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3/3/2013)

内地参加者常见问题 (23-11-2012)

2013 年第 6 届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广東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 (22-23/3/2013)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3 (23/3/2013)

内地参加者常见问题

(更新日期：23-11-2012)

1. 由中国内地前往香港需申办怎么手续？
需要申请『中国公民港澳旅游通行证』，详细手续参见文末附件-1；深圳居
民申請手续参见文末附件- 2。
2. 中国公民因事申请出国护照须知
右列为香港中旅社繁体字 http://www.ctshk.com/zhengjian/fromchina/huzhao.htm
3. 中国大陆公民因公务赴香港，申办以下手续：
1．要求提供香港邀请人姓名、单位英文名称、地址、电话号码；
2．邀请函电，去香港目的，在香港停留时间；
3．填写卡片 1 张，提供申请人姓名的汉语拼音、标准电码、性别、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和护照号码。
研讨会香港秘书处可按要求发出邀请函予参加者，供申请赴香港手续。
4. 入境居民应注意的问题
《往来港澳通行证》可以多次使用，且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 5 年，使用期满
后可延期两次，每次可延期 5 年。考虑到申请人前往港澳探亲或者会亲的实
际需要，公安机关一般会给予 3 个月以内的居留期限，即在《往来港澳通行
证》上作一签注。
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澳门，凭《往来港澳通行证》
，从指定口岸通行，
返回内地时也可以从其他对外开放口岸通行。指定口岸：往香港从深圳口岸
通行，往澳门从珠海拱北口岸通行。
5. 前往香港的入境口岸及交通途径
答：从深圳到香港共有六个陆路口岸 (详见文末附件 – 3)，参加者可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便捷的途径进入香港。大会建议如 23/3/2013(星期六)当
日入境出席研讨会，由(1) 深圳罗湖或 (2) 福田/落马洲口岸入境的接驳交
通最为为方便，罗湖/落马洲  地铁 大埔墟站 转 74K 公交车  香
港教育学院。交通时间约需 60 至 70 分钟，交通费用需缴付港币零钱不接受
人民币，可在罗湖/落马洲车站购买成人八达通，每卡售价为港币 150 元，
其面值是 100 元(另外 50 元是按金) ，注意于发卡日起计三个月内退卡须缴
付港币 9 元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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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如由下列口岸出入香港，需要自备港币乘搭额外口岸接驳交通工具：
(1) 由深圳福田口岸(入境后即对应：香港落马洲口岸港鉄站)入境或离境，需要自
行安排由 香港落马洲口岸  锦田黄巴总站
(可乘绿色专线小巴或乘绿色的士接驳来往 落马洲口岸 及 锦田黄巴总站)
(2) 由深圳皇岗口岸入境或离境，需要自行乘黄巴由深圳皇崗口岸香港皇岗口
岸锦田黄巴总站 (乘搭口岸指定接驳黄巴士)
因为租用香港境内的旅游巴士均不能进入香港落马洲口岸或香港皇岗口岸。
(3) 深圳湾口岸入境或离境，有禁区通行证的旅游车可直达深圳湾口岸，无需另接
驳车往口岸。注意有禁区通行证的旅游车数目有限，并非每一间旅行社均可出
租有禁区通行证的旅游车。

