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專營公共巴士業務
專營公共巴士業務是集團的核心業務。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為乘客提供創新而物有所值的世界級巴士服務，

範圍涵蓋九龍半島、新界及港島，同時引領巴士設計及環保技術不斷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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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在品質管理、環境
保護、職業健康與安全
等營運範疇取得認證，
足以證明九巴對建立最
高服務質量標準的一份
堅持。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
公司（「九巴」）
九巴創立於 1933年，為本集團全
資擁有的旗艦附屬公司，提供廣泛
覆蓋全港的公共巴士服務。九巴的
車隊包括逾3,800部巴士，行走約
390條路線，每天為約260萬人次
的乘客服務。九巴的工作團隊匯聚
約12,000名員工，包括約8,400名
車長，承諾為乘客提供世界級的運
輸服務。

卓越服務

九巴在香港經營專營公共巴士服務
八十年，致力維持深遠持久的卓越
服務質素。九巴在品質管理、環境
保護、職業健康與安全等營運範疇
取得認證，足以證明九巴對建立最
高服務質量標準的一份堅持。

1999
九巴成為香港首家全面取得 

ISO 9001:1994認證的公共巴士公
司，亦是全港第四家取得此項公司
認證的機構。

2002
九巴取得 ISO 9001:2000認證，確
認其卓越的管理系統。

2003
九巴的荔枝角及沙田車廠憑藉其環
境管理系統，獲得 ISO 14001:1996

認證，使九巴成為全港唯一一間
同時取得 ISO 9001及 ISO 14001認
證的專營巴士公司。在其後兩年， 

九巴的荔枝角及沙田車廠進一步升
級至 ISO 14001:2004認證。

2007
九巴獲香港工業總會轄下的香港 

優質標誌局頒發證書，表揚於 

荔枝角、沙田、九龍灣及屯門的四
所主要營運車廠，均符合香港Q嘜
環保管理計劃所規定的環保管理 

標準。

2009
九巴的四個認證單位：九巴總部、
交通部及四個營運車廠、總修中
心及主件翻修中心完成升級審核
後，取得香港品質保證局最新的 

ISO 9001:2008認證。

2012
九巴的車務營運部在巴士營運及維
修活動方面推行高效的風險管理系
統，因而榮獲香港品質保證局頒發
OHSAS 18001:2007職業健康和安全
管理體系證書，使九巴成為香港首
間獲得該項認證的專營巴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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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巴士路線 
重組計劃詳情

粉嶺華明巴士轉車站經過改進，提升了網絡聯繫和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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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可靠性  – 九巴

每一部巴士平均行走多少公里後才會在
載客途中發生機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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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運作能力 – 九巴

早上繁忙時間（7時至9時）整個巴士網絡內，
向繁忙方向開出之實際巴士班次與時間表
預定的班次之百分比

表現承諾

我們致力為顧客提供安全便捷而具
最高質素的巴士服務。本集團訂立
關鍵指標來衡量公共巴士服務的營
運表現，分別為機械可靠性及車隊
運作能力。

機械可靠性指標是指每部巴士平均
行走多少公里後才會在載客途中發
生機械故障。於 2013年，九巴車
隊的機械可靠性，對比目標指標
45,000公里：1，為44,667公里：1。

車隊運作能力指標是指早上 7時
至9時的繁忙時間在整個巴士服務
網絡內，向繁忙方向開出之實際
班次，與時間表預定開行班次的
比例。於 2013年，九巴的車隊運
作能力對比目標指標100%，則為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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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年，我們繼續
大量投資於最新型的巴
士。新巴士集最新的安
全、環保及設計特徵於
一身。九巴車隊共添
置250部全新超低地台
空調巴士，包括239部
歐盟第五代雙層巴士及
11部歐盟第五代單層 

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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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31日之車隊
總載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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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運用 – 九巴

