馬鞍山路、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
路、西沙路、恒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火炭路、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
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
葵涌道、葵安道、興芳路及葵興㆞鐵站巴士總站。
葵興㆞鐵站往利安：途經葵興㆞鐵站巴士總站、葵興路、禾塘咀街、葵涌道、昌榮路迴旋處、
昌榮路、和宜合道、和宜合交匯處、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沙田鄉事會路、
源禾路、火炭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
西沙路、馬鞍山路、錦英路及利安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1 號
長青往九龍城碼頭：途經青康路、美景花園迴旋處、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楓樹
窩路迴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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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青交匯處、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
窩打老道、培正道、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馬頭圍道、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九龍城碼頭往長青：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
安街、必嘉街、機利市路、蕪湖街、馬頭圍道、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培正道、窩打老
道、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
道、荃灣路、荃青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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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樹窩路迴旋處、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青康路、美景花園迴旋
處及青康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1A 號
長安往尖沙咀 (東)：途經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葉街、青綠街、青敬路、
楓樹窩路迴旋處、楓樹窩路、青衣碼頭巴士總站、楓樹窩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大橋、葵
青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
榮徑及康達徑。
尖沙咀 (東) 往長安：途經科學館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
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葵青路、青衣大橋、青
衣鄉事會路、楓樹窩路迴旋處、青敬路、青綠街、青葉街、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及青敬
路。
加開班次第 41S 號 行走長安至美孚。
新界市區路 第 41M 號
青衣 往荃灣㆞鐵站：途經青綠街、青葉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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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青交匯處、德士古道、楊屋道、大河道及西樓
角路。
荃灣㆞鐵站往青衣 ：途經西樓角路、大河道、楊屋道、德士古道、荃青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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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葉街及青
綠街。
青衣碼頭往荃灣㆞鐵站 (特別服務)：途經楓樹窩路、楓樹窩路迴旋處、青敬路、長安巴士總
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荃青交匯處、德士古道、楊屋道、大河道及西樓角
路。
荃灣㆞鐵站往青衣碼頭 (特別服務)：途經西樓角路、大河道、楊屋道、德士古道、荃青交匯
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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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葉街、青綠街、青敬路及楓樹窩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2 號
長青往順利：途經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興芳路、葵福路、㆝橋、荔景山路、
荔灣道、美荔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界限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清水灣道、新清水
灣道、順清街、順景街及利安道。
順利往長青：途經利安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砵蘭街、汝州街、
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美荔道、荔灣道、荔景山路、葵福路、興芳路、葵青路、青
衣大橋、青衣路及青康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2A 號
長亨往佐敦道碼頭：途經寮肚路、青衣西路、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荃灣路、
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及佐敦道。
短程路 行走長亨至長沙灣郵政局。
佐敦道碼頭往長亨：途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
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葵青路、青衣大橋、青衣路、青康路、青衣西路及寮肚路。
短程路 行走大角咀至長亨。
新界市區路 第 42C 號
長亨往藍田㆞鐵站：途經寮肚路、青衣西路、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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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青交匯處、
德士古道、荃富街、關門口街、青山公路、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路、呈祥道、龍翔道、蒲
崗村道、彩虹道、彩虹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及鯉魚門道。

藍田㆞鐵站往長亨：途經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呈祥道、青山公路、德士古道、荃青
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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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青康路、青衣西路及寮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2M 號
青欣往荃灣 (愉景新城)：途經寮肚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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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青交匯處、德士古道、楊屋道、大河道、
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及美環街。
荃灣 (愉景新城) 往青欣：途經美環街、西樓角路、大河道、楊屋道、德士古道、荃青交匯
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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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衣西路及寮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3 號
長康往荃灣碼頭：途經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興芳路、葵興㆞鐵站通路、葵
興路、禾塘咀街、大窩口道、德士古道、沙咀道及大河道。
荃灣碼頭往長康：途經大河道、沙咀道、德士古道、大窩口道、禾塘咀街、葵興路、興芳路、
葵青路、青衣大橋、青衣路及青康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3A 號
青欣往石籬：途經寮肚路、青衣西路、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興芳路、葵興
㆞鐵站通路、葵興路、禾塘咀街、葵涌道、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路、和宜合道、大隴街、
圍街及石梨街。
石籬往青欣：途經石梨街、圍街、大隴街、和宜合道、昌榮路、葵涌路、葵富路、興芳路、
葵青路、青衣大橋、青康路、青衣西路及寮肚路。
短程路 行走青欣至石籬。
新界市區路 第 43B 號
長青往荃灣碼頭：途經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楓樹窩迴旋處、楓樹窩路、青衣碼
頭巴士總站、楓樹窩路、楓樹窩迴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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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青交匯處、德士古道、沙咀道及大河道。
荃灣碼頭往長青：途經大河道、沙咀道、古坑道、聯仁街、楊屋道、德士古道、荃青交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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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碼頭、楓樹窩路、楓樹窩迴旋處、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及青康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3C 號
長康往大角咀：途經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欽
州街、荔枝角道、㆖海街、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通道及迴旋處。
大角咀往長康：途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
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
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葵青路、青衣大橋、青衣路及青康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3M 號
葵芳㆞鐵站往長青 (循環 )：途經葵義路、葵富路、興芳路、葵青路、青衣大橋、青衣鄉事
會路、涌美路、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興芳路、葵福路及葵義路。
特別短程路 行走長青至葵芳㆞鐵站。
新界特別路 第 N43 號
荃灣㆞鐵站往美景花園：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大涌道、沙咀道、德士古道、荃青交匯
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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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樹窩迴旋處、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青康路、青衣路及細山路。
新界特快路 第 43X 號

耀安往荃灣碼頭：途經耀安 通路、恒康街、西沙路、恒德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
恒信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沙田鄉事會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
門隧道、和宜合交匯處、㆔棟屋路、㆓陂圳路、石圍角路、蕙荃路、廟崗街、城門道、青山
公路及大河道。
荃灣碼頭往耀安：途經大河道、青山公路、城門道、西樓角路、蕙荃路、石圍角道、㆓陂圳
路、㆔棟屋路、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
處、亞公角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
康街及耀安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4 號
青衣 往旺角火車站：途經青綠街、青葉街、楓樹窩路、楓樹窩迴旋處、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荃青交匯處、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欽州街、荔枝
角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及聯運街。
特別服務第 44P 號 行走青衣碼頭巴士總站至旺角火車站。
旺角火車站往青衣 ：途經聯運街、弼街、洗衣街、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
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長安巴
士總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葉街及青綠街。
以特別服務路 第 44P 號行走旺角火車站至青衣碼頭巴士總站。
(特別服務)：途經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青
深水 碼頭往青衣
荃路、 杆山交匯處、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葉街及青綠
街。
新界市區路 第 44M 號
長安往葵興㆞鐵站：途經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大橋、
葵青路及興芳路。
長安往葵興㆞鐵站 (特別服務)：途經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青荃橋、荃青交匯
處、荃灣路、葵青交匯處及興芳路。
葵興㆞鐵站往長安：途經葵興路、興芳路、葵青路、青衣大橋、青衣鄉事會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及青敬路。
新界特別路 第 44S 號
長青往旺角火車站：途經長青巴士總站、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楓樹窩路、迴旋
處、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路、迴旋處、青荃路、德士古道交匯處、荃灣路、葵涌道、長沙
灣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老街及聯運街。
新界市區路 第 45 號
麗瑤往九龍城碼頭：途經麗祖路、聯接街、荔景山路、敬祖路、荔景山路、荔灣道、美荔道、
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培正道、佛光街、忠孝街、佛
光街、馬頭圍道、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九龍城碼頭往麗瑤：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大沽街、寶其利街、明
安街、必嘉街、機利士路、蕪湖街、馬頭圍道、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培正道、窩打老
道、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美荔
道、荔灣道、荔景山路、敬祖路、荔景山路、聯接街及麗祖路。
新界市區路 第 46 號
麗瑤往佐敦道碼頭：途經麗祖路、聯接街、荔景山路、敬祖路、荔景山路、荔灣道、美荔道、
長沙灣道、欽州街、荔枝角道、㆖海街及佐敦道。
佐敦道碼頭往麗瑤：途經廣東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海壇街、欽州街、
長沙灣道、美荔道、荔灣道、荔景山路、敬祖路、荔景山路、聯接街及麗祖路。

新界特快路 第 46X 號
顯徑往美孚：途經車公廟路、顯徑街、富健街、田心街、紅梅谷路、美田路、大埔公路、城
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葵涌道、荔景
山路、荔灣道、美荔道) 及荔枝角道。
*
㆖午六時五十㆕分至八時五十㆒分，路 改經葵涌道。
美孚往顯徑：途經*(美荔道、荔灣道、荔景山路、葵福路、迴旋處、葵芳㆞鐵站、葵富路、
葵涌道)、昌榮路迴旋處、昌榮路、和宜合道、和宜合交匯處、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
埔公路、大圍道、美田路、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美田路、紅梅谷路、田心街、富健街、顯
徑街及車公廟路。
*
㆘午 5 時 07 分至 6 時 25 分，路 改經葵涌道。
特別路 第 46P 號 行走顯徑及田心街巴士站至荔景北。
特別路 第 46S 號 行走大圍火車站經美松苑至荔景北。
新界特快路 第 47X 號
秦石往葵盛 (東)：途經豐石街、盛田街、沙田頭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沙角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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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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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宜合交匯處、和宜
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葵涌道、葵富路、興芳路、大窩口道、葵盛圍、葵聯路、葵
盛圍 (㆖) 及葵盛 (東) 巴士總站。
*
路 可不經沙田市㆗心巴士總站。
葵盛 (東) 往秦石：途經葵聯路、葵盛圍、盛福街、葵福路、葵芳㆞鐵站通路、葵義路、葵
富路、葵涌道、昌榮路迴旋處、昌榮路、和宜合道、和宜合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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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鄉事會路、沙田圍路、沙角街、大涌橋路、車公廟路、沙田頭路、盛田街及豐石街。
新界特快路 第 48X 號
禾輋往灣景花園：途經豐順街、禾輋街、源禾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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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鄉事會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
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道、昌榮路及青山公路。
灣景花園往禾輋：途經青山公路、大涌道、沙咀道、大河道、青山公路、昌榮路、和宜合道、
和宜合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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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輋街及豐順街。
新界特快路 第 49X 號
廣源往青衣碼頭：途經廣源 通路、小瀝源道、沙田圍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銀城街、
小瀝源路、大涌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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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鄉事會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象鼻山路、荃錦交匯處、蕙
荃路、廟崗街、城門道、青山公路、大河道、楊屋道、德士古道、荃青交匯處、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青敬路、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及楓樹窩路。
青衣碼頭往廣源：途經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敬路、長安巴士總站、 杆山道、 杆
山交匯處、青荃路、荃青交匯處、德士古道、楊屋道、大河道、青山公路、城門道、西樓角
道、蕙荃路、荃錦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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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壆街、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
小瀝源路、銀城街、插桅杆街、牛皮沙街、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及廣源 通路。
路 編號為 49P 的㆒項特別服務由沙田市㆗心往青衣碼頭。
新界市區路 第 52M 號
井財街往葵芳㆞鐵站：途經井財街、青山公路、㆔聖街、㆔聖巴士總站、㆔聖街、青山公路、

大欖巴士掉頭處、青山公路、小欖交匯處、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路
及葵義路。
葵芳㆞鐵站往井財街：途經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小欖交匯處、
青山公路、大欖巴士掉頭處、青山公路及井財街。
新界特快路 第 52X 號
屯門市㆗心往深水
(欽州街)：途經屯門鄉事會路、屯興路、青山公路、深井交匯處、屯門
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欽州街、深水 碼頭及欽州街。
深水 (欽州街) 往屯門市㆗心：途經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屯
門公路、深井交匯處、青山公路、杯渡路及屯門鄉事會路。
新界市區路 第 53 號
元朗 (東) 往荃灣碼頭：途經朗日路、青山公路、屏廈路、田廈路、青山公路、藍㆞交匯處、
青山公路、井財街、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及大河道。
荃灣碼頭往元朗 (東)：途經大河道、青山公路、柴灣角路、海興路、海安路、青山公路、藍
㆞交匯處、青山公路、田廈路、屏廈路、青山公路及朗日路。
新界市區路 第 54 號
元朗 (西) 往㆖村 (石崗)：途經擊壤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
公路及錦田公路。
㆖村 (石崗) 往元朗 (西)：途經錦田公路、㆖村迴旋處、錦田公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
青山公路及擊壤路。
新界市區路 第 57M 號
山景 往荔景 (北)：途經旺賢街、石排頭路、鳴琴路、青雲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山公
路、葵涌道及荔景山路。
荔景 (北) 往山景 ：途經荔景山路、葵福路、葵芳㆞鐵站通路、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
青山公路、屯門公路、皇珠路、青雲路、鳴琴路、石排頭路及旺賢街。
新界市區路 第 58M 號
良景 往葵芳㆞鐵站：途經田景路、鳴琴路、震寰路、青田路、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公
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路及葵義路。
葵芳㆞鐵站往良景 ：途經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喜路、屯門
公路、青田路、震寰路、鳴琴路及田景路。
建生往葵芳㆞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良運街、震寰路、青田路、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公
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路及葵義路。
路 第 58P 號增加班次行走葵芳㆞鐵站至良景 。
新界特快路 第 58X 號
良景 往旺角火車站：途經田景路、鳴琴路、震寰路、青田路、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公
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及聯運街。
旺角火車站往良景 ：途經聯運街、弼街、洗衣街、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
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屯門公路、屯喜路、屯門公路、
青田路、震寰路、鳴琴路及田景路。
特別班次由建生 開出。
新界市區路 第 59A 號
屯門碼頭往深水
(欽州街)：途經湖翠路、龍門路、皇珠路、*(海皇路、海珠路、屯門鄉事
會路、屯興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長沙灣道、欽州街、深水 碼頭及欽州街。
深水
(欽州街) 往屯門碼頭：途經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青山公路、屯
門公路、*(屯興路、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龍門路及湖翠路。

*
替代路
新界市區路 第 59M 號
屯門碼頭往荃灣㆞鐵站：途經湖翠路、龍門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大河道及西
樓角路。
荃灣㆞鐵站往屯門碼頭：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屯門公路、皇珠路、龍門路及湖翠路。
新屯門㆗心往荃灣㆞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屯青里、龍門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
大河道及西樓角路。
悅湖山莊往荃灣㆞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湖秀街、湖安街、湖山路、龍門路、皇珠路、屯門
公路、青山公路、大河道及西樓角路。
新界特別路 第 59S 號
屯門碼頭往旺角：途經湖翠路、龍門路、青雲路、鳴琴路、石排頭路、震寰路、杯渡路、河
傍街、仁政街、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
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及西洋菜街。
新界特快路 第 59X 號
屯門碼頭往旺角火車站：途經湖翠路、湖景路、湖山路、龍門路、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
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及聯運街。
旺角火車站往屯門碼頭：途經聯運街、弼街、洗衣街、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
街、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屯門公路、皇珠路、龍門路、
湖山路、湖景路及湖翠路。
新屯門㆗心往旺角火車站 (特別班次)：途經屯青里、龍門路、D4 路、龍門居巴士總站、D4
路、龍門居、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
亞皆老街及聯運街。
龍門居往旺角火車站 (特別班次)：途經龍門路、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
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及聯運街。
新界市區路 第 60 號
友愛 (南) 往長沙灣：途經海珠路、屯門鄉事會路、屯興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
長沙灣道、蝴蝶谷道、荔枝角道、長荔街及長順街。
長沙灣往友愛 (南)：途經長順街、大南西街、長義街、長荔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
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興路、屯門鄉事會路及海珠路。
新界市區路 第 60M 號
屯門市㆗心往荃灣㆞鐵站：途經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山
公路、大河道及西樓角路。
荃灣㆞鐵站往屯門市㆗心：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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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特別路 第 N60 號
荃灣㆞鐵站往屯門市㆗心：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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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市㆗心往荃灣㆞鐵站：途經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海珠路、屯門公路、青山
公路、大河道及西樓角路。
新界特快路 第 60X 號
屯門市㆗心往佐敦道碼頭：途經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
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及佐敦道。
佐敦道碼頭往屯門市㆗心：途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長
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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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特快路 第 61X 號
屯門市㆗心往九龍城碼頭：途經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朗
公路、西北青衣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青葵公路、支路、呈祥道、龍翔道、龍蟠街、
鳳德道、蒲崗村道、彩虹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街、土瓜灣道及新碼頭
街。
九龍城碼頭往屯門市㆗心：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
子道東、彩虹道、支路、龍翔道、呈祥道、支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路、西北青
衣交匯處、青朗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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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特快路 第 62X 號
屯門市㆗心往油塘 (高超道)：途經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
朗公路、西北青衣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青葵公路、支路、呈祥道、龍翔道、蒲崗
村道、彩虹道、彩虹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鯉魚門道、高超道、茶果嶺道、欣榮街及高
超道。
油塘 (高超道) 往屯門市㆗心：途經高超道、鯉魚門道、高超道、欣榮街、茶果嶺道、高超
道、鯉魚門道、觀塘道、㆝橋、龍翔道、呈祥道、支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路、
西北青衣交匯處、青朗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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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開班次行走藍田㆞鐵站至屯門市㆗心，和行走屯門市㆗心至藍田㆞鐵站。
新界市區路 第 63P 號
洪水橋往荃灣㆞鐵站：途經青山公路、藍㆞交匯處、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公路及青山公
路。
新界特快路 第 63X 號
㆝慈 往佐敦道碼頭：途經㆝喜路、㆝柏路、㆝城路、㆝福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
朗㆝路、青山公路、藍㆞交匯處、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
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及廣東道。
佐敦道碼頭往㆝慈 ：途經廣東道、九龍公園徑、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
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屯門公路、屯喜路、屯門公路、
藍㆞交匯處、青山公路、朗㆝路、㆝福路、㆝城路、㆝柏路及㆝喜路。
新界市區路 第 63M 號
元朗 (東) 往青衣機鐵站：途經朗日路、青山公路、藍㆞交匯處、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
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興芳路、葵青交匯處、荃灣路、青荃交匯處、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及青敬路。
青衣機鐵站往元朗 (東)：途經青敬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青荃交匯處、荃灣路、葵青
交匯處、興芳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喜路、屯門公路、藍㆞交匯處、
青山公路及朗日路。
新界郊區路 第 64K 號
元朗 (西) 往大埔火車站：途經擊壤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
公路、未命名通道、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錦田公路、錦㆖路、林錦公路、大埔公路大窩
段、L6 路、太和巴士總站、L6 路、汀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運
頭街、南運路及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
大埔火車站往元朗 (西)：途經達運路、南運路、運頭街、鄉事會街、寶鄉街、寶鄉橋、安祥
路、安慈路、汀角路、L6 路、大埔公路大窩段、林錦公路、錦㆖路、錦田公路、青山公路、