7. 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铁路客运线有哪些？
詳情參見文末附表 –4

8. 从海路进入香港
詳情參見文末附表 –5
9.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及机场交通情况
詳情參見文末附表 –6
10. 香港市内有哪些主要的交通工具？
詳情參見文末附表 –7
11.如何购买和使用“八达通”卡？
香港的市区集中，拥有便捷、安全、经济和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建议您购
买一张“八达通”卡，这种电子储值卡可用于支付香港多种交通工具的车费，
让您的香港之旅更轻松。“八达通”卡可在所有港铁（地铁）站票务处购买，
并可在港铁（地铁）站、和便利店 (7-11 或 OK)充值。
“八达通”是一张电子储值卡，适用于香港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上直接支付车
资，以及在一些零售商店购物及连锁快餐店消费。“八达通”卡收费器可直接
扣除交易金额，而毋须零钱找赎，使用简易方便，并节省时间。有需要时，
可再存入金额于卡内。租用版“八达通”卡内含的港币$50 按金及未用馀值可
以退还，如持有“八达通”少于三个月则须扣除港币$9 的服务费。另外，亦备
有不可退还的销售版“八达通”卡以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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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港境内住宿的问题
无论您想入住豪华的酒店、舒适的宾馆（部分更获“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证）
，
还是经济的青年旅舍……香港都有各类住宿选择，满足您不同的要求，符合
您不同的预算。香港的公共运输系统完善，交通网络覆盖范围广，无论您是
住在市区、还是在新界或离岛的新建酒店，往返景点及酒店都非常方便，好
比说从中环到大屿山，路程也不超过一小时。所以说，这里多样化的住宿选
择肯定能满足您。要确保旅程能够“安枕无忧”，记得出发前先预订并确认住
宿地点喔！文字来源：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accommodation/index.jsp#ixzz2D10xA33w

一般 3 星级酒店住宿价钱由 HK1,000 至 1,500 元不等(双人房每晚) ，宾馆
价钱由 HK300 至 500 元不等(每人每晚) ，由于 2013 年 3 月 23-25 日适逢
香港举办国际七人榄球赛，予计酒店及其其他住宿均需求紧张，房价均会提
高，建议参加者尽早予订香港住宿。(23/11/2012)
如你预算有限，可考虑下列住宿方案：
-

-

香港区青年旅舍：价钱是 HK100 至 200 元(每人每晚) ；
香港区渡假营团体屋 (4 人、6 人或 16 人、上下格床) ：但团体屋必需透过
大会秘书处提早代订，不设抵港即时订房， 价钱是 HK120 至 150 元 (每人
每晚包早餐) 。
深圳连锁式酒店：可选地点接近深圳罗湖/福田口岸、或深圳地鉄沿线的分店，
价钱是人民币 180 至 300 元 (双人房每晚) ，在 2013 年 3 月 23 日早上 07:30
前经罗湖或福田口岸入境香港，出席研讨会。注意 07:30 是入境时间，酒店
退房需提前予留深圳市內地鉄交通时间，而周六早上 08:00 开始深圳口岸轮
候入境检查人数增多。

13.如果我报名参加 2 日 1 夜「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是否已包括出席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3」？
是，查询及报名请联络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 广东省第六届「世界自闭
症关爱日」粤港澳系列活动组委会：
电话/传真：+86-20-8386-5225
电子邮箱：cxh69@126.com
地址：中国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钱路头直街 2 号
邮编：510055
联络人：陈旭红医生（+86-136-0288-5206）/
罗彬华女士 (+86-180-2748-2336)
2 日 1 夜团费人民币 600 元, 另加 23.3.2013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会务费人民
币 400 元，合共 1,000 元。
3 日 2 夜团费人民币 750 元, 另加 23.3.2013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会务费人民
币 400 元，合共 1,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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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考察团住宿营地不设(22/3/2013)入住时临时延期申请，必需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申请，延期住宿只限 7 名，额满即止。
14.如果我只报名参加「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3」，不参加「广东省香港自闭症
服务考察团」，应向何处办理报名手续？
查询及报名请联络「香港自闭症研讨会」香港秘书处电话+852-2948-7763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傳真电话：+852-2948-7993，
邮寄：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号 D1-G/F-05 或电邮：csenie@ied.edu.hk 。
缴费办法及详情请参见报名表。
15. 我身处内地省市及只报名参加『香港自闭症研讨会』，如何缴付会务费？
会务费可透过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入账人民币 400 元(每位)
622-2024-0000-4697-1459 (账户名称「余秀萤」注意账户名称为简体字)。
传真填妥的报名表连同银行入账存根至：+852-2948-7993，csenie@ied.edu.hk

