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路線新訊匯編
2005 年 1 月份

31/1

九巴增設路線 82M，83K 轉乘 85A 八達通轉乘優惠，以取代
83P；路線 83P 及 286P 取消．
九巴路線 52X 加班，平日 7-20 分鐘，假日 11-18 分鐘．

24/1

九巴開辦新線 87P(利安單向往恆安)，本線前身為路線 285
特別班次．路線 87S 全線以空調巴士行走，車費由$4.2 減至
$3.5．
嶼巴路線 1 及 4 號調整班次．

23/1

17/1

九巴路線 87K 往大學車站方向繞經頌安巴士總站，及調整班
次至平日 4-12 分鐘，假日為 5-12 分鐘．全線以空調巴士行
走，車費由$4.2 減至$3.5；另於平日增設特別班次由馬鞍山
市中心往大學車站．285 及 287K 取消．
城巴路線 95C 調整假日班次至 10-20 分鐘；96 調整每日班次
至 12-15 分鐘；98 調整班次，平日 5-14 分鐘，假日 4-10 分鐘．
九巴路線 76K 調整班次至 15-25 分鐘一班．

10/1

九巴路線 265M 調整假日班次為 10 至 20 分鐘．

09/1

城巴路線 85 增設八達通雙向分段車費優惠，來往杏花村及
小西灣為$2.7．新巴路線 2M 改為筲箕灣至西灣河的循環線，
延長服務時間至凌晨零時；增設八達通轉乘優惠接駁
8/81/82/682/682P/694/85．以上安排是用以取代路線 84．

07/1

九巴路線 261 調整班次，平日 14-20 分鐘，假日 10-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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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巴士資訊網

新巴路線 702S 更改路線，往蘇屋方向繞經深旺道(富昌村)
及欽州街而不經保安道；原有來往蘇屋及南昌站的特別班次
改為來往蘇屋及富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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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2 月份

28/2

九巴路線 276B 總站由天恆遷往天富及修改天水圍(北)行車
路線．天富開出經天華路，天秀路，天瑞路(天澤村)及濕地
公園路返回天葵路(美湖居)原線；往天富方向到天葵路(美湖
居)後改經濕地公園路，天瑞路(天澤村)，天秀路及天華路．
九巴路線 82S 縮短服務時間，於平日 0715-0815 期間服務，
班次不變．
九鐵巴士路線 K16 尖東站總站由梳士巴利道(新世界中心對
面落客站及新世界中心外上客站)遷往中間道尖東站公共交
通交匯處．假日班次改為 12 分鐘．

27/2

九巴路線 80K，82K，81M 及 286M 調整班次，80K 新平日班
次為 8-12 分鐘；81M 新班次為每日 12-20 分鐘；82K 新班次
為每日 20-25 分鐘一班；286M 新班次為平日 8-15 分鐘，假
日 12-15 分鐘．
城巴路線 8X 原有禮頓道往小西灣的分段車費($4.4)，提早於
摩利臣山道開始．

26/2

九巴路線 66M 往荃灣地鐵站方向繞經屯門市中心巴士總站．

21/2

城巴開辦新線 P21(來往小蠔灣政府維修廠及紅磡車站)．愉景
灣交通開辦新線 DB01P(來往小蠔灣及愉景灣愉景廣場)．

20/2

九巴 41P 新服務時間為：青衣村開 0540-2355, 荃灣地鐵站開
0605-0020．

17/2

九巴路線 87B 調整平日班次至 11-18 分鐘．

09/2

九巴路線 42M 延長服務時間，包括提早頭班車開出時間(長
宏開 0530 及荃灣開 0555)，及延遲荃灣開出尾班車時間至
0020；同時增加班次至 7-10 分鐘．

07/2

新巴路線 27 調整班次，星期一至五為 10-20 分鐘，星期六為
6-18 分鐘，假日為 7-9 分鐘．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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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巴路線 41A 調整班次，同時調整華富經寶馬山往北角碼頭
特別班次服務時間．

05/2

巴士資訊網

九巴路線 251M 調整班次，平日 8-25 分鐘(星期六為 10-25 分
鐘)，假日為 14-25 分鐘．68A 調整班次，平日 8-25 分鐘，星
期六為 12-25 分鐘，假日 16-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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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3 月份

31/3

九巴路線 81C 調整平日班次至 6-15 分鐘．
過海隧道路線 680A 金鐘總站由海富中心改為金鐘(東)．過海
隧道路線 680P 總站由港澳碼頭改為金鐘(東)，並提供八達通
轉乘優惠轉乘 111．

29/3

過海隧道路線 373A 加班及延長服務時間至 0755．373 早上
班次延長服務時間及加班至 15 分鐘一班．373P 取消．
九巴路線 277X 增加平日班次至 5-20 分鐘．
過海隧道路線 621 往九龍方向不經金鐘(東)巴士總站．
新巴路線 720A 及 720P 往東區方向不經金鐘(東)巴士總站．

