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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在本月中的平日早上繁忙時間，約
八時半乘搭九巴六九二線由坑口北往中環交易廣
場，進入東區海底隧道前經過厚德邨、尚德商場
等八個站，客流量頗多，坐滿八成車廂。有乘客
表示，雖然坐港鐵過海較快較便宜，但六九二車
站方便，也不介意多付一元幾角，希望運輸署保
留路線。

六九二線巴士由坑口北，即將軍澳醫院為總
站，沿途繞經將軍澳厚德邨、明德邨、尚德邨、
東港城等大型屋苑，居民若要乘港鐵到港島，可
步行五至十分鐘到坑口站或將軍澳站。記者日前
觀察，由總站開出至進入東隧前，有不少乘客排
隊上車，客流量不俗，但卻花上約半小時。

六九二巴士過海後途經北角、炮台山、銅鑼
灣、灣仔一帶，至中環下車全程約要一小時十五
分鐘。記者後來亦有乘坐港鐵由坑口站至中環站
，雖然車廂內較擁擠，甚至要等兩班車才可上，
但全程時間最多三十五分鐘。

在尚德商場站上六九二的乘客馬先生表示，
平日早上七時四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的班次最多
人，他說在該站上車的人大多數住尚德邨，繁忙
時間懶得走十分鐘路到將軍澳港鐵站，所以寧願
多花九角坐巴士。在總站上車的乘客張小姐稱，
她在金鐘上班，坐港鐵雖然較快，但要步行十分
鐘到港鐵站，所以坐巴士方便一點。她希望，運
輸署能保留該路線。

九巴重組路線計劃常常遭區議會阻撓，蝕本重災區的將軍澳便是典型例子，九巴
有意將四條路線永久停辦，卻遭區議會大力反對，理由除了保障區內居民對交通工具
有更多選擇、不致被港鐵壟斷，據說還涉及一些新仇舊恨。

九巴資料顯示，將軍澳及西貢區的乘客量在過去十年急挫百分之四十七，是虧蝕
最嚴重的地區，故此九巴計劃將該區四條路線，即六九○、六九○P（P線為繁忙時段
的特快輔助線、下同）、六九二和六九二P永久停辦，理由是這四條線由將軍澳來往
中環交易廣場，路線與港鐵完全重疊，加上乘客量已降至僅得百分之二，要停辦 「止
血」。

不過，西貢區議會卻強烈反對，令重組方案胎死腹中。據地區人士透露，一些議
員大加反對，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多年來一直要求降低將軍澳區巴士路線車費，卻不
被理會，如今時移勢易，自然 「玩返轉頭」。

原來九巴一直把將軍澳列為新界地區，即使過一條短
短的將軍澳隧道便是觀塘，車費卻以新界前往市區的
標準計算，以六九○線為例，現時的車費是十三元四
角，較諸路程同為十九點九公里、來往西環至觀塘的

隧巴一○一線貴了兩元六角，亦較港鐵坑口往
中環的車費多出九角。

一直以來將軍澳居民不斷要求降低區內巴
士車資，為民喉舌的區議員亦不只一次地向
巴士公司發聲，可是不但被拒絕，更令地區

人士惱火的是，巴士公司早已聲稱六九○
等四線蝕大本，但去年依然照加價，卻
不順從民意降價吸客彌補損失，故今回

地區人士 「做主場」，便一於玩
到盡。

四大集體運輸系統每日載客量
（單位：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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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路線重組難九巴路線重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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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有嘢講

陳伯： 「因為有
九巴員工家屬證
不用付款乘車，
平日會由六九二
坑口北的總站，
坐五個站到尚德
商場下車，但如
果要付十三元四
角全費一定不會
坐。」

曾女士： 「經常
由將軍澳尚德商
場坐六九二到北
角，車程只有短
短十五分鐘，但
應該改善的是加
密班次，每次等
車都花去二十分
鐘至半小時以上
。」

馮小姐： 「雖然
坐港鐵過海較巴
士快十五分鐘，
但本身住在六九
二總站旁的富寧
花園，所以寧願
多付九角的車資，
也不想花十分鐘
走到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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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兩年公共小巴生意好難做，每天都有近百輛市區及新界小巴
有車無人開。」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主席黎銘洪說，港鐵新路線不
斷開通，業界客源持續減少，司機生計大受影響， 「好多司機被迫轉駕
其他類型的搵食車，部分人眼見前景黯淡，索性轉行。」

小巴業界冀開放禁區吸客
黎銘洪埋怨政府只顧發展集體運輸系統，未有顧及職業司機生計，

「我們唯有出招自救，早前已向運輸署申請開通部分禁區，如獲批准便
可以開闢新路線吸納新客源。」小巴業界要求當局開放讓小巴行駛的禁
區包括大嶼山、青馬大橋、大老山隧道和城門隧道等，黎說，一旦成事
，業界便會開發市區往東涌、大澳等路線，同時亦可改組由市區往錦田
、粉嶺、上水等行車線，降低行車時間來吸客。

