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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期間的道路封閉時間及範圍



• 賽事及周邊活動於2016 年10 月8 及9 日舉行，大
會須於2016 年10 月8 日凌晨1 時至2016 年10 月
10 日晨早6 時（周六、周日重陽節及周一補假期
間）封閉中環新海濱附近的部份道路，包括民光
街、民祥街、民耀街、龍和道的部份路段，以及
耀星街全段。



圖 2.1 活動場地



(A)封閉民光街由其與民耀街迴旋處以西約40米至其以東
的現有上落客區，共约180米，和5號及6號碼頭近出口
位置少部份的海濱上落區。

(D)封閉耀星街全段。

(B) 封閉民耀街由龍和道以南约
40米至民光街迴旋處，共約300
米。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外的一條
路旁北行行車線則保持開放，以
連接民祥街左入的交通，及左出
往金融街。

(C)民祥街由民耀街以西约80米
的中央行車線封閉。東西行的路
旁行車線則保持開放，以連接民
耀街左入及左出的交通。

(E)封閉龍和道由民耀街至添華道以東約60米（即龍
和道隧道），並延伸龍和道東行至龍匯道，西行則
由立法會道至添華道。和在郵政總局之間，連接龍
和道南側的上落客區。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圖 3.1 賽事期間 (2016年10月8日01:00 – 10月10日06:00)

的道路封閉範圍



賽事期間的臨時改道方案



圖 3.2    賽事期間的臨時行車路線

(賽區以西)

二期
II

民吉街



二期
II

介乎民吉街及民輝街之民光街改為雙向行車，車長
越7米以上的車輛(巴士除外)將不可以進入民光街。

兩端增建臨時掉頭處。兩端增建臨時掉頭處。

圖 3.2a 賽事期間的臨時行車路線

-民光街改道方案

民吉街



二期
II

圖 3.2b 賽事期間的臨時行車路線

-中環碼頭巴士總站改道方案

由於巴士總站的民耀街入口
關閉，現時的民光街出口將
臨時改為入口。

興建一條由中環碼頭巴士總
站到民寶街的新通道，以便
巴士離開總站往金融街。

民吉街



二期
II

圖 3.2c 賽事期間的臨時行車路線

-民寶街改道方案

車輛從民寶街須在現有掉頭處
往金融街離開。

民吉街



二期
II

圖 3.2d 賽事期間的臨時行車路線

-民祥街改道方案

民祥街近香港站入口的中央分
隔欄，增建臨時掉頭處，以便
車輛掉頭離開往干諾道中。

東行路旁上落客區須
稍微遷移。

民吉街



二期
II

圖 3.2e 賽事期間的臨時行車路線

-中港道改道方案

信德中心地面的中港道介乎林
士街路口（北行路段）至林士
街路口（南行路段），由現時
單向東行改為單向西行。

民吉街



圖 3.3 賽事期間的臨時行車路線

(賽區以東)

II
二期

現有龍和道路口封閉

從龍匯道西行車輛，如不
往添美道，須在分域碼頭
街前駛上天橋往干諾道中
西行離開



賽事期間的行人通行路線



(IFC II)

II

二期

圖 3.4 賽事期間的行人通行路線



賽事期間的公共交通
上落客安排



• 現有的所有路線服務並不會減少，部分分站/
總站位置會在比賽日須要調整，有關路線亦
會略為改動，以配合改道安排。

• 詳細位置圖容後公佈。

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站安排



• 因應民光街改道，中環6號碼頭旁的專線小巴站
及的士站需要對調。

專線小巴站及的士站安排



臨時過海的士站

臨時的士站

新設
54

新設
22S, 22X

圖例:

現有專線小巴站臨時遷移

賽事期間的臨時專線小巴站

現有的士站臨時遷移

賽事期間的臨時的士站 圖 3.6  賽事期間的專線小巴及的士站

上落客安排

中環碼頭
巴士總站

取消
54

取消
22S, 22X



賽事前後的臨時交通安排



• 為配合比賽和保障賽事人員和觀眾的安全，
大會需要沿賽道的土地及道路安裝及拆除預
製混凝土安全護欄、賽道圍欄、觀眾圍欄及
看台等設施。

• 該等設施的安裝工程將由9 月26 日起陸續進
行，位於行車道路上的工程會在夜間進行，
減少對日間交通的影響。當賽道旁的預製臨
時混凝土安全護欄及賽道圍欄完成後，現時
的行車線將減少一條。

• 大會在賽事後會盡快拆卸有關設施，令行車
線回復原狀。



比賽前 (9月26日 – 10月7日)

