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从 2018年 9月 30日（星期日）起 

北岸的公交车线路将发生变化 

 

 



封底 

 

那些地区受到影响？ 
 

 
 

Hibiscus Coast 和Warkworth 公交网络也要发生变化。  

 

请访问 AT.govt.nz/newnetworknorth 获取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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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你已经准备好了 
 

从 9 月 30 日（星期日）起北岸将有一个新的公交网络 

 

 新开线路 

 新线路号 



 新的公交车时刻表 

 

第 1 步：手册里有一幅新的公交网络图，用它可以找到新的公交线路。 

 

第 2 步：使用我们的在线行程计划功能或纸版时刻表来查看您公交车的运行时间。 

 

第 3 步：查看您公交车站上的标志和告示。 

 

使用我们的在线行程计划 
 

从 9 月 9 日起，您可使用我们的在线行程计划功能查看您新的公共交通选择。进入 

AT.govt.nz/journeyplanner 输入从 9 月 30 日起的一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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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来帮助您的 
 

欢迎来参加这些活动了解情况。 

 

位置 日期 时间 

Northcote 图书馆 9 月 13 日星期四 上午 10 点 – 下午 1 点 

Browns Bay 早市 9 月 16 日星期天 上午 6 点 – 中午 12 点 

Glenfield 商店 – 靠近

Kaipātiki 路的 Glenfield 路

上的公交站点 

9 月 19 日星期三 上午 10 点 – 下午 1 点 

Albany 公交车总站 9 月 20 日星期四 下午 3 点 – 晚上 7 点 

Takapuna 早市 9 月 23 日星期天 上午 6 点 – 中午 12 点 

 

此外，奥克兰交通局代表将会在新的公交网络推出前的一周里，前往繁忙的公交站点

和公交车专用道车站。 

 

获取更多信息 
 

 请访问 AT.govt.nz/newnetworknorth 



 给我们打电话：(09) 366 6400 

 请来参加一次“新公交网络信息会” 

 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了解奥克兰交通局，可输入@AKLTransport 获取最新更

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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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北岸意味着什么？ 
 

北岸将会受益于一个更简单、更整合的公共交通网络。 

 

北部公交车专用道线路： 

 

<NX1> 开往 Britomart (Lower Albert St) 

<NX2> 经过 Wellesley St，开往市区大学 

<866> 开往 Ponsonby Rd、Karangahape Rd、奥克兰市医院和 Newmarket (周一至周五) 

 

新的、班次更频繁公交线路至少每隔 15分钟发车，早 7点至晚 7点，一周 7 天运行： 

 

<82> 经过 Wellesley St，在 Milford、Takapuna 和市区 (Mayoral Dr) 之间行驶 

<83> 在梅西大学、Albany、Browns Bay、Mairangi 湾、Constellation 站、Smales Farm 站和

Takapuna 之间行驶 

<95> 在 Glenfield、Onewa Rd 和 Britomart (Lower Albert St) 之间行驶 

<97> 在 Beach Haven、Onewa Rd 和 Britomart (Lower Albert St) 之间行驶 

 

开往当地目的地的新改进线路： 

 

 从凌晨到深夜都有去北岸医院的线路 

 在发展中地区的公交线路—— Long Bay、Schnapper Rock、Corinthian Dr 

 在 Devonport 和北部公交车专用道之间的连接 

 经过 Kaipātiki Rd 在 Beach Haven 和 Glenfield 商店之间的连接  

 

不是所有区域都有直达市中心的线路 

 



会有更多频繁的、直达的线路开到北部公交车专用道，从那儿您可换乘开往市中心的

频繁线路。  

在一天的所有时间，包括夜间和周末，将会有更多的公交线路。 

 

奥克兰交通局校车从第 4 学期开始变更 

 

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AT.govt.nz/northschoolbus。奥克兰交通局将向各学校提供详细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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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改变北岸的公交车网络 
 

为什么公交车网络出现变化? 
 