27/3

九鐵巴士路線 K76 改為來往天恆及天水圍站的循環線．
過海隧道路線 680 總站由中環(港澳碼頭)改為金鐘(東)，及提
供八達通轉乘優惠接駁 111．
過海隧道路線 698R 西貢區總站由北潭涌延長至黃石碼頭，
試驗期至 4 月 17 日．

25/3

九巴路線 68A 更改葵涌區內行車路線，往朗屏方向過葵涌道
(葵芳村)後改經葵益路，興芳路，葵興地鐵站巴士總站，葵
興路，禾塘咀街，禾葵里及葵涌道原線．
新巴路線 720 及 M722 往東區方向不經金鐘(東)巴士總站．
嶼巴路線 38 增加平日班次至 2-8 分鐘．

24/3

九巴路線 80M 調整平日班次至 9-15 分鐘．82M 調整班次至
平日 11-22 分鐘及假日 11-17 分鐘．83K 調整平日班次至 6-18
分鐘．82X 調整假日班次至 8-10 分鐘；82P 調整早上廣源開
出班次為 15-18 分鐘．
九巴路線 280P 縮短服務時間至 0930(即取消 1000 開出班次)．
九巴路線 86C 全部班次繞經恆安巴士總站；86P 縮短服務時
間為 0700-0800，調整班次至 15 分鐘．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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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城巴路線 71 調整平日班次至 9-20 分鐘．97 調整班次至平日
4-12 分鐘及假日 12-15 分鐘．路線 48 調整華富(北)開出班次
至 7-12 分鐘，及修改往海洋公園特別班次服務時間．

20/3

九巴路線 276B 提早由天富開出頭班車時間至 0515．

15/3

九巴路線 74X 及 277X 往大埔及聯和墟方向繞經創紀之城巴
士總站(APM 創紀之城 5 期)．
九鐵巴士開辦新線 K53(屯門站至掃管芴的循環線)及 K58(來
往青山灣及富泰)，於平日上下午繁忙時間服務．A59 及 K1X
取消．

07/3
過海隧道路線 970X 往九龍區方向全日不經田灣，由於平日
服務的田灣至蘇屋特別班次取代；調整平日班次至 10-15 分
鐘．970 調整班次，平日 4-17 分鐘，假日 10-15 分鐘．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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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4 月份

29/4

九巴路線 82X 調整平日班次至 8-10 分鐘．83X 調整平日班
次，黃泥頭開為 15-17(星期六為 16-18)分鐘，觀塘碼頭開為
17-25(星期六為 16-17)分鐘；同時調整平日下午服務時間．九
巴路線 85A 調整班次，平日 13-17 分鐘，假日 13-18 分鐘．

27/4

落馬洲過境巴士觀塘線(藍田地鐵站<>落馬洲)往落馬洲方向
改經創紀之城公共交通交匯處，不經裕民坊．
城巴路線 A12 增設星期一至五經國泰城及及港龍/中航大廈
之特別班次 (早上由小西灣開經國泰城及及港龍/中航大廈
往機場；下午機場開出經國泰城及及港龍/中航大廈往小西
灣)， 取代 P12．

25/4

城巴現有機場路線(A11/A12)八達通轉乘優惠擴充，新增路線
2、5、8、10、18、18P、25C、27、529、720、720A 及 720P．
城巴新巴新增八達通轉乘優惠： 15 及 10、720、M722、789，
用以取代城巴路線 515．

24/4

過海隧道路線 904 往堅尼地城方向過美孚後改經荔枝角道及
大南西街返回長沙灣道原線．

23/4

嶼巴路線 36P 及 P1 往竹篙灣方向改行竹篙灣迴旋處．

22/4

九巴路線 280P 延長服務時間至 1000 及調整班次．

16/4

九巴路線 277 總站由元朗(西)延長至朗屏村及調整班次．

15/4

九巴路線 46S，72A 及 88S 總站由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改為
大圍站公共交通交匯處．46X，46P，80K，82K，86B 及 88K
繞經大圍站公共交通交匯處，不經大圍火車站巴士總站．

11/4

過海隧道路線 967X 增設平日黃昏班次由銅鑼灣(摩頓台)往
天水圍北．970X 更改田灣往蘇屋特別班次開出時間．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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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九巴路線 72，80K，81，85 及 88K 往沙田市中心方向到松嶺
路後改經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北行，沙田鄉事會路及大
埔公路南行入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72A 往大埔方向到大圍
路後改經美田路及大涌橋路(大圍車站開始一段)，不經松嶺
路及大埔公路(大圍至沙田市中心一段)．
城巴路線 529 增設愛秩序灣(愛賢街)往寶馬山特別班次，於
上學日的星期一至五提供服務．

