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巴月票 新界去港島慳兩成
售780元日搭10程 逾400條路線任君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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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銷售點（表二）

■沙田市中心顧客服務中心

■大欖轉車站顧客服務中心

■大圍站站長室

■上水站(龍琛路)站長室

■天恒站站長室

■屯門市中心站站長室

■藍田站站長室

■黃埔花園站站長室

資料來源：九巴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月票點慳錢？（表一）

長途路線例子：

■路線：968(元朗 >銅鑼灣)

■每月車費：$23.4×每日 2 程×22 工作日=
$1029.6

■使用月票後每月可節省：

$1029.6 - $780= $249.6 (約七五折)

聯營路線例子（只適用於九巴）：

■路線：307(大埔中心 >中環渡輪碼頭)

■每月車費：$21.2×每日2程×22工作日=$932.8

■使用月票後每月可節省：$932.8-780=$152.8
(約八五折)

資料來源：九巴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陳先生：我住在牛頭角下邨，需乘搭268C巴士到元
朗上班，每月車費逾千元，現時月票只售780元，當然
會購買。可以用八達通購買和乘搭亦十分方便。

李先生：因早上出來一定會塞車，時間難以預計，我
現時每天只搭一程259D返屯門。月票售780元亦不算
很便宜，如果售價調低，或會考慮購買。

林小姐：我在屯門居住，到九龍灣上課，但只在放學回
家時才乘搭258D巴士，因早上繁忙時間路面會很擠塞。
由於每日只搭一程巴士，買月票不划算，應不會購買。

陳先生：我乘搭258D往返屯門和九龍灣，因為不是
每天都乘搭巴士，用780元買月票並不划算，因此應該
不會購買。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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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昨晨宣佈已批准九巴推出月票計
劃。發言人指出，計劃能切實減輕乘

客的交通費負擔，居於新界西北或新界北
而需到港島工作市民的交通開支，可節省
約20%（表一）。該署會繼續鼓勵其他專
營巴士公司積極研究推出月票計劃，惠及
乘客。

B1線每日限兩程
九巴昨午隨即召開記者會介紹計劃詳情。
九巴車廠總經理彭樹雄指出，售價780元的
月票將於下月開始使用，持票乘客可選乘九
巴逾400條路線，包括常規線、聯營過海線
（只限九巴營運班次）、通宵線、馬場線、口
岸線及假日特別線等。惟受系統限制，港鐵
接駁K線巴士即K12、K14、K17、K18路
線並不適用。持票人每日最多可乘搭10程
巴士。至於來往天水圍及落馬洲口岸的B1
線，每日最多只可乘搭兩程。

拍卡就買到 情人節開售
彭樹雄介紹說，月票是附載於八達通卡

的電子月票。乘客需在月票銷售站利用八
達通卡拍卡付款買票，使用時在車上將八
達通卡拍向讀卡器即可，讀卡器將顯示當
日餘下多少車程可使用。
他表示，乘客可於下周三（2月14日）

起，到30個分佈於九龍及新界的銷售站購
買月票（表二），至本月底銷售站會增至
50個，並在未來3個月增至72個，當中或
在港島區開設。所有銷售站附近均設八達
通增值機，讓乘客增值後購買。
月票銷售期方面，彭樹雄指出，是由上

個月1日至當月20日，而由每月21日開
始，當月的月票即停售。但他表示，未來
如系統許可，會考慮採取滾動式計算，即
月票由購買日起計有效期30日，以方便乘
客。他又解釋，780元的定價有三大考慮，
包括希望減輕長途乘客交通費負擔，月票
與非月票乘客不會出現補貼情況，以及九
巴在財務上具可持續性。

他表明，計劃不會為公司財政造成很大
影響，因車費收入雖減少，但同時也可吸
引以往不乘巴士市民購買月票。至於加價
需視乎多個因素，包括工資、燃料成本
等，與提供月票與否並無關係。

放標誌加人 防客上錯車
被問及月票只適用於聯營巴士線的九

巴，或導致車站出現混亂或等候九巴人
龍，九巴業務發展經理梁領彥指出，九巴
上會放置清晰標誌讓乘客識別，又會有工
作人員提供協助；他們亦會時刻留意車務
狀況，隨時作出調動。
彭樹雄提到，計劃將長期推出，並會定

時進行檢討，未來亦會考慮推出短途月
票，或與其他巴士合作推行計劃，他們對
任何可能性均持開放態度。惟因稍後推出
的豪華巴士線營運成本較高，則不會納入
計劃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九巴獲運輸署批准於下月1日起推