我们以前的公交网络试图在所有地方都提供直达公交线路，大多是低频运转，导致了

复杂的公交网络系统。见模式 1  

 

 
 

由于奥克兰的人口不断增长，市中心适合公交车的空间依然有限，如果我们要保持 

奥克兰交通顺利运转，奥克兰交通局就需要对公交网络做出一些大胆的改变。  

 

我们已设计了更为简单的公交网络，通车线路减少，但运行频率更高，连接效果更

好。这将会使公共交通吸引更多的人选择更多类型的出行。见模式 2  

 



 
 

这些变化是整个奥克兰的新公交网络规划的一部分 AT.govt.nz/newnetwork。 

 

主要好处 
 

简单—— 简单、容易理解的公交车网络，特别是对新的和不常乘车的乘客来说更是 

如此 

 

频繁度—— 更多公交车，更高频次，一周 7 天运行，给您更大的灵活性 

 

连接性—— 公交线路之间更好的连接，改进了去往更多目的地的途径 

 

新公交网络结构 
 

您的新公交车网络由三种服务构成。 

 

频繁公交线路至少每隔 15 分钟发车，早 7点至晚 7 点，一周 7天运行。在这些时间段

以外，公交线路会以较低频率发车。这些线路在公交网络图上以粗线条标出，有两位

数的线路号码，如<82>。 

 

衔接性质的公交线路通常至少每隔 30 分钟发车早 7 点至晚 7点，一周 7天运行。这些

线路在高峰期会增加车次。它们有三位数的线路号码，如 <861>。  

 

地方公交线路通常发车频率较低。它们也有三位数的线路号码，如 <806>。  

 



此外，有四条线路仅在乘客需求最大的高峰期时间段运行： <802> <842> <890> 

<939>。 

 

使用奥克兰交通局的 HOP卡，转车不会多花您 

一分钱 
 

现在您也许需要转车完成某些行程。  

 

奥克兰交通局对除 SkyBus 之外的所有公交车和火车服务都使用根据区段计费的系统。

这意味着您前往您想要去的地方会更方便也更经济，特别是当您从一种公交服务换乘

另外一种的时候。  

 

当使用奥克兰交通局的 HOP 卡支付车费的时候，您的车费是把整个行程放在一起算

的，这可以包括在四个小时内乘坐多达五次公交车或火车，在各次之间的转乘时间不

超过 30 分钟。这样算下来要比每次乘车单独买票便宜得多。  

 

获取更多有关奥克兰交通局根据区段计费结构的信息，请访问 AT.govt.nz/fares 

 

获取更多有关奥克兰交通局 HOP 卡的信息，请访问 AT.govt.nz/athop 

获取奥克兰交通局 HOP 卡的使用规定，可浏览 AT.govt.nz/athopterms 

 

谁将会受到影响？ 
 

目前在乘坐北岸公交车的许多人会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在某些区域，这些变化仅限

于线路号码和时间表的变更。  

 

在北岸的其他区域，这些变化更为显著。会出现全新的公交线路，更高频次的公交

车，以及新的公交车站。一些现有的公交车站将会关闭。  

 

可参阅这本手册中的线路图和 ‘您所在地区发生的变化’ 一节，了解更多有关您邻里新

公交网络的情况。 

 

我们是怎样提出新公交网络的？ 
 



北岸的新公交网络是借助您的帮助而设计的。2015 年六月和七月进行了公众咨询。我

们收到了 2,279 条个人意见反馈，这些都为公交网络设计做出了贡献，另外还考虑了

预算和实际操作性等因素。  

 

依据反馈结果，我们： 

 改变了 40 条提议线路中的 21 条 

 增加了三条线路 

 取消了一条提议的线路 

 改变了 15 条提议线路的运行时间或频率  

 

我们也对北岸特定区域的发展情况予以考虑。  

 

如欲阅读意见咨询简述和决策报告，请访问 AT.govt.nz/newnetworknorth. 