04/4
嶼巴路線 4 及 7P 全部班次以空調巴士行走，同時減低全程
及分段車費．
01/4

巴士資訊網

九巴路線 36M 增加平日班次至 5-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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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5 月份

30/5

九巴路線 270A 往中港碼頭的平日早上特別班次加開一班
車，0826 開．
九巴路線 16M 及 23 調整班次；16M 新班次為平日 9-16 分鐘，
假日 10-20 分鐘；23 新班次為平日 8-15 分鐘，假日 10-20 分
鐘．

27/5

九巴路線 13X(往寶達方向的非繁忙時間班次)及 224X(往啟
業村方向)到啟祥道後繞經啟成街及啟華街(宏天廣場)返回
宏光街原線．
過海隧道路線 641 早上啟業開出班次調整至 10-15 分鐘．
過海隧道路線 N118 調整班次至 15-16 分鐘．

24/5

城巴路線 62R 調整班次，星期一至五為 10-20 分鐘，星期六
為 12-20 分鐘，假日 15-20 分鐘．

23/5

城巴路線 E22P 油塘開出班次加開一班車及更改開車時間；
E21 調整平日由維港灣開出班次為 12-30 分鐘(星期六為 13-30
分鐘)．E22 調整班次，平日 8-18 分鐘，假日 12-20 分鐘．

17/5

九巴路線 277 調整班次，平日 14-20 分鐘，假日 15-20 分鐘．

16/5

過海隧道路線 682 調整班次，平日為 5-20 分鐘(柴灣開為 10-20
分鐘)，假日柴灣開改為 12-20 分鐘．
新巴路線 702 長沙灣(西)總站由深盛路遷往海麗村，並增設
八達通轉乘優惠轉乘 702(往海麗村開出方向)，796C，970，
970X 及 971．

09/5

城巴路線 N90 增設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往海怡半島分段車費
($5.8)．
城巴路線 629 減低車費至$10.6，及取消來往沙田第一城 / 嘉
湖山莊 / 屯門及海洋公園，與及海洋公園往中環天星碼頭的
班次；新增八達通轉乘優惠：629 <> 930，962 系，967，969，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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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A，969P 及 E11，轉乘優惠為$5.0．開辦新線 629S，由金
鐘西經摩利臣山道(跑馬地馬場)單向往海洋公園，祗於每天
早上開出三班．
城巴路線 10 增設特別班次來往堅尼地城及跑馬地(下)，於星
期一至五(假日例外)傍晚服務．
城巴開辦新線 95P (田灣往鴨利洲)．

06/5

九巴開辦新線 272S(鑽石山地鐵站單向往香港科學園)，並提
供大老山隧道路線轉乘此線的八達通轉乘優惠．
九巴路線 85M 增設平日早上特別班次，由錦英苑單向往鑽石
山地鐵站(不經亞公角道及大老山隧道巴士站)．
城巴路線 E21，E22，E22A 及 E22P，龍運巴士路線 E32 及 E41
總站由赤立角碼頭遷往赤立角(機場地面運輸中心)，來回程
不經東岸路(赤立角碼頭)．
九巴路線 40X 總站由葵興地鐵站延至葵涌村，同時馬鞍山市
中心往葵涌村的特別班次增加至 10 分鐘一班．
新巴路線 796 取消，由專線小巴路線 108A 取代．

01/5

新巴路線 796C 往蘇屋方向過寶邑路(寶盈花園)繞經唐賢街
返回景嶺路原線．
(當日凌晨起)新巴開辦新線 N796(來往將軍澳地鐵站及太子
地鐵站)．
九巴路線 38 增加平日班次至 5-15 分鐘．
城巴路線 77 調整假日班次至 13-25(田灣開為 15-16)分鐘．3B
調整班次．
過海隧道路線 103 調整平日班次至 8-16 分鐘．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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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6 月份

29/6

九巴路線 216M 調整每日班次至 7-12 分鐘．
九巴路線 46P 取消早上顯徑往荔景(北)的班次．

27/6

九巴路線 81K 調整平日班次為 7-15 分鐘(穗禾苑開為 7-14 分
鐘)．路線 279X 增加平日班次至 8-20 分鐘．94 修改每天開車
時間，班次為 30-35 分鐘．
城巴路線 60R 提早頭班車時間為 0700(大窩口開為 0720)，調
整早上時段班次為 15-20 分鐘．