出月票計劃，月票售價780元，適

用於九巴逾400條路線，包括聯營

隧巴、通宵及旅遊路線，惟不包括

九巴旗下龍運巴士及稍後推出的豪

華巴士路線，部分乘客可節省逾

20%車費。九巴表明，月票計劃將

長期推出，並會定時檢討，未來會

考慮推出短途月票；又指計劃不會

為公司財政造成很大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九巴推出
月票計劃，議員及學者均表示歡迎，認為
對居於新界較偏遠地區並需來往港島的市
民有較大吸引力，每月可節省20%車費，

但巴士公司應同時提供不同種類月票如短
程票及區域票，讓更多市民受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對九巴下月推

出月票表示歡迎，因經常需要轉乘以及居
住在新界需要到港島工作的市民，日常乘
搭巴士的支出，每月高達千元或以上，月
票提供了最少八折優惠，這批市民將最受
惠。惟他坦言，現行計劃對居於九龍及港
島區市民的吸引力不大。
他促請巴士公司推出更多不同種類月

票，包括短程票及區域票等，讓有不同需
要市民都能從中受惠。
他又認為，九巴和龍運巴士屬於同一母

公司，未來月票應將九巴及龍運巴士的線
路囊括在一起，或設獨立的龍運巴士月
票。而月票計劃推行3個月後，亦應進行檢
討。對於未來月票乘客或會集中等候九巴
營運的聯營線路巴士，導致有關車次較擠
迫，劉國勳認為運輸署應該介入協調，協
助處理問題。

陸頌雄：「龍運新城」應「參一腳」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認為，九巴推

出月票是一個好的嘗試，但今次對長途乘
客的吸引力較大，部分短途路線只有6%折
扣率，故九巴應研究推出更多種類的月
票，令短途客亦能受惠。
他又稱，如果月票平均折扣達七五折，
相信更能提升巴士的競爭力。他又促請龍
運巴士、新巴和城巴考慮推出月票優惠。
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熊永達估

計，月票計劃對穩固乘客量有幫助，令
原本已需要乘搭九巴的乘客，不會改乘
其他交通工具，亦相信當月票計劃推出
後，其他巴士公司可能會仿傚，推出類
似計劃。
惟他指出，今次計劃讓乘客只能於20日

前購買當月月票，不太便利乘客，認為應
該不設購買時限，讓乘客的月票可在購買
日起計一個月內適用，此做法較理想。

劉國勳倡增短程票區域票

■劉國勳促推短程巴士月票。

■彭樹雄(左)
及梁領彥示
範如何購買
及使用九巴
月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健文 攝

■■九巴月票計劃可減輕長途九巴月票計劃可減輕長途
乘客車費負擔乘客車費負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攝

黃之鋒等「雙學三丑」鼓吹違法暴力的「公民抗
命」、煽動參與非法集結、搞暴力衝擊，竟然被終
審法院「放生」，令公眾大失所望。終院一面肯定
上訴庭的新指引，卻又指指引不適用本案，令人疑
惑。其實，新指引之前，對暴力衝擊的量刑，既有
社會服務令，亦有即時監禁。這即意味着任何「放
生」都不是既往的常態和「鐵律」，更絕對不應該
成為以後對戴耀廷等「佔中」幕後搞手的量刑指
引。是非黑白市民心中很清楚，「雙學三丑」雖被
輕判，絕對不應該成為對過往暴力犯罪行為的懲處
「標尺」，亦不代表可洗脫「佔中」禍首在市民心
目中的醜惡形象，不代表港人會忘記他們對香港法
治、安寧、社會發展和「一國兩制」落實的傷害。

「雙學三丑」經過裁判官原審、上訴庭再審、終
院覆核，每一次判決都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上訴
庭再審認為，「雙學三丑」原審判刑過輕，改判他
們入獄。上訴庭判詞指出，近年社會瀰漫一股歪
風，有人以「追求心中理想」又或「行使法律賦予
的權力」作為藉口，肆意違法，一些「有識之士」
更鼓吹「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法。無論三人追
求民主的理想有多崇高，法庭有責任維護法紀，確
保判刑恰如其分。上訴庭的裁決受到香港社會普遍
認同和支持。

但是終院對黃之鋒三人改回社會服務令或緩刑的
原審判決，與社會期望嚴懲暴徒的訴求形成極大落
差。終院的判決一方面認同「公民抗命」不能成為
減刑的理由，違法暴力就要受到嚴厲的處罰；但另
一方面，又指上訴庭的判決新指引不適用本案，不
具追溯力，因此放過「雙學三丑」。社會普遍希望

法庭發放清楚信息，任何人都須對違法暴力行為付
出應有代價，為何「雙學三丑」能夠獲法庭厚待，
法律的一視同仁原則在哪裡，屹立在終院大樓門廊
頂的正義女神，滿意此次的判決嗎？司法機構需要
向公眾交代。

「佔中」鼓吹「公民抗命」，對香港法治穩定造
成前所未見的衝擊，「佔中」結束至今足有3年時
間，戴耀廷等主要「佔中」幕後黑手仍未受到法律
的制裁。 此次終院的判決指稱，上訴庭的判決新指
引不具追溯力，只能規管以後發生的違法暴力事
件，是否戴耀廷等「佔中」禍首也和黃之鋒3人一
樣「咁好彩」？