 
 
 
 
 
 
 
 
 
 
 
 
 
 
 
 
 
 
 
 
 
 
 
 
 
 
 
 
 



第 5 页 

 

市区连接 
 

 
 

Constellation 公交总站 
 

新公交网络开始运行时，比现在更多的公交车将会使用 Constellation 站，更多人将会

在此站转车。  

 

2 号站台正在临时扩建以容纳更多的公交车，并给您留出更多安全上下公交车的空间。

这项工作计划在新公交车网络运行前完成。  

 



在未来几年里，作为 ‘北部走廊’ 改进工程的一部分，2 号站台临时扩建部分将会永久

使用，在公交车专用道的另一边将会建造一个新的北向站台。北向和南向站台将会由

一座行人天桥连接起来，就像在 Smales Farm 和 Akoranga 车站的情形。 

 

新的北部公交车专用道线路 
 

北岸快线将继续成为北岸公交网络的主干力量，在北部公交车专用道车站和市中心之

间提供频繁的连接，同时，我们在进行一些令人兴奋的补充。  

 

三条北岸公交车专用道线路将提供北岸与市中心主要区域之间的连接。 

 
Britomart 
 

目前运行的北部快车将会有新的线路号码。  

 

<NX1> 将经过所有北部公交车专用道车站，连接 Hibiscus Coast 站、Albany 站和

Britomart (Lower Albert St) 。  

 

Albany 站公交车在高峰期至少每隔 5 分钟发车，其他时间段至少每隔 10 - 15 分钟发

车，一直到午夜。  

 

Hibiscus Coast 站公交车在高峰期至少每隔 5 - 10 分钟发车，其他时间段每隔 30 分钟发

车，一直到夜间 11 点。 

 

Wellesley St，大学 

 

<NX2> 将经过所有北部公交车专用道车站和Wellesley St，连接 Albany 站和市区的大

学。  

 

公交车在高峰期至少每隔 5 分钟发车，其他时间段每隔 10 - 15 分钟发车。 

 

Ponsonby、Karangahape Rd、奥克兰城市医院、Newmarket 

 

<866> 将经过所有北部公交车专用道车站、Ponsonby Rd、Karangahape Rd 和奥克兰城市

医院，连接 Albany 站和 Newmarket。  

 

周一至周五，公交车在高峰期至少每隔 10 分钟发车，其他时间段每隔 30 分钟发车。 



转车 
 

北岸的一些区域将不再有直接开往市中心的公交线路。您也许得转车完成您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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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port 轮渡连接 
 

新的公交车网络将会使 Devonport 轮渡的用户受益。公交车的发车时间表安排了对接渡

轮，使您可在最短的等候时间里顺利换乘渡轮。 

 

<814> 在 Devonport 轮渡码头、Takapuna 和 Akoranga 站之间行驶。一周 7 天，公交车将

会对接所有来自市中心的定点到达的渡轮，包括周五和周六夜间的夜航。  

 

<806> 在 Devonport 轮渡码头和 Stanley Point 之间行驶。一周 7 天，公交车将会对接一

些来自市中心的定点到达的渡轮。请参阅时间表获取详情。  

 

<807> 在 Devonport 轮渡码头和 Cheltenham 之间行驶。一周 7 天，公交车将会对接一些

来自市中心的定点到达的渡轮。请参阅时间表获取详情。 

 

北部公交车专用道扩建 
 

奥克兰交通局和新西兰交通局正在通力合作扩建从 Constellation 站到 Albany 总站的北

部公交车专用道，这是北部走廊改进工程的一部分。这将减少公交车乘客的行程时

间，提高公交线路服务的可靠性。  

 

新建一个名叫“Rosedale 站”的公交车站计划也在进行中，在该站上您能够在北部公

交车专用道上的线路和地方公交线路之间进行转车。该站将位于 Arrenway Dr 上，站台

横跨 Rosedale Rd。行人通道将经过 Rosedale Rd 和 Arrenway Dr。  

 

