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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仔巴士路線收費表 2023 年 2 月 1日

九龍新界路線
@ N403 慈雲山(中)高鐵西九龍站$9.0

416 藍田(北)維港灣$7.2
# 畢架山花園往藍田(北)$6.8

彩虹往藍田(北)$6.2

觀塘市中心往藍田(北)$4.6

彩虹往維港灣$6.2

畢架山花園往維港灣$5.6

@ N434 灣景花園尖沙咀東(麼地道)$16.6
# 美孚尖沙咀東(麼地道)$9.6(雙向分段)
美孚灣景花園$9.6(雙向分段)

^& 440A 荃灣(如心廣場)觀塘(敬業街)$9.2
# 筆架山花園往觀塘(敬業街)$6.8

和宜合道運動場往荃灣(如心廣場)$6.0

^& 440B 灣景花園觀塘(敬業街)$9.2
# 筆架山花園往觀塘(敬業街)$6.8

海濱花園往灣景花園$6.0

@ N447 葵芳(南)馬鞍山(鞍駿街)$12.5
# 過城門隧道後往葵芳(南)$9.0

過城門隧道後往馬鞍山(鞍駿街)$9.6

^& 459B 悅湖山莊紅磡(紅鸞道)$15.2
# 過西九龍公路後往紅磡(紅鸞道)$5.4

過屯門公路往悅湖山莊$4.6

459X 友愛(南)紅磡(紅鸞道)$15.2
# 過西九龍公路後往紅磡(紅鸞道)$5.4

深井(碧堤半島)往友愛(南)$8.3

青龍頭(豪景花園)往友愛(南)$6.8

屯門公路轉車站往友愛(南)$5.5

三聖往友愛(南)$4.6

461M 港鐵兆康站港鐵青衣站$10.3
# 青衣西路(青華苑對面)往港鐵青衣站$4.6

屯門公路轉車站往港鐵兆康站$5.6

安定往港鐵兆康站$4.6

*& 465P 港鐵朗屏站九龍城碼頭$18.2
# 畢架山花園往九龍城碼頭$6.8

465X 天恆九龍城碼頭$18.2
# 畢架山花園往九龍城碼頭$6.8

大欖隧道收費廣場往天恆$10.7

過博愛交匯處往天恆$4.6

470B 上水(翠麗花園)紅磡(紅鸞道)$15.6
# 上水(翠麗花園)往牽晴間$5.0(八達通分段)

大老山隧道收費廣場往紅磡(紅鸞道)$8.0

過大老山隧道後往紅磡(紅鸞道)$6.8

過大老山隧道後往上水(翠麗花園)$10.3

一鳴路往上水(翠麗花園)$5.0

彩園路往上水(翠麗花園)$3.8

470D 祥龍圍邨維港灣$15.6
# 祥龍圍邨往牽晴間$5.0(八達通分段)

過青沙公路後往維港灣$6.8

和興路往祥龍圍邨$5.0

473X 富亨(全安路)港鐵青衣站$12.0
# 過青沙公路後往港鐵青衣站$4.6

科學園路(水上活動中心)往富亨(全安路)$7.2

過吐露港公路往富亨(全安路)$5.4

@ N477 上水(翠麗花園)藍田(北)$19.7
# 過獅子山隧道後往上水(翠麗花園)$12.5

百和路往上水(翠麗花園)$9.0

源禾路往藍田(北)$12.5

過獅子山隧道後往藍田(北)$9.0

藍田(北)往源禾路$12.5(八達通分段)

上水(翠麗花園)往紅梅谷路$12.5(八達通分段)

487C 烏溪沙站維港灣$9.4
# 濱景花園往維港灣$8.3

過青沙公路後往維港灣$6.8

過青沙公路後往烏溪沙站$6.8

富安花園往烏溪沙站$4.6

489A 港鐵大圍站港鐵將軍澳站$10.5
# 過大老山隧道後往港鐵大圍站$6.0

過將藍隧道後往港鐵將軍澳站$5.4

489C 馬鞍山(鞍駿街)日出康城$10.5
# 過將藍隧道後往日出康城$5.4

過大老山隧道後往馬鞍山(鞍駿街)$6.0

富安花園往馬鞍山(鞍駿街)$4.6

496E 葵芳(南)寶琳(北)$11.3
# 筆架山花園往寶琳(北)$9.3

過將藍隧道後往寶琳(北)$5.4

過將藍隧道後往葵芳(南)$9.2

華員邨往葵芳(南)$6.0

葵盛圍往葵芳(南)$3.8

熊根港島路線
@ N93 鴨脷洲邨中環渡輪碼頭$9.7

# 瑪麗醫院往鴨脷洲邨$7.0

702 愛秩序灣卑路乍灣(循環)$7.9
# 過東區走廊後往愛秩序灣$4.9

西灣河(筲箕灣道)往愛秩序灣$3.0

德輔道西(皇后街)往卑路乍灣$4.2

(八達通分段，適用於每日 0530-1330 期間)

卑路乍街(山市街)往德輔道西(修打蘭街)$4.2

(八達通分段，適用於每日 1350-2330 期間)

