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者週末乘搭過海巴士路線活動（「優惠活動」）條款及細則 

 

1. 優惠活動只適用於在 2021 年 11 月 6 至 7 日、13 至 14 日、20 日，及 27 至 28

日(「推廣期內」)，以長者八達通咭或長者八達通產品乘搭九龍巴士有限公司營運

之過海巴士路線班次(路線 P960 及 P968 除外)(「優惠過海路線」)及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或以前成功登記為 club1933 會員的長者巴士乘客(「合資格長者顧

客」) (詳見附錄一)。 

 

2. 推廣期以實際八達通交易時間紀錄為準，即 

2021 年 11 月 6 日午夜０時０分至 2021 年 11 月 7 日晚上 11 時 59 分； 

2021 年 11 月 13 日午夜０時０分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 

2021 年 11 月 20 日午夜０時０分至晚上 11 時 59 分； 

2021 年 11 月 27 日午夜０時０分至 2021 年 11 月 28 日晚上 11 時 59 分 

 

3. 合資格長者顧客在乘搭優惠過海路線時，必須先以長者八達通咭或長者八達通產

品按八達通收費器顯示的車資繳付原來車資(「已付原來車資」)。現金或其他繳費

方式不適用於是次優惠活動。 

 

4. 合資格長者顧客在利用優惠過海路線同時可享有轉乘優惠。 

 

5. 合資格長者顧客在乘搭優惠過海路線或成功登記為 club1933 會員(以較後者為準)

十個工作天後至三十日內可以經由八達通 App 或於八達通服務站(最新服務站地點

詳情可參閱八達通網頁)領取等於已付原來車資(或每程最高$2)的奬賞，逾期作廢。 

 

6. 此活動不適用於九巴及合作機構員工、退休員工及家屬。 

 

7. 八達通 App 或八達通服務站由八達通公司或其他第三方服務商提供，有關之服務

由相關機構獨立負責，當中如有任何遺失、錯誤，九巴及龍運均無須就任何第三

方服務商之錯誤負上任何責任。 

 

8. 九巴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本優惠活動的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九巴有權修訂此條

款及細則，並不作另行通知。 

 



9.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絡、電話、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九巴之事由，而使

合資長者顧客或任何顧客之乘車資料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導致未能

計算優惠之情況，九巴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合資格長者顧客或任何顧客均不得異

議。 

 

10. 若合資格長者顧客或任何顧客因是次優惠活動而招致損失或破損，索償成本或法

律程序，九巴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11. 除九巴或合資格長者顧客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

制 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2. 如有任何爭議，九巴保留最終決定權。 

 

13. 是次優惠活動於香港進行。此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須根據香港的法律

詮釋。 

  



附錄一 – 適用於優惠活動的過海路線 

九巴獨營路線 

路線 目的地 

108 啟業 ⇌ 寶馬山 

373 上水 ⇌ 中環（香港站） 

603 平田 ⇌ 中環（渡輪碼頭） 

613 安泰（西）（和泰樓）⇌ 筲箕灣 

673 上水 ⇌ 中環（香港站） 

673P 上水 → 中環（林士街） 

934 荃灣（灣景花園）⇌ 灣仔（菲林明道） 

935 石籬（大隴街）/ 安蔭 ⇌ 灣仔（菲林明道） 

936 荃灣（石圍角）⇌ 銅鑼灣（棉花路） 

936A 梨木樹 → 銅鑼灣（棉花路） 

960 屯門（建生邨）⇌ 灣仔北 

960P 洪水橋（洪元路）→ 銅鑼灣（維園） 

960S 屯門（富泰邨）→ 銅鑼灣（維園） 

961 屯門（山景邨）⇌ 灣仔（會展） 

968 元朗（西）⇌ 銅鑼灣（天后） 

978 粉嶺（華明）⇌ 灣仔北 

 

九巴聯營路線*  

路線 目的地 

101 觀塘（裕民坊）⇌ 堅尼地城 

102 筲箕灣 ⇌ 美孚 

102P 筲箕灣 → 美孚 

103 竹園邨 ⇌ 蒲飛路 

104 深水埗（白田邨）⇌ 堅尼地城 

106 黃大仙 ⇌ 小西灣（藍灣半島） 

107 九龍灣 ⇌ 華貴 

107P 海逸豪園 ⇌ 數碼港 

109 何文田 ⇌ 中環（港澳碼頭） 

110 筲箕灣 – 尖沙咀（循環線） 

111 坪石/彩虹站 ⇌ 中環（港澳碼頭） 

111P 彩福 → 中環（港澳碼頭） 

112 北角（百福道）⇌ 長沙灣（蘇屋邨） 

113 彩虹 ⇌ 堅尼地城（卑路乍灣） 

115 九龍城碼頭 ⇌ 中環（港澳碼頭) 

116 慈雲山（中）⇌ 鰂魚涌（祐民街） 

117 深水埗（欽州街）⇌ 跑馬地（下） 

118 長沙灣（深旺道）⇌ 小西灣（藍灣半島） 

118P 小西灣（藍灣半島）→ 長沙灣（深旺道） 

170 沙田站 ⇌ 華富（中） 

171 荔枝角 ⇌ 海怡半島 



171A 利東邨 → 荔枝角 

171P 海怡半島 → 荔枝角 

182 愉翠苑 ⇌ 中環（港澳碼頭） 

302 慈雲山（北）→ 上環 

307 大埔中心 ⇌ 中環（港澳碼頭） 

307A 大埔頭 → 上環 

601 寶達 ⇌ 金鐘站（東） 

601P 寶達 → 上環 

606 彩雲（豐盛街）⇌ 小西灣（藍灣半島） 

606A 彩雲（豐盛街）⇌ 筲箕灣（耀東邨） 

606X 九龍灣 ⇌ 小西灣（藍灣半島） 

619 順利 ⇌ 中環（港澳碼頭） 

619P 順利 → 中環（港澳碼頭） 

621 麗港城 → 中環（香港站） 

641 啟德（啟晴邨）⇌ 中環（港澳碼頭） 

671 鑽石山站 ⇌ 鴨脷洲（利樂街） 

680 利安 ⇌ 金鐘站（東） 

680P 烏溪沙站 → 金鐘站（東） 

680X 烏溪沙站 ⇌ 中環（港澳碼頭） 

681 馬鞍山市中心 ⇌ 中環（香港站） 

681P 耀安 ⇌ 上環 

904 荔枝角 ⇌ 堅尼地城（卑路乍灣） 

905 荔枝角 ⇌ 灣仔北 

914 海麗邨 ⇌ 銅鑼灣（天后） 

914P 海麗邨 → 銅鑼灣（天后） 

914X 海麗邨 → 銅鑼灣（天后） 

948 青衣（長安邨）⇌ 銅鑼灣（天后） 

948A 青衣（長安邨）→ 銅鑼灣（天后） 

948P 青衣（長安邨）→ 銅鑼灣（天后） 

948X 青衣（長宏邨）→ 銅鑼灣（天后） 

982X 愉翠苑 → 金鐘站（東） 

985 美田（美致樓）→ 灣仔 

 

*優惠只適用於九巴營運班次，乘客可於九巴網頁或 App1933查閱九巴班次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