在该站开通前（目前计划 2021/22 年开通），奥克兰交通局将复查这个地区的公交车

路线以确保我们的公交网络充分利用这个新建车站。这次复查将包括一次公众咨询。  

 

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AT.govt.nz。 

 



夜班公交车 
 

夜班公交车只在周五和周六夜间的午夜之后运行，不包括圣诞节和耶稣受难节。正常

收费。  

 

<NX1> 继续在 Britomart (Lower Albert St) 和 Albany 站之间双向运行，午夜至凌晨 3 点每

隔 30 分钟发车。  

 

其他现有夜班车将被以下公交线路取代。每条新增线路午夜后将发四班车。请参阅时间

表或访问 AT.govt.nz/nightbus 获取详情。  

 

<82> 市区 (Mayoral Dr)、Wellesley St、Takapuna、Milford、Beach Rd、Browns Bay  

这条夜班车线路仅单向运行。这条线路日间不在 Beach Rd 或 Browns Bay 上运行。  

 

<941> Smales Farm站、Glenfield、Beach Haven  

离开 Beach Haven 后，公交车继续开往 Highbury 和 Takapuna。  

从市中心乘车的乘客应搭乘 NX1 并在 Smales Farm 站转车。 

 

<942> Takapuna、Akoranga 站、Northcote、Highbury、Beach Haven  

离开 Beach Haven 后，公交车继续开往 Glenfield 和 Smales Farm 站。  

从市中心乘车的乘客应搭乘 NX1 并在 Akoranga 站转车。 

 

北岸医院 
 

病人、访客和工作人员都将从改进的开往北岸医院的公交线路服务中受益。北岸医院将

与以下线路有直达连接： 

 

 Beach Haven <941> 

 East Coast Bays <856> 

 Glenfield <941> 

 Milford <845> 和 <856> 

 Northcote <928> 

 Smales Farm 站 <845> <856> <928> 和 <941> 

 Takapuna <845> <856> 和 <941> 

 

这些线路的所有行程，包括凌晨和深夜的行程，都将途经该医院。 



奥克兰市立医院 
 

周一至周五将有两条线路连接北岸和奥克兰市立医院。使用我们的在线行程计划功能

可查到您周末的出行选择。  

 

<866> 从 Albany 站出发，经过北部公交车专用道，在车道上所有站点都有停靠。公交

车在高峰期至少每隔 10 分钟发车，其他时间段每隔 30 分钟发车。  

 

<966> 从 Highbury 出发（高峰期也在 Beach Haven 运行）。公交车在高峰期每隔 15 分

钟发车，其他时间段每隔一小时发车。  

 

两条线路都途经 Ponsonby Rd 和 Karangahape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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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地区发生的变化 
 