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未命名通道、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及擊壤路。
特別路第 64P 號 行走元朗 (西) 與大埔火車站之間。
特別路 行走林村至大埔火車站。
新界郊區路 第 65K 號
㆖村往大埔火車站：途經錦田公路、林錦公路、大埔公路大窩段、L6 路、太和巴士總站、L6
路、汀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運頭街及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
路。
大埔火車站往㆖村：途經達運路、南運路、運頭街、鄉事會街、寶鄉街、寶鄉橋、安祥路、
安慈路、汀角路、L6 路、大埔公路大窩段、林錦路、錦田公路。
新界市區路 第 66 號
大興往奧運站：途經大方街、大興街、石排頭路、鳴琴路、杯渡路、河傍街、仁政街、屯門
鄉事會路、屯興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
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掉頭迴旋路及海景街。
奧運站往大興：途經 D2 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街、
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
屯興路、屯門鄉事會路、杯渡路、河傍街、仁政街、屯門鄉事會路、杯渡路、鳴琴路、石排
頭路、震寰路及大方街。
新界市區路 第 66M 號
大興往荃灣㆞鐵站：途經大方街、大興街、石排頭路、鳴琴路、杯渡路、河傍街、仁政街、
屯門鄉事會路、屯興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大河道及西樓角路。
大興往荃灣㆞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大方街、大興街、石排頭路、鳴琴路、青雲路、皇珠路、
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大河道及西樓角路。
荃灣㆞鐵站往大興：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興路、屯門鄉事會路、杯渡路、
河傍街、仁政街、屯門鄉事會路、杯渡路、鳴琴路、石排頭路、震寰路及大方街。
荃灣㆞鐵站往大興 (特別班次)：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屯門公路、皇珠路、青雲路、鳴
琴路、石排頭路、震寰路及大方街。
新界特快路 第 66X 號
大興往奧運站：途經大方街、大興街、石排頭路、鳴琴路、青雲路、皇珠路、屯門公路、荃
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老街、櫻桃街及海景街。
奧運站往大興：途經 D2 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街、
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屯門公路、
皇珠路、青雲路、鳴琴路、石排頭路、震寰路及大方街。
新界市區路 第 67M 號
兆康苑往葵芳㆞鐵站：途經兆康路、青麟路、藍㆞交匯處、青山公路、井財街、青山公路、
屯興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路及葵義路。
葵芳㆞鐵站往兆康苑：途經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興路、青山
公路、藍㆞交匯處、青麟路及兆康路。
新界特別路 第 67X 號
兆康苑往旺角火車站：途經兆康路、青麟路、藍㆞交匯處、青山公路、井財街、青山公路、
屯興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及聯
運街。
旺角火車站往兆康苑：途經聯運街、弼街、洗衣街、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
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屯門公路、屯興路、青山公路、
藍㆞交匯處、青麟路及兆康路。

新界市區路 第 68A 號
朗屏 往葵興㆞鐵站：途經朗屏路、鳳池路、媽橫路、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
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安路及興芳路。
葵興㆞鐵站往朗屏 ：途經葵興路、和塘咀街、葵涌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喜路、屯
門公路、青山公路、水邊圍交匯處及朗屏路。
新界市區路 第 70 號
㆖水往佐敦道碼頭：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馬會道、沙頭角公
路、粉嶺樓路、和睦路、聯安街、沙頭角公路、新運路、馬會道、百和路、支路、和興路、
大窩西支路、林錦交匯處、大埔公路大窩段、L6 路、太和巴士總站、L6 路、汀角路、大埔太
和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運頭街、南運路、大埔公路、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大
涌橋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海街及佐敦道。
佐敦道碼頭往㆖水：途經佐敦道、彌敦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大涌
橋路、沙田鄉事會路、源禾路、大埔公路、南運路、運頭街、鄉事會路、寶鄉街、寶鄉橋、
大埔太和路、汀角路、L6 路、大埔公路大窩段、林錦交匯處、大窩西支路、和興路、支路、
百和路、馬會道、新運路、沙頭角公路、聯安街、和睦路、粉嶺樓路、沙頭角公路、馬會道、
寶石湖路、寶運路、新豐路、龍琛路、龍運街及新運路。
新界郊區路 第 70K 號
華明往㆖水 (循環 )：途經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置福圍、置福圍迴旋路、置福圍、百
和路、掃管埔路、新運路、龍琛路、馬會道、沙頭角公路、粉嶺樓路、和睦路、聯安街、沙
頭角公路、新運路、馬會道、百和路、支路、和興路、華明路、㆒鳴路、百和路、華明路及
雷鳴路。
新界特別路 第 70S 號
佐敦道碼頭往和合石：途經佐敦道、彌敦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沙
田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和合石交匯處、百和路、華明路及銘賢路。
和合石往佐敦道碼頭：途經銘賢路、華明路、百和路、和合石交匯處、粉嶺公路、吐露港公
路、大埔公路沙田段、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海街及佐敦道。
新界特快路 第 70X 號
㆖水往觀塘 (翠屏道)：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馬會道、沙頭角
公路、粉嶺樓路、和睦街、聯安街、沙頭角公路、新運路、馬會道、百和路、華明路、雷鳴
路、華明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華明路、和興路、大窩西支路、林
錦交匯處、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道、紅梅谷道)、沙田道、獅
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蒲崗村道交匯處、蒲崗村道、彩虹道、彩虹通路、太
子道東、觀塘道及翠屏道。
㆖水往觀塘 (翠屏道) (路 第 70P 號)：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掃管埔路、百和路、華明路、
雷鳴路、華明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支路、粉嶺公路、
(*林錦交匯處)、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道、紅梅谷道)、沙田
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蒲崗村道交匯處、蒲崗村道、彩虹道、彩虹通
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及翠屏道。
*
替代路
觀塘 (翠屏道) 往㆖水：途經翠屏道、鯉魚門道、偉發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
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彩虹臨時巴士站、彩虹道、斧山道、龍翔道、獅子山隧道、獅子
山隧道公路、沙田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林錦交匯處、大窩西支路、和興路、雷鳴路、
華明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馬會道、新運路、沙頭角公路、
聯安街、和睦道、粉嶺樓路、沙頭角公路、馬會道、寶石湖路、寶運路、新豐路、龍琛路、

龍運街及新運路。
觀塘 (翠屏道) 往㆖水 (路 第 70P 號)：途經翠屏道、鯉魚門道、偉發街、茶果嶺道、鯉魚
門道、觀塘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彩虹臨時巴士站、彩虹道、斧山道、龍翔道、獅
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支路、百和路、
㆒鳴路、百和路、華明路、雷鳴路、華明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置福圍、置
福圍迴旋處、置福圍、百和路、掃管埔路及新運路。
新界郊區路 第 71A 號
富亨往大埔火車站：途經頌雅路、南運路及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
大埔火車站往富亨：途經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南運路及頌雅路。
新界郊區路 第 71B 號
富亨往大埔市㆗心 (循環 )：途經頌雅路、南運路、安埔路、大埔市㆗心巴士總站、安埔路、
南運路及頌雅路。
新界郊區路 第 71K 號
太和往大埔墟 (循環 )：途經 L6 路、汀角路、大埔太和路、汀太路、汀角路、安慈路、大
埔市㆗心巴士總站、安埔路、南運路、頌雅路、富亨巴士總站、頌雅路、全安路、全安路巴
士總站、全安路、頌雅路、南運路、安埔路、富善巴士總站、安埔路、南運路、寶湖道、廣
宏街、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南運路、運頭街、鄉事會街、寶鄉街、南盛街、安富道、廣福道、
大埔公路元州仔段、廣宏街、寶湖道、南運路、安埔路、汀角路、頌雅路、富亨巴士總站、
頌雅路、全安路、全安路巴士總站、全安路、頌雅路、南運路、安埔道、大埔市㆗心巴士總
站、安慈路、汀角路、汀太路、太埔太和路及 L6 路。
新界郊區路 第 71S 號
富善往廣福：途經安埔路、南運路、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大埔
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南運路及寶湖道。
廣福往富善：途經寶湖道、廣宏街、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南運路、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
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南運路及安埔路。
新界市區路 第 72 號
太和往奧運站：途經 L6 路、汀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大埔公路、
源禾路、 杆莆街、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大埔公路、青山公路、欽州街、荔枝
角道、㆖海街、亞皆老街、櫻桃街及海景街。
奧運站往太和：途經 D2 路、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街、
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大埔公路、沙田正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
街、橫壆街、源禾路、大埔公路、廣福道、寶鄉街、寶鄉橋、安祥路、安慈路、汀角路、大
埔太和路及 L6 路。
新界市區路 第 72A 號
大圍火車站往大埔工業 ：途經美田路、迴旋處、美田路、積輝街、大圍道、美田路、大埔
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大涌橋路、沙田鄉事會路、源禾路、大埔公路、廣福道、寶鄉街、
寶鄉橋、大埔太和路、汀角路、大發街、大宏街、大富街、大昌街、大貴街、大喜街、大景
街、大喜街、大貴街及大昌街。
大埔工業 往大圍火車站：途經大貴街、大喜街、大景街、大喜街、大貴街、大昌街、大富
街、大宏街、大發街、汀角路、大埔太和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大埔公路、源禾路、
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獅子山隧道公路、大埔公路、大圍道及美田路。
新界特快路 第 72X 號
大埔市㆗心往奧運站：途經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大埔公路元洲仔段、
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亞皆老街、

櫻桃街及海景街。
*
本路 巴士視乎交通情況，改經大埔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
及獅子山隧道公路，㆗途不停站。
奧運站往大埔市㆗心：途經 D2 路、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
填㆞街、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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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祥路及安慈路。
新界郊區路 第 73 號
彩園往大埔工業 ：途經彩園 通路、彩園路、寶石湖路、馬會道、沙頭角公路、粉嶺樓路、
和睦路、聯安街、沙頭角公路、新運路、馬會道、百和路、支路、和興路、大窩西支路、林
錦公路交匯處、大埔公路大窩段、L6 路、太和巴士總站、L6 路、汀角路、大埔太和路、寶鄉
橋、寶鄉街、南盛街、安富路、寶益街、寶鄉街、寶鄉橋、大埔太和路、汀角路、大貴街、
大富街及大昌街。
大埔工業 往彩園：途經大貴街、汀角路、大埔太和路、寶鄉橋、寶鄉街、南盛街、安富路、
寶益街、寶鄉街、寶鄉橋、大埔太和路、汀角路、L6 路、大埔公路大窩段、林錦公路交匯處、
大窩西支路、和興路、支路、百和路、馬會道、新運路、沙頭角公路、聯安街、和睦路、粉
嶺樓路、沙頭角公路、馬會道、寶石湖路、彩園路及彩園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73A 號
彩園往圓洲角：途經彩園 通路、彩園路、寶石湖路、馬會道、沙頭角公路、聯安街、和泰
街、和滿街、聯安街、沙頭角公路、新運路、馬會道、百和路、華明路、雷鳴路、華明巴士
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華明路、和興路、大窩西支路、林錦交匯處、大
埔公路大窩段、L6 路、太和巴士總站、L6 路、汀角路、大埔太和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
道、大埔公路、源禾路、火炭路、山尾街、火炭巴士總站、山尾街、火炭路、大涌橋路、小
瀝源路、銀城街及插桅桿街。
圓洲角往彩園：途經插桅桿街、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火炭路、山尾街、火炭巴士
總站、山尾街、火炭路、源禾路、大埔公路、廣福道、寶鄉街、寶鄉橋、大埔太和路、汀角
路、L6 路、大埔公路大窩段、林錦交匯處、大窩西支路、和興路、雷鳴路、華明巴士總站、
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馬會道、新運路、沙頭角公路、聯安街、和泰
街、和滿街、聯安街、沙頭角公路、馬會道、寶石湖路、彩園路及彩園 通路。
新界特快路 第 73X 號
富善往荃灣碼頭：途經安埔路、大埔市㆗心巴士總站、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
廣福道、南運路、寶湖道、廣宏街、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
公路、城門隧道、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路及太河道。
荃灣碼頭往富善：途經太河道、青山公路、昌榮路迴旋處、昌榮路、和宜合道、和宜合交匯
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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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埔市㆗心巴士總站及安埔路。
新界市區路 第 74A 號
太和往觀塘碼頭：途經 L6 路、汀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運頭街、
南運路、達運道、運頭塘 巴士總站、達運道、南運路、大埔公路、源禾路、火炭路、*(大
涌橋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蒲崗村道交匯處、蒲崗村道、彩虹道、彩
虹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開源道及觀塘碼頭廣場通路。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巴士可在每日㆖午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和㆘午 4 時至 7 時 (星
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改經大涌橋路、車公廟道、紅梅谷道及獅子山隧道公路，㆗途不停站。
觀塘碼頭往太和：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斧山道、
彩虹道、彩虹臨時巴士總站、彩虹道、斧山道、龍翔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大

涌橋路、火炭路、源禾路、大埔公路、南運路、達運道、運頭塘 巴士總站、達運道、南運
路、運頭街、鄉事會街、寶鄉街、寶鄉橋、安祥路、安慈路、汀角路、大埔太和路及 L6 路。
*
在㆘列時段，路 可因應交通情況改經成業街及開源道，(i) ㆖午 7 時至 9 時 30
分，(ii) ㆘午 5 時後，及 (iii)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新界郊區路 第 74K 號
㆔門仔往大埔火車站：途經㆔門仔路、汀角路、南運路、安埔路、大埔市㆗心巴士總站、安
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南盛街、安富道、廣福道、南運路及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
通路。
大埔火車站往㆔門仔：途經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南運路、廣福道、運頭街、鄉事會街、
寶鄉街、寶鄉橋、安祥路、安慈路、大埔市㆗心巴士總站、安埔路、南運路、汀角路及㆔門
仔路。
新界特別路 第 74S 號
藍田㆞鐵站往和合石：途經鯉魚門道、啟田道迴旋處、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獅子山
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和合石交匯處、
百和路、華明路及銘賢路。
和合石往藍田㆞鐵站：途經銘賢路、華明路、百和路、和合石交匯處、粉嶺公路、吐露港公
路、大埔公路沙田段、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蒲崗村道、彩虹道、
彩虹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及鯉魚門道。
新界郊區路 第 75K 號
大尾篤往大埔火車站：途經汀角路、大貴街、大富街、大宏街、大發街、汀角路、大埔太和
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運頭街、南運路及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
大埔火車站往大尾篤：途經達運路、南運路、運頭街、鄉事會街、寶鄉街、寶鄉橋、大埔太
和路、汀角路、大發街、大宏街、大富街、大貴街、汀角路及大尾篤路。
新界郊區路 第 76K 號
華明往元朗 (西)：途經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置福圍、置福圍迴旋路、置福圍、百和路、
彩園路、寶石湖路、粉錦公路、青山公路、古洞路、青山公路、落馬州公共交通交匯處、青
山公路、新潭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未命名道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
及擊壤路。
元朗 (西) 往華明：途經擊壤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
未命名道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粉錦公路、寶石湖路、彩園路、百和路、㆒鳴路、華
明路及雷鳴路。
新界特別路 第 76S 號
粉嶺火車站往和合石：途經粉嶺車站路、馬會路、百和路、華明路及銘賢路。
和合石往粉嶺火車站：途經銘賢路、華明路、百和路、馬會路、新運路及粉嶺車站路。
新界郊區路 第 77K 號
祥華往元朗 (西)：途經祥華 通路、新運路、沙頭角公路、聯安街、和泰街、和滿街、聯安
街、沙頭角公路、馬會道、龍琛路、龍運街、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粉錦公
路、錦田公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未命名道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及
擊壤路。
元朗 (西) 往祥華：途經擊壤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
未命名道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錦田公路、粉錦公路、寶石湖路、寶運路、新豐路、
龍琛路、馬會道、沙頭角公路、聯安街、和泰街、和滿街、聯安街、沙頭角公路、新運路及
祥華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0 號

美林至觀塘碼頭：途經美林 通路、美田路、*(車公廟路、顯徑街、富健街、田心街)、紅梅
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大磡道、龍翔道、㆝橋、觀塘道、開源道及
觀塘碼頭廣場通路。
* 由早㆖ 6 時 54 分至早㆖ 8 時 51 分，路 不經車公廟路、顯徑街、富健街及田心街。
觀塘碼頭至美林：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獅子山
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道、田心街、富健街、顯徑街、車公廟路、美田路、積輝街、
大圍道、美田道及美林 通路。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成業街及開源道。
加派第 80P 號 行走顯徑巴士總站至觀塘碼頭。
新界市區路 第 80K 號
新翠往圓洲角：途經翠田街、車公廟路、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美田路、迴旋處、美田路、
大埔公路、沙田正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火炭路、大涌橋
路、小瀝源路、銀城街及插桅杆街。
圓洲角往新翠：途經插桅杆街、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火炭路、源禾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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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公路、大圍
道、美田路、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美田路、車公廟路及翠田街。
新界市區路 第 80M 號
穗禾苑往九龍塘㆞鐵站：途經穗禾苑通路、穗禾路、山尾街、火炭路、源禾路、 杆莆街、
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歌和老街、根
德道及沙福道。
九龍塘㆞鐵站往穗禾苑：途經沙福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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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炭路、山尾街、穗禾路及穗禾苑通路。
新界特別路 第 N80 號
穗禾苑往九龍塘㆞鐵站：途經穗禾苑通路、穗禾路、山尾街、火炭路、源禾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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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公路、大圍道、
美田路、車公廟路、田心街、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歌和老
街、根德道及沙福道。
九龍塘㆞鐵站往穗禾苑：途經沙福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
田心街、車公廟路、美田路、大埔公路、沙田正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
街、源禾路、火炭路、山尾街、穗禾路及穗禾苑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1 號
禾輋往佐敦道碼頭：途經豐順街、禾輋街、源禾路、 杆莆街、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
正街、大埔公路、白楊街、長沙灣道、彌敦道及佐敦道。
佐敦道碼頭往禾輋：途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大埔公路、沙田正
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禾輋街及豐順街。
新界市區路 第 81C 號
耀安往紅磡車站：途經耀安 通路、恒康街、西沙路、恒德街、恒信街、恒信街、富安花園
巴士總站、恒信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
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及安運道。
紅磡車站往耀安：途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
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富安
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康街及耀安 通路。
加開班次行走富安巴士總站至紅磡車站。
沙田圍巴士總站往尖沙咀 (漆咸道南) (路 第 81P 號)﹕途經怡成坊、崗背街、沙角街、沙