16. 我身处内地并是团体集体 /全日制学生 /自闭症人士 /家长报名，是否可享
有优惠收费？
不可以。优惠收费只适用于香港区参加者。
17.我身处内地并已缴付会务费，但因事未能赴香港，是否可以退回费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 可获退回人民币 360 元 (已扣除 40 元手续费)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可获退回人民币 200 元 (已扣除 200 元会务费)
2013 年 2 月 1 日或以后，不设退款，但可以更换参加者。
香港区参加者退款办法如上列但以港币计算，或可以更换参加者。
香港区团体集体 /全日制学生 /自闭症人士 /家长报名已享有优惠收费，退款
办法如下列：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 扣除 40 元手续费，可获退回余下会务费。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扣除 50%会务费，可获退回余下 50%会务费。
2013 年 2 月 1 日或以后，不设退款，但可以更换参加者。
18.我身处内地并是团体集体报名参加研讨会，大会香港区秘书处可否代我们集
体另订住宿地点及参观香港区服务机构？
不可以！大会香港区秘书处不会提供有关服务。
只參加「香港自闭症研讨会」參加者的交通、膳食及住宿自理。
要参观香港区服务机构，必需報名參加「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
19. 如果我报名参加 2 日 1 夜或 3 日 2 夜「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会
后是否可以延期留港探親及私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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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延期留港期间的交通、膳食及住宿自理。但要注意《往来港澳通行证》
有效期，一般是 7 天留港。注意：考察团住宿营地不设入住时临时延期申请。
20. 我身处内地并已报名参加 2 日 1 夜「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但因
22/3/2013 遇特别事故未能赶及在广州汇合考察团，可否自行前香港集合？

-

首先你必需以电话通知考察团的广州负责人，并查询考察团的最新行程，以
便能顺利汇合考察团。在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参考下列应变措施：
201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早上(约 08:30 至 09:00)抵达深圳指定口岸，随考察

-

团进入香港，确实时间和进入香港口岸地点有待与考察团落实。
201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中午(约 12:30 至 13:30) 在午餐地点汇合考察团。
201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下午(约 18:00 至 19:30) 在晚餐地点汇合考察团。

-

-

201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晚上(22:00 前) 在住宿营地汇合考察团 (沙田马鞍
山乌溪沙青年新村) 港鈇 - 马铁线 - 马鞍山 A 出口 步行 5 分钟。
201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 早上 09:30 前到达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报到。

21. 我身处香港如何前往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
出发点

换乘交通

罗湖站 红磡线

大埔墟站

香港/九龙区 地铁

换乘交通

换乘公交车

所需交通時間

乘公交车 74K

60-70 分鐘

九龙塘站  转罗湖线

大埔墟站 换乘公交车 74K

九龙塘站 50-60

香港机场 

公交车 E41大埔中心总站

换乘公交车 74K

70-80 分鐘

红磡车站罗湖线

大埔墟站

乘公交车 74K

60-70 分鐘

尖沙咀中港码头步行往

柯士甸站红磡 罗湖

大埔墟站转公交车 74Ｋ

80-90 分鐘

上环信德码头 上环

中环九龙塘大埔墟站

换乘公交车 74K

90-100 分鐘

深圳湾口岸公车 B2P

天水围铁路站转西铁

红磡 大埔墟公交 74K

100-110 分鐘

落马州铁路站

红磡线  大埔墟站

换乘公交车 74K

60-70 分鐘

皇岗巴士总站公车

276B 上水铁路站

大埔墟站 换乘公交车 74K

80-90 分鐘

皇岗过境巴士

锦上路西铁站  红磡

大埔墟站 换乘公交车 74K

90-100 分鐘

新界区  东铁线

 大埔墟站 换乘公交车

换乘公交车 74K

大埔墟站 30-40

马鞍山海柏花园总站

绿色专线小巴 26 号 

香港教育学院总站下车

30-40 分鐘

换乘公交车

大会不建议参加者即日(23/3/2013)在深圳湾、文锦渡或沙头角口岸入境香港，因
該等口岸交通转接需时，参加者未能于 09:30 前抵达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报到。
参加者即日入境香港(23/3/2013) ，建议采用 (1) 罗湖口岸或 (2) 福田/落马州口
岸，乘搭港铁(往红磡方向) 往大埔墟铁路站，前往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报到。
如果参加者由深圳湾、机场、尖沙咀中港码头、上环信德码头即日入境香港
(23/3/2013) ，必需预留足够交通时间，出席早上 09:30 开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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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身处香港如遇上意外或受伤应如何寻求援助
-