實際路面行車數目與已獲發牌的車輛數
目之百分比

巴士車隊及提升車隊質素

九巴改進服務的兩大重點是不斷創
新及車隊現代化。

於 1997年，九巴與其巴士供應商
合作，為香港引進全球首部可供輪
椅上落的超低地台雙層巴士。九巴
還在巴士上陸續增設各種創新功
能，包括車上電子報站系統、八達
通智能卡系統，以及為乘客提供娛
樂資訊的全港首創「資訊娛樂共同
睇」服務。於2003年，九巴率先引
入新一代巴士，除了車身和上車處
較為寬敞外，還採用革命性的筆直
梯級設計以方便乘客登上上層，並
設有全新空調系統，加強車廂內空
氣流通。

我們承諾締造更理想的環境，投資
於符合歐盟環境部長理事會嚴格廢
氣排放標準的環保巴士。為貫徹這
項承諾，我們於 2009年在當時的
法例（如今仍然生效）只要求新註冊
的柴油車符合歐盟第四代排放標準
之時，引進了亞洲首部歐盟第五代
雙層巴士。為進一步提升車隊的環
保表現，九巴與英國一家巴士製造
商共同開發可在香港使用的新一
代歐盟第五代 E500雙層巴士，並
於2013年5月在香港投入服務。新
一代的 E500巴士除了採用全新驅
動技術及能源效益更佳的空調系統
外，車身也較輕盈，以節省燃油
消耗，並使碳排放量減少10%。此
外，新巴士的底盤設計更可與將來
歐盟第六代引擎甚至混合動力技術
的發展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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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的環保車隊開創本港巴士業的綠色先河

九巴車隊 空調雙層巴士 空調單層巴士 巴士總數

於2013年1月1日 3,652 168 3,820

年內添置 244 11 255

年內廢置 (228) (2) (230)

於2013年12月31日 3,668 177 3,845

為配合提升車隊質素，我們採用可
供輪椅上落的全新超低地台單層巴
士取代行將退役的單層巴士。這些
單層巴士設計時尚，車廂高度較
高，為乘客提供更舒適的旅程。

於 2013年，我們繼續大量投資於
最新型的巴士。新巴士集最新的安
全、環保及設計特徵於一身。九
巴車隊共添置250部全新超低地台
空調巴士，包括239部歐盟第五代 

雙層巴士及 11部歐盟第五代單層
巴士。

於2013年12月31日，九巴共營運
3,845部空調巴士（包括3,668部雙
層巴士和177部單層巴士）。

此外，九巴訂購了 226部歐盟第
五代空調雙層巴士，將於 2014年 

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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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服務網絡

於2013年年底，九巴共營辦392條
巴士路線，覆蓋九龍、新界及港
島。為提升巴士網絡效率，九巴繼
續因應外界營運環境的轉變，包括
鐵路擴建、人口重新分佈及新高速
公路落成等，檢討巴士路線的營運
能力。九巴根據新的需求模式重新
分配資源，不但可以確保長遠的可
持續發展，更有利開拓具增長潛力
的新市場，例如服務過境地點的路
線。因此，策略性的巴士網絡重
組，仍是九巴用以應對市場持續轉
變的主要方法。

我們於2013年向政府提交了75項
重組路線方案，其中 64項已向區
議會進行諮詢。我們亦引入「區域
性路線重組計劃」，不會零碎地檢
視個別路線的表現，而會檢討某個
地區的整個路線網絡，以根據完善
的運輸規劃原則，設計全面、整體
的重組方案，從而為廣大乘客提供
以下效益：