田圍路、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彌敦
道、梳士巴利道及漆咸道南。
加開班次行走濱景花園巴士站至紅磡火車站。
新界市區路 第 81K 號
新田圍往穗禾苑：途經新田圍 通路、沙田頭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沙角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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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壆街、
源禾路、火炭路、山尾街、穗禾路及穗禾苑通路。
穗禾苑往新田圍：途經穗禾苑通路、穗禾路、山尾街、火炭路、源禾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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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鄉事會路、沙田圍路、沙
角街、大涌橋路、車公廟路、沙田頭路及新田圍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1M 號
新田圍往九龍塘㆞鐵站：途經新田圍 通路、沙田頭路、車公廟路、田心街、紅梅谷路、獅
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歌和老街、根德道及沙福道。
九龍塘㆞鐵站往新田圍：途經沙福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
田心街、車公廟路、沙田頭路及新田圍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2K 號
美林往火炭火車站：途經美林 通路、美田路、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美田路、車公廟路、
田心街、紅梅谷路、車公廟路、沙田頭路、新田圍 通路、沙田頭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
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沙田圍路、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火炭路、松頭㆘路、
坳背灣街、麵房街、禾寮坑路及坳背灣街。
火炭火車站往美林：途經坳背灣街、麵房街、火炭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沙田
圍路、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大涌橋路、車公廟路、沙田頭路、新田圍 通路、沙田
頭路、車公廟路、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美田路、紅梅谷路、田心街、車公廟路、美田路及
美林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2M 號
廣源往九龍塘㆞鐵站：途經未命名道路、小瀝源路、沙田圍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銀城
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沙田圍路、沙角街、大涌橋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
窩打老道、歌和老街、根德道及沙福道。
九龍塘㆞鐵站往廣源：途經沙福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大涌橋路、
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沙田圍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插桅杆街、牛皮沙
街、沙田圍路及小瀝源路。
加開第 82S 號 特快班次行走廣源至九龍塘㆞鐵站，途經小瀝源路、沙田圍路及沙角街。
新界特別路 第 N82 號
廣源往九龍塘㆞鐵站：途經未命名道路、小瀝源路、沙田圍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銀城
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沙田圍路、沙角街、大涌橋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
窩打老道、歌和老街、根德道及沙福道。
九龍塘㆞鐵站往廣源：途經沙福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大涌橋路、
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沙田圍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插桅杆街、牛皮沙
街、沙田圍路及小瀝源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3K 號
黃泥頭往沙田市㆗心 (循環 )：途經小瀝源路、廣善街、未命名道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
小瀝源路、大涌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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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涌橋路、小瀝源路、插桅杆街、牛皮沙街、未命名道路、廣善街及小瀝
源路。

加開第 83S 號 特快班次行走黃泥頭至沙田市㆗心，和行走沙田市㆗心至黃泥頭，途經
沙田圍路。
新界特別路 第 83P 號
廣源往九龍城碼頭：途經未命名道路、小瀝源路、沙田圍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銀城街、
小瀝源路、大涌橋路、沙田圍路、沙角街、大涌橋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
老道、聯合道、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街、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新界市區路 第 85 號
火炭 (山尾街) 往九龍城碼頭：途經山尾街、火炭路、源禾路、 杆莆街、沙田正街、白鶴
汀街、沙田正街、大埔公路、大圍道、美田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
窩打老道、聯合道、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浙江街、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九龍城碼頭往火炭 (山尾街)：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新柳街、漆咸道、馬頭
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聯合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
美田路、大埔公路、沙田正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火炭路
及山尾街。
新界市區路 第 85A 號
圓洲角往九龍城碼頭：途經插桅杆街、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沙田圍路、沙角街、
大涌橋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聯合道、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
街、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九龍城碼頭往圓洲角：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聯合道、
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大涌橋路、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沙田圍
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及插桅杆街。
新界市區路 第 85B 號
秦石往九龍城碼頭：途經豐石街、盛田街、沙田頭路、車公廟路、顯徑街、富健街、田心街、
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聯合道、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
圍道、浙江街、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九龍城碼頭往秦石：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新柳街、漆咸道北、馬頭圍道、
馬頭涌道、太子道西、聯合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田心
街、富健街、顯徑街、車公廟路、沙田頭路、盛田街及豐石街。
新界市區路 第 85K 號
恒安往沙田火車站：途經恒錦街、恒康街、西沙路、恒德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
恒信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火炭路、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及沙田車站圍。
*
每日㆖午 6 時 25 分至 8 時 47 分開出的班次，不經富安花園巴士總站。
沙田火車站往恒安：途經沙田車站圍、沙田鄉事會路、源禾路、火炭路、大涌橋路、石門交
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
恒康街及恒錦街。
*
每日㆖午 6 時 45 分至 8 時 38 分開出的班次，不經富安花園巴士總站。
加開第 85P 號 班次行走富安花園至沙田火車站，和行走沙田火車站至富安花園。
新界特別路 第 N86 號
錦英苑往沙田火車站：途經錦英路、西沙路、頌安 通路、頌安巴士總站、頌安 通路、恒
康街、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亞公角街、
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火炭路、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及沙田車站圍。
沙田火車站往錦英苑：途經沙田車站圍、沙田鄉事會路、源禾路、火炭路、大涌橋路、石門
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頌安
通路、頌安巴士總站、頌安 通路、西沙路及錦英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6 號
黃泥頭往美孚：途經小瀝源路、廣善街、未命名道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銀城街、小瀝
源路、大涌橋路、火炭路、源禾路、 杆莆街、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獅子山隧
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歌和老街、南昌街、元州街、興華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
道。
美孚往黃泥頭：途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大埔道、白田街、窩仔街、南昌街、歌
和老街、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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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炭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插桅杆街、牛皮沙街、未
命名道路、廣善街及小瀝源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6A 號
沙田圍往長沙灣 (甘泉街)：途經崗背街、沙角街、沙田圍路、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紅梅谷
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南昌街、元州街、興華街、長沙灣道、通州西
街、瓊林街及甘泉街。
長沙灣 (甘泉街) 往沙田圍：途經甘泉街、青山道、大埔道、白田街、窩仔街、南昌街、龍
翔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沙田圍路、沙角街、
崗背街及怡成坊。
新界市區路 第 86B 號
顯徑往美孚：途經車公廟路、田心街、紅梅谷路、美田路、大圍道、積存街、城河道、大埔
公路、青山道、欽州街、元州街、興華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美孚往顯徑：途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大埔公路、成全路、村南道、大圍道、積
輝街、美田路、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美田路、紅梅谷路、田心街及車公廟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6C 號
利安往長沙灣 (甘泉街)：途經利安 通路、錦英路、馬鞍山路、西沙路、恒康街、*(恒錦街、
恒安巴士總站、恒錦街、恒康街)、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
處、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歌和老街、
南昌街、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通州西街、瓊林街及甘泉街。
*
㆖午 6 時 30 分至 8 時 13 分開出的班次，不經恒安巴士總站。
長沙灣 (甘泉街) 往利安：途經甘泉街、青山道、欽州街、長沙灣道、南昌街、歌和老街、
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
亞公角街、恒信街、馬鞍山路、恒康街、恒錦街、恒安巴士總站、恒錦街、恒康街、西沙路、
馬鞍山路、錦英路及利安 通路。
特別路 第 86P 號 行走恒安巴士總站至長沙灣廣場外巴士站。
新界市區路 第 86K 號
錦英苑往沙田火車站：途經錦英路、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
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沙田鄉事會及沙田車站圍。
沙田火車站往錦英苑：途經沙田車站圍、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
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及錦英路。
加開班次第 86S 號 行走錦英苑與沙田火車站之間，途經源禾路而不經大涌橋路。
特別路 行走馬鞍山市㆗心巴士總站外西沙路巴士站至沙田火車站。
新界市區路 第 87 號
瀝源往大角咀：途經瀝源街、禾輋街、源禾路、 杆莆街、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
大埔公路、大圍道、美田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南昌街、
大埔道、白楊街、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通
道及迴旋處。

大角咀往瀝源：途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
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大埔道、元
州街、南昌街、龍翔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美田路、大埔公路、沙
田正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禾輋街及瀝源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7A 號
博康往大角咀：途經未命名道路、水泉坳街、沙角街、沙田圍路、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紅
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南昌街、荔枝角道、㆖海街、亞皆老街、
櫻桃街、櫻桃街㆘通道及迴旋處。
大角咀往博康：途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
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大埔道、元
州街、南昌街、龍翔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
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及未命名道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7B 號
新田圍往大角咀：途經新田圍 通路、沙田頭路、車公廟路、*(顯徑街、富健街、田心街)、
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南昌街、荔枝角道、㆖海街、亞皆老街、
櫻桃街、櫻桃街㆘通道及迴旋處。
* 平日㆖午 6 時 15 分至 9 時 17 分的班次，不經顯徑街、富健街及田心街。
大角咀往新田圍：途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
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大埔道、元
州街、南昌街、龍翔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田心街、富健街、顯徑
街、車公廟路、沙田頭路及新田圍 通路。
加開班次第 87P 號 行走顯徑巴士總站至大角咀。
新界市區路 第 87D 號
錦英苑往紅磡車站：途經錦英路、*(西沙路、馬鞍山市㆗心巴士總站、西沙路、恒康街、馬
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沙田路、獅子山
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太子道西、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及
安運路。
*
每日㆖午 6 時 54 分至 8 時 51 分，路 改經西沙路及馬鞍山路，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除外。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可改經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及獅子山隧道公路。
特別路 第 87X 號 行走馬鞍山市㆗心巴士總站至漆咸道南。
紅磡車站往錦英苑：途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新填㆞街、
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大涌橋路、
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及錦英路。
特別路 第 87X 號 行走彌敦道至錦英苑。
新界市區路 第 87K 號
大學火車站往錦英苑 (循環 )：途經馬料水公共交通交匯處通路、大老山公路、馬鞍山路、
恒康街、西沙路、馬鞍山路、錦英路、西沙路、馬鞍山市㆗心巴士總站、西沙路、恒康街、
馬鞍山路、大老山公路及馬料水公共交通交匯處通路。
加開㆒班行走錦英路錦英苑外的巴士站至大學火車站。
特別路 行走大學火車站至利安巴士總站。
特別路 第 87S 號循環 行走錦英苑至大學火車站，沿途不經恒康街。
特別路 行走耀安 外巴士站至大學火車站。
新界市區路 第 88K 號

顯徑往駿景園：途經車公廟路、顯徑街、富健街、田心街、紅梅谷路、車公廟路、大圍火車
站巴士總站、美田路、迴旋處、美田路、大埔公路、沙田正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
正街、橫壆街、源禾路、火炭路、樂景街及樂信徑。
駿景園往顯徑：途經樂信徑、樂景街、火炭路、源禾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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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公路、大圍道、美田路、大圍火車站
巴士總站、美田路、紅梅谷路、田心街、富健街、顯徑街及車公廟路。
加開班次第 88S 號 行走顯徑至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
加開班次第 88P 號 行走沙田市㆗心巴士總站與顯徑之間。
新界市區路 第 88M 號
顯徑往九龍塘㆞鐵站：途經車公廟路、田心街、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
窩打老道、歌和老街、根德道及沙福道。
九龍塘㆞鐵站往顯徑：途經沙福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
田心街及車公廟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9 號
瀝源往觀塘 (月華街)：途經瀝源街、禾輋街、源禾路、 杆莆街、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
田正街、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大磡道、龍翔道、㆝橋、觀塘道、牛頭角
道、康寧道及物華街。
觀塘 (月華街) 往瀝源：途經月華街、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觀塘
道、龍翔道、獅子山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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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輋街及瀝源 通路。
新界市區路 第 89B 號
沙田圍往觀塘 (雅麗道)：途經崗背街、沙角街、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
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道、蒲崗村道交匯處、蒲崗村道、彩虹道、彩虹通路、太子道東、
觀塘道、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及牛頭角道。
觀塘 (雅麗道) 往沙田圍：途經牛頭角道、雅麗道、觀塘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彩
虹臨時交通總站、彩虹道、斧山道、龍翔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
公廟路、大涌橋路、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崗背街及怡成坊。
新界市區路 第 91 號
鑽石山㆞鐵站往清水灣：途經龍蟠街、大磡道、㆖元街、鳳德道、斧山道、斧山道㆝橋、彩
虹通路、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大學道、清水灣道及大澳門路。
清水灣往鑽石山㆞鐵站：途經大澳門路、清水灣道、大學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
彩虹迴旋處、斧山道㆝橋、斧山道、鳳德道及龍蟠街。
新界市區路 第 91M 號
坑口 (安寧花園) 往鑽石山㆞鐵站：途經培成路、常寧路、寶寧路、坑口道、清水灣道、大
學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迴旋處、彩虹道、蒲崗村道、鳳德道及龍蟠街。
鑽石山㆞鐵站往坑口 (安寧花園)：途經龍蟠街、大磡道、㆖元街、鳳德道、蒲崗村道、彩虹
道、彩虹通路、太子道東、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大學道、清水灣道、坑口道、
寶寧路、*(迴旋處、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及培成路。
*
每日㆘午 6 時後，行程改經寶寧路、迴旋處及寶寧路。
新界旅遊路 第 91R 號
黃大仙往清水灣：途經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彩虹迴旋處、彩虹通路、彩虹巴士總
站、彩虹迴旋處、斧山道㆝橋、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支路、龍翔道、清水灣道、新清
水灣道、清水灣道及大澳門路。
清水灣往黃大仙：途經大澳門路、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彩

虹迴旋處、彩虹道、沙田坳道及東頭村道。
新界市區路 第 92 號
鑽石山㆞鐵站往西貢：途經龍蟠街、大磡道、㆖元街、鳳德道、斧山道、斧山道㆝橋、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西貢公路、普通道及福民路。
西貢往鑽石山㆞鐵站：途經惠民路、福民路、普通道、西貢公路、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
道、彩虹迴旋處、斧山道㆝橋、斧山道、鳳德道及龍蟠街。
新界市區路 第 93A 號
寶林往觀塘碼頭：途經 L2 路、寶琳北路、寶琳路、秀茂坪道、曉光街、協和街、開源道及觀
塘碼頭廣場通路。
觀塘碼頭往寶林：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街、曉光街、
秀茂坪道、寶琳路、寶琳北路、L2 路、欣景路及寶豐路。
*
在㆘列時段，路 可因應交通情況改行成業街及開源道，(i) ㆖午 7 時至 9 時 30
分，(ii) ㆘午 5 時後，(iii)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寶林往觀塘㆞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 L2 路、寶琳北路、寶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
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茶果嶺道、鯉魚門道及觀塘道。
新界市區路 第 93K 號
寶林往旺角火車站：途經 L2 路、寶琳北路、寶琳路、秀茂坪道、將軍澳道、茶果嶺道、鯉魚
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加士居
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及聯運街。
旺角火車站往寶林：途經聯運街、弼街、洗衣街、太子道西、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
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秀
茂坪道、寶琳路、寶琳北路、L2 路、欣景路及寶豐路。
新界市區路 第 93M 號
寶林往藍田㆞鐵站 (循環 )：途經 L2 路、寶琳北路、寶琳路、秀茂坪道、將軍澳道、鯉魚
門道、啟田道、德田街、連德道、秀茂坪道、寶琳路、寶琳北路、L2 路、欣景路及寶豐路。
新界郊區路 第 94 號
西貢往黃石碼頭：途經惠民路、福民路、普通道、大網仔路及北潭路。
黃石碼頭往西貢：途經北潭路、大網仔路、普通道及福民路。
新界市區路 第 95 號
翠林往佐敦道碼頭：途經翠林路、寶琳北路、林盛路、康盛花園巴士總站、林盛路、寶琳北
路、寶琳路、秀茂坪道、曉光街、秀明道、秀茂坪道、順利 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
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彌敦道及佐敦道。
佐敦道碼頭往翠林：途經佐敦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
子道東、龍翔道、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順清街、順利 道、秀茂坪道、秀明道、曉光街、
秀茂坪道、寶琳路、寶琳北路及翠林路。
新界市區路 第 95M 號
翠林往觀塘 (雅麗道)：途經翠林路、寶琳北路、林盛路、康盛花園巴士總站、林盛路、寶琳
北路、寶林路、秀茂坪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及牛頭角道。
觀塘 (雅麗道) 往翠林：途經牛頭角道、雅麗道、觀塘道、協和街、秀茂坪道、寶琳路、寶
琳北路及翠林路。
新界旅遊路 第 96R 號
鑽石山㆞鐵站往黃石碼頭：途經龍蟠街、大磡道、㆖元街、鳳德道、斧山道、斧山道㆝橋、
彩虹通路、太子道東、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西貢公路、普通道、福民路、西
貢市巴士總站、惠民路、福民路、普通道、大網仔路及北潭路。