由于非香港居民在港求医费用甚高，大会建议参加者自行购置旅游意外保险。
如果在香港如遇上意外或受伤，可以拨打 999 免费紧急求助电话。

-

并应通知考察团负责人，及大会香港区秘书处等，联络电话如下：
考察团负责人陈旭红医生 (86) 136-0288-5206 / (852) 9331-0807
羅彬華女士 (86) 180-2748-2336
香港区秘书处黄慧仪女士 (852) 2948-7763 (办事处)
香港自闭联盟余秀萤先生 (86) 131-8912-8454 /
香港区工作人員的紧急联络热线，会在报名接纳后再行通知參加者。

23. 我是社工学生奖学金全费得奖人，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需要邀请函及香
港担保人，请问大会香港秘书处可否给予援助？
-

大会香港秘书处可以向得奖同学发出主办团体：香港教育学院的邀请函，香
港担保人亦可以代为安排，有关数据如下列：
香教住宿地点：沙田马鞍山 乌溪沙青年新村
香港联络人：香港区秘书处黄慧仪女士 电话 (852) 2948-7763
电邮 csenie@ied.edu.hk
香港担保人信件可按个别同学状况和需要另行签发。

24. 我是社工学生奖学金全费得奖人的老师/同学/家属，我是否可以自费参加
「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
- 可以。
25. 我是社工学生奖学金優異論文得奖人，我是否可以只參加「香港自闭症研讨
会 2013」，不参加「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应向何处办理报名手续？
可以。400 元会务费已获辖免，无需缴费。來往食宿交通自理。
查询及报名请联络「香港自闭症研讨会」香港秘书处，详细地址见第 14 题。
26. 我是社工学生奖学金優異論文得奖人，我參加「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
团」，应向何处办理报名手续？
查询及报名请联络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 广东省第六届「世界自闭症关爱
日」粤港澳系列活动组委会，详细地址见第 13 题。
400 元会务费已获辖免。只需缴交相关的团费，2 日 1 夜人民币 600 元，3 日
2 夜人民币 750 元，详情及缴费参见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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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1 ： 中国公民港澳旅游通行证
一、港澳旅游通行证有效时间
旅游签注（L）发给赴香港或者澳门旅游的人员。有效期为 7 天或者 14 天，一
次(或两次)进入有效。进入截止期限为自签注签发之日起 3 个月。
二、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签注流程
1、港澳旅游申请流程图，
2、申请手续
（1） 提交填写完整的《广东省居民往来港澳地区申请审批表》一份，申请人近
期正面免冠蓝底彩色光学照片（规格为 48X33mm）三张；
（2） 提交居民身份证（16 周岁以下交验出生证）和户口簿或者其他户籍证明复
印件，交验原件；
（3） 提交指定旅行社出具的全额旅游费用的发票复印件，交验原件；
（4） 单位或派出所意见。具体要求如下：
a、 国家公职人员，由组织人事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出具意见。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员工，由所在企、事业单位法人代表
b、 或其授权的单位人事、保卫部门签署意见，法人代表本人申请赴香港
或者澳门，由相应的人事管理部门出具意见。
c、 大、中学校在校学生，由其所在学校出具意见。
d、

未满 14 周岁儿童，免交单位或公安派出所意见，但需提交其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对其赴香港或者澳门的意见。