• 消除不同交通工具之間因路線 

重疊而造成的浪費，因此可騰
出資源重新投入具增長潛力的
新地區；

• 重整以往過於迂迴的路線；

• 引進利用全新公路基建的特快 

路線；

• 根據「軸輻路網」原理，透過
巴士轉乘計劃提供新的路線接
駁；

• 簡化「老舊」巴士路線的網絡，
以改善其效益。

屯門公路轉車站第二期於 2013年
7月啟用後，屯門區的巴士路線已
經重組，加強了路線接駁和網絡覆
蓋。該轉車站設有多項乘客設施，
例如免費Wi-Fi、座位及經改善的
指示牌。此外，由2013年8月起，
北區的「區域性路線重組計劃」成
功分三期落實，覆蓋 21條路線。
此等區域性檢討使乘客量有所提
高，網絡接駁亦有改善。

除路線重組外，我們還提交了約
111項有關服務班次調整的建議供
政府考慮。這些路線重組和服務班
次調整的建議經政府考慮及採納
後，九巴節省了31部巴士，並有9

部巴士被重新投入新路線（例如服
務啟德發展區的5M線）及其他具潛
力的服務計劃。

在屯門及北區路線重組的成功基礎
上，九巴已就網絡範圍內其餘區域
制訂重組建議，於 2014年進行正
式諮詢。在全面實行「區域性路線

重組計劃」的過程中，我們聯繫地
方社區及鼓勵持份者參與路線重組
建議，並有信心因應當前環境的需
要適當調配車隊，為顧客及廣大市
民帶來重大裨益。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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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路線重組使北區居民受惠

下表簡述於2013年進行的巴士網絡重組：

建議 已實行

建議書數目 節省的巴士數目 建議書數目 節省的巴士數目

路線重組建議 75 47 41 8 (17.0%)#

減少服務班次 111 76 44 23 (30.3%)#

總數 186 123 85 31 (25.2%)#

# 佔建議節省巴士數目的百分比

香港專營公共巴士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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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推出「五線全日通」，方便遊客遊覽香港著名景點

九巴推出「五線全日通」，方便遊客遊覽香港著名景點

可靠的巴士服務

近年來，九巴巴士服務的可靠度已
受到交通情況不斷惡化的負面影
響。在九巴的路線中，其中很多的
實際車程時間超過政府憲報中公佈
的時間。為應對日益惡化的交通擠
塞以及盡量確保巴士準時從總站開
出，我們於 2013年全面重新編排
大約100條路線的車程時間，並會

於未來幾年推出更多這類改善計
劃。我們繼續致力提供安全、可靠
及價有所值的服務，讓巴士繼續成
為香港市民及遊客（包括九巴每天
逾 260萬人次的現有乘客）首選的
交通工具。

我們將繼續與香港特區政府緊密配
合，紓緩交通擠塞及執行等相關事

宜。我們倡議增加巴士優先措施，
包括已於世界其他城市使用的交通
訊號優先、延長巴士專線時間、推
出巴士快線系統等。

巴士路線推廣活動

於 2013年，九巴舉辦了一項廣泛
的路線推廣活動，以推動北區的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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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線全日通」詳情

「區域性路線重組計劃」、屯門公路
巴士轉乘計劃及路線重組計劃，涉
及共 89條巴士路線。除了透過巴
士站柱、候車亭的巨型廣告板、九
巴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及九巴網站作
推廣外，我們還在各區派發乘客
宣傳冊子及地區網絡地圖，以及向
目標區域的居民派發或郵寄宣傳 

單張。

除了巴士路線推廣計劃外，九巴繼
續參與多個商場的聯合推廣活動。
乘客在參與計劃的商場消費滿指定
金額，便可免費乘坐一程巴士。為
吸引遊客，我們還推出五線全日

通。該全日通初期只限於假日及週
末使用，但自2013年9月7日起擴
展至每日適用。在推出長者及合資
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後，為了鼓勵更多長者乘坐巴士，

我們對宣傳目標採取直接郵寄宣傳
活動，向被挑選的公共屋邨寄出特
製的宣傳單張，提供巴士路線及沿
途主要景點的詳情。於 2013年，
九巴合共推出九次直銷郵寄宣傳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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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

