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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大局穩定
詳 A3 版

不少意見均直指中環及灣仔繞道出現擠塞，與政府在繞道設
置的路牌及路面指示不清有關。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多次在繞
道行車，已最少在3個地點發現交通指示仍有改善空間。

新巴只於逢周一至周五早
上8時開出的一班88X，小

部分並非趕上班一族，昨日的乘客還包括
休班的士司機梁先生。家住小西灣的他表
示，經常於假日與太太乘88X到堅尼地城
品茗。他認為中環及灣仔繞道的開通對交
通網絡絕對是好事，可讓駕駛人士有多一
個選擇及起分流作用。不過他指出，繞道

的北角出口將是最危險區域，建議運輸署
作出改善。

不熟靠左靠右 車輛夾硬切線
梁先生表示，經常與太太到堅尼地城品

茗，間中亦會乘坐88X，「由於每天只得
一班，所以有時會選乘788至中環再轉車
往堅尼地城。」他續說，從媒體報道得知

88X會使用繞道，作
為職業司機的他昨日
亦「順理成章」與太
太乘88X。雖然最終
車程時間與未有繞道
前近乎一樣，但他亦
認為繞道仍可為港島
北道路網起分流作
用。

梁先生指出，前天也是休班，故他已駕車
多次試行繞道，覺得還可以，但發覺有不少

駕車人士或因不熟識路面情況，出現突然切
線的景象，「特別是如果用清風街入口，由
於在繞道內是最右線，到中環出口時他們可
能不太清楚哪條線去哪處，如要經最左線往
港鐵香港站方向，便可能需要『夾硬』切
線。」他並指出，開通首日中環出口處並無
路牌寫明左線及中線分往中環哪處，昨日才
加裝。

交匯點隨時堵 無雙白線緩衝
但他指整條繞道的交通黑點應是北角出

口，「因為那處是東區走廊東行方向的快
線，如駕駛人士欲從北角離開東區走廊，
他需要往右切線；另一邊廂如從銅鑼灣天
后方向經東區走廊欲往太古筲箕灣的駕駛
人士，他們則需從左方切線至右方，那個
交匯點隨時造成擠塞；甚至因繞道出口並
無雙白線作緩衝，東區走廊的車輛隨時面
對突從繞道出口切至的車輛，或因突然收
車導致交通意外危機。」
他建議運輸署在該處設一段雙白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的士司機：北角出口高危 &

指示牌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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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熊永達昨日分析，
林士街天橋的塞車情況，可能是受繞道第二階段
未開通、部分路段封閉所影響。
熊永達指出，由於西區往中環以往有一條落斜

路，可以直入告士打道，但現時要封閉，才可進
行第二階段接駁林士街天橋的工程，所以相信有
關方面沒有其他辦法，必定要分階段通車。
他表示，因繞道工程未完成，如果想往中環或

西區，在出隧道後，需要先轉入中環遮打道迴旋
處，兜兩個「U」字位，才可往西環。他相信政
府在早前公佈通車安排時，並沒有強調這一點。
的士前線司機總會主席藍貴強表示，當繞道全

線通車後，對紓緩中環及灣仔交通定有幫助，但
現時因非全面通車，還有部分未通行，此舉令部
分路段出現樽頸位，自然出現擠塞及混亂情況。
他認為當初應待所有工程完成才全線開通，他期
望政府可盡量縮短工程期，讓問題早日改善。

往灣仔北或北角方向中環隧道入口前

上環信德中心對開干諾道中行車天橋出現擠塞，因前方路
面收窄，加上在進入隧道前的交通牌指示三條行車線中，
靠最左才可前往中區和灣仔北，靠右只可前往北角和柴
灣，駕駛人士須預先選擇好行車路線，結果令前往中區和
灣仔北的駕駛人士，全部都要靠最左線行駛，但其實上址
中線亦可通往中區和灣仔北。此外亦疑有駕駛人士不習慣
新路安排，要減慢車速思考選擇路線，令現場路段出現慢
車甚至擠塞情況。

往西區方向中環隧道出口

在出隧道前，只有前往中區的路牌指示，當到隧道口時，
離遠可望見一個巨型龍門架路牌，分別指示靠左可前往機
場快線站或中區，靠右行可前往西區，此時如想往西區的
駕駛人士，必然會扭軚切往右邊行車線，惟再駛前始發現
該路線其實早已封閉，結果造成混亂致交通擠塞情況。