26/6

19/6

九巴路線 34 調整平日班次為 10-15 分鐘(葵盛開出為 10-13 分
鐘)．43 及 43C 調整班次，43 新班次為平日 5-10 分鐘，假日
8-10 分鐘；43C 新班次為平日 8-17 分鐘，假日 12-19 分鐘．
九巴路線 43B 及 238M 調整班次，43B 新班次為平日 8-14 分
鐘，假日 10-14 分鐘(荃灣西站假日班次為 10-15 分鐘)；238M
新班次為平日 5-10 分鐘(海濱花園開為 5-8 分鐘)，假日 6-10
分鐘(海濱花園開為 6-8 分鐘)．31M，34M 及 43M 調整平日
班次，31M 新班次為 6-10 分鐘；34M 新班次為 8-12 分鐘；
43M 新班次為 6-11 分鐘．
城巴路線 E21A 來回程不經東涌新發展碼頭及修改東涌(北)
行車路線．

15/6

九巴路線 9，13M，63X 及 224X 調整班次，9 的新班次為平
日 11-18 分鐘，假日 11-15 分鐘；13M 新班次為平日 11-18 分
鐘，假日 10-18 分鐘；63X 新班次為平日 11-30 分鐘(佐敦開
為 7-25 分鐘)，假日為 16-25 分鐘；224X 新班次為 8-15 分鐘．
九巴路線 263P 取消，由 68A 及 263M 取代．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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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路線 11B 及 59M 調整平日班次，11B 新班次為 9-15 分
鐘；59M 新班次為 4-10 分鐘．14B，66M 及 66P 調整班次，
14B 新班次為每天 10-17 分鐘；66M 新班次為平日 10-22 分
鐘，假日 11-20 分鐘；66P 新班次為 17-2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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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路線 701 總站由南昌站延至海麗村，同時增加平日班次
至 8-15 分鐘，假日班次調整至 12-15 分鐘．
新巴路線 796S 來回程繞經景嶺路，不經至善街；往牛頭角
方向同時繞經調景嶺地鐵站公共交通交匯處．此安排是用以
取代 796A．
新巴路線 M590 及 796X 修改班次．792M 調整班次，平日 17-25
分鐘，假日 15-25 分鐘．
城巴路線 37A 調整班次，平日 8-16 分鐘，假日 12-15 分鐘．
過海隧道路線 118P 增設星期一至五下午特別班次，由深水
埗(東京街)經杏花村(不經北角及柴灣道大斜路)單向往小西
灣(藍灣半島)．960S 增開一班車於 0725 開出，同時更改其餘
班次開出時間，新時間為 0740 及 0755．
過海隧道路線 170 來回程不經培正道．
12/6

九巴路線 32 調整班次，平日 13-20 分鐘，假日 16-21 分鐘．
九巴路線 36B 提早梨木樹開出頭班車時間至 0530，同時增加
班次至平日 9-15 分鐘，假日 10-15 分鐘．

11/6

過海隧道路線 307，914X 及 948P 更改灣仔(北)行車路線：
307(往大埔方向)不經港灣道及鴻興道天橋，改為直行告士打
道；914X 及 948P(往天后方向)到告士打道後改經菲林明道，
灣仔碼頭巴士總站，菲林明道及告士打道原線，不經會議道
(914X 為港灣道)及鴻興道天橋．
九巴路線 263M 來回程繞經元朗(朗屏)．
九巴路線 91M 調整班次，星期一至五為 9-15 分鐘，星期六
及假日為 11-18 分鐘(鑽石山地鐵站假日班次為 12-18 分鐘)．
59A 增加平日班次至 4-20 分鐘(深水埗開為 6-15 分鐘)．

06/6

九巴路線 59S 全部班次以空調巴士行走，空調巴士車費為
$15.6．
九巴路線 67M 提早由兆康苑開出頭班車時間為 0530．
嶼巴路線 1 號全線以空調巴士行走，及減低全程車費．11 減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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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全程車費．
05/6

九巴路線 33A 調整班次，平日 12-20 分鐘，假日 13-20 分鐘．

04/6

新巴路線 N796 往將軍澳方向改經觀塘道而不經觀塘繞道．
九巴路線 N260 調整班次至 10-20 分鐘(屯門碼頭開為 12-20
分鐘)．69M 調整班次．

01/6
過海隧道路線 681 及 914 調整平日班次，681 新平日班次為
2-16 分鐘(星期六為 3-16 分鐘)；914 新平日班次為 8-20 分鐘．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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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28/7

過海隧道新增八達通轉乘：962，962A，962B，962P，962S
及 962X 轉乘 970 及 970X 往港島南區．
九巴路線 26M 全部班次以空調巴士行走，空調巴士車費為
$4.0．23，93A 及 93M 增設空調巴士服務，空調巴士車費分
別為$3.7(23)及$4.0(93A 及 93M)．
九巴路線 260X 增加班次，平日 8-15 分鐘，假日 8-12 分鐘．

25/7

城巴路線 6，6X 及 260 調整班次，6 新的星期一至五班次為
9-30 分鐘；6X 新的星期一至五班次為 8-33 分鐘；260 新平日
班次為 12-20 分鐘，另外赤柱開出假日班次改為 8-18 分鐘．
新巴路線 66 調整由中環開出班次，星期一至五為 10-32 分
鐘，星期六為 10-30 分鐘，假日為 15-30 分鐘．
龍運巴士開辦新線 E34S(天水圍市中心經天水圍(北)單向往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九巴路線 3B 調整班次，平日 10-20 分鐘，假日 11-20 分鐘．