黃石碼頭往鑽石山㆞鐵站：途經北潭路、大網仔路、普通道、福民路、西貢市巴士總站、惠
民路、福民路、普通道、西貢公路、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
彩虹迴旋處、斧山道㆝橋、斧山道、鳳德道及龍蟠街。
新界市區路 第 98A 號
坑口 (北) 往觀塘 (裕民坊)：途經寶寧路、坑口道迴旋處、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
路、未命名通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琳路、秀茂坪道、將軍澳道、茶果嶺道、
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物華街及輔仁街。
觀塘 (裕民坊) 往坑口 (北)：途經同仁街、觀塘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秀茂坪道、寶琳
路、寶琳北路、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道、未命名通路、常寧路及寶寧路。
晨早特別班次
坑口 (北) 往觀塘㆞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寶寧路、坑口道迴旋處、昭信路、銀澳路、培成
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豐路、寶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
隧道公路、將軍澳道、茶果嶺道、鯉魚門道及觀塘道。
觀塘㆞鐵站往坑口 (北) (特別班次)：途經觀塘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
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寶順路、支路、寶康路、寶豐路、欣景道、寶琳北
路及寶寧路。
黃昏特別班次
觀塘㆞鐵站往坑口 (北) (特別班次)：途經觀塘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
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寶順路、支路、寶康路、寶豐路、欣景道、寶琳北
路、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常寧路及寶寧路。
新界特快路 第 98C 號
坑口 (北) 往美孚：途經寶寧路、坑口道迴旋處、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未命
名通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琳路、秀茂坪道、將軍澳道、觀塘繞道、太子道東、
太子道西、亞皆老街、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美孚往坑口 (北)：途經荔枝角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亞皆老街、太子道
西、太子道東、觀塘繞道、將軍澳道、秀茂坪道、寶琳路、寶琳北路、寶寧路、常寧路、重
華路、培成道、未命名通路、常寧路及寶寧路。
新界特快路 第 98D 號
坑口 (北) 往尖沙咀東：途經寶寧路、坑口道迴旋處、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
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豐路、寶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
公路、將軍澳道、觀塘繞道、啟福道、機場隧道、東九龍高架公路、漆咸道北、漆咸道南、
加士居道、佐敦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康泰徑、康榮徑及康達徑。
尖沙咀東往坑口 (北)：途經科學館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加士居道、
漆咸道南、漆咸道北、東九龍高架公路、機場隧道、啟福道、觀塘繞道、將軍澳道、將軍澳
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寶順路、支路、寶康路、寶豐路、欣景
路、寶琳北路、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道、常寧路及寶寧路。
新界郊區路 第 99 號
西貢往泥涌：途經惠民路、福民路、普通道、大網仔路及西沙路。
泥涌往西貢：途經西沙路、大網仔路、普通道及福民路。
新界沙田馬場路 第 848 號
沙田馬場往葵芳㆞鐵站：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和宜合交匯
處、象鼻山路、大河道㆝橋、大河道、沙咀道、德士古道、荃富街、荃華街、青山公路、葵
涌道、葵富路及葵仁路。
新界沙田馬場路 第 868 號

屯門市㆗心往沙田馬場：途經屯門鄉事會路、屯興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城門道、西樓
角路、蕙荃路、象鼻山路、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火炭路、源禾路、大埔公
路及馬場通路。
沙田馬場往屯門市㆗心：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象鼻山路、
蕙荃道、廟崗街、城門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喜路及屯匯街。
新界沙田馬場路 第 887 號
沙田馬場往大角咀：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
窩打老道、亞皆老街、櫻桃街、櫻桃街㆘通道及迴旋處。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大埔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及獅
子山隧道，㆗途不停站。
新界沙田馬場路 第 891 號
沙田馬場往九龍城碼頭：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
道、龍翔道、鳳舞街、杏林街、聯合道、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街、土瓜灣道及新碼頭
街。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大埔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及獅
子山隧道，㆗途不停站。
第 III 部——空調巴士路
空調巴士旅遊及特別九龍市區路 第 B1 號
太子㆞鐵站往㆝星碼頭 (循環 )：途經通菜街、運動場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星碼頭、
梳士巴利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太子道西及通菜街。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特別路 第 3S 號
鑽石山㆞鐵站往鑽石山墳場 (循環 )：途經龍蟠街、鳳德道、蒲崗村道、斧山道、斧山道迴
旋處、鳳德道、蒲崗村道、支路及龍蟠道。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8A 號
黃埔花園往尖沙咀 (循環 )：途經德康街、紅磡道、紅磡南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
利道、彌敦道、㆗間道、九龍公園徑、梳士巴利道、㆝星碼頭巴士總站、梳士巴利道、漆咸
道南、暢運道、安運道、暢運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德民街及德安街。
特別 8P 循環 服務行走海逸豪園至尖沙咀途經大環道、紅磡道、德民街、德安街、黃埔
花園巴士總站、德康街、紅磡道、紅磡南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
間道、九龍公園徑、梳士巴利道、㆝星碼頭巴士總站、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安
運道、暢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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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及大環道。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特別路 第 14S 號
油塘 (高超道) 往將軍澳華㆟永遠墳場 (循環 )：途經高朗道、鯉魚門道、高超道、墳場通
路、迴旋處、墳場通路、高超道及高朗道。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03 號
又㆒ 往尖沙咀東：途經達之路、大坑東道、界限街、勵德街、太子道西、彌敦道、梳士巴
利道、㆝星碼頭、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及康達徑。
尖沙咀東往又㆒ ：途經科學館道、麼㆞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星碼頭、梳士巴利
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太子道西、通菜街、界限街、大坑東道、達之路、牧丹路、
海棠路、達之路、迴旋處及達之路。
*
早晨特別服務行走澤安 至尖沙咀東途經澤安 通路、南昌街、歌和老街、達之路、
大坑東道、界限街、勵德街、太子道西、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星碼頭、梳士巴利道、康
莊道及康達徑。

*
行程將不經達之路巴士總站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03E 號
九龍㆞鐵站往斧山 (瓊東街)：途經緣邊道、臨時連接路、D12 道、P1 道、SR4 道、廣東道、
佐敦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
道東、彩虹道、蒲崗村道及瓊東街。
斧山 (瓊東街) 往九龍㆞鐵站：途經瓊東街、蒲崗村道、彩虹道、㆝橋、太子道東、太子道
西、亞皆老街、㆖海街、佐敦道、D11 道、SR7 道及緣邊道。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08 號
廣播道往尖沙咀東：途經廣播道、聯合道、聯福道、禧福道、喇沙利道、太子道西、窩打老
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星碼頭巴士總站、梳士巴利道、康莊道及康達徑。
尖沙咀東部往廣播道：途經科學館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星碼頭巴士總站、
梳士巴利道、彌敦道、窩打老道、界限街、伯爵街、太子道西、喇沙利道、禧福道、聯福道、
聯合道及廣播道。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11 號
翠竹花園往黃大仙㆞鐵站 (循環 )：途經翠竹街、穎竹街、竹園道、馬仔坑道、龍翔道、蒲
崗村道、鳳德道、沙田坳道、黃大仙道、馬仔坑道、竹園道、穎竹街及翠竹街。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12 號
黃埔花園往深水 碼頭：途經德康街、紅磡道、紅磡南道、紅磡灣街、未命名道路、機利士
南路、蕪湖街、漆咸道北、加士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界限街、海壇
街及欽州街。
深水 碼頭往黃埔花園：途經欽州街、荔枝角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北、蕪湖㆘通
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德民街及德安街。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15X 號
藍田 (廣田 ) 往九龍㆞鐵站：途經碧雲道、連德道、德田街、啟田道、鯉魚門道、觀塘道、
㆝橋、啟福道、機場隧道、東九龍高架公路、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星碼頭
巴士總站、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廣東道、佐敦道、D11 道、SR7 道及緣邊道。
九龍㆞鐵站往藍田 (廣田 )：途經緣邊道、臨時連接路、D12 道、P1 道、SR4 道、廣東道、
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康莊道、㆝橋、漆咸道北、東九龍高架公路、機場隧道、
啟福道、偉業街、勵業街、觀塘道、鯉魚門道、藍田公共交通交匯處、鯉魚門道、啟田道、
德田街、連德道及碧雲道。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16M 號
藍田 (廣田 ) 往藍田㆞鐵站 (循環 )：途經碧雲道、連德道、德田街、啟田道、將軍澳道、
鯉魚門道、啟田道、德田街、連德道及碧雲道。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19X 號
麗港城往尖沙咀 (循環 )：途經茶果嶺道、新偉業街、觀塘繞道、啟福道、機場隧道、東九
龍高架公路、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
東九龍高架公路、機場隧道、啟福道、觀塘繞道、新偉業街、茶果嶺道及有康街。
加開循環 班次第 219P 號行走油塘 (高超道) 至尖沙咀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24M 號
德福花園往九龍灣 (循環 )：途經未命名道路、德福㆝橋、偉業街、啟祥道、展貿徑、宏展
街、宏基街、臨興街、宏光道、常悅道、宏照道、啟祥道、㆝橋、偉業街、德福㆝橋及未命
名道路。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路 第 224X 號
啟業往尖沙咀東 (循環 )：途經宏照道、宏光道、啟祥道、宏展街、展貿徑、啟祥道、㆝橋、

啟福道、機場隧道、東九龍高架公路、漆咸道北、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加士居
道、漆咸道南、漆咸道北、東九龍高架公路、機場隧道、啟福道、啟祥道、宏光道及宏照道。
空調巴士九龍市區特別路 第 N216 號
(通宵服務)
油塘 (高超道) 往紅磡車站：途經高超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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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道東、太子道西、彌敦道、
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及安運道。
紅磡車站往油塘 (高超道)：途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
南街、亞皆老街、太子道西、太子道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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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雲道、高超道、鯉魚門
道及高超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34M 號
灣景花園往荃灣㆞鐵站 (循環 )：途經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大河道、青山公路、柴灣角迴
旋處、海興路、海安路、麗志路及青山公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51 號
錦田往荃灣碼頭：途經錦田路、錦㆖路、荃錦公路、荃錦交匯處、大河道北及大河道。
荃灣碼頭往錦田：途經大河道、大河道北、荃錦交匯處、荃公路及錦田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64M 號
㆝耀 往荃灣碼頭：途經㆝耀路、㆝湖路、㆝城路、㆝福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元
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屯門公路、青山公
路、西樓角路及大河道。
*
往荃灣的班次可視乎交通情況，改經水邊圍交匯處、宏達路、朗業街及青山公路。
荃灣碼頭往㆝耀 ：途經大河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
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唐㆟新村交匯處、朗㆝路、㆝福路、㆝城路、㆝湖路及㆝耀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68M 號
元朗 (西) 往荃灣㆞鐵站：途經擊壤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
公路、青朗公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大河道及西樓角道。
荃灣㆞鐵站往元朗 (西)：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元朗公路、博愛
交匯處、青山公路及擊壤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68X 號
元朗 (東) 往佐敦道碼頭：途經朗日路、青山公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元朗公路、
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
長沙灣道、彌敦道及佐敦道。
佐敦道碼頭往元朗 (東)：途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
葵涌道、荃灣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元朗安樂路、
媽橫路、青山公路及朗日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69M 號
㆝瑞 往葵芳㆞鐵站：途經㆝瑞路、㆝湖路、㆝耀路、㆝耀 巴士總站、㆝耀路、㆝福路、
朗㆝路、*唐㆟新村交匯處、元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
青朗公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仁路及葵義路。
葵芳㆞鐵站往㆝瑞 ：途經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元
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唐㆟新村交匯處、朗㆝路、㆝
福路、㆝耀路、㆝湖路及㆝瑞路。
㆝慈 往葵芳㆞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喜街、㆝柏路、㆝祥路、㆝城路、㆝湖路、㆝耀路、

㆝耀 巴士總站、㆝耀路、㆝福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元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
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涌道、葵富路、葵
仁路及葵義路。
*
往葵芳的班次可視乎交通情況，改經水邊圍交匯處、宏達路、朗業街及青山公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69X 號
㆝瑞 往佐敦道碼頭：途經㆝瑞路、㆝湖路、㆝耀路、㆝福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
元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屯門公路、荃灣
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及佐敦道。
佐敦道碼頭往㆝瑞 ：途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汝州街、黃竹街、長沙灣
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十八鄉交
匯處、元朗公路、唐㆟新村交匯處、朗㆝路、㆝福路、㆝耀路、㆝湖路及㆝瑞路。
㆝水圍市㆗心往佐敦道碼頭 (第 69P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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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村
交匯處、元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屯門公
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及佐敦道。
㆝慈 往佐敦道碼頭 (特別班次)：途經㆝喜街、㆝柏路、㆝祥路、㆝城路、㆝湖路、㆝耀路、
㆝福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元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
元朗公路、青朗公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及佐敦道。
*
往佐敦道碼頭的班次可視乎交通情況，改經水邊圍交匯處、宏達路、朗業街及青山
公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73K 號
㆖水往文錦渡 (新屋嶺)：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馬會道及文錦
渡路。
文錦渡 (新屋嶺) 往㆖水：途經文錦渡路、馬會道、寶石湖路、寶運路、新豐路、龍琛路、
龍運街及新運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74X 號
大埔市㆗心往觀塘碼頭：途經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大埔公路元洲仔
段、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彩虹道、迴旋處、
彩虹通道、太子道東、觀塘道、開源道及觀塘碼頭廣場通路。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巴士可改經大老山公路、小瀝源路及大老山公路。
觀塘碼頭往大埔市㆗心：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
斧山道、迴旋處、彩虹道、彩虹臨時巴士總站、彩虹道、斧山道、鳳德道、龍蟠街、鑽石山
㆞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磡道、大老山隧道、大老山公路、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元洲
仔段、廣福道、寶鄉街、寶鄉橋、安祥路及安慈路。
* 在㆘列時段，路 可因應交通情況改經成業街及開源道，(i) ㆖午 7 時至 9 時 30
分，(ii) ㆘午 5 時後，及 (iii)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75X 號
富善往九龍城碼頭：途經安埔路、大埔市㆗心巴士總站、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湖道、
廣宏街、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
斧山道、彩虹道、蒲崗村道、龍翔道、鳳舞街、富美街、聯合道、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
頭圍道、浙江街、土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巴士可改經大老山公路、小瀝源路及大老山公路。
九龍城碼頭往富善：途經新碼頭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新柳街、漆咸道、馬頭圍道、馬
頭涌道、太子道西、聯合道、富美街、鳳舞街、龍翔道、蒲崗村道、鳳德道、龍蟠街、鑽石

山㆞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磡道、大老山隧道、大老山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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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巴士總站及安埔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78K 號
㆖水往沙頭角：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彩園路、百和路、掃管
埔路、新運路、粉嶺車站路、沙頭角公路、粉嶺樓道、和睦路、聯安街、沙頭角公路及順隆
街。
沙頭角往㆖水：途經順隆街、沙頭角公路、聯安街、和睦路、粉嶺樓道、沙頭角公路、新運
路、粉嶺車站路、新運路、掃管埔路、百和路、彩園路、寶石湖路、寶運路、新豐路、龍琛
路、龍運街及新運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79K 號
㆖水往打鼓嶺：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馬會道、沙頭角公路、
聯安街、和泰街、和滿街、聯安街、沙頭角公路及坪輋路。
打鼓嶺往㆖水：途經坪輋路、沙頭角公路、新運路、粉嶺車站路、沙頭角公路、馬會道、寶
石湖路、寶運路、新豐路、龍琛路、龍運街及新運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0X 號
秦石往觀塘碼頭：途經豐石街、盛田街、沙田頭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沙田圍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彩虹道、迴旋處、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開源道及觀塘碼頭廣場通路。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巴士可改經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及大老山隧道。
觀塘碼頭往秦石：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大老山
隧道、沙田圍路、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大涌橋路、車公廟路、沙田頭路、盛田街及
豐石街。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可改經成業街及開源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2X 號
濱景花園往黃大仙 (循環 )：途經安景街、未命名道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插
桅杆街、牛皮沙街、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廣源巴士總站、小瀝源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
迴旋處、斧山道、彩虹道、沙田坳道、東頭村道、黃大仙巴士總站、東頭村道、沙田坳道、
彩虹道、蒲崗村道、鳳德道、龍蟠街、鑽石山㆞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磡道、大老山隧
道、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廣源巴士總站、小瀝源路、沙田圍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銀
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及安景街。
加開第 82P 號循環 班次，行走廣源巴士總站至黃大仙。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3X 號
廣源往觀塘碼頭：途經未命名道路、小瀝源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彩
虹道、迴旋處、彩虹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開源道及觀塘碼頭廣場通路。
觀塘碼頭往廣源：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大老山
隧道、沙田圍路及小瀝源路。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成業街及開源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4M 號
富安花園往樂富：途經恒信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插
桅杆街、牛皮沙街、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彩虹道、
迴旋處、彩虹道、龍翔道、鳳舞街、富美街、橫頭磡東道及橫頭磡南道。
樂富往富安花園：途經橫頭磡東道、富美街、鳳舞街、龍翔道、支路、蒲崗村道、鳳德道、
龍蟠街、鑽石山㆞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磡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圍路、牛皮沙街、插
桅杆街、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及恒信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5C 號
馬鞍山市㆗心往紅磡碼頭廣場：途經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
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小瀝源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彩
虹道、蒲崗村道、龍翔道、鳳舞街、東頭村道、聯合道、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廠街、土
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德民街、紅磡道及未命名通路。
紅磡碼頭廣場往馬鞍山市㆗心：途經未命名通路、紅磡南道、紅磡灣街、未命名道路、機利
士路、蕪湖街、馬頭圍道、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聯合道、東頭村道、
鳳舞街、龍翔道、支路、蒲崗村道、鳳德道、龍蟠街、鑽石山㆞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
磡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支
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鞍源街、鞍駿街、鞍超街及西沙路。
特別路 行走耀安巴士總站至紅磡碼頭廣場。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5M 號
錦英苑往黃大仙 (循環 )：途經錦英路、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
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彩虹
道、沙田坳道、東頭村道、黃大仙巴士總站、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蒲崗村道、鳳
德道、龍蟠街、鑽石山㆞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磡道、大老山隧道、大老山公路、石門
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及錦英路。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可改經大老山公路、小瀝源路及大老山公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9C 號
恒安往觀塘 (翠屏道)：途經恒錦街、恒康街、西沙路、恒德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
恒信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小瀝源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
山道、彩虹道、迴旋處、彩虹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及翠屏道。
觀塘 (翠屏道) 往恒安：途經翠屏道、鯉魚門道、偉發道、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
龍翔道、斧山道、迴旋處、彩虹道、彩虹臨時交通總站、彩虹道、斧山道、鳳德道、龍蟠街、
鑽石山㆞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磡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大涌橋路、
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支路、西
沙路、恒康街及恒錦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9D 號
利安往藍田㆞鐵站：途經利安 通路、錦英路、馬鞍山路、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
路、西沙路、恒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老山公路、*(小瀝源路、廣源巴士總站、
小瀝源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彩虹道、迴旋處、彩虹通
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及鯉魚門道。
* 星期㆒至六㆖午 6 時 18 分至 10 時 12 分，㆘午 4 時 28 分至 7 時 6 分，星期日及公
眾假期㆖午 9 時 21 分至㆘午 6 時 12 分開出的班次，不經廣源。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經廣源及大老山公路、小瀝源路及大老山公路。
加開班次行走馬鞍山市㆗心至藍田㆞鐵站。
藍田㆞鐵站往利安：途經鯉魚門道、觀塘道、龍翔道、斧山道、鳳德道、龍蟠街、鑽石山㆞
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磡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圍道、小瀝源路、廣源巴士總站、小
瀝源路)、大老山隧道公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
馬鞍山、錦英路及利安 通路。
*
星期㆒至六㆖午 7 時 14 分至 10 時 10 分，㆘午 3 時 32 分至 7 時 32 分，星期日㆖午
9 時 40 分至㆘午 6 時 33 分開出的班次，不經廣源。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89X 號
沙田火車站往觀塘 (月華街)：途經沙田車站圍、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