除了小巴被搶客，車資更貴之的士更加 「無運行」，汽車交通運輸
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杜燊棠表示，港鐵馬鞍山和將軍澳線在○二
及○四年開通以來，在九龍區 「搵食」的的士生意便持續萎縮，迄今累
計跌了三成， 「除非客人趕時間，否則（客人）寧願坐港鐵，甚至巴士
，也不會光顧的士。」

沙中線開通競爭更烈
雪上加霜的是，一度曾為業界帶來曙光的內地自由行客，也因他們

多次來港後變成識途老馬， 「八達通」一卡在手乘港鐵 「四通八達」，
令的士業界好夢成空。杜燊棠表示，為增加客源，業界要求運輸署開放
巴士站附近的禁區供的士上落客，可是尚未獲回覆。對於二○一四年港
鐵沙中線、港島西線，以及稍後的港島南線陸續開通，勢必掀起新一輪
搶客潮，杜燊棠坦言不敢想像屆時的情況。

作為集體交通運輸系統的港鐵，擁有載客量大、班次準、車程快等
諸多優點，政府從交通管理和城市發展等角度考慮，自然是優先選擇，
但這必然引起公共交通系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士、小巴之外，曾
是客運一哥的九巴更是首當其衝。

九巴或獅子開大口提價
運輸署數字顯示，本港四大集體運輸體系中，港鐵、新巴、城巴載

客量近年均有上揚，唯獨九巴年年下滑，從○七年每日平均載客量二百
七十六萬多，下跌到如今的二百五十餘萬，蒸發了二十萬人次，損失如
此嚴重，皆因九巴屬下路線主要行走九龍和新界區，正正是港鐵近年銳
意擴張的區域。

九巴董事總經理何文達日前表示，轄下四百條巴士路線中，七成是
「蝕本線」，當中二十條每日載客率只得兩成，有時全車只得十三個乘

客，單單這二十條線便令九巴每年虧損多達一千四百萬元。何文達說出
經營慘況，接着便透露九巴 「將會迫切考慮再次提出加價」，坊間估計
去年九巴提出加價百分之八點六，結果獲當局批准加價百分之三點六，
故相信該公司今次也會獅子開大口，再和港府討價還價。

除連年加價，其實九巴也積極出招，冀望重整路線，集中資源減省
虧蝕，不過作為公營機構必須負起社會責任，不能說減路線就減，今年
九巴共提出一百五十六個重組路線項目，結果在區議會遇到極大阻礙，
僅兩個獲得落實，運輸署只能透過批准縮減班次紓緩問題。

難覓地建大型轉車站
九巴另一項大舉措是希望增建大型轉乘車站，何文達早前向傳媒放

風，繼年尾將落成使用的小欖轉乘車站，九巴計劃向當局申請在包括市
區的觀塘、彌敦道、美孚等地加開轉乘站，令總數增至八到十個，長遠
達到重組路線之效，令無利可圖的路線得以 「止血」。

不過增加轉乘車站同樣困難重重，因
涉及土地規劃問題，需要運輸署、規劃署
等多個部門協調，且車站佔地面積龐大，
如小欖轉乘站的面積便達一點六公頃，要
在市區覓得這樣廣闊土地或大廈地庫，存
在極大難度。

一直關注公共交通系統政策的理工大
學土木及環境工程系副教授熊永達認為，
九巴要為蝕本路線 「止血」不無辦法，
「可考慮削減最蝕本的路線，將騰出的資

源用來回饋乘客，提供減價或優惠，挽回
乘客對巴士的信心。」不過，九巴目前的
做法卻是在 「在商言商」，虧本了就想加
價。

學者：區域收費值得考慮
香港公交生態正發生根本改變，九巴

如今陷在泥淖中掙扎，預期下一個戰
場將是港島西區和南區，城巴、
新巴亦難以置身事外，對此，熊
永達認為當局有必要全面檢視
公共交通系統， 「不妨效法歐
洲，不論乘鐵路或巴士均以區
域收費。」他認為此舉可免卻
市民計算最便宜的交通費而傷
腦筋，也能為不同的公交系統
提供生存空間。

擁有 「車程快、時間準」 絕對優勢的港
鐵，每天載客量突破四百一十萬人次大關，
遠遠拋離其他競爭對手，成為香港公共交通
系統的巨無霸。面對這吸客力特強的對手，
不僅的士、小巴的經營者慨嘆生意難做，連
過往客運業一哥的九巴不少路線也由賺變蝕
。為求自保，各路公交紛紛出招，以申請開
放禁區、重組路線，甚至加價等手段，冀望
在香港交通運輸業競爭生態丕變的大趨勢下
，尋找生存空間。

本報記者 李盛芝

▲▲車程快和時間準已成為車程快和時間準已成為
港鐵的絕對優勢，其載客港鐵的絕對優勢，其載客
量更突破每天四百一十萬量更突破每天四百一十萬
人次大關，可稱為公共交人次大關，可稱為公共交
通系統的巨無霸通系統的巨無霸

▶港鐵版圖日益擴張，
巴士、小巴和的士所面
對的壓力加劇，紛紛各
出奇招搶回客量

▲熊永達建議以區域
收費，以提升不同公
交系統的生存空間

本報記者李盛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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