23/7

九鐵巴士路線 K53 總站由屯門站延長至兆康站南面公共交通
交匯處，來回程不經屯興路．K58 來回程經青山公路(置樂至
三聖一段)，不經屯門鄉事會路(安定/友愛段)．

18/7

城巴開辦新線 N21A(尖沙咀碼頭單向往機場)，即是 N21 尖沙
咀碼頭 0050 及 0120 開出班次，但經東涌(北)，逸東，東涌
及國泰城而不經機場貨運區；同時新增八達通轉乘優惠轉乘
N11 往機場貨運區．

17/7

九巴路線 265B 調整假日班次至 9-15 分鐘．

15/7

九巴路線 66X 修改班次，平日班次增至 6-12 分鐘，假日班次
調整至 10-15 分鐘．

13/7

九巴路線 77K 調整班次至平日 15-25 分鐘，假日 15-21 分鐘．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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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過海隧道路線 603 提早頭班車開出時間，平田開為 0550(假日
0620)，中環碼頭假日頭班車為 0710．962B 延長平日服務時
間及增加置樂花園開出班次(8-20 分鐘)，假日亦提供來回各 5
班的服務．962S 延長尾班車開出時間為 0833 及班次調整至
15-23 分鐘．
九巴路線 43X 提早荃灣西站開出頭班車至 0530．
九巴路線 72X 及 74A 調整班次，72X 新班次為平日 8-12 分鐘
及假日 7-12 分鐘；74A 新班次為平日 15-30 分鐘及假日 19-30
分鐘．
過海隧道路線 N691 經調景嶺往中環的班次不經彩明街．

10/7

06/7

城巴路線 95C 調整假日班次為 12-15 分鐘．61 調整班次，星
期六班次為 20-33 分鐘，假日 30-35 分鐘．
九巴路線 93A 調整班次，星期一至五為 7-15 分鐘，星期六為
8-15 分鐘(觀塘碼頭開為 10-14 分鐘)，假日為 9-15 分鐘．
城巴路線 40 增設平日來往數碼港及灣仔碼頭的特別班次，
星期一至六早上由灣仔碼頭往數碼港，星期一至五傍晚由數
碼港往灣仔碼頭．

04/7

九巴路線 270 取消平日早上由翠麗花園往上水火車站的特別
班次，並增加平日班次．
城巴路線 11 及 12M 調整班次，11 新平日班次為 9-20 分鐘；
12M 新班次為平日 8-20 分鐘，假日 12-15 分鐘．
九巴路線 208 調整平日班次為 10-18 分鐘．
九巴路線 258D 增加平日往藍田地鐵站方向的班次至 9-20 分
鐘．

02/7
九巴路線 36A 及 95M 增設空調巴士服務，車費分別為$4.7
及$4.0．

01/7

九巴路線 6F 延長由麗閣開出尾班車時間至 0005．
九巴路線 68X 調整假日班次為 7-12 分鐘(元朗開為 7-20 分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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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九巴路線 235 及 235M 往荃灣或葵芳方向先繞經大白田街(石
蔭東村)返回石蔭路(石蔭街市)原線．
城巴路線 N72 增設香港仔收費廣場往華貴的分段車費
($5.8)．路線 630 取消．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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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九巴路線 249M 調整平日班次至 5-7 分鐘．
嶼巴開辦新線 38P(逸東村(裕東路)往東涌地鐵站的循環線，
回程經松逸街)．

29/8

九巴路線 70X 調整平日班次至 11-20 分鐘．
城巴路線 M47 調整華富(北)開出平日班次為 15-20 分鐘，另
香港站星期六班次調整至 15-20 分鐘．
九巴路線 88S 取消，併入 88K．88K 調整班次至每天 7-12 分
鐘．

27/8

24/8

九鐵巴士路線 K73 及 K76 加班，K73 新班次為平日 5-10 分
鐘，假日 7-10 分鐘；K76 新班次為平日 6-10 分鐘，假日 7-10
分鐘．
新巴路線 84M 平日早上部份班次不經小西灣道(富景花園)安
排取消．
新巴路線 N8 總站由小西灣改為杏花村(創富道)，來回程不經
小西灣道；同時班次調整至 30 分鐘一班．N8P 改為小西灣(藍
灣半島)至灣仔(港灣道)的循環線．新增八達通轉乘優惠：N8P
及 N8X 接駁 N8．