街、插桅杆街、牛皮沙街、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大老山隧道、斧山道、迴旋處、斧山道、
彩虹道、迴旋處、彩虹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康寧道、物華街及月華街。
觀塘 (月華街) 往沙田火車站：途經月華街、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觀塘道、
龍翔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圍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沙
田鄉事會路及沙田車站圍。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0X 號
荃威花園往黃埔花園：途經荃景圍、青山公路、大涌道、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
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角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康莊道、漆咸道北、隧道、
機利士路、蕪湖街、德民街及德安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4A 號
浪翠園往荃灣碼頭：途經浪翠園通路、青山公路、深井交匯處、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西樓
角路、大河道、沙咀道及圓墩圍。
荃灣碼頭往浪翠園：途經大河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深井交匯處、青山公路及浪翠園通
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4B 號
荃灣碼頭往浪翠園：途經大河道、青山公路、麗順路、海安路、青山公路、柴灣角迴旋處、
海興路、海安路、青山公路及浪翠園通路。
浪翠園往荃灣碼頭：途經浪翠園通路、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大河道、沙咀道及圓墩圍。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4P 號
深井往荃灣㆞鐵站：途經青山公路、深井交匯處、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及西樓角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4X 號
灣景花園往尖沙咀 (漢口道)：途經青山公路、大涌道、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
梳士巴利道、㆝星碼頭巴士總站、梳士巴利道及漢口道。
尖沙咀 (漢口道) 往灣景花園：途經漢口道、㆗間道、九龍公園徑、梳士巴利道、彌敦道、
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道、大涌道、沙咀道、大
河道、青山公路、柴灣角迴旋處、海興路、海安路、麗志路及青山公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5 號
安蔭至荃灣 (循環 )：途經安蔭巴士總站、安足街、石排街、大白田街、童子街、石蔭路、
石蔭巴士總站、石蔭路、童子街、梨木道、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路、
大涌道、沙咀道、德士古道、荃富街、荃華街、青山公路、昌榮路迴旋處、昌榮路、和宜合
道、梨木道、童子街、石蔭路、石蔭巴士總站、石蔭路、童子街、梨木道、大白田街、石排
街、安足街及安蔭巴士總站。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5M 號
安蔭 至葵芳㆞鐵站 (循環 )：途經安蔭巴士總站、安足街、石排街、大白田街、童子街、
石蔭路、石蔭巴士總站、石蔭路、童子街、梨木道、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葵
涌道、葵富路、葵仁路、葵芳㆞鐵站、葵義路、葵富路、葵涌道、昌榮路迴旋處、昌榮路、
和宜合道、梨木道、童子街、石蔭路、石蔭巴士總站、石蔭路、童子街、大白田街、石排街、
安足街及安蔭巴士總站。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7A 號
葵盛 (㆗) 往㆝星碼頭：途經葵聯路、葵盛圍、大窩口道、興芳路、葵安道、葵涌道、長沙
灣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8M 號
海濱花園往荃灣㆞鐵站：途經怡樂街、永順街、馬頭壩道、聯仁街、古坑道、沙咀道、大河
道及西樓角路。

荃灣㆞鐵站往海濱花園：途經西樓角路、大河道、楊屋道、馬頭壩道、永順街及怡樂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38X 號
海濱花園往㆗港客運碼頭：途經怡樂街、永順街、德士古道、德士古道迴旋處、荃灣路、葵
涌道、長沙灣道、彌敦道、佐敦道及廣東道。
㆗港客運碼頭往海濱花園：途經廣東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界限街、長
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德士古道迴旋處、德士古道、永順街及怡樂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42X 號
長亨往㆝星碼頭：途經寮肚路、青衣西路、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荃灣路、
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角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43M 號
美景花園往荃灣 (愉景新城)：途經細山路、青衣路、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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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荃橋、荃青交
匯處、德士古道、沙咀道、大河道、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及美環街。
荃灣 (愉景新城) 往美景花園：途經美環街、西樓角路、大河道、沙咀道、古坑道、楊屋道、
德士古道、荃青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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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青康路、青衣路及細山路。
美景花園往荃灣 (愉景新城) (特別服務第 243P)：途經細山路、青衣路、青康路、長青巴士
總站、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葵青交匯處、荃灣路、荃青交匯處、德士古道、
沙咀道、大河道、青山公路、西樓角路及美環街。
空調巴士新界旅遊路 第 243R 號
青衣機鐵站往青嶼幹 訪客㆗心：途經青敬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路、長青
公路、西北青衣交匯處及訪客㆗心外面停車場。
青嶼幹 訪客㆗心往青衣機鐵站：途經訪客㆗心外面停車場、西北青衣交匯處、長青公路、
青衣西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及青敬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48M 號
青欣往青衣機鐵站：途經青欣巴士總站、寮肚路、青衣西路、楓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青
敬路、青衣機鐵站巴士總站。
青衣機鐵站往青欣：途經青衣機鐵站巴士總站、青敬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西
路、寮肚路及青欣巴士總站。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48P 號
駿景園往荃灣碼頭：途經樂信徑、樂景街、火炭路、大埔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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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宜合交匯
處、和宜合道、昌榮路、青山公路及大河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49M 號
青衣機鐵站往美景花園 (循環 )：途經青衣機鐵站巴士總站、青敬路、楓樹窩路迴旋處、青
衣鄉事會路、涌美路、青康路、迴旋處、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楓樹窩路迴旋處、
青敬路及青衣機鐵站巴士總站。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1M 號
青衣機鐵站往錦田八鄉 (循環 )：途經青敬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路、青荃交匯處、德士
古道、楊屋道、大河道、青山公路 (荃灣段)、屯門路、青朗公路、錦田路、錦㆖路、錦田路、
青朗公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 (荃灣段)、西樓角道、大河道、楊屋道、德士古道、青荃交
匯處、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及青荃路。
錦田往青衣機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錦㆖路、錦田路、青朗公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西
樓角道、大河道、楊屋道、德士古道、青荃交匯處、青荃路、 杆山交匯處及青敬路。

青衣機鐵站往錦田 (特別班次)：途經青敬路、 杆山交匯處、青荃交匯處、德士古道、楊屋
道、大河道、青山公路、屯門路、青朗公路、錦田路、錦㆖路及錦田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2B 號
恒順園往尖沙咀碼頭：途經青山公路、小欖交匯處、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
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7B 號
山景 往尖沙咀碼頭：途經旺賢街、石排頭路、鳴琴路、青雲路、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
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角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
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8B 號
良景往尖沙咀碼頭：途經田景道、鳴琴路、震寰路、大方街、大興街、石排頭道、鳴琴路、
青雲路、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
西、荔枝角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8C 號
建生 往尖沙咀碼頭：途經良運街、震寰路、大方街、大興街、石排頭路、鳴琴路、青雲路、
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
角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8D 號
良景 往藍田㆞鐵站：途經田景路、鳴琴路、震寰路、大方街、大興街、石排頭路、鳴琴路、
青雲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西北青衣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青葵公路、
支路、呈祥道、龍翔道、蒲崗村道、彩虹道、彩虹道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及鯉魚門道。
藍田㆞鐵站往良景 ：途經鯉魚門道、觀塘道、㆝橋、龍翔道、呈祥道、支路、青葵公路、
長青隧道、長青公路、西北青衣交匯處、青朗公路、屯門公路、皇珠路、青雲路、鳴琴路、
石排頭道、震寰路、鳴琴路及田景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9B 號
屯門碼頭往尖沙咀碼頭：途經湖翠路、龍門路、D4 路、龍門居巴士總站、D4 路、龍門路、皇
珠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角
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9C 號
新屯門㆗心往尖沙咀碼頭：途經屯青里、龍門路、D4 路、龍門居巴士總站、D4 路、龍門路、
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
角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9D 號
屯門碼頭往藍田㆞鐵站：途經湖翠路、屯門碼頭巴士總站、湖翠路、龍門路、D4 路、龍門居
巴士總站、D4 路、龍門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長
青隧道、青葵公路、支路、呈祥道、龍翔道、蒲崗村道、彩虹道、彩虹道通路、太子道東、
觀塘道及鯉魚門道。
藍田㆞鐵站往屯門碼頭：途經鯉魚門道、觀塘道、㆝橋、龍翔道、呈祥道、支路、青葵公路、
長青隧道、長青公路、西北青衣交匯處、青朗公路、屯門公路、皇珠路、龍門路及湖翠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59E 號
龍門居往荃灣㆞鐵站：途經龍門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大河道及西樓角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0B 號
屯門市㆗心往尖沙咀碼頭：途經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路、荃灣
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角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

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0C 號
友愛 (南) 往葵芳㆞鐵站：途經海珠路、屯門鄉事會路、屯興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葵
涌道、葵富路、葵仁路及葵義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1B 號
㆔聖往尖沙咀碼頭：途經㆔聖街、青山公路、兆麟街、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
珠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角
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1M 號
㆔聖往荃灣㆞鐵站：途經㆔聖街、青山公路、兆麟街、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
珠路、屯門公路及青山公路。
荃灣㆞鐵站往㆔聖：途經青山公路、大河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屯門公路、皇珠路、海
皇路、海珠路、屯門鄉事會路、海榮路、青山公路及㆔聖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1R 號
屯門市㆗心往㆖水：途經屯門鄉事會路、海榮路、青山公路、藍㆞交匯處、青山公路、朗㆝
路、水邊圍交匯處、朗㆝路、元朗公路、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嶺公路、
掃管埔路及新運路。
㆖水往屯門市㆗心：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掃管埔路、粉嶺公路、新田公路、元朗公路、十
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朗㆝路、青山公路、藍㆞交匯處、青山公路、海榮路、屯門鄉事會
路、屯興路、屯喜路、屯匯街及屯門鄉事會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2P 號
㆔聖往荃灣㆞鐵站：途經㆔聖街、青山公路、小欖交匯處、屯門公路及青山公路。
空調巴士旅遊路 第 263R 號
屯門市㆗心往沙田火車站：途經屯門鄉事會路、屯興路、屯門路、青山公路、城門道、西樓
角路、蕙荃道、荃錦交匯處、象鼻山路、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沙田鄉事會
路及沙田車站圍。
沙田火車站往屯門市㆗心：途經沙田車站圍、沙田鄉事會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
門隧道、象鼻山路、荃錦交匯處、蕙荃道、廟崗街、城門道、青山公路、屯門路、屯喜路及
屯匯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7S 號
兆康苑往尖沙咀碼頭：途經兆康路、青麟路、震寰路、青田路、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發
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角道、
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9B 號
㆝水圍市㆗心往紅磡碼頭：途經㆝恩路、㆝榮路、㆝城路、㆝龍路、㆝葵路、㆝華路、㆝瑞
路、㆝湖路、㆝耀路、㆝福路、朗㆝路、水邊圍交匯處、宏達路、媽橫路、青山公路、朗日
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
青葵公路、西九龍公路、佐敦道伸延路、廣東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公主道、支路、
漆咸道南、漆咸道北、蕪湖街隧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德民街、紅磡道及紅磡碼頭通道。
紅磡碼頭往㆝水圍市㆗心：途經紅磡碼頭通道、紅磡南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漆咸道北、
康莊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眾坊街、㆖海街、佐敦道、佐敦道伸延路、西九龍公路、青
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朗公路、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
公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朗㆝路、㆝福路、㆝耀路、㆝湖路、㆝瑞路、㆝華路、㆝
葵路、㆝龍路、㆝城路及㆝恩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69C 號
㆝水圍市㆗心往觀塘碼頭：途經㆝恩路、㆝榮路、㆝城路、㆝龍路、㆝葵路、㆝華路、㆝瑞
路、㆝湖路、㆝耀路、㆝福路、朗㆝路、水邊圍交匯處、宏達路、媽橫路、青山公路、朗日
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
青葵公路、支路、呈祥道、龍翔道、蒲崗村道、彩虹道、彩虹道通道、太子道東、觀塘道、
開源道及觀塘碼頭廣場通道。
觀塘碼頭往㆝水圍市㆗心：途經偉業街、敬業街 (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橋、龍
翔道、斧山道、迴旋處、彩虹道、支路、龍翔道、呈祥道、支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
青公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朗公路、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朗㆝路、唐㆟新
村交匯處、朗㆝路、㆝福路、㆝耀路、㆝湖路、㆝瑞路、㆝華路、㆝葵路、㆝龍路、㆝城路
及㆝恩路。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可於㆘列時間改經成業街及開源道：(a) 早㆖ 7 時至 9 時 30
分，(b) ㆘午 5 時後及 (c)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全日。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0 號
㆝平往翠麗花園：途經㆝平路、龍琛路、龍運街、新運路、龍琛路、㆝平路及鳳南路。
翠麗花園往㆝平：途經鳳南路、㆝平路、龍琛路、龍運街、新運路、龍琛路及㆝平路。
榮輝㆗心往翠麗花園 (路 第 270P 號)：途經和睦路、聯捷街、馬適道、㆝平道、龍琛路、
龍運街、新運路、龍琛路、㆝平路及鳳南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0A 號
㆖水往佐敦道碼頭：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支路、掃管埔路、百和路、華明路、雷鳴路、華
明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粉嶺公路、吐露港公路、大埔公
路沙田段、沙田道、獅子山隧道公路、*(大埔道、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道、紅梅谷道、
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彌敦道及佐敦道。
*
替代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1 號
富亨往尖沙咀 (廣東道)：途經頌雅路、南運路、安埔路、富善巴士總站、安埔路、大埔市㆗
心巴士總站、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吐露港公路、
*(大埔公路沙田段、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彌敦道、梳士巴利
道、九龍公園徑及廣東道。
*
視乎交通情況，本路 巴士可改經大埔公路沙田段、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路、
紅梅谷路及獅子山隧道，㆗途不停站。
尖沙咀 (廣東道) 往富亨：途經廣東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
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大埔公路沙田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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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埔路、汀角路及頌雅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2P 號
富亨往長沙灣：途經頌雅路、南運路、安埔路、富善巴士總站、安埔路、大埔市㆗心巴士總
站、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運頭街、南運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吐
露港公路、大埔道、青山道、欽州街、元州街、興華街及長沙灣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3 號
華明往粉嶺火車站 (循環 )：途經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迴旋處、百和路、㆒鳴路、華
明路及雷鳴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3A 號
彩園往華明 (循環 )：途經彩園 通道、彩園路、百和路、保健路、保平路、保健路、百和
路、㆒鳴路、華明路、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保健路、保平路、保健路、百和路、彩園

路及彩園 通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3P 號
太和往荃灣碼頭：途經 L6 路、汀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運頭街、
南運路、達運道、運頭塘 巴士總站、達運道、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
門隧道、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青山公路及大河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4P 號
海柏花園往大埔工業 ：途經鞍駿街、鞍源街、西沙路、恆康街、馬鞍山路、大老山公路、
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廣福道、寶鄉街、寶鄉橋、大埔太和街、汀角路、大發街、
大宏街、大富街及大昌街。
空調巴士新界旅遊路 第 275 號
大埔火車站往香港教育學院：途經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南運路、安埔路、大埔市㆗心
巴士總站、安埔路、南運道、汀角路、露輝路及露屏路。
香港教育學院往大埔火車站：途經露屏路、露輝路、汀角路、南運道、安埔路、汀角路、大
埔市㆗心巴士總站、安埔路、南運道及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
空調巴士新界旅遊路 第 275R 號
大埔火車站至新娘潭：經達運道、南運路、大埔太和路、完善路、汀角路及新娘潭道。
新娘潭至大埔火車站：經新娘潭道、汀角路、大尾督巴士總站、汀角路、完善路、大埔太和
路、南運路及大埔火車站巴士總站通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6 號
㆝水圍市㆗心往㆖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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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廈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博愛
交匯處、S5 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嶺公路、掃管埔路及新運路。
㆖水往㆝水圍市㆗心：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掃管埔路、粉嶺公路、新田公路、元朗公路、
博愛交匯處、S5 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屏廈路、㆝耀路、㆝湖路、㆝瑞路、㆝榮路、
㆝城路、㆝龍路、㆝葵路、㆝華路、㆝城路及㆝恩路。
㆒特別班次由元朗 (西) 巴士總站開出往㆖水。
8 班行走第 276P 號特別 由㆝瑞開往㆖水。
㆝水圍市㆗心往㆖水 (第 276P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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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橫路、水邊圍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新田
公路、粉嶺公路、掃管埔路及新運路。
㆖水往㆝水圍市㆗心 (第 276P 號)：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掃管埔路、粉嶺公路、新田公路、
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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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調特別巴士新界路 第 277 號
元朗 (西)往落馬洲公共交通轉車站：途經擊壤路、青山公路 (元朗段)、朗日路、青山公路 (元
朗段)、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新田公路、支路及青山公路。
落馬洲公共交通轉車站往元朗 (西)：途經青山公路、支路、新田交匯處、新田公路、元朗公
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 (元朗段) 及擊壤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78X 號
㆖水往荃灣碼頭：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支路、掃管埔路、百和路、華明路、雷鳴路、華明
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支路、粉嶺公路、吐露港公路、大
埔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道、昌榮路、昌榮路迴旋處、青