戴耀廷提出的「公民抗命」、「違法達義」，企
圖顛覆「一國兩制」，徹底摧毁香港的繁榮穩定，
受到香港主流民意的強烈反對。如果放過「佔中」
禍首，就等於認同「公民抗命」可接受，對香港後
患無窮。廣大市民絕不認同違法「佔中」，「公民
抗命」更不是減刑的理由。「佔中」對香港的貽害
至今仍未消除，必須除惡務盡，香港承受不了再一
次的違法「佔中」，依法從嚴懲處「佔中」禍首，
是維護香港法治、社會安寧的必要之舉。法庭在此
責任重大，必須重視香港整體利益和民心所向。

雖然，黃之鋒等人僥倖逃過法律制裁，但是「雙
學三丑」、「佔中三丑」給香港造成的混亂和災
害，港人刻骨銘心。黃之鋒為香港爭取到民主自
由、戴耀廷給香港帶來愛與和平了嗎？港人心中有
數。「公民抗命」、「違法達義」令香港無法無
天、禮崩樂壞的賬，港人遲早要向黃之鋒、戴耀廷
等「佔中」禍首清算的。

放生「雙學三丑」需向公眾交代
房委會即將推售3個全新居屋屋苑，建議以

市價7折推售，售價由159萬至630萬元。近
年樓價不斷飆升，市價 7折的居屋亦相當昂
貴，不但中低收入家庭難以負擔，即使中產家
庭供樓亦非常吃力。居屋的目的是為沒有能力
購買私樓的中低收入市民提供自置居所，居屋
價格過高就意味着背離原意。在財政盈餘豐
厚、庫房水浸的情況下，當局有必要考慮提高
居屋定價折扣，照顧急切需要置業的中低收入
和一般中產市民，緩解社會上置業艱難的怨
氣；這一方向，亦符合特首林鄭月娥提倡善用
資源的理財新哲學。

3個居屋屋苑包括啟德發展區的啟朗苑、長沙
灣凱樂苑及東涌裕泰苑，合共提供4431個單
位，實用面積由約278至約631平方呎。其中
啟朗苑平均呎價達9,755元，打破近年推售資助
房屋的呎價紀錄。而凱樂苑的樓王售價達630
萬元，如以25年供款、2.15厘利率、90%按揭
計算，月供亦高達24,449元。如果按居屋買家
供樓上限為每月收入 40%，家庭入息需達
61,123元才足夠，供款已經超出入息上限；如
以同樣條件購買裕泰苑428萬元樓王單位，月
供則需16,610元，家庭月入亦要超過41,525
元。

據統計，香港7成家庭月入在4萬元或以下，
此次推售居屋，因為樓價上揚，房委會因應機
制調高申請人家庭收入至5.7萬元，此收入已高
過本港8成家庭的收入。如此一來，意味着已屬
社會較富裕的人士，亦可享受居屋福利，這在

一定程度上背離居屋助中低收入家庭「上車」
的原意。出現這種不合理的情況，皆因本港現
時樓價水漲船高，政府卻堅持以市價7折發售居
屋。如前述的市區居屋項目，呎價近萬元，即
使對中產家庭來說，也是沉重負擔。

一直以來，社會上有聲音要求將居屋折扣率
調至6折甚至5折，亦有意見希望居屋售價與市
價脫鈎，改以成本價出售。房委會並不是私營
機構，出售居屋亦不是為賺取利潤，而是將資
源用於市民。但是房委會卻少有因錄得盈餘而
增建公屋、減租，以至調整資助房屋定價。

受惠於政府加推土地、地價屢創新高和股市
暢旺，政府連續兩年錄得超過1,000億港元盈
餘，財政儲備更可望衝破11,000億港元大關。
房委會日前公佈下年度財政預算及預測，預計
盈餘將大增至78.6億元，房委會財務小組委員
會主席陳家樂指稱，未來5年房委會都不需要政
府撥款資助。政府、房委會錄得巨額盈餘，似
乎是喜訊，但是豐厚盈餘不用於市民，對市民
又有何益？

本港能夠錄得巨額財政盈餘，與地價、樓價
高企有密切關係，地價、樓價高企的結果，是
導致基層及中產更加買不起樓，甚至連居屋亦
只能望樓興嘆。因此，政府應該撥出更多的財
政盈餘，用於協助中低收入和中產家庭購買居
屋，例如提高居屋的折扣，儘管此舉可能令房
委會的收入有所減少，但能滿足更多基層中
產、年輕家庭「上車」的迫切需求，有利社會
和諧，這才是真正的善用公帑之舉。

善用財政資源 提高居屋定價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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