九巴位於九龍灣、沙田、荔枝角及屯門的四個主要車廠，為其巴士團隊提供日常保養及維修服務，另外十個較
小型的車廠提供停泊及小規模的保養服務，而九巴總修中心則提供全面的巴士維修服務。九巴不斷改進車廠設
施，確保維持高水平的生產力及服務質素。

服務九巴及龍運巴士的主要車廠

車廠
服務地區／
車廠主要用途

樓面面積
（平方呎）

於2013年
12月31日

服務的巴士數目 開始運作年份 備註

九巴車廠：

九龍灣車廠 九龍東 768,038 1,018 1990 該車廠用地於1986年按
市價向政府以私人協約
批地方式購入

沙田車廠 新界東、北 720,005 1,109 1988 該車廠用地於1984年在
公開拍賣會上投得

荔枝角車廠 九龍西、南 648,946 855 2002 該車廠用地乃以短期租
約形式向政府租用 #

屯門車廠 新界西 148,961 863 1979 該車廠用地於1974年在
公開拍賣會上投得

九巴總修中心 巴士總修 380,915 不適用 1983 該車廠用地於1979年按
市價向政府以私人協約
批地方式購入

龍運車廠：

小濠灣車廠 大嶼山 82,422 172 1998 該車廠用地乃以短期租
約形式向政府租用 #

總數 2,749,287 4,017

# 根據短期租約，租金按市場價格向香港特區政府支付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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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版iPhone版 Android版

九巴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截至 2013年年底，九巴與龍運聯
合推出的免費第二代智能手機應
用程式（「應用程式」）已獲得逾200

萬名 iPhone、iPad、iPodTouch、
Android和Windows手機用戶下
載。該應用程式讓用戶掌握即時的
特別交通消息和直接在地圖上或按
主要地標搜尋路線，亦會列出途

經最少車站的路線建議及以最低車
費到達乘客所選目的地的資訊，同
時向用戶提供搜尋巴士路線的多個
途徑，以及顯示路線地圖、時間表
和每個巴士站的照片，而該應用程
式具備強效的「鄰近車站」功能，
則利用全球定位技術，自動偵察乘
客的所在位置，並列出其約200米
半徑範圍內可乘搭的巴士路線及車

站的位置。此外，為使乘客更感安
心，該應用程式更具備創新的「落
車提示」功能，用戶上車後，只要
預先設定下車站，並按下提示功
能，系統便會在到達目的地前兩個
車站開始發出響聲（或同時備有震
動效果）。該應用程式設有繁體中
文、簡體中文及英文三種模式以供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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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營運顧客服務

九巴採用先進資訊科技
提高生產力、有效監察
每日營運表現，以及改
善內外溝通。

巴士到站時間預報系統
由九巴內部研發的巴士到站時間預
報系統安裝於屯門公路轉車站，是
全港首個同類型系統。該系統採用
全球定位技術，計算出入轉車站的
巴士到站時間，並就轉車站的八條
長途路線提供有關的資訊。

綜合巴士服務資訊顯示系統
九巴的主要巴士總站設有綜合巴士
服務資訊顯示系統，使用大型顯示
屏向乘客顯示巴士服務資訊，包括
巴士路線目的地、開出時間、車費
和重大交通事故等。該系統讓九巴
總部及巴士總站的人員透過閉路電
視傳送的圖像，監控巴士總站及四
周的交通及運作情況。於 2013年
年底，共有 28個巴士總站安裝了
綜合巴士服務資訊顯示系統。

電子報站系統
九巴車隊全線裝設了電子報站系
統。該系統以廣東話、英語及普通
話廣播，並透過發光二極管顯示屏
展示下一個巴士站的名稱，除預先
為乘客提供下一個巴士站的詳細資
料外，該系統亦會廣播安全提示和
巴士服務訊息。