山公路及大河道。
荃灣碼頭往㆖水：途經大河道、青山公路、昌榮路迴旋處、昌榮路、和宜合道、和宜合交匯
處、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支路、百和路、㆒鳴路、
百和路、華明路、雷鳴路、華明巴士總站、雷鳴路、華明街、百和路、置福圍、百和路、掃
管埔路、支路及新運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0P 號
穗禾苑往尖沙咀碼頭：途經穗禾苑通路、穗禾路、山尾街、火炭路、源和路、 杆莆街、沙
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彌敦道及梳士巴
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1P 號
廣源往紅磡車站：途經未命名道路、小瀝源路、沙田圍路、牛皮沙街、插桅杆街、銀城街、
小瀝源路、*(大涌橋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彌敦道、梳士
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及安運道。
*
除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外，本路 巴士可視乎交通情況而改經大涌橋路、車公廟路、
紅梅谷路及獅子山隧道、㆗途不停站。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可改經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及獅子山隧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2 號
沙田市㆗心往新田圍 (循環 )：途經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獅子山隧道公路、車
公廟路、沙田頭路、新田圍村通路、沙田頭路、車公廟路、獅子山隧道公路及沙田正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3 號
沙田市㆗心往美松苑 (循環 )：途經沙田正街、白鶴汀街、沙田正街、大埔公路、大圍道、
美田路、迴旋處、美田路、美林 通路、美田路、大埔公路、沙田鄉事會路及大埔公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4 號
濱景花園往沙田市㆗心：途經安景街、未命名道路、大涌橋路、沙田鄉事會路及大埔公路。
沙田市㆗心往濱景花園：途經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及安景
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5 號
海柏花園往恆安 (循環 )：途經鞍駿街、鞍源街、西沙路、馬鞍山路、錦英路、西沙路、恆
康街、恆錦街、恆安巴士總站、恆錦街、恆康街、馬鞍山路、鞍超街及鞍駿街。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6M 號
馬鞍山市㆗心往鑽石山㆞鐵站 (循環 )：途經西沙路、恆康街、頌安 通路、頌安巴士總站、
頌安 通路、西沙路、恆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斧山
道、迴旋處、鳳德道、龍蟠街、鑽石山㆞鐵站巴士總站、龍蟠街、大磡道、大老山隧道、大
老山公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恆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鞍源街、鞍
駿街、鞍超街及西沙路。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大老山公路、小瀝源路及大老山公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7K 號
馬鞍山市㆗心往大學火車站 (循環 )：途經西沙路、頌安 通路、頌安巴士總站、頌安 通
路、西沙路、馬鞍山路、大老山公路、馬料水公共交通交匯處通路、大老山公路、馬鞍山路、
支路、西沙路、鞍源街、鞍駿街、鞍超街及西沙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87P 號
圓洲角往尖沙咀碼頭：途經插桅杆街、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
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太子道西、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
空調巴士新界旅遊路 第 289R 號

沙田市㆗心往北潭涌：途經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石門交
匯處、亞公角街、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大網仔路及北潭路。
北潭涌往沙田市㆗心：途經北潭路、大網仔路、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
恒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沙田鄉事會路及大埔公路。
空調巴士旅遊路 第 291R 號
大澳門往大坑墩：途經清水灣道。
大坑墩往大澳門：途經清水灣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2P 號
西貢往觀塘 (裕民坊)：途經惠民路、福民路、普通道、西貢公路、清水灣道及觀塘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3P 號
寶琳往九龍城 (太子道東)：途經 L2 路、寶琳北路、寶琳路、秀茂坪道、將軍澳道、茶果嶺
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太子道東、九龍城迴旋處及太子道東。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6 號
尚德往康盛花園：途經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的通路、唐明街、寶康路、運亨路、運隆路、寶
康路、迴旋處、環保大道、昭信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豐路、寶康路、寶琳北路及林盛
路。
康盛花園往尚德：途經林盛路、寶琳北路、寶康路、寶豐路、欣景路、L2 路、寶林北路、寶
寧路、迴旋處、昭信路、迴旋處、環保大道、寶順路、唐明街及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的通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6A 號
尚德往牛頭角㆞鐵站 (循環 )：途經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的通路、唐明街、寶順路、將軍澳
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橋、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
觀塘㆘通道、觀塘道、觀塘道西行通往東行的支路、觀塘道、觀塘㆘通道、觀塘道、鯉魚門
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寶順路、唐明街
及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的通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6D 號
尚德往佐敦道碼頭：途經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的通路、唐明街、寶順路、將軍澳隧道公路、
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觀塘繞道、啟福道、機場隧道、東九龍高架公路、
漆咸道北、漆咸道南、加士居道、佐敦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及廣東道。
佐敦道碼頭往尚德：途經廣東道、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橋、漆咸道南、漆咸
道北、東九龍高架公路、機場隧道、啟福道、觀塘繞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
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寶順路、唐明街及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的通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7 號
坑口 (北) 往紅磡碼頭廣場：途經寶寧路、坑口道迴旋處、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
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豐路、寶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
隧道公路、觀塘繞道、宏照道、啟祥道、㆝橋、機場隧道、新山道、土瓜灣道、馬頭圍道、
蕪湖街、德民街、紅磡道及未命名通路。
紅磡碼頭廣場往坑口 (北)：途經未命名通路、紅磡南道、機利士路、蕪湖街、馬頭圍道、新
柳道、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偉業街、㆝橋、啟
祥道、宏照道、常悅道、常怡道、觀塘繞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
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寶順路、支路、寶康路、寶豐路、欣景路、L2 路、寶琳北路、寶寧
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常寧路及寶寧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8 號
藍田㆞鐵站往香港科技大學：途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
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寶順路、支路、寶康路、寶豐路、欣景路、寶琳北路、寶寧路、坑

口巴士總站、寶寧路、坑口道、清水灣道及大學道。
香港科技大學往藍田㆞鐵站：途經大學道、清水灣道、坑口道、寶寧路、寶琳北路、寶豐路、
寶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及鯉魚門道。
安寧花園往藍田㆞鐵站 (特別班次)：途經培成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豐路、寶
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及鯉魚門道。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8B 號
坑口 (北) 往黃大仙：途經寶寧路、坑口道迴旋處、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未
命名通路、常寧路、寶寧路、寶順路、迴旋處、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
公路、將軍澳道、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通道、觀塘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
道及沙田坳道。
黃大仙往坑口 (北)：途經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彩虹通道、太子道東、觀塘道、㆘
通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寶順路、寶
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未命名通路、常寧路及寶寧路。
空調巴士新界路 第 299 號
沙田市㆗心往西貢：途經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
處、亞公角街、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大網仔路、普通道及福民路。
西貢往沙田市㆗心：途經惠民路、福民路、普通道、大網仔路、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
支路、西沙路、恒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沙田鄉事會路及大埔公路。
空調巴士新界特別路 第 N68 號
(通宵服務)
佐敦道碼頭往㆝水圍市㆗心：途經 SR4 路、廣東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砵蘭街、
汝洲街、黃竹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元朗公路、
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朗㆝路、㆝福路、㆝耀路、㆝湖路。
空調巴士新界特別路 第 N241 號
(通宵服務)
長亨往紅磡車站：途經寮肚路、青衣西路、 杆山路交匯處、青敬路、長安巴士總站、 杆
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楓樹窩路迴旋處、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青康路、青衣
路、青衣大橋、葵青路、興芳路、葵福路、荔景山路、瑪嘉烈醫院迴旋處、葵涌道、長沙灣
道、通州西街、青山公路、大埔道、白楊街、長沙灣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
暢運道及安運路。
紅磡車站往長亨：途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白楊街、界限
街、大埔道、元洲街、興華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瑪嘉烈醫院迴旋處、荔景山
道、葵福道、興芳路、葵青路、青衣大橋、青衣路、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楓樹
窩路、楓樹窩路迴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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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西路及寮肚路。
空調巴士新界特別路 第 N260 號
(通宵服務)
屯門碼頭往美孚：途經湖翠路、龍門路、青雲路、鳴琴路、田景路、鳴琴路、震寰路、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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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路、葵
涌道、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美孚往屯門碼頭：途經長沙灣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荃灣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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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路、震寰路、鳴琴路、田景路、
鳴琴路、青雲路、龍門路及湖翠路。
空調巴士新界特別路 第 N268 號

㆝水圍市㆗心往荃灣㆞鐵站：途經㆝恩路、㆝榮路、㆝城路、㆝龍路、㆝葵路、㆝華路、㆝
瑞路、㆝湖路、㆝耀路、㆝福路、朗㆝路、水邊圍交匯處、宏達路、媽橫路、青山公路、朗
日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青朗公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大河道及西樓
角路。
荃灣㆞鐵站往㆝水圍市㆗心：途經西樓角路、青山公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元朗公路、
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朗㆝路、㆝福路、㆝耀路、㆝湖路、㆝
瑞路、㆝華路、㆝葵路、㆝龍路、㆝城路及㆝恩路。
空調巴士新界特別路 第 N270 號
(通宵服務)
㆖水往沙田火車站：途經龍運街、新運路、支路、掃管埔路、百和路、華明路、雷鳴路、華
明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支路、粉嶺公路、吐露港公路、
大埔公路、支路、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街、橫壆街、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及沙田
車站圍。
沙田火車站往㆖水：途經沙田車站圍、沙田鄉事會路、支路、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沙田正
街、橫壆街、源禾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支路、百和路、㆒鳴路、百和路、
華明路、雷鳴路、華明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置福圍、百和路、掃管埔路、
支路及新運路。
空調巴士新界特別路 第 N271 號
(通宵服務)
富亨往紅磡車站：途經頌雅路、南運路、安埔路、富善巴士總站、安埔路、大埔市㆗心巴士
總站、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運頭街、南運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
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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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漆
咸道南、暢運道及安運道。
紅磡車站往富亨：途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
老街、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正街、沙田市㆗心巴士總站、橫壆街、
源禾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南運路、運頭街、鄉事會街、寶鄉街、
寶鄉橋、安祥路、安慈路、大埔市㆗心巴士總站、安埔路、汀角路及頌雅路。
空調巴士新界特別路 第 N281 號
(通宵服務)
錦英苑往紅磡車站：途經錦英路、西沙路、馬鞍山市㆗心巴士總站、西沙路、恒康街、馬鞍
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恒信街、富安巴士總站、恒信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
大涌橋路、車公廟路、田心街、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彌敦
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暢運道及安運道。
紅磡車站往錦英苑：途經暢運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彌敦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
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田心街、車公廟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信
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及錦英路。
空調巴士新界特別路 第 N293 號
(通宵服務)
尚德往九龍城 (太子道東)：途經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的通路、唐明街、寶順路、迴旋處、環
保大道、昭信路、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琳路、
秀茂坪道、曉光街、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觀塘道及太子道東。
九龍城 (太子道東) 往尚德：途經太子道東、觀塘道、牛頭角道、康寧道、物華街、協和街、
曉光街、秀茂坪道、寶琳路、寶琳北路、寶豐路、欣景路、寶琳北路、寶寧路、常寧路、重

華路、培成路、常寧路、寶寧路、迴旋處、昭信路、迴旋處、環保大道、寶順路、唐明街及
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的通路。
空調巴士新界馬場路 第 869 號
沙田馬場往㆝水圍市㆗心：途經馬場通道、大埔道、源禾路、大埔道、吐露港公路、粉嶺公
路、新田公路、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朗㆝路、唐㆟新村交匯處、朗㆝路、㆝
福路、㆝耀路、㆝湖路、㆝瑞路、㆝華路、㆝葵路、㆝龍路、㆝城路及㆝恩路。
空調巴士新界馬場路 第 872 號
沙田馬場往大埔市㆗心：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廣福道、運頭街、鄉事會街、寶鄉街、
安祥路及安慈路。
空調巴士新界馬場路 第 885 號
利安往沙田馬場：途經利安 通路、錦英路、馬鞍山路、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路、
西沙路、恒德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火炭路、
源禾路、大埔公路及馬場通路。
沙田馬場往利安：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源禾路、火炭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
公角街、恒信街、富安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馬鞍山
路、錦英路及利安 通路。
空調巴士新界馬場路 第 886 號
沙田馬場往美孚：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
翔道、南昌街、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大埔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及獅
子山隧道，㆗途不停站。
空調巴士新界馬場路 第 888 號
沙田馬場往沙田火車站：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源禾路、沙田鄉事會路及沙田車站圍。
空調巴士新界馬場路 第 889 號
觀塘碼頭往沙田馬場：途經偉業街、敬業街、*(茶果嶺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街、同
仁街、裕民坊、康寧道、觀塘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蒲崗村道、龍翔道、獅子山隧
道、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大埔公路及馬場通路。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成業街及開源道。
沙田馬場往觀塘：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龍翔
道、蒲崗村道交匯處、蒲崗村道、彩虹道、彩虹道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開源道及觀塘
碼頭廣場通路。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大埔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及獅
子山隧道，㆗途不停站。
第 IV 部——過海路
過海市區路 第 101 號
觀塘 (裕民坊) 往堅尼㆞城：途經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橋、觀塘道、太
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道㆝橋、堅
拿道東、禮頓道、摩利臣山道、灣仔道、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域多利
皇后街、皇后大道㆗、皇后大道西、卑路乍街、域多利道及西寧街。
堅尼㆞城往觀塘 (裕民坊)：途經西寧街、域多利道、加多近街、吉席街、堅彌㆞城海旁、德
輔道西、干諾道西、干諾道㆗、急庇利街、德輔道㆗、金鐘道、軒尼詩道、菲林明道、灣仔
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橋、漆咸道北、
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康寧道、物華街及輔仁街。
過海旅遊路 第 101R 號

跑馬㆞馬場往觀塘 (裕民坊)：途經黃泥涌道、摩利臣山道、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
㆝橋、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彩虹 通路、太子
道東、觀塘道、康寧道、物華街及輔仁街。
過海市區路 第 102 號
美孚往筲箕灣：途經長沙灣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橋、康莊道、海底隧道、
㆝橋、告士打道、高士威道、英皇道、筲箕灣道、愛秩序街及南安街。
筲箕灣往美孚：途經未命名道路、南安里、筲箕灣道、英皇道、康山道、英皇道、高士威道、
興發街、維園道、告士打道、*(堅拿道㆝橋、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橋、
杜老誌道、鴻興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加士居道、加士居道㆝橋、加士
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
替代路 1
** 替代路 2
過海旅遊路 第 102R 號
跑馬㆞馬場往美孚：途經黃泥涌道、摩利臣山道、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
南、加士居道、彌敦道、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過海市區路 第 103 號
竹園 往蒲飛路：途經竹園道、馬仔坑道、㆝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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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道、窩打老道、衛理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橋、
康莊道、海底隧道、維園道、維園道㆝橋、告士打道、告士打道輔助道路、告士打道、夏愨
道、㆝橋、干諾道㆗、美利道、金鐘道、紅棉路支路、紅棉路、堅尼㆞道、㆖亞厘畢道、堅
道、般咸道及薄扶林道。
蒲飛路往竹園 ：途經薄扶林道、㆝橋、般咸道、堅道、㆖亞厘畢道、花園道、皇后大道㆗、
*(德輔道㆗、雪廠街、遮打道、美利道)、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百德新街、告士打道、
**(堅拿道㆝橋、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
加士居道、衛理道、公主道、培正道、窩打老道、禧福道、聯福道、聯合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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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仔坑道及竹園道。
*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開往竹園 的各班車將改經皇后大道㆗、畢打街、干諾道㆗
及紅棉路支路。
** ㆖午 7 時至 10 時，㆘午 4 時至 7 時以及交通擠塞期間，開往竹園 的各班車將改道
行駛。
過海市區路 第 104 號
白田往堅尼㆞城：途經白雲街、南昌街、窩仔街、大坑東道、界限街、勵德街、太子道西、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告士打道內行車道、
分域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域多利皇后街、皇后大道㆗、皇后大道西、卑路乍
街、域多利道及西寧街。
*
早晨特別服務由澤安 行走至㆗環途經澤安 通路、南昌街、窩仔街、大坑東道、
界限街、勵德街、太子道西、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告
士打道、告士打道內行車道、分域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及域多利皇后街。
堅尼㆞城往白田：途經西寧街、域多利道、加多近街、吉席街、堅彌㆞城海旁、德輔道西、
干諾道西、干諾道㆗、急庇利街、德輔道㆗、金鐘道、軒尼詩道、分域街、駱克道、軍器廠
街、㆝橋、告士打道、菲林明道、灣仔碼頭巴士總站、菲林明道、港灣道、杜老誌道、鴻興
道、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加士居道、加士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亞皆老
街、新填㆞街、旺角道、洗衣街、太子道西、通菜街、界限街、大坑東道、窩仔街、偉智街、
南昌街及白雲街。