（5） 其他人员，由其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意见。
三、首次申请属于以下情形的的免交单位或派出所意见：
1、未满 16 周岁的儿童；
2、年满 60 周岁的居民，但县（处）级以上离退休人员仍须回原单位加具意见；
3、实行凭身份证户口簿申领护照地区的普通居民（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金融系
统、财政税务等人员除外）
4、内地居民己持有效通行证，再次申请往来香港或者澳门的，或者定居国外的
中国公民来内地后申请来香港或者澳门，以及申请换、补发往来港澳通行证的，
也无须提交工作单位或公安派出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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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深圳居民个人赴港澳地区旅游办证须知
一、申请条件
具有我市常住户籍的人员均可申请个人赴港澳地区旅游证件。
二、申请数据
1、 提交填写完整的《深圳市居民个人赴港澳地区旅游申请表》（可在出入境便
民网上下载）一份（粉红色表格，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不能使用圆珠笔），
申请人近期正面免冠蓝底彩色照片（规格 33mmX48mm）三张，其中一张贴
在申请表上。
2、 首次申请赴港澳地区旅游，提交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用 A4
纸复印，可复印在同一张纸上），交验原件。已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再次
申请个人赴港澳旅游访问签注的，提交往来港澳通行证原件及身份证复印
件。
3、 已向公安部门通报出境备案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单位领导及银
行、证券等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申请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个人赴港澳
旅游访问签注，须按干部管理权限提交单位意见，其他人员无需提交单位或
派出所意见。
三、受理机关
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
四、承诺时限
首次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的，15 个工作日办结；再次申请签注的，
10 个工作日办结。 办证结果查询：96897（自动台）
五、收费标准
证费：100 元/本； 签注费：三个月一次有效（香港或澳门）20 元/个； 三个月
二次有效（香港或澳门）40 元/个。
六、温馨提示
1、 为了方便您的出行，请根据需要选择申请三个月一次有效或三个月两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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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签注。
2、 持个人访问签注，在有效期内可自行持证往来香港、澳门，无须参加旅游团。
申请人每次在香港或澳门停留时间不能超过七天。
3、 签注用完后，可再次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个人旅游的申请次数不受限制。
申请个人赴港澳旅游的人员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4、 及港澳两地的有关法律，如违反上述法律，将依法查处。对在港澳期间违反
当地法例、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以及行骗等，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按照有关
规定，1-5 年内不再批准其出境申请。
5、 如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详情：
出入境便民网站：www.sz3e.com；人工咨询：84465419、84465421、84465463。
深圳个人港澳游办证点
罗湖区罗湖公安分局一楼办证大厅

