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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繞道的公共運輸
巴士路線 起點及終點 方向 實施日期

新巴720X 西灣河(嘉亨灣) ➡中環(民吉街) 西行 已於1月21日開始

新巴88X 小西灣(藍灣半島) ➡堅尼地城(卑路乍灣) 西行 已於1月21日開始

城巴962C 屯門(龍門居)/(三聖) ➡太古(康怡廣場) 東行 已於1月21日開始

城巴969C 天水圍(天葵路)➡太古(康怡廣場) 東行 已於1月21日開始

新巴33X 數碼港➡西灣河(太康街) 東行 短期內實施

新巴18X 筲箕灣或柴灣站➡堅尼地城(卑路乍灣) 西行 短期內實施

■資料來源：運輸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耗資360億元興建的中環及
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
今日終於迎來全面通車的日
子。繞道除可大大縮短往來中

環及北角東區走廊的交通時間至約每程5分
鐘，每年預計可節省約4,000萬行車小時，
相當於約30億元的經濟效益外，更有助每年
減少約1.1萬噸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約48
萬棵新種樹木的吸收量，極具環保效益。

中環及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是一條
貫穿港島北岸的行車幹道，興建目的在於減
輕告士打道、夏慤道及干諾道中走廊的交通
擠塞情況。工程於2009年12月動工，於本
年1月20日起展開首階段通車，並於今日起
實施第二階段通車。

繞道是一條全長4.5公里的雙程三線分隔
行車主幹道，當中包括連接中環林士街天橋
與北角東區走廊之3.7公里長隧道。繞道在
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外進入隧道，途經灣
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銅鑼灣避風塘，再以
高架橋連接北角東廊。

年節省4000萬行車小時
繞道今日全面通車後，使用繞道來往中環及

北角東區走廊的行車時間，只需約每程5分
鐘。繞道於灣仔及天后分別建有三條及一條連
接路，以連繫區內道路網，便利道路使用者。

繞道將為香港帶來巨大的交通、經濟及環保
效益，令往來港島東西各區交通變得更直接暢
順。因繞道分流路面交通至地底，可讓市民繞

過繁忙的商業區，直達目的地，同時亦有助紓
緩港島北的交通擠塞，預計每年可節省約4,000
萬行車小時，相當於約30億元的經濟效益。

繞道亦將現有路面的交通分流至地底，從
而改善周邊地區的空氣質素。繞道可減省的
總行車時間，有助每年減少約1.1萬噸的二
氧化碳排放，相當於約48萬棵新種樹木的吸
收量，可覆蓋約67個維園的面積。

再配合首次於香港行車隧道使用、並為世
界上同類型最大規模的空氣淨化系統，廢氣
中最少80%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及二氧化氮，能
被有效消除，周邊的空氣質素亦可獲改善。
此外，因應繞道在東區走廊設置的隔音屏障
及半密閉式隔音罩，也可減低噪音及改善周
邊的居住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駕駛者使用繞道須知
■ 前往灣仔（北）的車輛，

於中環 / 北角進入繞道
隧道時需使用左線

■ 巴士、中型及重型車輛
必須使用左線或中線。
靠最左的行車線可前往
灣仔（北）（東行及西
行），而靠中線進入繞道
隧道則可前往北角（東
行）或中環（西行）

■ 天后清風街入口只通往
中環及西區

■隧道內不可轉換行車線

■高度超越4.6米的車輛禁
止駛入

■ 運載第1、2或5類危險
品車輛禁止駛入

■ 紅色小巴及學習駕駛人
士禁止駛入

■重量超越5.5噸的車輛及
巴士禁止駛入天后清風
街入口

■ 配合日常清潔、檢查及
保養工程，繞道隧道其
中一條管道或需定期臨
時封閉，屆時繞道將實
施單管雙程行車，並於
管道出入口設置交通標
誌指導駕駛者

■資料來源：路政署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中環及灣
仔繞道今日起全面通車，有運輸業團體及立
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認為，繞
道全面通車後，對紓緩港島北的交通擠塞有
一定幫助，但促請政府密切注視情況，如繼

續改善交通指示，以及有需要時調節分支路
的交通燈位時間等，令行車更安全和暢順。

糾正首階段通車亂象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主任杜燊

棠指出，中環及灣仔繞道於首階段通車時，
因部分地點的交通指示並不清晰，導致險象
環生，如不作改善，將有很大機會發生交通
意外。
他指出，有關情況經反映後，已經有所改

善，但仍需要進一步加強，如不要只在上空
懸掛指示目的地路牌，也可很早便在路面上
寫明有關指示，「司機想去邊區，需要轉左
定轉右，可以一早就知，做好準備。」
繞道今日全面通車，杜燊棠認為，現時中