電子失物處理系統
電子失物處理系統記錄由失物的發
現地點至乘客認領，或如失物無人
認領而棄置的每個程序，幫助我
們快捷處理失物認領及查詢。於
2013年，該系統處理約30,000 宗
失物個案，涉及約70,000項失物。

站務管理系統
九巴在165個巴士總站安裝站務管
理系統以便管理日常巴士運作。當
車長出示個人化八達通卡向巴士總
站報到時，系統便會自動顯示下一
個開出時間及特別指示，並將巴士
到站及開出的數據記錄及提供予 

總部及車廠，以便作出必要的服務
調配。

交通運作管理系統
九巴的交通運作管理系統（「TOM」）
透過手提無線射頻閱讀器，讓車廠
員工確認巴士停泊位置，以供車長
於派更部取閱，方便進行派更工
作。此外，TOM更可讓管理層掌握
最新的派更情况。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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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廣泛採用先進資訊科技來監察營運表現、加強內外溝通，以及提升生產力。
於2013年年底，九巴各項設施共使用2,162部個人電腦，每部電腦透過高速通訊
線路連接總部內的89部伺服器。這個數據網絡將九巴總部、車廠、巴士總站及顧
客服務中心之間的運作綜合起來。此外，我們在日常的營運及財務管理中使用約
47套應用軟件，其中包括公司自行編寫的程式和專利軟件。我們不斷提升資訊科
技系統，藉以加強車隊和車廠的營運、人力資源管理及成本控制，從而改善顧客 

服務。

人力資源及財務管理

營運通訊管理系統
營運通訊管理系統針對巴士營運事
故（如交通意外、路面擠塞及天氣
狀況等）的實時資訊，簡化九巴無
線電監控組處理有關資訊的過程，
藉以提升向車廠及部門發佈消息的
速度及準確度。

巴士車內監察系統 

巴士車內監察系統提供車長的駕駛
表現報告，以供車廠和部門進行分
析，從而提升駕駛安全和乘客舒適
度的訓練標準。

巴士保養資訊系統
巴士保養資訊系統透過向管理人員
提供巴士車型、維修和保養記錄、
主件大修、維修人員工作記錄等資
料，以監察維修費用和協助分配工
作。該系統亦記錄翻新輪胎的表
現，以優化翻新輪胎的應用，確保
安全及符合環保。

先進財務及行政系統
九巴採用SAP ERP電子商貿軟件來
管理財務及人力資源，不但提高了
財務策劃、監控及匯報機制的效
率，更改善了人力資源管理及規劃
的整體質素。加上先進的電子文件
管理系統、電子投標、電子糧單及
公司電郵，該軟件大大降低耗紙
量，同時改善了內外溝通、文件分
發、存檔和取閱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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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運於1997年6月1日成立，營辦連接新界、香港國際機場及北大

嶼山的專營公共巴士服務。龍運目前的服務範圍包括機場、東涌，

還有消閒及旅遊發展項目，如香港迪士尼樂園、昂坪360纜車和亞

洲國際博覽館。

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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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龍運」）
於2012年4月，龍運獲香港特區政
府發出新的十年專營權，由2013年
5月1日起生效。

由於內地訪港旅客、機場新發展項
目及附近地區建築工程帶來的交通
需求，龍運的載客量於 2013年持
續上升。憑藉全面的網絡覆蓋，龍
運佔有優勢，為港珠澳大橋和東涌
住宅項目的建築工人，以及新空運
貨站的員工提供運輸服務。

表現承諾

龍運不時檢討其巴士服務，確保車
隊的安全度及效率維持在最高水
平。龍運採用兩項重要表現指標，
即機械可靠性和車隊運作能力來檢
視營運表現。機械可靠性指標是指
每部巴士平均行走多少公里後才會
在載客途中發生機械故障。車隊運
作能力指標是指早上7時至9時的
繁忙時間在整個巴士服務網絡內，
向繁忙方向開出之實際班次，與
時間表預定開行班次的比例。於
2013年，龍運巴士的機械可靠性

