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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了大灣區的打通了大灣區的「「經脈經脈」，」，加強珠三角各加強珠三角各

城市之間的聯繫城市之間的聯繫，，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重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重

大幫助大幫助，，亦可疏導區內交通擠塞問題亦可疏導區內交通擠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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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pm聯同直通巴士營辦商推出的港珠澳大橋跨
境直通巴士服務「港澳1號」，由觀塘apm至

澳門，車程約110分鐘，單程票價為170元，夜間巴
士票價為190元；往來珠海車程約85分鐘，單程票價
為140元，來回票價為200元。約680名市民參加由
商場舉辦的即日來回體驗團，香港文匯報記者亦受邀
親身試坐。

路況平坦 行車安靜舒適
巴士於昨日早上8時在觀塘出發，晨間市區路面交
通暢順，只消50分鐘便到達香港口岸人工島。記者
下車後，花了3分鐘人手辦理過關極速出境，不用10
分鐘便能離開旅檢大樓，惟不少乘客顧着「打卡」拍
照，令巴士要延遲30分鐘才開出。隨團導遊表示，
旅客禁止在口岸旅檢大樓內逗留，相信是因為昨日正
式通車，才特別寬容旅客的自拍行為。
巴士在香港口岸等齊乘客後再次出發，經香港口
岸連接路駛上港珠澳大橋，沿途路況筆直平坦，行
車時相當安靜和舒適。由香港口岸前往珠海澳門口
岸人工島，車程約40分鐘，與預期相若；在澳門
口岸排隊人手辦理入境手續只需約5分鐘，之後乘
客可選擇轉乘接駁巴士，不足20分鐘便可到達澳
門市中心，但前往路氹則需經友誼大橋，車程需要
30分鐘。

不怕暈船浪 遊濠江食葡菜
退休人士譚先生和太太特地參加首發體驗團，打算
到澳門吃葡國菜。他大讚大橋路況良好，旅遊巴亦十
分舒適，不似乘船要擔心暈船浪，更重要是大橋可縮
短往來澳門和珠海的時間，「以後一定搭巴士經大橋
來澳門！」他認為大橋開通後，可緊密珠三角各城市
之間的聯繫，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幫助，亦可疏
導區內交通，紓緩虎門大橋的擠塞情況。

直通巴座位窄 身材高大不便
團員黃先生則認為，跨境直通巴車程與乘船差不
多，好處是口岸過關方便，大橋路面亦較為平坦舒
適，惟直通巴的座位較狹窄，對身材高大人士稍為不
便。他指出，平時較少機會到澳門，直通巴士的站點
有限，會視乎同行成員的居住地點，選擇方便大部分
人的交通方法。
也有團員認為直通巴服務初啟用，在配套和服務

方面仍有改善空間。與丈夫一起參加體驗團的蕭婆
婆表示，大橋風景優美，車道平坦舒適，但兩地的
旅檢大樓面積遼闊，需要上落樓層、走上一大段路
才能過關，對行動不便的長者較為吃力，日後會選
擇乘船來澳。

待配套完善 擬陸路赴澳
同團的馬先生和太太亦盛讚大橋「好靚！好舒
服」，並認為大橋打通了珠三角大灣區的「經脈」，
有助推動香港的經濟。不過他認為，大橋口岸過關配
套未夠成熟，自己每年只會乘船到澳門遊玩一兩次，
仍會選擇循海路到澳門，若未來配套更完善，才會考
慮改以陸路赴澳。

乘客開心「打卡」巴士貼心等候
導遊：旅檢樓禁逗留 料初通車特別寬容玩自拍

澳門市民：或轉用港機場旅遊公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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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期待
的港珠澳大
橋昨日正式

開通，香港文匯報記者有幸成
為首批駛過大橋的旅客，心裡
百感交集。猶記得5年前，大橋
主體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第一節隧道沉管工程開始不
久，記者有幸隨團參觀當時正
在建設中的珠海與澳門口岸，
夕陽下仍是一片泥濘；昨日再
次踏足大橋和人工島，各項基
建已十分完善，縱然工程期間
曾經發生過意外並一度延期，
但仍無礙大橋落成，足見國家

的基建水平已達到國際水平。
以往乘船去珠海和澳門，航

線風高浪急，不免容易暈船；
大橋開通以後，旅客可安坐巴
士之上，享受平穩、舒適的旅
程，沿途景觀海天一色，十分
優美，可惜昨日天公不造美，
珠江口一帶為濃霧籠罩，未能
一睹伶仃洋的壯麗及中華白海
豚的身影。
港珠澳大橋昨天首日運行，

難免出現「蝦碌」場面，但隨
着時日漸長，相信未來的運作
會愈趨順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相隔5年 泥濘變身人工島

港珠澳大
橋昨日終於
通車，香港

文匯報記者乘首班由澳門開返
香港的直通車，受車上其他乘
客所帶動的氣氛感染，在橋上
時心情同樣十分興奮。記者昨
日早上8時許便到達澳門金沙酒
店準備上車，巴士公司職員近9
時問正在採訪的我們是否乘9時

的車，但車票顯示開車時間為9
時20分，所以未有上車，職員
在巴士開出後才告知，車票上
的時間出錯，記者當時一度十
分擔心會否未能回港。
乘車過程雖然遇上小波折，但

