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第三十三題的附件二

屋苑/起紇點 目的地

1 帝堡城 鑽石山地鐵站

2 帝堡城 沙田第一城

3 加惠臺 香港站(民祥街)

4 中環半山富匯豪庭 金鐘(德立街)

5 深井縉皇居 荃灣地鐵站

6 大埔比華利山別墅 大埔墟火車站

7 天水圍天富苑 官塘

8 天水圍天富苑 銅鑼灣

9 天水圍天富苑 尖沙咀(東)

10 漾日居 油麻地

11 漾日居 漢口道

12 維港灣 尖沙咀

13 維港灣 旺角

14 柏景灣 太子弼街

15 愉景灣 旺角

16 上水圍莆上村停車場 上水火車站

17 屯門黃金海岸 中環及灣仔

18 元朗蝶翠峰 富達廣場(元朗)

19 粉嶺帝庭軒 天后地鐵站

20 屯門 茵庭叠 屯合街

21 元朗屏廈路沙洲里村 紅磡火車站

22 元朗屏廈路沙洲里村 官塘碼頭

23 元朗屏廈路沙洲里村 火炭坳背灣街

24 元朗屏廈路沙洲里村 粉嶺安樂村安全街

25 紅磡半島豪庭 尖沙咀(循環線)

26 新田鄉青龍村 尖沙咀漆咸道南

27 粉嶺牽晴間 北角地鐵站

28 粉嶺雍盛苑 粉嶺火車站

29 映灣園 東涌地鐵站

30 將軍澳安寧花園 奧海中心

31 漣山 荃灣地鐵站

32 上水圍莆上村停車場 上水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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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苑/起紇點 目的地

33 港灣豪庭 西鐵南昌站

34 屯門 茵庭叠 屯門市中心

35 浪琴園 赤柱(循環線)

36 浪琴園 柴灣地鐵站(循環線)

37 比華利山 大埔墟火車站(循環線)

38 大埔富亨邨 北角及 魚涌鰂

39 天水圍天恆邨 官塘碼頭

40 天水圍天恆邨 魚涌海光街鰂

41 屯門富泰邨 官塘碼頭

42 屯門富泰邨 魚涌海光街鰂

43 屯門澤豐花園 銅鑼灣

44 將軍澳彩明苑 火炭

45 將軍澳彩明苑 荃灣

46 傲雲峰 樂富地鐵站

47 畢架山一號 中環

48 畢架山一號 九龍塘地鐵站

49 凱帆軒 尖沙咀

50 凱帆軒 灣仔

51 馬鞍山海 花園栢 中環

52 馬鞍山聽濤雅苑 中環

53 長康(涌美路) 九龍火車站

54 天水圍天富苑 青衣機鐵站

55 將軍澳南豐廣場 海盛路有線電視大樓

56 馬鞍山觀瀾雅軒 馬鞍山廣場

57 將軍澳新都城一期 火炭威力工業中心

58 將軍澳新都城一期 荃灣西樓角路

59 爾登華庭 / 爾登豪庭 又一城(循環線)

60 屯門愛琴海岸 青衣機鐵站(循環線)

61 擎天半島 尖沙咀中間道

62 梅道(嘉富麗苑) 金鐘(德立街)(循環線)

63 泓景臺 荔枝角公園

64 泓景臺 灣仔

65 宇晴軒 荔枝角公園

66 宇晴軒 灣仔

67 朗逸峰 荃灣地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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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四季雅苑 西鐵錦上路站

69 慧景軒 西鐵天水圍站

70 慧景軒 灣仔

71 嘉湖銀座 尖沙咀

72 嘉湖銀座 魚涌鰂

73 麗城花園 魚涌鰂

74 寶雲道 海富中心(德立街)

75 國際都會 愛民 商場邨

76 嘉華星濤灣 大學火車站(循環線)

77 嘉華星濤灣 馬鞍山廣場(循環線)

78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中環

79 粉嶺帝庭軒 天后地鐵站

80 元朗唐人新村采茵軒 元朗廣場

81 青衣長亨邨 官塘偉業街

82 青衣長亨邨 沙田火車站

83 長康(涌美路) 九龍火車站

84 月海灣，葵涌 葵涌廣場

85 凱帆軒 奧海中心

86 采葉庭 西鐵元朗站(循環線)

87 采葉庭 元朗廣場(循環線)

88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中環

89 寶雲匯 荃灣

90 The Mount Austin (柯士甸山) 中環

91 綠怡居 屯門市中心

92 綠怡居 元朗廣場

93 畢架山一號 九龍塘地鐵站

94 深井碧堤半島 荃灣地鐵站

95 貝沙灣 上環

96 泓景臺 美孚地鐵站

97 古洞高爾夫景園 上水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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