• 9 月26 日起會先在對交通影響比較輕微的位置（即介
乎龍和道及郵政總局間之上落客區）進行安裝工程。

• 由9月29日晚起封閉耀星街西行線。耀星街東行線只會
於夜間封閉，日間將保持行車至比賽日以維持交通暢順。

• 由9月30日凌晨起於夜間封閉介乎民耀街及添華道間的
龍和道，日間將保持行車至比賽日以維持交通暢順。

• 交通流量較大的位置將延至比賽前四天開始陸續進行安
裝工程。由10月4日晚起，民耀街南行線將被禁止右轉
往國金二期上落客區。

• 由10月5日晚起，龍和道東行線將被禁止右轉往愛丁堡
廣場南行線。中環7 號及8 號碼頭之上落客區和介乎民
寶街及民光街間之民耀街北行線只會於夜間封閉，日間
將保持行車及保留原有巴士服務和上落客位置。

安裝/拆卸工程安排要點



比賽後 (10月10日 – 10月17日)

• 10 月10日午夜起至晨早6時（大約6小時），將立即於主
要路口進行拆卸工程，以使受交通改道影響的行車路線、
道路轉向和公共交通服務能於10月10日早上回復正常。

• 於10月10日晚上9時恢復進行拆卸工程，10月11日早上所
有道路轉向（耀星街西行除外）回復正常。

• 至於其餘對交通影響相對較小的路段，拆卸工程會分階段
陸續進行，所有工程預計於10月17日完成。

• 所有在道路上的工程盡量在夜間進行，減少影響交通。

安裝/拆卸工程安排要點



全日所涉及的行車改道



龍匯道

(i)封閉介乎龍和道及郵政
總局間之上落客區。
設置日期：26/9 至 7/10
拆卸日期：10/10 至 14/10

(ii)封閉介乎龍和道及民耀
街間之耀星街西行線。
設置日期：29/9 至 7/10
拆卸日期：10/10 至 16/10

(v)龍和道東行被禁止右轉往愛丁堡廣場
南行。
設置日期：5/10 至 7/10
拆卸日期：10/10

(iii)民耀街南行被禁止右轉往國金
二期上落客區，改道經民祥街西
行、民祥街東行及民耀街北行。
設置日期：4/10 至 7/10
拆卸日期：10/10

(iv)民耀街南行被禁止左轉往龍和道東行，
改道經耀星街東行。
設置日期：5/10 至 7/10(晚間除外,見附圖3.8)
拆卸日期： 9/10完成賽事後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圖例:

受影響路線

改道路線

圖 3.7 賽事前後全日所涉及的

行車改道



夜間所涉及的行車改道



(iii)介乎民寶街及民光街間之
民耀街北行封閉，改道經民祥
街西行、干諾道中西行，往民
光街。
影響時間：凌晨1:00至晨早5:30
設置日期：6/10 至 7/10
拆卸日期：11/10

(i)近中環7號及8號碼頭之上落客區封
閉。
影響時間：凌晨1:00至晨早5:30
設置日期：6/10 至 7/10
拆卸日期：11/10 至 12/10

(ii)介乎民耀街及龍和道間的耀星街
東行封閉，改道經民耀街南行，左
轉往龍和道，或改道經民耀街南行、
康樂廣場東行及干諾道中東行。
影響時間：晚上9:00至晨早6:00
設置日期：29/9 至 7/10
拆卸日期：10/10 至 17/10

(v) 介乎民耀街及添華道間的龍和道西行封
閉，改道經干諾道中西行。
影響時間：凌晨00:00至晨早6:00
設置日期：30/9 至 2/10
拆卸日期： 9/10 完成賽事後

(iv) 介乎民耀街及添華道間的龍和道東行
封閉，改道經民耀街南行、康樂廣場東行
及干諾道中東行。
影響時間：凌晨00:00至晨早6:00
設置日期：3/10 至 4/10
拆卸日期：9/10 完成賽事後

3/10 - 7/10
期間的改道路線

29/9 - 2/10及
10/10 - 17/10
期間的改道路線

改道路線

圖例:

受影響路線

圖 3.8 賽事前後晚間所涉及的

行車改道

分域碼頭街



所涉及的行人路改道



• 現時行人過路線及行人天橋將不受影響，部
份行人路將會臨時封閉或縮窄至不少於1.5 
米。



圖 3.9 賽事日前後受影響的臨時行人改道安排

LEGEND:
圖例:

SETUP AREA
設置區

FOOTPATH CLOSED
行人路封閉

MIN. 1.5m FOOTPATH 
最少1.5米的行人路

(IFC II)

行人路封閉日期:

26/9-14/10

行人路封閉日期:

26/9-14/10



入場人士通道安排



• 賽事3個觀眾入口分別設於中環9號碼頭、愛
丁堡廣場及添馬公園附近。

• 大會建議入場人士乘搭公共運輸服務前往比
賽場地：港鐵、巴士、渡海小輪。

• 比賽現場不設停車場服務。

• 大會在賽事期間將安排約200名活動大使在
賽事場地附近協助市民，指示前往比賽場地
的路線。



E1

觀眾入口1

E2

觀眾入口2

E3

觀眾入口3

圖 4.1 觀眾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