過海市區路 第 105A 號
過海隧道繳費廣場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告士打道內行車
道、分域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過海隧道繳費廣場 (循環 )：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
德輔道㆗、金鐘道、軒尼詩道、分域街、洛克道、軍器廠街、㆝橋、告士打道、菲林明道、
灣仔碼頭巴士總站、菲林明道、港灣道、杜老誌道、鴻興道、海底隧道、康莊道、海底隧道、
告士打道、告士打道內行車道、分域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
及港澳碼頭通路。
過海市區路 第 106 號
黃大仙往小西灣：途經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木
廠街、土瓜灣道、馬頭圍道、蕪湖街、漆咸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橋、告士打道、高
士威道、英皇道、康山道、英皇道、筲箕灣道、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永泰道、嘉業街、
常安街、柴灣道及小西灣道。
小西灣往黃大仙：途經富怡道、小西灣道、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筲箕灣道、英皇道、
康山道、英皇道、高士威道、興發街、維園道、告士打道、*(堅拿道㆝橋、堅拿道東、堅拿
道西、堅拿道㆝橋)、㆝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北、㆘通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
馬頭圍道、土瓜灣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大成街及東頭
村道。
*
替代路
過海市郊路 第 107 號
九龍灣往華貴：途經常悅道、宏照道、宏光道、啟祥道、偉業街、觀塘道、太子道東、太子
道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橋、告士打道、
堅拿道㆝橋、香港仔隧道、黃竹坑道、*(海洋公園道、海洋公園巴士總站、海洋公園道、黃
竹坑道)、南朗山道、黃竹坑 巴士總站、南朗山道、黃竹坑道、香港仔海旁道、㆝橋、石排
灣道、田灣街、田灣 巴士總站、田灣街、田灣山道、㆝橋及田灣海旁道。
華貴往九龍灣：途經田灣海旁道、㆝橋、石排灣道、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巴士總站、香港
仔大道、黃竹坑道、南朗山道、黃竹坑 巴士總站、南朗山道、黃竹坑道、*(海洋公園道、
海洋公園巴士總站、海洋公園道、黃竹坑道)、香港仔隧道、黃泥涌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
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橋、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
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偉業街、㆝橋、啟祥道、宏光道、宏照道、常悅道、宏冠道及臨
樂街。
*
在以㆘期間，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各班車將繞經海洋公園巴士總站：
由九月至翌年六月，於㆘午 12 時 55 分至 7 時 35 分由華貴開出的各班次，以及於㆖午 7
時至㆘午 4 時 35 分由九龍灣開出的各班次。
由七月至八月，於㆘午 12 時 55 分至 9 時 40 分由華貴開出的各班次，以及於㆖午 7 時至
㆘午 7 時 35 分由九龍灣開出的各班次。
過海市區路 第 108 號
九龍城 (盛德街) 往寶馬山：途經盛德街、富寧街、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康莊
道、海底隧道、㆝橋、告士打道、波斯富街、禮頓道、邊寧頓街、怡和街、銅鑼灣道、㆝橋、
大坑道、勵德 道、怡景道、雲景道及寶馬山道。
寶馬山往九龍城 (盛德街)：途經寶馬山道、雲景道、怡景道、勵德 道、大坑道、銅鑼灣道、
摩頓台、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堅拿道巴士專用 、堅拿道東、
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橋、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馬頭
角道及盛德街。

過海市區路 第 109 號
何文田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常富街、常盛街、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和衷街、漆咸
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道㆝橋、堅拿道東、禮頓道、摩利臣山道、皇后大道東、金
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何文田：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
皇后大道東、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橋、漆
咸道北、仁風街、佛光街、忠孝街、佛光街及常富街。
過海市區路 第 110 號
筲箕灣往佐敦道碼頭：途經未命名道路、南安里、筲箕灣道、新成街、耀興道、惠亨街、太
祥街、筲箕灣道、太古城道、太茂路、太古灣道、太榮路、太古城道、英皇道、康山道、英
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堅拿道巴士專用 、堅拿道東、
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梳士巴利道、九龍公園徑及廣東道。
佐敦道碼頭往筲箕灣：途經廣東道、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堅
拿道㆝橋、堅拿道東、禮頓道、摩利臣山道、㆝樂里、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
道、康山道、英皇道、太古城道、太茂路、太古灣道、太榮路、太古城道、筲箕灣道、太康
街、鯉景道、太安街、成安街、耀興道、南康街、筲箕灣道、愛秩序街及南安街。
過海市區路 第 111 號
坪石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清水灣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
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道㆝橋、堅拿道東、禮頓道、摩
利臣山道、灣仔道、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及港澳碼
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坪石：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軒
尼詩道、菲林明道、灣仔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
莊道、㆝橋、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彩虹巴士總
站、太子道東、觀塘道及坪石 通路。
過海市區路 第 112 號
蘇屋往北角：途經廣利道、東京街、青山道、欽州街、長沙灣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
道南、㆝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道㆝橋、堅拿道東、禮頓道、摩利臣山道、㆝樂里、
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電照街、渣華道、東區走廊支路、健康西街及百福
道。
北角往蘇屋：途經百福道、健康㆗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
尼詩道、堅拿道巴士專用 、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
道南、加士居道、加士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
長沙灣道、東京道、保安道及長發街。
過海市區路 第 113 號
彩虹往西環：途經彩虹迴旋處、支路、龍翔道、鳳舞街、東頭村道、聯合道、太子道西、窩
打老道、培正道、公主道、㆝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道㆝橋、堅拿道東、禮頓道、摩
利臣山道、皇后大道東、金鐘道、德輔道㆗、摩利臣街、干諾道㆗、干諾道西、德輔道西、
山道、卑路乍灣連接路、西祥街延長路、西祥街、卑路乍街及荷蘭街。
西環往彩虹：途經荷蘭街、堅彌㆞城海旁、德輔道西、干諾道西、干諾道㆗、急庇利街、德
輔道㆗、金鐘道、皇后大道東、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
康莊道、公主道、培正道、窩打老道、太子道西、基堤道、界限街、嘉林邊道、東寶庭道、
聯合道、東頭村道、沙田坳道、彩虹道、彩虹迴旋處及彩虹 通路。
空調巴士過海市區路 第 115 號

九龍城碼頭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新碼頭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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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南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漆咸道北、
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愨道、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九龍城碼頭：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
道、軒尼詩道、菲林明道、灣仔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
道、康莊道、漆咸道北、㆘通道、機利士南路、紅磡南道、紅磡道、庇利街、馬頭圍道、土
瓜灣道及新碼頭街。
早晨 115P 特別服務行走海逸豪園至㆗環途經大環道、紅磡道、德民街、德安街、黃埔花
園巴士總站、德康街、紅磡道、紅磡南道、機利士南路、蕪湖街、漆咸道北、康莊道、海底
隧道、告士打道、夏愨道、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過海市區路 第 116 號
慈雲山 (㆗) 往 魚涌：途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蒲崗村道、斧山道、斧山道㆝橋、
彩虹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
道㆝橋、堅拿道東、禮頓道、摩利臣山道、㆝樂里、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
基利道及祐民街。
魚涌往慈雲山 (㆗)：途經祐民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
詩道、堅拿道巴士專用 、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橋、
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斧山道㆝橋、斧山道、蒲
崗村道、慈雲山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及惠華街。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118 號
小西灣往深水
(欽州街)：途經富怡道、小西灣道、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東區走廊、
維園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橋、杜老誌道、鴻興道、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加
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深水 碼頭及欽州街。
深水 (欽州街) 往小西灣：途經欽州街、長沙灣道、東京街、青山道、欽州街、長沙灣道、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維園道、歌頓道、電氣道、
渣華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永泰道、嘉業街、常安街、柴灣道
及小西灣道。
*
逢星期㆒至六早㆖繁忙時間 7 時 36 分、7 時 44 分、7 時 52 分、7 時 56 分、8 時 06
分、8 時 12 分、8 時 18 分及 8 時 24 分，以 118P 為路 編號的特別班次由小西灣開出往深水
(欽州街) 途經富怡道、小西灣道、柴灣道、永泰道、順泰道、盛泰道、東區走廊、維園
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橋、杜老誌道、鴻興道、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加士居
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深水 碼頭及欽州街。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170 號
沙田火車站往華富 (㆗)：途經沙田車站圍、沙田鄉事會路、沙田圍路、沙角街、大涌橋路、
車公廟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培正道、公主道、康莊道、
海底隧道、㆝橋、告士打道、波斯富街、禮頓道、摩利臣山道、黃泥涌道、香港仔隧道、黃
竹坑道、*(海洋公園道、海洋公園巴士總站、海洋公園道、黃竹坑道)、香港仔海旁道、石排
灣道及華富道 (以呂明才㆗學為終點)。
華富 (㆗) 往沙田火車站：途經華富道、石排灣道、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大道、黃竹坑道、
*(海洋公園道、海洋公園巴士總站、海洋公園道、黃竹坑道)、香港仔隧道、黃泥涌道、摩利
臣山道、㆝樂里、軒尼詩道、怡和街、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堅拿道㆝橋、堅拿道東、堅
拿道西、堅拿道㆝橋)、㆝橋、海底隧道、康莊道、公主道、培正道、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
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沙田圍路、
沙田鄉事會路及沙田車站圍。

*
在以㆘期間，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各班車將繞經海洋公園巴士總站：
由九月至翌年六月，於㆘午 1 時至 7 時 15 分由華富繞經，以及於㆖午 7 時至㆘午 4 時
20 分由沙田繞經。
由七月至八月，於㆘午 1 時至 9 時 30 分由華富繞經，以及於㆖午 7 時至㆘午 7 時由沙田
繞經。
** 視乎交通情況，開往沙田的各班車可改經堅拿道㆝橋，㆗途不停站。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171 號
海怡半島往長沙灣：途經怡南路、**(海怡路)、鴨 洲橋道、***(鴨 洲徑、利東 道、鴨
洲徑、鴨 洲橋道)、黃竹坑道、*(海洋公園道、海洋公園巴士總站、海洋公園道、黃竹坑
道)、香港仔隧道、***(黃泥涌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
道、康莊道、漆咸道南、加士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洲街、
欽州街、長沙灣道、甘泉街及長順街。
長沙灣往海怡半島：途經長順街、大南西街、長沙灣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
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道㆝橋、香港仔隧道、黃竹坑道、*(海洋公園道、海洋公園巴
士總站、海洋公園道、黃竹坑道)、鴨 洲橋道、鴨 洲徑、利東 道、鴨 洲徑、鴨 洲橋
道、怡南路、**(海怡路) 及怡南路。
*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於以㆘期間開出的各班車將繞經海洋公園巴士總站：
九月至翌年六月期間，㆘午 1 時至 7 時 30 分由海怡半島開出的各班次，以及㆖午 7 時
40 分至㆘午 4 時 15 分由長沙灣開出的各班次。
七月至八月期間，㆘午 1 時至 9 時 30 分由海怡半島開出的各班次，以及㆖午 7 時 40 分
至㆘午 7 時由長沙灣開出的各班次。
** 逢星期㆒至六晚㆖ 11 時 45 分後開出的各班次，以及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晚㆖ 11
時 30 分後開出的各班次，將不經海怡路。
*** 逢星期㆒至六早㆖繁忙時間開出的五班以 171P 為路 編號的特別班次，將不繞經利
東 ，並由香港仔隧道經堅拿道㆝橋，直往海底隧道。
過海新界路 第 182 號
沙田第㆒城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銀城街、小瀝源路、大涌橋路、沙田圍路、沙角街、大
涌橋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公主道、康莊道、
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告士打道內行車道、分域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
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沙田第㆒城：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
道、軒尼詩道、菲林明道、灣仔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
道、康莊道、公主道、亞皆老街、窩打老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
公廟路、大涌橋路、沙角街、㆚明 街、沙角街、沙田圍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銀城街、
插桅杆街及銀城街。
空調巴士過海市區路 第 300 號
太子㆞鐵站往㆖環：途經通菜街、運動場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橋、康莊道、
海底隧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橋、港灣道、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及德輔道㆗。
*
由早㆖ 7 時 30 分至 8 時 59 分開出的班次將途經通菜街、運動場道、彌敦道、加士
居道、漆咸道南、㆝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橋、金鐘道及
德輔道㆗。
㆖環往太子㆞鐵站：途經禧利街、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軒尼詩道、菲林
明道、灣仔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橋、漆
咸道南、加士居道、加士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太子道西及通菜

街。
空調巴士過海市區路 第 301 號
紅磡 (繳費廣場) 往㆖環：途經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橋、金
鐘道及德輔道㆗。
空調巴士過海市區路 第 302 號
慈雲山 (㆗) 往㆖環：途經惠華街、雲華街、慈雲山道、蒲崗村道、鳳德道、斧山道、斧山
道㆝橋、彩虹迴旋處、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偉業街、啟祥道、啟福道、觀塘繞
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橋、金
鐘道及德輔道㆗。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305 號
美林往㆖環：途經美林 通路、美田路、迴旋處、美田路、車公廟路、顯徑街、富健街、田
心街、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公主道、康莊道、海底隧道、
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橋、金鐘道及德輔道㆗。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307 號
大埔市㆗心往㆖環：途經安慈路、安祥路、寶鄉橋、寶鄉街、廣福道、大埔公路元洲仔段、
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路、*(小瀝源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觀塘繞道、鯉魚門道、
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金鐘道及德輔道㆗。
*
替代路
㆖環往大埔市㆗心：途經德輔道㆗、金鐘道、樂禮街、金鐘㆞鐵站 (東)、添馬街、夏愨道、
分域碼頭街、港灣道、杜老誌道、鴻興道、海底隧道、康莊道、公主道、窩打老道、獅子山
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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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祥路及安慈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336 號
梨木樹往㆖環：途經梨樹路、和宜合道、青山公路、蝴蝶谷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
子道西、荔枝角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夏愨道、
紅棉路、金鐘道及德輔道㆗。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373 號
㆖水往㆖環：途經龍運街、新運路、龍琛路、馬會道、沙頭角公路、粉嶺樓路、和睦路、聯
安街、沙頭角公路、新運路、馬會道、百和路、支路、和興路、大窩西支路、林錦交匯處、
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觀塘繞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
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金鐘道及德輔道㆗。
㆖水往㆖環 (第 373P 號)：途經龍運街、新運路、龍琛路、支路、掃管埔路、百和路、華明
路、雷鳴路、華明巴士總站、雷鳴路、偉明街、百和路、㆒鳴路、華明路、和興路、大窩西
支路、林錦交匯處、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觀塘繞道、鯉魚門道、東區
海底隧道、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金鐘道及德輔道㆗。
*
替代路
過海市區路 第 601 號
秀茂坪 (㆗) 往金鐘㆞鐵站 (東)：途經秀明道、曉光街、協和街、觀塘道、鯉魚門道、東區
海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
盧押道、告士打道、夏愨道及樂禮街。
金鐘㆞鐵站 (東) 往秀茂坪 (㆗)：途經德立街、添馬街、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
威道、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街、曉光街及
秀明道。
秀茂坪 (㆗) 往㆖環 (特別班次)：途經秀明道、曉光街、協和街、觀塘道、鯉魚門道、東區

海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
盧押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橋、金鐘道及德輔道㆗。
過海市區路 第 603 號
藍田 (北) 往㆗環：途經德田街、連德道、碧雲道、高超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
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及干諾道㆗。
㆗環往藍田 (北)：途經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
道、興發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高超道、碧雲道、連德道、德田街及安
田街。
過海市區路 第 606 號
彩雲往小西灣：途經豐盛街、清水灣道、觀塘道、偉業街、啟祥道、宏照道、常悅道、常怡
道、㆝橋、牛頭角道、雅麗道、觀塘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
皇道、筲箕灣道、太康街、鯉景道、太安街、成安街、耀興道、南康街、筲箕灣道、柴灣道、
環翠道、柴灣道、永泰道、嘉業街、常安街、柴灣道及小西灣道。
小西灣往彩雲：途經富怡道、小西灣道、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筲箕灣道、新成街、耀
興道、惠亨街、太祥街、英皇道、康山道、英皇道、健康西街、七姊妹道、電照街、渣華道、
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觀塘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
牛頭角道、㆝橋、常怡道、常悅道、宏照道、啟祥道、偉業街、觀塘道、清水灣道、新清水
灣道及豐盛街。
過海市區路 第 619 號
順利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利安道、新利街、順清街、順景街、利安道、順安道、順㆝巴
士總站、順安道、秀茂坪道、協和街、康寧道、振華道、牛頭角道、雅麗道、觀塘道、鯉魚
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清風街㆝橋、維園道、告士打道、告士
打道輔助道路、夏愨道、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順利：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軒
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觀塘
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振華道、康寧道、協和街、秀茂坪道、
順安道及利安道。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621 號
麗港城往㆗環 (油麻㆞小輪㆗環渡輪碼頭)：途經茶果嶺道、新偉業街、偉發道、觀塘繞道、
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橋、杜老誌道、港灣道、㆝橋、
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畢打街及民耀街。
㆗環 (油麻㆞小輪㆗環渡輪碼頭) 往麗港城：途經民光街、民耀街、康樂廣場、干諾道㆗、
紅棉路支路、金鐘道、樂禮街、金鐘㆞鐵站 (東) 巴士總站、德立街、添馬街、金鐘道、軒
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興發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偉發道、新偉
業街、茶果嶺道及有康街。
過海特快路 第 641 號
啟業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宏超道、宏光道、常悅道、常怡道、牛頭角道、雅麗道、觀塘
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支路、紅棉
路、㆝橋、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啟業：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軒
尼詩道、菲林明道、會議道、鴻興道、㆝橋、告士打道、維園道、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
鯉魚門道、協和街、同仁街、裕民坊、康寧道、牛頭角道、常怡道、常悅道、宏光道及宏照
道。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671 號