23/8
城巴路線 N8X 增設分段車費優惠：小西灣至軒尼詩道($6.3)，
北角至軒尼詩道($4.6)，及柴灣道(藹寧園)至小西灣(4.6) (前兩
項分段車費優惠需透過八達通卡進行)，同時班次調整至 30
分鐘一班．
城巴路線 A21 深旺道往紅磡車站分段車費減至$8.0．
過海隧道路線 948 更改星期一至五下午天后班次開出時間．
22/8

巴士資訊網

九巴路線 3M 總站由慈雲山(南)延至慈雲山(北)，往慈雲山
(北)方向繞經慈雲山(南)巴士總站；同時提早由彩雲開出頭至
車時間至 0600．3P 總站由慈雲山(北)改為慈雲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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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巴路線 36 加班，每日加開 1215 及 1800 班次．36P 及 P1
取消．
21/8
九鐵巴士東鐵屋村巴士路線 50R(來往策城軒及大埔墟車站
循環線)轉交陽光巴士經營．

20/8

九鐵巴士路線 506 加班，平日 6-10 分鐘，假日 8-10 分鐘．
A73 調整班次至 16-18 分鐘．

17/8

龍運巴士開辦新線 N31D(來往機場及荃灣愉景新城，途經迪
士尼度假區)．城巴開辦新線 N21D(機場 / 迪士尼度假區往
旺角的循環線)．
城巴－龍運巴士聯合開辦新線 R8(香港迪士尼樂園至青嶼幹
線收費廣場的循環線)及 R8A(香港迪士尼樂園至迪欣湖的循
環線)．
城巴開辦新線 R11(來往迪士尼樂園及北角碼頭)，R21(來往迪
士尼樂園及紅磡海逸豪園)及 R22(來往迪士尼樂園及油塘)．

16/8
新增八達通轉乘優惠：城巴機場快線及北大嶼山路線接駁
R8，部份港島區路線接駁 R11；所有龍運機場及北大嶼山路
線接駁 R8．
龍運巴士開辦新線 R33(來往迪士尼樂園及屯門站)及 R42(來
往迪士尼樂園及大圍站)．
過海隧道路線 690 往康盛花園方向繞經佳景路及欣景路返回
寶琳北路(寶林村)原線．

15/8

嶼巴路線 3 號全部班次以空調巴士行走，空調巴士車費為平
日為$9.8，假日為$15.0．3M 減低全程及分段車費．
九巴路線 8P 取消星期一至五下午海逸豪園往尖沙咀(漢口道)
特別班次．
城巴路線 S52 修改由逸東村開出班次為 18-22 分鐘．

11/8

九巴路線 2A 全部班次以空調巴士行走．
新巴路線 27 調整週末及假日班次，星期六為 7-18 分鐘，假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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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2-15 分鐘．
城巴路線 77 加班，平日 1-25 分鐘，假日 10-20 分鐘．
08/8

九巴路線 272K 延長大學車站開出尾班車時間至 2320．
城巴開辦新線 10S(來往跑馬地(下)及堅尼地城)，即現時 10
下午特別班次．
九巴路線 61M 增設平日下午特別班次，由葵興地鐵站往友愛
(南)；同時修改荃灣地鐵站往友愛(南)特別班次開出時間．

01/8

新巴路線 9 號筲箕灣經大浪灣往石澳班次加開一班車(2400
開)．2X 及 8P 加班，2X 新班次為平日 5-12 分鐘，假日 6-12
分鐘；8P 新假日班次為 4-10 分鐘，另外小西灣開出平日班
次亦加至 3-10 分鐘．
新巴路線 701 提早頭班車開出時間為 0615．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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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路線 44M 總站由葵興地鐵站延長至葵涌村，同時延長服
務時間及修改班次．

24/9

九鐵巴士路線 K14 全線改以空調巴士行走，車費為$3.2；班
次調整至 8-16 分鐘．
九巴開辦新線 260A(兆康苑單向往紅磡車站)以取代 260X 原
有富泰村往紅磡車站特別班次．267S 改經藍地交匯處，青山
公路(富泰至何福堂一段)，屯門公路，葵涌道往西九龍走廊
原線，不經青麟路(兆康至青松一段)，震寰路及長沙灣道．

18/9

17/9

過海隧道路線 T6 石排灣總站由漁光道(近扶康會)遷往石排
灣村公共交通交匯處．
愉景灣交通開辦新線 DB03R(來往欣澳地鐵站及愉景灣)．
DB01R 修改班次至每日 10-30 分鐘．
九巴路線 8 號往九龍地鐵站方向繞經柯士甸道西．

12/9

城巴路線 R21 往迪士尼樂園方向繞經九龍公園徑，中港碼頭
巴士總站，廣東道及佐敦道返回彌敦道(佐敦道以後路段)原
線．
皇崗口岸過境線新線來往迪士尼樂園及皇崗口岸投入服務．