對比50,000公里：1的目標，達到
52,053公里：1；而車隊運作能力
對比100%的目標，則達到99.6%。

自2012年11月以來，龍運的品質
管理系統一直獲得 ISO 9001:2008

認證。

巴士車隊及提升車隊質素

於 2013年，為配合乘客需求增加
及改善整體服務，龍運引進十部全

新歐盟第五代超低地台空調雙層巴
士，以取代較舊的巴士，強化車隊
實力。新巴士安裝多項先進設備，
包括提升車隊管理功能的遠程信息
處理系統，以及監察乘客行李和提
高安全性的車上閉路電視。

於2013年12月31日，龍運共營運
172部超低地台空調雙層巴士，全
部可供輪椅上落，並設有電子報站 

系統。

龍運空調雙層巴士車隊 巴士總數

於2013年1月1日 165

年內添置（附註） 12

年內廢置 (5)

於2013年12月31日 172

附註：包括十部新巴士及兩部重新發牌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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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可靠性 – 龍運

每一部巴士平均行走多少公里後才會在
載客途中發生機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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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運作能力 – 龍運

早上繁忙時間（7時至9時）整個巴士網絡
內，向繁忙方向開出之實際巴士班次與時
間表預定的班次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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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運的乘客受惠於往返機場的便捷交通服務

於年終時，龍運已訂購 40部歐盟
第五代超低地台空調雙層巴士，將
於2014年付運。

巴士服務網絡

於2013年年底，龍運營運19 條巴
士路線。為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
龍運於 2013年增派共四部巴士行
走A43、E33及E34線，並於2013

年8月將A41P線擴展至烏溪沙，以

滿足新增人口的服務需求。此外，
龍運年內為機場員工推出十項全新
八達通巴士轉乘計劃、11個新分
段收費，以及一項新的即日回程票
價優惠計劃。

鑑於旅遊及消閒活動日益興旺，龍
運致力研究方法來配合與日俱增的
客運需求，同時為所有乘客群維持
最高水平的網絡覆蓋及服務質素。

龍運將繼續提供快捷、直接及便利
的巴士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要及
期望。

車廠

龍運營運一個位於小濠灣的車廠，
提供日常巴士保養、加油、巴士清
洗及停泊服務。該車廠安裝了污水
處理系統，確保排放至公眾污水排
放系統的污水質素符合法定要求。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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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迪士尼
樂園

亞洲國際博覧館

大嶼山

東涌

位於大嶼山的龍運巴士總站

逸東

龍運將繼續提供快捷、
直接及便利的巴士服
務，以滿足顧客的需要
及期望。

安全及顧客服務

龍運按照嚴謹的巴士維修保養計劃
為巴士進行定期和詳細的檢查，確
保巴士達到最高的保養標準，而駕
駛導師則監察車長的駕駛表現及對
顧客服務態度，並舉行安全簡介會
和派發安全備忘，確保車長掌握最
新的安全訊息。龍運並舉行優質服
務推廣活動，以肯定及獎勵員工的
優秀表現。

龍運的公司網站www.lwb.hk，提
供方便乘客閱覽的巴士路線資料。
龍運在沿線巴士站顯示的路線資
料，提供部份路線的預計巴士到站

時間，而經提升的智能手機應用程
式，則可讓顧客通過其智能手機獲
取巴士服務資訊。

環境保護

龍運致力為改善環境作出貢獻，
於 2013年引進十部全新歐盟第五
代巴士（令其所佔車隊巴士數目比
例提高至25%）。此外，所有歐盟
第二代及歐盟第三代巴士均加裝了
柴油微粒過濾器，以減少粒狀物 

排放。

龍運巴士車廂空調系統的靜電空氣
過濾功能，大大改善了車廂的空氣
質素，而全環保驅動系統則有效地
減少燃油耗用量和廢氣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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