^& 708 柴灣(東)卑路乍灣$9.1
# 德輔道西往卑路乍灣$4.2

過東區走廊往柴灣(東)$4.2

*& 708P 柴灣(東)卑路乍灣$9.1
# 德輔道西往卑路乍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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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海隧道路線
@ N361 港鐵兆康站中環渡輪碼頭$33.1

# 佐敦道往中環渡輪碼頭$15.9

過紅隧後往中環渡輪碼頭$8.9

紅隧收費廣場往港鐵兆康站$24.6

豐景園往港鐵兆康站$8.9

^& 607 數碼港九龍灣(宏展街)$13.3
# 過香港仔隧道後往數碼港$6.9

過東隧後往九龍灣(宏展街)$6.9

^& 607A 安泰數碼港$13.3
# 過香港仔隧道後往數碼港$6.9

過東隧後往安泰$6.9

翠屏道往安泰$6.2

^& 623 順利柴灣(東)$11.6
# 過東隧後往順利/柴灣(東)$6.9

振華道往順利$6.2

太康街往柴灣(東)$5.5

^& 623A 順利柴灣(東)$11.6
# 過東隧後往柴灣(東)$5.5

過東隧後往順利$6.9

秀明道往順利$6.2

^& 688 顯徑銅鑼灣(堅拿道)$18.7
# 東隧收費廣場往銅鑼灣$11.6

過東區海底隧道後往銅鑼灣$6.9

過東區海底隧道後往顯徑$11.6

過大老山隧道後往顯徑$6.9

^& 688A 港鐵大圍站銅鑼灣(堅拿道)$18.7
# 東隧收費廣場往銅鑼灣$11.6

過東區海底隧道後往銅鑼灣$6.9

過東區海底隧道後往港鐵大圍站$11.6

過大老山隧道後往港鐵大圍站$6.9

^& 696 日出康城數碼港$18.7
# 過將藍隧道後往數碼港$13.3

過香港仔隧道後往數碼港$6.9

過東隧後往日出康城$6.9

993 彩虹鴨脷洲(利樂街)$13.3
# 過西隧後往鴨脷洲(利樂街)$7.7

瑪麗醫院往鴨脷洲(利樂街)$6.9

瑪麗醫院往彩虹$11.6

過西隧後往彩虹$6.9

機場熊巴路線
A49 西貢北機場$30.9
# 青嶼幹線收費廣場往機場$18.9

烏溪沙路往西貢北$13.3

E44 粉嶺(祥華)機場$16.6
# 大欖隧道收費廣場往機場$13.9

青嶼幹線收費廣場往機場$8.0

順東路往機場$4.3

大欖隧道收費廣場往粉嶺(祥華)$12.7

落馬洲公共轉車站往粉嶺(祥華)$8.9

清河邨往粉嶺(祥華)$6.5

E49 馬鞍山(海柏花園)機場博覽館$13.9
# 青嶼幹線收費廣場往機場博覽館$8.0

順東路往機場博覽館$4.3

過城門隧道後往馬鞍山(海柏花園)$6.5

^ E49A 馬鞍山(海柏花園)機場博覽館$13.9
# 青嶼幹線收費廣場往機場博覽館$8.0

順東路往機場博覽館$4.3

過城門隧道後往馬鞍山(海柏花園)$6.5

熊巴與你，共創廿一世紀

查詢熱線:2116 7943 傳真熱線:2116 7944

在星期一至六: 早上八時至下午九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

*服務時間內設有顧客服務專員接聽電話

以書面寄往 新界將軍澳環保大道 62 號熊巴大樓(顧客服務部)

熊巴乘客服務中心 服務時間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0600-0000

愛秩序灣巴士總站 1000-2000

港鐵青衣站巴士總站(下面近的士站) 1000-2000

寶琳(北)巴士總站 1000-2000

上水(翠麗花園)巴士總站 1000-2000

維港灣巴士總站 1000-2000

網址 http://geocities.ws/cyberbearbus/

電子郵箱 bearbusgroup@yahoo.com.hk

熊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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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及指定殘障人仕八達通卡二元搭熊巴優惠

熊巴由 2012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起，向所有 65 歲或以上的乘客及 12 至 64 歲、殘疾程度達

100%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人；或同一年齡組別的傷殘津貼受惠人提供全日車資

優惠。凡使用長者八達通卡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只需使用註有「殘疾人士身分」的個人八達通

卡的乘客，只需付港幣二元或半費車資(以較低者為準)乘搭所有熊巴路線(機場熊巴路線A49

除外)。

由 2014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起，把擴展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

受惠對象，擴展至 12 歲以下合資格殘疾兒童。

1. 此計劃不能享受轉乘優惠，如需要轉乘有優惠的路線，需重新扣除二元車資或半費車資。

(以較低者為準)

2. 轉乘沒有實施此優惠計劃的路線時，需要扣除原有八達通車資優惠或該程車資全費。

3. 如轉新大嶼山巴士 37、37H、37M、37P、37S、38、38X 及 39M，需重新扣除二元車資或

半費車資。(以較低者為準)

4. 如轉港鐵，轉乘的車資需重新扣除二元車資或半費車資。(以較低者為準)

5. 如轉乘專線小巴 312，轉重新扣除二元車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