地址：湖贝路 2000 号

福田区福田公安分局办证大厅

地址：福民路 123 号

南山区南山公安分局办证大厅

地址：中山园路 1 号

宝安区宝安公安分局办证大厅

地址：湖滨路 2 号

龙岗区龙岗公安分局办证大厅

地址：德政路 6 号

盐田区盐田公安分局办证大厅二楼

地址：田心东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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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从深圳到香港共有六个陆路口岸
罗湖口岸：是香港最大的陆路边境口岸，在罗湖火车站旁边，为外地游客在深圳
过关首选,可处理较多入境旅客。旅游旺季其间，人流会十分繁忙,过关后可乘地
铁(前稱稱火車)进入香港市区。开关时间为 6：30 至 24：00。
皇岗口岸：深港之间唯一 24 小时开放的关口，
也是香港最繁忙的陆路边境口岸，
相对来说等候过关时间较长。夜间过关速度很快。过关后可乘巴士进入市区。开
关时间：24 小时。
福田口岸（落马洲关口）：皇岗口岸的分支，但不设 24 小时通关，于 2007 年
8 月 15 日开通。可坐地铁到达福田口岸，人少，排队时间短，过关后可乘巴士、
地铁、的士进入市区。开关时间：6：30 至 24：00。
深圳湾口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东角头，通过深港西部通道的深圳湾公路大
桥连接香港新界西北部的鳌磡石。实行“一地两检”，可节省不少时间。过关后可
乘巴士进入市区。开关时间：每日 6：30 至 24：00。
文锦渡口岸：旅客流量低，较少旅客选择此口岸，过关时间快，交通方便的游客
可选择。过关后可乘巴士进入香港市区。开关时间：7:00 至 22：00。
沙头角口岸：旅客流量低，较少旅客选择此口岸，过关时间快，交通方便的游客
可选择。过关后可乘巴士进入香港市区。开关时间：7:00 至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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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铁路客运线有哪些？
港铁公司提供往返香港与内地的城际客运服务，三条直通车线分别为北京线、
上海线及广东线。并以位于九龙海滨的港铁红磡站为香港的终点站，总站设
有出入境管制站供旅客办理入境手续。
1、广东线直通车由红磡往返东莞（常平）、广州东、佛山及肇庆。目前，
来往红磡与广州东之间的直通车每日对开十二班，全程约 1 小时 50 分钟，
其中十班停靠东莞（常平）站。一班于佛山停站，以肇庆为终站，全程约 4
小时。
2、北京线及上海线直通车每隔一天开出。由红磡开往北京西的直通车全程
约 24 小时，开往上海全程约 20 小时。
3、出入境手续分别于始发站及终点站辨理。从上海、北京出发的乘客请于
开车前 90 分钟到达始发站办理出境手续。
另外，旅客由内地进入香港罗湖或落马洲检查站，经过香港海关的出入境管
制站后，可搭乘港铁进入香港。

11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3/3/2013)

内地参加者常见问题 (23-11-2012)