这些页面概述了新公交网络在每个地区的重点。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络图和相关

的时间表。 

 
East Coast Bays 
 

 East Coast Bays 将不再有直达市区的公交线路。在 East Coast Bays 和北部公交车

专用道之间会有更多频繁的和直达的线路，在这条专用道上您可转乘开往市区

的频繁线路。  

 Mairangi Bay、Murrays Bay、Rothesay Bay 和 Browns Bay 将会有开往 Albany 和

Constellation 站<83>的频繁线路连接。这条线路也将提供去往梅西大学和 

Takapuna 的频繁连接。  

 仍将有一条主要沿着 Beach Rd 在 Torbay 和 Takapuna 之间行驶的线路<856>。这

条线路将连接到北岸医院 。 

 如您住在 Torbay, 请搭乘 <856> 或 <861> 前往 Albany 站 。 

 Long Bay 不断增长的居民区将会受益于途经 Glamorgan Dr 开往 Albany 的线路 

<861>。 

 Browns Bay 将增加一条沿着 Oaktree Ave 行驶开往 Albany 站的连线 <865>。 



 <878> 将提供 Browns Bay、Weatherly Rd、Glamorgan Dr、East Coast Rd 和

Constellation 站之间的连接 。 

 如您住在 Campbells Bay，您将能够乘车经过 Aberdeen Rd 前往 Sunnynook 站

<907>。 
 
Devonport Peninsula 
 

 Devonport Peninsula 将有开往北部公交车专用道的公交线路。从 Bayswater 码头

搭乘 <801> ，或从 Devonport 轮渡码头搭乘<814> 驶往 Akoranga 站。 

 在高峰期，您将能够搭乘 <802> 途经 Wellesley St 行驶在 Bayswater 和市区 。

(Mayoral Dr) 之间。在其他时间段，搭乘 <801> 到 Takapuna，然后转乘频繁线路 

<82>。 

 在 Devonport 轮渡码头和 Stanley Point 之间<806> 以及和 Cheltenham 之间 <807> 

的公交线路，将一周 7 天运行，并将对接一些来自市中心定时到达的渡轮 。 

 <814> 开往 Takapuna 和 Akoranga 站， 将对接每一艘来自市中心定时到达

Devonport 轮渡码头的渡轮，包括周五和周六夜间的夜航。 

 

Forrest Hill、Milford和 Sunnynook 

 

 <82> 是一条途经 Wellesley St，在Milford、Takapuna 和市区 (Mayoral Dr) 之间行

驶的频繁线路。  

 Crown Hill 的居民将可以在高峰期在 Smales Farm 站搭乘 <842>。 

 仍将有一条沿着 Beach Rd 行驶从Milford 到 Torbay 的公交线路 <856>。这条线路

将连接到 Smales Farm 站、北岸医院和 Takapuna。 

 往返于 Sunnynook 和市区之间，可搭乘 <843> 或 <871> 前往 Constellation 站，

或者搭乘 <907> 前往 Sunnynook 站，然后转乘频繁公交线路。  

 往返于 Forrest Hill 和市区之间，可搭乘 <871> 沿着 Forrest Hill Rd 前往 Smales 

Farm 站，然后转乘频繁公交线路。在 Forrest Hill 和市区之间将没有直达公交线

路。 

 
Takapuna 
 

 <82> 是一条途经 Wellesley St 驶往市区 (Mayoral Dr) 的频繁线路。 如前往 

Britomart，需在 Victoria Park 转乘 <NX1> 。或者，您也可搭乘 <801> <814> <843> 

<942> 前往 Akoranga 站，在该站转乘 <NX1>。 

 <82> <843> 将提供途经 Hurstmere Rd 驶往 Milford 商店的频繁线路。 



 途经北部公交车专用道 (Smales Farm、Sunnynook 和 Constellation 站) 驶往 

Mairangi Bay 和 Browns Bay 的繁忙公交线路<83>。 

 两条公交线路将连接 Takapuna 和 Devonport Peninsula：<801> 开往 Bayswater 码

头；<814> 开往 Devonport 轮渡码头。  

 从凌晨至深夜，将有更多开往北岸医院的公交线路 <845> <856> <941>。  

 如您想参观 East Coast Bays，<856> 将主要途经 Beach Rd，一路驶往 Torbay。  

 新增线路 <941> 将使往返于 Takapuna、Glenfield 商店和 Beach Haven 之间的行程

更为便捷。  

 <942> 将在 Takapuna、Akoranga 站、奥克兰理工大学北院、Northcote 商店、

Highbury 和 Beach Haven 之间提供连线。 

 

Beach Haven、Birkdale和 Birkenhead 

 