11/9

城巴路線 7 及 76，過海隧道路線 971 石排灣總站由漁光道(近
扶康會)遷往石排灣村公共交通交匯處；7 號同時調整班次至
每日 15-20 分鐘．
城巴路線 P21 來回程改經竹篙灣公路，神奇道及欣澳道，不
經東涌東交匯處；同時更改所有班次開車時間．

05/9
城巴路線 85 調整班次至每日 12-15 分鐘(北角碼頭開出平日
班次為 10-15 分鐘)．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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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路線 869 繞經天水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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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新巴路線 701 調整平日班次至 8-15 分鐘．

02/9

九鐵巴士路線 K58 增設特別班次，於星期一至五(假日除外)
由田景路(田景村田樂樓)單向往青山灣．
九鐵巴士 9 月 1 日至 9 日期間開辦臨時路線 S1(來往天水圍
站至天恆的循環線)及 S2(來往兆康站及大興村的循環線)．
九巴路線 31 延遲尾班車開出時間至 0015．298P 調整服務時
間及班次．
九巴路線 273A 修改繞經清曉路及清城路班次服務時間．

01/9

九巴路線 40 調整班次至每日 12-15 分鐘(荃灣開出平日班次
為 11-15 分鐘)．238M 調整平日班次至 4-10 分鐘，及修訂假
日班次．269M 調整班次，平日 10-21 分鐘，假日 14-20 分鐘．
新巴路線 590A 調整班次至 12-15 分鐘(金鐘開出星期六班次
為 12-18 分鐘)．
新巴路線 702 調整平日班次至 12-20 分鐘．

巴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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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新巴路線 701 及 702 加班，701 新班次為每日 5-15 分鐘；702
新班次為每日 8-20 分鐘．新增八達通轉乘優惠：796C 接駁
701，優惠額為 701 車費($3.5)；同時 796C 及 702 八達通轉乘
優惠金額由$1.5 改為$3.2．
九巴路線 85X 增加 0735 開出班次．
龍運巴士路線 E34 增加平日天水圍開出班次至 7-20 分鐘．

22/10

九鐵巴士路線 K74 全部班次正式以空調巴士行走(當日之前
約一年已沒有非空調巴士服務)．

21/10

過海隧道增設特別巴士路線 171R(海洋公園正門往旺角)，祗
於海洋公園舉行萬聖節活動後(10 月 21 至 23 日及 28 至 31
日)提供服務．
九巴路線 272S 增設平日下午由香港科學園往鑽石山地鐵站
的班次，早上班次頭班車時間提早至 0730．

17/10

城巴－龍運巴士路線 R8 及 R8A 調整班次，R8 新班次為每天
10-20 分鐘；R8A 新班次為平日 15-20 分鐘和假日 10 分鐘．
過海隧道路線 680 頌安村特別班次尾班車開出時間延長至
0753，同時取消富安花園往金鐘特別班次．
城巴路線 95P 修改下午班次開車時間．

15/10

九巴路線 43A 及 44M 全部班次以空調巴士行走，兩線全程
車費減至$3.9．
城巴路線 R11，R21 及 R22 調整服務時間．龍運巴士路線 R33
及 R42 調整服務時間．

12/10
城巴路線 A12 修改班次及機場經港龍/中航大廈往小西灣特
別班次開出時間．A11 修改班次．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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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路線 15A 車費調整至$11.0．城巴路線 347 車費調整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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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

嶼巴開辦掃墓特別路線 34S(東涌市中心往東涌 18 號墳場的
循環線)．

05/10

九巴路線 277X 增加平日班次至 5-20 分鐘．
九巴路線 269B 增設平日早上特別班次，由天恩村經天水圍
(北)單向往紅磡碼頭．路線 269C 增設平日早上特別班次，由
天恩村經天水圍(北)單向往觀塘碼頭．265P 總站由天富苑延
至天恩村．

03/10

九鐵巴士路線 K73 原有天富苑往元朗廣場平日特別班次改於
天恩村公共交通交匯處開出．
過海隧道路線 967X 來回程經濕地公園路；往天水圍(北)方向
總站遷往天恩村公共交通交匯處．
九巴路線 46X 增加假日班次至 6-12 分鐘，及增加平日美孚開
出班次至 4-12 分鐘．
過海隧道路線 967 天水圍(北)總站由天瑞路(天富苑能富閣)
遷往天恩村公共交通交匯處，來回程經濕地公園路，天祥路
及天慈路．

01/10

九巴路線 264M 總站由天瑞路(天恩村)遷往天恩村公共交通
交匯處；來回程於天水圍區繞經天瑞路(天恆村)及濕地公園
路回天葵路原線，元朗區繞經博愛醫院及錦田公路(高埔村)．
嶼巴路線 N38 取消東涌地鐵站往映灣園特別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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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1 月份