往中區方向北角隧道入口前

路牌顯示靠左兩條行車線可使用舊路前往銅鑼灣或九龍，
靠右邊的兩條行車線則可分別前往灣仔北或中區，部分駕
駛人士因選擇行車線問題而要減慢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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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及灣仔繞道開通
後，中區一帶附近出現
改道，令部分駕駛人士
不習慣，有駕駛者更錯
誤經巴士線切線。這類
情況的出現，有指或與
政府對繞道開通的宣傳
不足有關。
中環民吉街一帶道路，

因應繞道通車有改動，巴
士可以經巴士線切線到民
祥街，不過多車時巴士要
慢駛才可切線。而多名電
單車、私家車及的士司
機，更錯誤使用巴士線切
線往民祥街。

■的士司機梁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工程歷時10年、耗資360億元的中環及灣

仔繞道，前天首階段開通，昨日迎來通車後

首個工作日。市民一直對繞道的通車寄望甚

殷，認為有望紓緩長期以來港島北交通擠塞

問題，惟昨日無論在早上及傍晚繁忙時間，中環、灣仔多段路面

的交通擠塞情況依然，暫時未有明顯改善。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

駕車及乘車實測及訪察，並歸納各界包括議員、學者、運輸業人

士及市民等意見，發現現時繞道所存在尚待改善的問題或涉及三

大原因，包括指示牌不清晰、繞道未能全線開通，以及宣傳不

足。市民冀政府有關部門了解擠塞原因後，盡快對症下藥作出改

善，令市民得享更多出行便利，讓繞道可發揮其最大功能。（尚

有相關新聞刊A2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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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認為，政府在
通車前只在很短促的時間，通知
傳媒拍攝，這種做法並不理想。
他指，如果能透過傳媒廣泛報
道，以及大幅度宣傳，可令駕駛
人士不會像今天般，當到達路口
時會無所適從。
的士司機權益會創會會長李匡

晉指出，有會員向他反映，昨日
的西隧較以往擠塞，相信是由於
多了司機嘗試使用新路線所致。
他直指政府的宣傳不足，指收費
站雖有派傳單，但作用不大，認
為應該多透過傳媒作出宣傳報

道，才能令司機對繞道有更深入
了解。
的士前線司機總會主席藍貴強

也表示，政府就繞道的宣傳效果
並不理想，因為很多同業均反
映，至繞道開通，仍未清楚了解
路線走向。部分人不知道原來要
選定行車線，坦言若大家早有了
解，阻塞情況可減少。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主席陳

兆華表示，有不少的士司機反映
不清楚如何行走新路線，加強宣
傳可增加他們對繞道的認識，從
而令路面的交通更暢順。

宣傳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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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道通車後首個工作日紓堵欠理繞道通車後首個工作日紓堵欠理
想想，，入夜時仍有一條行車線車流緩入夜時仍有一條行車線車流緩
慢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繞道全長4.5公里，其中約3.7公里為行
車隧道，連接中環林士街天橋及北角東區
走廊。惟因繞道西行線連接林士街天橋的
道路接駁工程，需待繞道東行線通車後才
可進行，故繞道分兩階段通車。而封閉林
士街路段就成了繞道通車後出現擠塞的一
大「元兇」。

接駁工程未完 仍有封路措施
首階段是繞道隧道通車，林士街天橋東行

連接干諾道中的下行斜路的所有行車線將封
閉，並進行接駁林士街天橋的工程，需時約
1個月。林士街天橋東行車輛可經繞道隧道
東行及民寶街前往各區。
當開放完成接駁至林士街天橋西行的連接

路段，繞道才可全面通車。
惟繞道首階段開通後，西區往林士街天橋

東行方向出現車龍，昨日早上車龍由繞道東
行入口伸延至中山紀念公園對出天橋，該處
的車流主要來自西隧港島出口及堅尼地城。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民
建聯議員陳恒鑌表示，發現有指示
牌誤導駕駛者。他解釋，當車輛駛
經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後，路牌標示
慢線往中環、灣仔方向，駕駛人士
便一直靠左行，惟駛至近繞道入口
方發現同樣有入口往灣仔北方向。
他表示，得悉繞道開通兩日以來，
已多次有車輛由慢線突然切線，險

釀意外，認為政府在道路設計以及
路牌方面應盡快作出修整。
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接受傳

媒訪問時也指出此問題，指繞道
尚未完全開通，在進入往中區或
往灣仔北繞道方向的天橋欠缺路
牌，指示不清晰，容易令駕駛者
混淆往灣仔及中區方向的出口，
導致駕駛者在出口處需「臨時切

線」，險象環生。
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熊永

達表示，繞道開通初期需讓駕駛者
有一段時間適應行車線，惟現時駕
駛者慣用自動導航系統駕車，倘應
用程式未即時更新路線或會「揀錯
線」，故認為標示路牌應放置在較
早路段，以清晰顯示路線方向，讓
駕駛人士及早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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