最終仍能上車回港，車上其他乘
客不論是過關期間，或巴士行駛
時均十分興奮，記者亦受他們感
染，在巴士於港珠澳大橋上行駛
時不時舉起手機拍照留念。
大橋通車後，往返香港與澳門

的交通變得方便，昨日所用時間
較長主要是因為大橋通車初期巴
士公司職員未熟習路線及驗票程
序，和乘客過關時花較多時間拍
照留念，相信有關問題日後會有
所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乘車小風波 不損大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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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有
直通巴公司在港珠澳大橋通車第一
天便立即推出往來香港與澳門兩地
的直通車服務，吸引大批乘客轉用
新方式往來港澳兩地。有澳門市民
認為大橋通車後，由澳門市區往返
香港機場的時間大幅縮短，日後要
出外旅行及公幹時，可能會轉用香
港機場。
不少澳門市民昨日特地為經過

港珠澳大橋而乘直通巴士到香
港，當中包括上月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通車當日曾到香港試乘高鐵
的吳先生。他形容大橋可「上天
下海」，令港澳距離縮短，屬工
程界一項奇跡。
他計劃即晚乘搭港珠澳大橋穿

梭巴士回澳門，試盡所有新方式
往來港澳兩地，並期望大橋可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國家
「一帶一路」發展作出貢獻。

盼港口岸設澳門停車位
另一名澳門市民陳先生表示，使

用港珠澳大橋直達香港十分快捷，
特別是前往九龍及新界。他特別指
因為要等候行李的關係，現時如果
要在香港機場乘渡輪回澳門，飛機
扺港與渡輪的時間需相距近兩小
時，認為安排對旅客而言並不方
便，所以過往傾向轉機亦不想使用
香港機場，但日後可改飛香港，再
經大橋回澳門。
不過，陳先生不滿香港口岸未有

設立停車場予澳門及內地駕駛人士
使用。他指現時不論乘直通巴抑或
穿梭巴士均要多次上落車，帶同長
者及小朋友同行時十分不便，認為

如果澳門人可直接開車到香港口岸
再轉公共交通工具，可吸引他們更
常來港。
除直通巴外，來往香港及澳門兩

地的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亦已投入
服務，港人蕭先生原本打算與太太
乘直通車返港，但到了金沙酒店的
上車點時才知道現場未有提供售票
服務，於是改乘的士到澳門大橋旅
檢大樓，轉乘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
返港。
澳門市民吳小姐亦選擇乘穿梭

巴士到香港，她指昨日的行程目
的為替同事了解大橋的交通安
排，她從住所到大橋澳門口岸旅
檢大樓只需10分鐘，較過往要到
碼頭方便，加上穿梭巴士的票價
比船票便宜，所以日後可能會更
常到香港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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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昨
日終於通車，多
間巴士公司均即
時推出來往香港

至澳門的直通車服務，方便市民及
旅客往來三地，但大橋首日運作仍
出現不少「甩轆」情況，不少巴士
司機在口岸及大橋上均曾走錯路，
甚至有俗稱「金巴」的穿梭巴士在
橋上壞車，甚為尷尬。另外，巴士
公司的電腦系統亦疑出現問題，香
港文匯報記者早前購買由澳門返回
香港的車票所顯示開車時間出錯，
記者一度「目送」巴士離開。

車票時間有誤 或系統出錯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澳門採訪前預

先購買了昨日早上9時由澳門金沙酒
店開往香港的第一班經港珠澳大橋
返港直通巴，巴士由金沙開出到另
外兩間酒店接載乘客，兩個車站的
開車時間分別為9時10分及9時20
分。
不過，記者所取得的車票顯示，
巴士由金沙出發的時間為 9時 20
分，記者在頭班車開出前曾經問過
巴士公司職員，對方指記者所乘的
巴士為下一班車。約10分鐘後，職
員突然向記者表示下一班車的開車
時間為11時，指車票上的時間有
錯，並安排已經離開的巴士到其他
酒店後返回金沙接載記者。
除電腦系統外，巴士司機亦似乎

仍未熟習行駛港珠澳大橋的路線。
記者所乘的巴士到達澳門港珠澳大
橋旅檢大樓時行錯路，差點直接駛
向出境位置，需繞圈返回旅檢大樓
出境樓層讓乘客下車辦理出境手
續。香港文匯報另有記者在搭乘由
太子出發往珠海的直通巴時，司機
誤駛到機場，最終需要警察開路才
順利到達。

司機「不熟路」巴士「行錯路」
市民梁太太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透露，不知橋上路牌指示是否
不清晰，而「金巴」司機亦「不熟
路」，導致回香港口岸的巴士「行
錯路」，最終較原定到港時間遲了
個多小時才到達。
另外，部分巴士公司職員亦未能及

時在頭班車開出前在各車站設置站
牌。以澳門金沙酒店為例，港澳快線
職員是在頭班車開出後才於酒店放置
站牌，而部分酒店職員在站牌放置前
並不知巴士站位置及有多少直通巴會
經過酒店。港澳快線澳門區負責人關
德輝指，昨日只是大橋通車第一日，
各方面出現不足在所難免，公司會在
汲取經驗後作出改善。
除了上述的「甩轆」情況之外，記

者目擊有前往香港口岸、載滿乘客的
雙層「金巴」壞車，停在橋面等待協
助，狀甚尷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陳珈琋、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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