環的交通擠塞應有所改善，但因今天是星期

日，未必反映到實際情況，或要到明天上班
日，才可了解繞道全面通車後的效果。
他提到，暫時的士乘客普遍不會主動要求

使用繞道，因仍擔心遇上塞車，相信乘客會
待見到繞道全面通車後，交通情況有了明顯
改善，才會選擇使用繞道前往目的地。
工聯會港島區立法會議員、東區區議員郭偉

強表示，繞道首階段通車後，告士打道的交通
擠塞已有所紓緩，相信繞道全面通車後，因車
輛不用再「兜大圈」，現時中環海港政府大樓
對開天橋大排車龍的情況也可有改善。
但他擔心，部分下游位置的分支路，可能
因為交通燈位消化不到車龍，導致道路出現
擠塞，「如東廊落北角，渣華道燈位放車唔
夠，就可能造成擠塞」，建議部門注視情
況，有需要時調節有關交通燈位的時間。

全面通車後，駕駛者可
經林士街天橋前往西區
及九龍(西)

全面通車後行車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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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效益30億 減排放如種48萬樹
 &

各界促改善交通指示燈位時間

運輸署表示，中環及灣仔繞道今日全
面通車後，由東區經繞道前往西區

的駕駛者，在離開繞道中環出口前，可按
方向標誌指示，選用中線或快線直接通往
林士街天橋前往西區或西隧，無須再出地
面經干諾道中掉頭。
為了提示駕駛者新的行車路線安排，運
輸署指出，繞道近東區走廊北角入口、清
風街入口和中環出口的方向標誌及道路標
記，會相應更新，而道路設計和行車線已
預留足夠距離，讓駕駛人士留意路牌和選
取行車路向。
同時，運輸署早前經業界安排職業司機試
行繞道西行全線，並向他們展示相關方向標
誌及道路標記。運輸署聯同路政署和警務
處，亦已向中西區區議會介紹繞道全面通車
的具體交通安排。在聽取職業司機、區議會
及公眾人士的意見後，工程團隊已進一步優
化方向標誌及道路標記的安排。

料主幹道情況改善
運輸署預計，繞道全面通車後，大部分
沿東區走廊西行或天后一帶前往西區及西
隧的駕駛者會使用繞道，屆時現有主幹道
包括告士打道、夏慤道及干諾道中的交通
情況會有所改善。
為配合繞道今日全面通車，運輸署總工
程師梁少江表示，運輸署已於昨晚深夜時
分交通流量較低時段，短暫封閉繞道管
道，原有西行車輛繼續使用告士打道、夏
慤道往上環及西區。
其間工程人員進行更新路牌及道路標記
的工作，做好各項準備，確保今日早上7
時開始，駕駛者可使用西行線往林士街天
橋，直接前往西區，或直達西隧往九龍。

緊急協調中心運作
運輸署緊急交通事故協調中心亦於昨晚
開始運作，梁少江表示，一般星期日的車
流較平日少，到星期一流量會集中在上、
下班時間，運輸署會密切監察交通情況。
警方日前在其facebook專頁發放短片指
出，繞道今日全面通車後，東行線沒有任
何改變，至於西行線，運輸署已在繞道範
圍更換前往目的地之路牌，令駕駛人士可
更清晰。
警方並提醒駕駛人士，進入繞道前先選
定行車線，但如進入繞道後發覺需要更改
目的地，在駛出繞道前會有一段路可讓駕
駛者轉線，前往中區駕駛人士可使用左線
及中線，前往西區或經西隧往九龍西人士
可使用右線及中線。
運輸署提醒市民，可透過運輸署的手機
應用程式「香港出行易」或運輸署網頁，
獲取繞道的交通安排詳情，也可致電政府
熱線1823查詢。

東區直達西區西隧 指示牌更新路標優化

林士街天橋接通
繞道今全面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隨着中環及灣仔繞道與林士街天

橋西行接駁工程完成，繞道於今

日上午7時全面通車，屆時駕駛者

駛經繞道，可直接前往西區或經

西區海底隧道往九龍。運輸署指

出，昨晚深夜曾短暫封閉繞道管

道，並進行更新路牌及道路標記

工作，做好各項準備，緊急交通

事故協調中心昨晚亦開始運作，

會密切監察交通情況。

■■ 繞道工程人員為今日全繞道工程人員為今日全
面通車作最後面通車作最後「「衝刺衝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繞道全面通車後，西行線可直達西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繞道竣工繞道竣工，，為港帶來巨大為港帶來巨大
經濟環保效益經濟環保效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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