附表 –5 ：从海路进入香港

香港岛、九龙和位于大屿山的香港国际机场，均设有码头，提供快速渡轮往返香
港和内地、澳门及珠江三角口岸。
(1) 港澳客轮码头：
位于香港上环干诺道中 202 号(港铁上环站 D 出口)。喷射飞航提供船班往返
香港和澳门，船程只需约 55 分钟；珠江客运提供船班往返香港和珠江三角
口岸城市，包括澳门、中山和珠海。
(2) 中国客运码头：
位于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3 号 (港铁尖沙咀站 A1 出口)。新世界第一渡轮提
供船班往返香港和澳门，船程只需约 60 至 75 分钟，视乎船型而定；珠江客
运提供船班往返香港和广东省主要城市。
(3) 海天客运码头：
位于大屿山赤鱲角香港国际机场(禁区内)。珠江客运提供船班往返香港和珠
江三角口岸城市，包括深圳的蛇口、中山和东莞的虎门和珠海；机场喷射飞
航提供船班往返香港和澳门及广州（南沙）。另外，海天客运码头为旅客提
供快船转驳服务，旅客可经香港国际机场往返珠三角地区，而无须办理出入
境及海关手续及行李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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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及机场交通情况
香港是亚洲区的国际航空枢纽，逾 80 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返香港及全球各主
要城市。由于机场位于新界的大屿山以北赤鱲角的人工岛，因此也称为赤鱲角国
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现开通了全球近两百个国家、两千多个城市的国际航班，
需查询和预订澳门国际机票，请选择国际机票页面或致电************。
机场交通： 前往市区最经济的方式：乘坐机场穿梭巴士 S1（3.5 元）到东涌地
铁站，搭乘地铁东涌线前往地铁沿线各站。
机场快线：机场快线是前往市区最快捷的方式，10 分钟一班，全程 23 分钟，5：
50 至凌晨 1：15 分，最后一班由香港站及机场站开出之列车时间均为凌晨 00：
48。每 12 分钟一班，从香港国际机场前往位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站只需二十四
分钟，同时中途设有青衣站及九龙站。旅客可于出发前一天至航班起飞前约两小
时，于香港站或九龙站办理登机手续，包括寄存行李及领取登机证（服务不函括
所有航空公司）。
巴士及出租车服务：机场的巴士服务可分为五类。分别为机场巴士、对外巴士、
通宵巴士、机场及东涌区内巴士服务，以及跨境巴士。出租车 24 小时在机场等
待为您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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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香港市内有哪些主要的交通工具？
港铁（地铁）：港铁的服务效率高，覆盖香港大部分主要地区，其中的罗湖站及
落马洲站，连接中国内地入境口岸。除机场快綫外，港铁有九条路线，分别为：
港岛、荃湾、观塘、将军澳、东涌、西铁、东铁、马鞍山及迪士尼线。此外，港
铁亦营运轻铁，以及中港直通车服务。搭乘港铁前往香港主要观光景点，既方便
又快捷。如果在香港选择地铁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您可以购买机场快线旅游票或
者游客全日通，在有效期内可无限次数使用香港地铁，方便又实惠。
出租车：香港出租车分三种颜色，分别行走于不同地区，但均可往返机场及香港
迪士尼乐园。红色的士（市区的士）：行走香港大部分地区，除了大屿山岛上的
东涌道及南部；2 公里起步 20 元，以后每 0.2 公里 1.5 元(直至应收款额达$ 72.5)，
以后每 0.2 公里 1 元(在应收款额达$ 72.5 后) ，每分钟等候时间 1.5 元。如电召
预约，每程加收 5 元。 绿色的士（新界的士）：只限行走新界，不得进入市区。
2 公里起步 16.5 元，以后每 0.2 公里 1.3 元(直至应收款额达$ 55.5)，以后每 0.2
公里 1 元 (在应收款额达$ 55.5 后) ，每分钟等候时间 1.2 元。如电召预约，每
程加收 4 元。蓝色的士（大屿山的士）：只限于大屿山，不得进入市区。2 公里
起步 15 元，以后每 0.2 公里 1.3 元(直至应收款额达$ 132)，以后每 0.2 公里 1.2
元(在应收款额达$ 132 后)，每分钟等候时间 1.3 元。如电召预约，每程加收 5
元。
残疾乘客的轮椅及拐杖无须收费。每辆的士均已安装收据打印机，乘客可向的士
司机索取机印车费收据。如无合理辩解，的士司机不得拒绝按乘客要求发出收据，
否则即属违法。如果收据打印机失灵，的士司机应发出手写收据。
公交及小巴：香港的公交车行走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各区。九龙巴士、新世界第
一巴士及城巴经营的公交车路线，遍及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新大屿山巴士主要
行走大屿山，龙运巴士则行走北大屿山及机场的路線。车费按路程长短计费，乘
客需自备零钱或使用“八达通”储值卡付费。公共小型巴士（小巴）是只可接载最
多 16 人的小型公交车。“专线”绿黄色小巴按固定路线、班次和车费提供服务。
上车时付费，可使用硬币或“八达通”储值卡，不设找赎。“非专线”红黄色小巴行
走香港各区，没有固定的班次和车费。
游船：天星小轮已在香港服务了 100 多年，连接香港与九龙半岛，成为了香港
的标志，每天有 400 多班。渡轮穿梭往来九龙的尖沙咀、红磡及香港岛的中环、
湾仔。小轮有一层和两层两种，中环线有两层，湾仔线只有上层。航线共有中环
至尖沙咀：2 港币（下层）、2.5 港币（上层）；北角至红勘：5.5 港币；湾仔至
尖沙咀：2.5 港币；北角至九龙城：5.5 港币；北角至觀塘：5 港币；。除了天星
小轮外，新世界第一渡轮、港九小轮、信德轮船、愉景湾航运服务公司也提供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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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渡轮、飞翔船服务，往返维多利亚港各码头、新界区新市镇以及大屿山的愉
景湾。
电车（叮叮车）：电车自 1904 年开始投入服务，一直只在港岛行走。香港人把
电车唤作“叮叮”。电车行走坚尼地城至筲箕湾，另有支线行走跑马地。电车行走
的速度较慢，但胜在车费便宜（成人 2.3 元，小孩 1.1 元），且在港岛闹市上行
走，可细意欣赏四周的景物和行人，又是另一番乐趣。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