九巴路線 269B 調整班次．
城巴路線 97 修改平日班次．
28/11

過海隧道路線 967 增加星期一至五班次為 8-20 分鐘(金鐘開
為 10-20 分鐘)．930 及 962 增加平日班次，930 金鐘開出平日
班次增至 8-15 分鐘；962 龍門居開出平日班次增至 6-20 分
鐘．962X 調整班次至 15-22 分鐘．

27/11

過海隧道路線 619 加班，平日 4-15 分鐘(中環開為 8-15 分鐘)，
假日為 10-15 分鐘(中環開為 10-18 分鐘)．681 修訂班次．

24/11

九巴路線 72 及 81 往九龍區方向改經大埔公路大圍段、大圍
道、美田路、大埔公路大圍段、松嶺路及 T3 路回大埔公路
原有路線．86B 往長沙灣方向到美田路後改經積輝街、大圍
道、美田路、 大埔公路大圍段、松嶺路及 T3 路回大埔公路
原有路線．272P 繞經 T3 路．
九巴路線 91M(往鑽石山方向)及 298P(往香港科技大學方向)
不經坑口(北)巴士總站．

21/11
城巴路線 75 增加黃竹坑/深灣開出平日班次為 5-20 分鐘；中
環開出假日班次增至 10-15 分鐘，平日班次有所修改．

17/11

當日凌晨起城巴路線 N21D 取消．同時龍運巴士取消路線
N31D．

08/11

九巴路線 37 增加平日班次至 9-15 分鐘(奧運站開為 10-15 分
鐘)．

07/11

九巴路線 269B(天恩村往紅磡碼頭特別班次)及 269C(天恩村
往觀塘碼頭特別班次)繞經天葵路(美湖居)，天龍路，天城路
(景湖居)及天祥路返回天慈路原線．
九巴路線 11K 延長紅磡車站開出尾班車時間至 2400．
九巴路線 95M 調整班次，平日 12-20 分鐘(翠林開星期六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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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5-20 分鐘)，假日 14-20 分鐘．
城巴路線 73 修改班次．
九巴路線 81 全部班次以空調巴士行走．
05/11
城巴路線 529 增加平日班次至 10-20 分鐘．
03/11

九巴路線 264M 提早由天恩村開出頭班車時間至 0520．

01/11

九巴路線 34M 延長尾班車開出時間至 0005，班次增至每日
8-10 分鐘．
九巴路線 89 提早由瀝源村開出頭班車時間至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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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

新巴路線 796B 調整班次，平日 20-30 分鐘(調景嶺開為 15-30
分鐘)，假日 25-30 分鐘．
九巴路線 43B 提早長康開頭班車時間至 0540．

25/12

九巴路線 33A 來回程繞經上角街，及提早頭班車開出時間為
0540．34 來回程繞經上角街．43 往長康方向繞經葵涌村公共
交通交匯處，荃灣西站每日開出頭班車時間提早至 0600，平
日荃灣西站開出尾班車時間延至 0010(長康開為 2355)．
城巴開辦新線 X11(亞洲國際博覽館經旺角往銅鑼灣)及
X22(亞洲國際博覽館往藍田地鐵站)，於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大型文娛活動後行走．

24/12

龍運巴士開辦新線 X33(亞洲國際博覽館往屯門富泰村)及
X41(亞洲國際博覽館往沙田愉翠苑)，於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大型文娛活動後行走．
嶼巴開辦新線 X35(亞洲國際博覽館往梅窩)，於亞洲國際博
覽館舉行大型文娛活動後行走．(註：X35 在當日行走一天，
以後未曾再行走)
龍運巴士路線 E32 及 E41 總站由機場地面運輸中心延至亞洲
國際博覽館．A43 每日 0700-1900 開出班次經亞洲國際博覽
館．

20/12

城巴路線 E11，E21，E22/E22P 及 E22A 總站由機場地面運輸
中心延至亞洲國際博覽館．A21 往機場方向經亞洲國際博覽
館；增設八達通轉乘：A21 往機場方向接駁 A21(往九龍方
向)，A11，A12，A22 及 E23；E11，E21，E22，E22A 接駁
A11，A12，A22 及 E23．
城巴－龍運巴士路線 S1 往機場方向繞經亞洲國際博覽館，
同時調整班次至 7 至 10 分鐘．

19/12

新巴開辦特快路線 X49(來往數碼港及機鐵香港站)．
城巴路線 R21 往迪士尼樂園方向恢復途經彌敦道(九龍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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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佐敦段)，不經九龍公園徑及中港碼頭巴士總站．
九巴路線 235M 提早頭班車時間，安蔭開為 0545，葵芳地鐵
站開為 0605．
11/12
九巴路線 87D 假日特別班次(錦英苑往紅磡車站，不經沙田
第一城)取消．
05/12

過海隧道路線 601P 加開 0750 班次．

04/12

城巴路線 314 調整頭班車開出時間(0900)及赤柱開出班次
(15-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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