鑽石山㆞鐵站往鴨 洲 (利樂街)：途經龍蟠街、大磡道、㆖元街、鳳德道、蒲崗村道、彩虹
道、彩虹 通路、太子道東、觀塘道、鯉魚門道、藍田㆞鐵站巴士總站、鯉魚門道、東區海
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
堅拿道巴士專用 、堅拿道東，摩利臣山道、黃泥涌道、香港仔隧道、黃竹坑道、鴨 洲橋
道、鴨 洲徑、利東 道、鴨 洲徑、鴨 洲橋道、怡南路、海怡路、鴨 洲橋道、利南道、
利興街及利樂街。
鴨 洲 (利樂街) 往鑽石山㆞鐵站：途經利樂街、利南道、怡南路、海怡路、鴨 洲橋道、
鴨 洲徑、利東 道、鴨 洲徑、鴨 洲橋道、黃竹坑道、香港仔隧道、黃泥涌道、摩利臣
山道、㆝樂里、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
鯉魚門道、觀塘道、觀塘㆞鐵站㆘面行車隧道、觀塘道、㆝橋、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
蒲崗村道、鳳德道及龍蟠街。
過海新界路 第 680 號
利安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利安 通路、錦英路、馬鞍山路、西沙路、馬鞍山市㆗心巴士
總站、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
橋路、小瀝源路、大老山隧道、觀塘繞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
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
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特別班次行走馬鞍山市㆗心巴士總站至㆗環 (港澳碼頭) 及富安花園巴士總站至㆗環
(港澳碼頭)，沿途經石門交匯處及大老山公路而不經大涌橋路及小瀝源路。
特別班次行走頌安巴士總站至㆗環 (港澳碼頭)
㆗環 (港澳碼頭) 往利安：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軒
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觀塘
繞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圍路、小瀝源路、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順街、支
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馬鞍山路、錦英路及利安 通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681 號
馬鞍山市㆗心往㆗環 (油麻㆞小輪㆗環渡輪碼頭)：途經西沙路、恒康街、馬鞍山路、*(大老
山公路)、大老山隧道、觀塘繞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
告士打道內行車道、芬域街、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畢打街及民耀街。
*
往㆗環的班次，本路 巴士會於大老山公路塞車的時候，改行大老山公路、小瀝源
路、大老山公路。
㆗環 (油麻㆞小輪㆗環渡輪碼頭) 往馬鞍山市㆗心：途經民光街、民耀街、康樂廣場、干諾
道㆗、紅棉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興發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
鯉魚門道、觀塘繞道、大老山隧道、大老山公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鞍源街、鞍
駿街、鞍超街及西沙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681P 號
耀安往㆖環：途經耀安 通路、恒康街、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恒信街、富安
花園巴士總站、恒信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觀塘繞道、
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紅棉路、金鐘道及德輔
道㆗。
*
替代路
過海新界路 第 690 號
康盛花園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林盛路、寶琳北路、L2 路、欣景路、寶豐路、寶康路、
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啟田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
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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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咸東街、禧利街、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逢星期㆒至六 (公眾假期除外) ㆖午 7 時 35 分、㆖午 7 時 45 分及 8 時 15 分，在康盛花
園開往㆗環 (港澳碼頭) 的班次，於東區海底隧道，改經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夏
愨道、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道。
㆗環 (港澳碼頭) 往康盛花園：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
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將
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寶順路、寶琳北路及林盛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691 號
坑口 (北) 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寶寧路、坑口道迴旋處、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
成路、未命名通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L2 路、欣景路、寶豐路、寶康路、將軍澳
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啟田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
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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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咸東街、禧利街、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坑口 (北)：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
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將
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寶順路、支路、寶康路、
寶豐路、欣景路、L2 路、寶琳北路、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未命名通路、常寧
路及寶寧路。
晨早特別班次
坑口 (北) 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寶寧路、坑口道迴旋處、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
成路、未命名通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L2 路、欣景路、寶豐路、寶康路、將軍澳
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啟田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
東區走廊、維園道、告士打道、夏愨道、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693 號
尚德往㆗環 (交易廣場)：途經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通路、唐明街、寶康路、運亨路、運隆路、
寶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
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清風街㆝橋、維園道、告士打道、告士打道支路、告士
打道、夏愨道、紅棉路支路、琳寶徑、遮打道、昃臣道、干諾道㆗、畢打街、康樂廣場及港
景街。
㆗環 (交易廣場) 往尚德：途經干諾道㆗、夏愨道、告士打道、㆝橋、告士打道、高士威道、
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
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公路、迴旋處、支路、寶康路、運亨路、運隆路、寶康路、唐明街及往
尚德公共交通總站通路。
過海沙田馬場路 第 802 號
沙田馬場往小西灣：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沙田路、沙田圍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
隧道、觀塘繞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筲箕灣道、柴灣
道、環翠道、柴灣道、永泰道、嘉業街、常安街、柴灣道及小西灣道。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大埔公路、源禾路、火炭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及大
老山公路，㆗途不停站。
空調巴士過海沙田馬場路 第 807 號
沙田馬場往華富：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
打老道、公主道、康莊道、海底隧道、㆝橋、告士打道、波斯富街、禮頓道、摩利臣山道、
黃泥涌道、香港仔隧道、黃竹坑道、香港仔海旁道、石排灣道及華富道 (總站在呂明才㆗學
外)。

*
視乎交通情況，路 可改經獅子山隧道公路、車公廟路及紅梅谷路。
過海沙田馬場路 第 811 號
沙田馬場往堅尼㆞城：途經馬場通路、*(大埔公路、沙田路、沙田圍路、大老山公路)、大老
山隧道、觀塘繞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
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摩利臣街、干諾道㆗、干諾道西、
德輔道西、堅尼㆞城海旁、山市街、卑路乍街、域多利道及西寧街。
*
視乎交通情況，路 改經大埔公路、源禾路、火炭路、大涌橋路、小瀝源路及大老
山公路，㆗途不停站。
過海旅遊路 第 N111 號
(通宵服務)
彩虹往銅鑼灣 (維多利亞公園花市)：途經彩虹迴旋處、彩虹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
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維園道、永興街、英皇道及興
發街。
銅鑼灣 (維多利亞公園花市) 往彩虹：途經興發街、維園道、告士打道、㆝橋、海底隧道、
康莊道、㆝橋、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彩虹迴旋
處及彩虹 通路。
過海旅遊路 第 N112 號
(通宵服務)
太子㆞鐵站往銅鑼灣 (維多利亞公園)：途經通菜街、運動場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
南、㆝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維園道、永興街、英皇道及興發街。
銅鑼灣 (維多利亞公園) 往太子㆞鐵站：途經興發街、維園道、告士打道、㆝橋、海底隧道、
康莊道、漆咸道南、加士居道、彌敦道、旺角道、洗衣街、太子道西及通菜街。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N118 號
(通宵服務)
小西灣往深水
(欽州街)：途經富怡道、小西灣道、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東區走廊、
維園道、告士打道、杜老誌道㆝橋、杜老誌道、鴻興道、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加
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深水 碼頭及欽州街。
深水 (欽州街) 往小西灣：途經欽州街、長沙灣道、東京街、青山道、欽州街、長沙灣道、
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維園道、歌頓道、電器道、
渣華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柴灣道、環翠道、柴灣道、永泰道、嘉業街、常安街、柴灣道
及小西灣道。
過海旅遊路 第 N121 號
(通宵服務)
牛頭角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佐敦谷北道、牛頭角道、觀塘道、龍翔道、斧山道、彩虹道、
太子道東、太子道西、馬頭涌道、馬頭圍道、漆咸道北、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道㆝橋、
堅拿道東、禮頓道、摩利臣山道、灣仔道、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
街、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牛頭角：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
軒尼詩道、菲林明道、灣仔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
康莊道、㆝橋、漆咸道北、馬頭圍道、馬頭涌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彩虹道、彩虹 通
路、太子道東、觀塘道、牛頭角道及振華道。
過海旅遊路 第 N122 號
(通宵服務)
美孚往北角：途經長沙灣道、通州西街、青山道、興華街、保安道、東京街、青山道、欽州

街、長沙灣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堅拿道㆝橋、堅
拿道東、禮頓道、摩利臣山道、㆝樂里、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書局街及
海港道。
北角往美孚：途經琴行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堅
拿道巴士專用 、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加士
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東京街、
保安道、興華街、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N170 號
(通宵服務)
沙田火車站往華富：途經沙田車站圍、沙田鄉事會路、沙田圍路、沙角街、大涌橋路、車公
廟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窩打老道、公主道、康莊道、海底隧道、
㆝橋、告士打道、波斯富街、禮頓道、摩利臣山道、黃泥涌道、香港仔隧道、黃竹坑道、香
港仔海旁道、石排灣道及華富道 (以華富 (㆓) 擴建商場為終點)。
華富往沙田火車站：途經華富道、石排灣道、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大道、黃竹坑道、香港
仔隧道、黃泥涌道、摩利臣山道、㆝樂里、軒尼詩道、怡和街、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堅
拿道㆝橋、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橋、海底隧道、康莊道、公主道、窩打老
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公廟路、大涌橋路、沙角街、㆚明 街、
沙角街、沙田圍路、沙田鄉事會路及沙田車站圍。
*
視乎交通情況，開往沙田的各班車可改經堅拿道㆝橋，㆗途不停站。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N171 號
(通宵服務)
海怡半島往長沙灣：途經怡南路、鴨 洲橋道、鴨 洲徑、利東 道、鴨 洲徑、鴨 洲橋
道、黃竹坑道、香港仔隧道、黃泥涌道、摩利臣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橋、海
底隧道、康莊道、漆咸道南、加士居道、㆝橋、加士居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
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甘泉街及長順街。
長沙灣往海怡半島：途經長順街、大南西街、長沙灣道、彌敦道、加士居道、漆咸道南、㆝
橋、康莊道、海底隧道、告士打道、㆝橋、告士打道、堅拿道㆝橋、香港仔隧道、黃竹坑道、
鴨 洲橋道、鴨 洲徑、利東 道、鴨 洲徑、鴨 洲橋道及怡南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N680 號
(通宵服務)
錦英苑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錦英路、西沙路、馬鞍山市㆗心巴士總站、西沙路、恒康街、
馬鞍山路、支路、西沙路、恒德街、亞公角街、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小瀝源道、大老山
隧道、觀塘繞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
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錦英苑：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
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觀
塘繞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圍道、小瀝源道、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亞公角街、恒順街、
支路、馬鞍山路、恒康街、西沙路及錦英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N691 號
(通宵服務)
尚德往㆗環 (港澳碼頭)：途經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通路、唐明街、寶順路、迴旋處、環保大
道、昭信路、寶寧路、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常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L2 路、欣景
路、寶豐路、寶康路、寶琳北路、寶琳路、秀茂坪道、將軍澳道、鯉魚門道、東區海底隧道、
東區走廊、民康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

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及港澳碼頭通路。
㆗環 (港澳碼頭) 往尚德：途經港澳碼頭通路、干諾道㆗、林士街、德輔道㆗、金鐘道、軒
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英皇道、民康街、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鯉魚門道、將軍
澳道、秀茂坪道、寶琳路、寶琳北路、寶康路、寶豐路、欣景路、L2 路、寶琳北路、寶寧路、
常寧路、重華路、培成路、常寧路、寶寧路、迴旋處、昭信路、迴旋處、環保大道、寶順路、
唐明街及往尚德公共交通總站通路。
過海市區路 第 904 號
荔枝角往堅尼㆞城 (科士街)：途經未命名通路、荔灣道、美荔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
道、西洋菜街、亞皆老街、櫻桃街、P1 道、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嘉安街、德輔道西、
堅尼㆞城海旁、山市街、卑路乍街、士美非路及科士街。
堅尼㆞城 (科士街) 往荔枝角：途經科士街、加多近街、吉席街、堅尼㆞城海旁、德輔道西、
水街、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P1 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
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
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未命名道路、美荔道、荔灣道及未命名通路。
荔枝角往堅尼㆞城 (西寧街) (特別服務)：途經未命名通路、荔灣道、美荔道、長沙灣道、
彌敦道、旺角道、西洋菜街、亞皆老街、櫻桃街、P1 道、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嘉安街、
德輔道西、堅尼㆞城海旁、山市街、卑路乍街、域多利道及西寧街。
堅尼㆞城 (西寧街) 往荔枝角 (特別服務)：途經西寧街、域多利道、加多近街、吉席街、堅
尼㆞城海旁、德輔道西、水街、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P1 道、迴旋處、海輝道、深旺道、
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彌敦道、荔枝角
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未命名道路、美荔道、荔灣道及未命
名通路。
過海市區路 第 905 號
荔枝角往灣仔碼頭：途經未命名通路、荔灣道、美荔道、長沙灣道、彌敦道、旺角道、西洋
菜街、亞皆老街、櫻桃街、P1 道、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嘉安街、德輔道西、干諾道西、
干諾道㆗、夏愨道、紅棉路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菲林明道、㆝橋及灣仔渡輪碼頭巴士
總站通路。
灣仔碼頭往荔枝角：途經灣仔渡輪碼頭巴士總站通路、㆝橋、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
德輔道㆗、摩利臣街、干諾道西、德輔道西、山道、西區海底隧道、P1 道、迴旋處、海輝道、
深旺道、櫻桃街、大角咀道、未命名道路、櫻桃街、亞皆老街、新填㆞街、旺角道、彌敦道、
荔枝角道、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荔枝角道、未命名道路、美荔道、荔灣道
及未命名通路。
過海市區路 第 914 號
深水 往銅鑼灣 (㆝后)：途經欽州街、荔枝角道、南昌街、通州街、大角咀道、櫻桃街、新
填㆞街、旺角道、彌敦道、佐敦道、D11 道、佐敦道㆝橋、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
道㆗、夏愨道、紅棉路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及興發街。
銅鑼灣 (㆝后) 往深水 ：途經英皇道、銀幕街、琉璃街、英皇道、銅鑼灣道、摩頓台、高
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
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R 道、佐敦道㆝橋、D11 道、佐敦道、彌敦道、亞皆老街、櫻桃街、
大角咀道、通州街、南昌街、海壇街及欽州街。
過海巿區路 第 917 號
深水
(欽州街) 往跑馬㆞ (㆘)：途經欽州街、長沙灣道、東京街、荔枝角道、彌敦道、佐
敦道、D11 道、佐敦道㆝橋、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道㆗、夏愨道、紅棉路支路、
金鐘道、皇后大道東、黃泥涌道、體育道及黃泥涌道。

跑馬㆞ (㆘) 往深水
(欽州街)：途經黃泥涌道、成和道、景光道、山光道、黃泥涌道、皇
后大道東、金鐘道、皇大后道㆗、畢打街、干諾道㆗、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R 道、佐
敦道㆝橋、D11 道、佐敦道、彌敦道、荔枝角路、黃竹街、汝州街、欽州街、深水 碼頭及
欽州街。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934 號
灣景花園往銅鑼灣：途經青山公路、大涌道、荃灣路、葵涌道、葵涌高架道路、西九龍快速
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道㆗、夏愨道、紅棉道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
和街及高士威道。
銅鑼灣往灣景花園：途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高士威道、德
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西九龍快速公路、青葵公路、荃灣
路、大涌道、青山公路、柴灣角旋處、海興路、海安路、麗順路及青山公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935 號
安蔭往銅鑼灣：途經安足街、石排街、大白田街、童子街、石蔭路、童子街、梨木道、和宜
合道、昌榮路、葵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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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棉道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石籬往銅鑼灣：途經石籬街、圍街、大隴街、和宜合道、大隴街、大白田街、童子街、石蔭
路、童子街、梨木道、和宜合道、昌榮路、葵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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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棉道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及高士威道。
銅鑼灣往石籬：途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士古道
㆗、禧利街、干諾道㆗、干諾道西、西區海底隧道、西九龍公路、青葵公路、葵涌道、昌榮
路、昌榮路迴旋處、和宜合道、梨木道、童子街、石蔭路、石蔭巴士總站、石蔭路、童子街、
梨木道、大白田街、石排街、安足街、安蔭巴士總站、安足街、石排街、大白田街、大隴街、
圍街及石梨街。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948 號
銅鑼灣 (㆝后) 往長安 ：途經英皇道、銀幕街、琉璃街、英皇道、高士威道、伊榮街、邊
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士古道㆗、禧利街、干諾道㆗、干諾道西、西區海
底隧道、西九龍公路、青葵公路、葵青路、青衣大橋、青康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楓
樹窩路、 杆山交匯處及青敬路。
長安 往銅鑼灣 (㆝后)：途經 杆山路、 杆山交匯處、楓樹窩路、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
青康路、青衣路、青衣大橋、葵青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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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棉道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道及興發街。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960 號
建生往灣仔碼頭：途經良運街、震寰路、鳴琴路、田景路、鳴琴路、石排頭路、震寰路、青
田路、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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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棉路支路、金鐘
道、軒尼詩道、菲林明道、㆝橋及灣仔渡輪碼頭巴士總站通路。
灣仔碼頭往建生：途經灣仔渡輪碼頭巴士總站通路、㆝橋、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
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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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朗公路、屯門公路、屯發路、屯門公路、青田路、震寰路、石排頭
路、鳴琴路、田景路、鳴琴路、震寰路及良運街。
洪水橋往灣仔碼頭 (特別班次)：途經青山公路、藍㆞交匯處、屯門公路、青朗公路、青衣西
北交匯處、長青公路、長青隧道、長青公路、西九龍公路、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西、干諾
道㆗、夏愨道、紅棉路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菲林明道、㆝橋、灣仔渡輪碼頭巴士站通
路。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961 號
屯門 (山景) 往灣仔 (會展新翼)：途經旺賢街、石排頭路、鳴琴路、杯渡路、河傍街、仁政
街、屯門鄉事會路、海珠路、海皇路、皇珠路、屯門公路、青朗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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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鐘道、紅棉路支路、軒尼詩道、菲林明道、㆝橋、菲林明道及博覽道東。
灣仔 (會展新翼) 往屯門 (山景)：途經博覽道東、灣仔渡輪碼頭巴士總站、菲林明道、㆝橋、
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干諾道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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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朗公路、屯門公路、皇
珠路、海皇路、海珠路、屯門鄉事會路、杯渡路、河傍街、仁政街、屯門鄉事會路、杯渡路、
鳴琴路、石排頭路及旺賢街。
空調巴士過海路 第 968 號
元朗 (西) 往銅鑼灣 (㆝后)：經擊壤路、青山公路、朗日路、青山公路、博愛交匯處、元朗
公路、青朗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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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棉道支路、金鐘道、軒尼詩道、怡和街、高士威
道及興發街。
銅鑼灣 (㆝后) 往元朗 (西)：經英皇道、銀幕街、琉璃街、英皇道、高士威道、禮頓道、伊
榮街、邊寧頓街、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德輔道㆗、禧利街、干諾道㆗、干諾道西、
西區海底隧道、西九龍公路、青葵公路、長青隧道、長青路、青衣西北交匯處、青朗公路、
元朗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及擊壤路。
行政會議秘書
陳美寶
行政會議廳
1999 年 3 月 23 日
註 釋
本命令取代 1997 年所頒布的命令 (1997 年第 394 號法律公告)，以更新九龍巴士 (1933)
有限公司的巴士行車路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