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 590 號線
城巴 43M、90、97、171、171A、171P 及 592 號線新服務安排
（2017 年 5 月 12 日──香港）因應港鐵南港島線（東段）於 2016 年底通車所帶來的客
量變化，新巴 590 號線、城巴 43M、90、97、171、171A、171P 及 592 號線於 5 月 15
日星期一起將有新服務安排。詳情如下︰
新巴 590 號線
590 號線於星期一至五之班次將會調整。詳情請參閱路線資料。
路線資料︰http://www.nwstbus.com.hk/en/uploadedFiles/SIL/RI_590_s2.pdf
城巴 43M、90、97 號線
43M、90 及 97 號線的班次將會調整。此外，90 號線往中環方向會改經黃竹坑道天橋，
加停香港仔工業學校外巴士站（與 97 號線同站）
，原有於甄沾記大廈及海洋公園道之巴
士站將會取消。往鴨脷洲方向之行車路線維持不變。
乘客通告︰
http://www.nwstbus.com.hk/en/uploadedFiles/SIL/CN_90_bs.pdf
路線資料︰
http://www.nwstbus.com.hk/en/uploadedFiles/SIL/RI_43M.pdf
http://www.nwstbus.com.hk/en/uploadedFiles/SIL/RI_90.pdf
http://www.nwstbus.com.hk/en/uploadedFiles/SIL/RI_97.pdf
城巴 171、171A、171P 及 592 號線
171 號線及 592 號線於星期一至五的班次將會調整；171A 及 171P 號線的班次亦會調整，
而 171P 號線所有班次會以荔枝角為終點站。
路線資料︰
http://www.nwstbus.com.hk/en/uploadedFiles/SIL/RI_592_s2.pdf
http://www.nwstbus.com.hk/en/uploadedFiles/SIL/RI_171_171A_171P_s2.pdf
市民如有查詢，可於服務時間內致電新巴顧客服務專線 2136 8888、城巴顧客服務專線
2873 0818；瀏覽新巴網頁 www.nwfb.com.hk、城巴網頁 www.citybus.com.hk；參閱張貼
於巴士站的通告或下載新巴城巴手機應用程式，掌握有關路線的最新乘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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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及城巴由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新巴及城巴跟母公司一樣，一向致力為香
港市民建設美好生活為己任，我們會本著服務市民的精神不斷求進，以配合市民的乘車
需要。
- 完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城巴有限公司
新巴及城巴由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香港股份
代號：659）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17）的基建及服務業旗艦，其多元化的業
務和投資項目集中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涵蓋收費道路、環境管理、港口和物流設施、鐵路集裝
箱中心站、商務飛機租賃、設施管理、醫療保健服務、建築及公共交通。詳情請瀏覽集團網頁
www.nw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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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巴路線 CTB Routes 43M, 90, 97, 171, 171A, 171P, 592
新巴路線 NWFB Route 590
班次調整
Headway Adjustment
由 2017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一) 起，上述路線班次將有所調整
(城巴路線 171、171A、171P#、592 及新巴路線 590 為第二階
段調整)，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或致電本公司
熱線查詢。
#

城巴路線 171P 所有班次同日起均以荔枝角為終點站。

With effect from 15 May 2017 (Monday), headways of the above routes
will be adjusted (phase 2 for CTB routes 171, 171A, 171P#, 592 and
NWFB route 590). Please refer to our website and mobile app or dial our
customer hotlines for details.
#

All departures of CTB route 171P will terminate at Lai Chi Kok with effect from the same day.

城巴/新巴網頁
CTB/NWFB Website

http://www.nwstbus.com.hk/

城巴熱線

2873 0818

CTB Hotline

新巴熱線
NWFB Hotline

敬請留意。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營運壹部 啟

營運部 啟

Operations Department One
PW/hp

Operations Department
RM/rs

2136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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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Route 90
黃竹坑行車路線更改
Alteration of Routeing at Wong Chuk Hang
由 2017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一) 頭班車起，路線 90 行車路線及分站
位置有所更改，詳情如下：
With effect from the first departure on 15 May 2017 (Monday), the routeing and en
route bus stop of route 90 will be altered with details as follows:

行車方向

中環 (交易廣場)

Direction

Central (Exchange Square)

鴨脷洲橋道後
路線更改

經黃竹坑道天橋

前往香

港仔隧道

diverted via
Wong Chuk Hang Road flyover on

Alteration of Routeing After Ap Lei Chau Bridge Road,
the journey to Aberdeen Tunnel

取消巴士站
Bus Stop Cancelled

新增巴士站

1. 甄沾記大廈 Yan’s Tower
2. 海洋公園道 Ocean Park Road
1. 香港仔工業學校 (與路線 97 同站)

New Bus Stop

甄沾記大廈替代巴士站
Aberdeen Technical School (same stop as route 97)
As a replacement to Yan’s Tower bus stop

同日起班次將有所調整，惟收費維持不變，敬請留意。
Headway will be adjusted on the same day while fare remains unchange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營運壹部 啟
Operations Department One
PW/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