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角海逸酒店 - 交通資訊 

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資料於 2017 年 11 月更新，下載於 Harbour-plaza.com 

有關酒店最新資訊及詳情，請向酒店禮賓部查詢 

往返香港國際機場及酒店建議交通方法 

(正常交通情況下車程大約 45 分鐘) 
 

酒店專車 ︰ 每程港幣$680 (06:00 – 23:59) 

每程港幣$830 (24:00 – 05:59) 

 

機場穿梭巴士 ︰ 每位每程港幣$150 
 

由機場到酒店 

首班車︰07:00       尾班車︰23:00 (班次︰每 30 分鐘開出一班) 
 

由酒店到機場 

首班車︰05:20       尾班車︰21:20 (班次︰每 60 分鐘開出一班) 
 
(請見頁尾海逸國際酒店集團機場接待櫃台位置及機場穿梭巴士時間表) 

 

機場快線 ︰ 每位每程港幣$100 

詳情請瀏覽 www.mtr.com.hk 
 

由香港站到酒店 

方法 I  : 乘搭免費機場快綫穿梭巴士 - 路線 H4 

         

方法 II : 乘搭計程車 (大約港幣$65 - $75) 
 
 

由酒店到香港站 

方法 I  : 乘搭免費機場快綫穿梭巴士 - 路線 H4 

       

方法 II : 乘搭計程車 (大約港幣$65 - $75) 
 
 

A12 城巴機場快線 ︰ 每位每程港幣$45 

詳情請登入 www.nwstbus.com.hk 按“輸入路線” 鍵後輸入 A12 查詢 
 

由機場到酒店 

車站 : 模範邨，英皇道站 (酒店正門下車) 
 

由酒店到機場 

車站 : 模範邨，英皇道站 

(酒店對面，橫過馬路，Market Place by Jasons 外上車) 

 
 

 

 

 

 

http://www.mtr.com.hk/
http://www.nwstbu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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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通工具環遊香港 
 

港鐵站 ︰ 由酒店步行一分鐘即達港鐵鰂魚涌站 C 出口 

   

巴士站 ︰ 由酒店步行一分鐘即達模範邨英皇道巴士站 

   

電車站 ︰ 由酒店步行一分鐘即達渣華道電車站 

   

酒店穿梭巴士* : 

 

路線 

 每日 

 

由酒店開出 

07:30# 08:00# 08:30 09:00 09:30 10:30# 11:00 

12:30 13: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30 17:00# 17:30 18:00# 18:30# 19:00 19:30 

#此班次不停濠豐大廈 
 
 
 
由太古城中心二期開出 

07:45 08:15 08:45 09:15 09:45 10:45 11:15 

12:45 13:15 13:45 14:15 14:45 15:15 15:45 

16:45 17:15 17:45 18:15 18:45 19:15 19:45 
 

 

酒店 

太古坊 

濠豐大廈 

港島東中心 

英皇道 
1067 號 

太古城 
中心二期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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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交通樞紐 
 

往返酒店 時間 交通工具 

鰂魚涌港鐵站 C 出口 1 分鐘 步行 

A12 城巴機場快線 (模範邨，英皇道) 1 分鐘 步行 

巴士站 (模範邨，英皇道) 1 分鐘 步行 

電車站 (渣華道) 1 分鐘 步行 

太古坊 3 分鐘 酒店穿梭巴士 

太古城購物中心 5 分鐘 酒店穿梭巴士 

北角渡輪碼頭 10 分鐘 步行 

銅鑼灣購物中心 10 分鐘 港鐵 / 的士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2 分鐘 
港鐵 / 的士 /  

酒店穿梭巴士 - 指定展覽期間 

中環 15 分鐘 港鐵 / 的士 

機場快線香港站 15 分鐘 
港鐵 / 的士 /  

機場快綫穿梭巴士 - 路線 H4 

海洋公園 / 淺水灣 / 赤柱市場 20 分鐘 的士 

觀塘及將軍澳 20 分鐘 港鐵 / 的士 

香港國際機場 45 分鐘 
機場快線 / 的士 /  

A12城巴機場快綫 

香港迪士尼公園 45 分鐘 港鐵 / 的士 

亞洲國際博覽館 47 分鐘 機場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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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穿梭巴士 

 

 

 

 

 

 

 

 

 

 

 

 

 

 

機場穿梭巴士時間表 

由 機場 至 酒店  由 酒店 至 機場 

出發時間  出發時間 

請預先提供乘客姓名、日期及抵港班機以作安排  請於出發前三小時預訂 

07:00 10:00 13:00 16:00 19:00 22:00 
 

05:20 11:20 17:20 
 

07:30 10:30 13:30 16:30 19:30 22:30 
 

06:20 12:20 18:20 
 

08:00 11:00 14:00 17:00 20:00 23:00 
 

07:20 13:20 19:20 
 

08:30 11:30 14:30 17:30 20:30  
 

08:20 14:20 20:20 
 

09:00 12:00 15:00 18:00 21:00  
 

09:20 15:20 21:20 
 

09:30 12:30 15:30 18:30 21:30  
 

10:20 16:20  
 

機場穿梭巴士服務點 ( 機場 ) :  機場穿梭巴士服務點 ( 酒店 ) : 

酒店機場接待櫃檯 – B05a 或  北角海逸酒店二樓禮賓部 

機場穿梭巴士服務櫃檯 – B01  * 請向禮賓部訂座 * 

香港國際機場五樓抵港大堂   
 

* 每位乘客可攜帶 2 件標準行李及 2 件手提行李 (每件附加行李須收取港幣 50 元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