 一周 7 天，Onewa Rd 现在将会有非常频繁的公交线路开往市区。  

 Beach Haven 开往 Britomart 的公交线路将重新编号。<97B> 取代 974；<97R> 取

代 973。公交车仍将每隔 30 分钟双向绕行 Beach Haven 环岛。从 Verrans Corner

开始，这些线路汇合一起提供了驶往 Britomart (Lower Albert St)的频繁公交线

路。 

 在 Birkenhead 码头和 Highbury 之间仍将有一条公交线路 <917>。然后，这条线

路经过 Albany Highway 继续驶往 Glenfield 和 Albany。   

 周一至周五，从 Chatswood 驶往奥克兰大学 (途经 Customs St) 的线路 <931> 和

途经 Verbena Rd 驶往 Beach Haven 码头的线路 <933> 都将每小时发车，全天运

行，高峰期每隔 15 分钟发车。  

 新增线路 <941> 将途经 Kaipātiki Rd 连接 Beach Haven 和 Glenfield 商店，然后驶

往北岸医院、Smales Farm 站和 Takapuna。  

 <942> 将连接 Beach Haven、Northcote、奥克兰理工大学北院、Akoranga 站和

Takapuna。  

 如您想去 Ponsonby、奥克兰城市医院和 Newmarket，就从 Highbury 搭乘<966> 

(周一至周五)。在高峰期，这条线路也开往 Beach Have。n 

 

Albany、Rosedale和 Pinehill 

 

 <83> 将在 Albany 与 Browns Bay、Rothesay Bay、Murrays Bay 和Mairangi Bay 之间

频繁连接。 



 在 Albany 站、Albany 购物中心和梅西大学之间将会有频繁的线路连接 <83> 

<861> <917> <986> 。 

 将会新增途经 Glamorgan Dr 在 Albany 站和 Long Bay 之间运行的线路 <861>，和

途经 Oaktree Ave 在 Albany 站和 Browns Bay 之间运行的线路 <865>。 

 Schnapper Rock 将会新增连接 Constellation 站的线路 <883>。 

 Rosedale 和 North Harbour 工业区将会更好地与 Constellation 站连接，主要是通

过两条环形线路 <884> <885> (仅周一至周五运行) 、途经 Bush Rd 的 <861> 和途

经 Apollo Dr 的 <889>。 

 在高峰期，新增线路 <890> 将连接 Corinthian Dr 和 Albany 公交总站。 

 <917> 将沿着 Albany Highway 一路行驶，一直开到 Glenfield, 然后开往 Highbury

和 Birkenhead 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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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cote和 Hillcrest 

 

 在 Northcote 和 Hillcrest 以及市区 (Mayoral Dr) 之间将有两条途经 Wellesley St 的

公交线路。早高峰之后的和周末开往市区的公交车，以及所有开离市区的公交

车都将使用 Exmouth Rd 和 Sylvan Ave <923>。早高峰期间，开往市区的公交车将

绕开地方交通拥堵，使用 Lake Rd 和 Onewa Rd 上的快速车道 <924>。 

 Hillcrest 的西部仍将连接 Glenfield 商店、Northcote 和 Akoranga 站 <926>。 

 Northcote 居民将有一个连接 Akoranga 站的线路 <942>。 

 将有一条途经 Lake Rd 连接 Northcote Point、北岸医院和 Smales Farm 站的线路 

<928>。 
 

Greenhithe、Unsworth Heights和 Totara Vale 

 

• 出行去市区，可搭乘 <95C> <120> <901> <906> <907> 前往北部公交车专用道，

然后转乘开往市区的频繁线路。 

• <95C> 将沿着 Sunset Rd 和 Glenfield Rd 行驶至 Glenfield 商店和 Onewa Rd。  

• <120> 公交线没有变化。如您住在 Greenhithe，您仍可使用这条线路前往

Constellation 站，或者途经 Westgate 前往 Henderson。 

• <917> 将会沿着 Albany Highway 开往 Albany 并且沿着 Glenfield Rd 开往

Highbury。 
 
 



Glenfield、Windy Ridge和 Bayview 

 

• 从 Bayview 发车的 <95B> 和从 Constellation 站发车的 <95C> 将在Manuka Rd 汇

合一起提供途经 Glenfield Rd 和 Onewa Rd 开往 Britomart (Lower Albert St) 的频繁

线路。  

• Glenfield 将有开往 Wairau Valley 的连接线路。 <901> 将途经 Wairau Rd 行驶，

<906> 将在 Diana Dr 上行驶。  

• Windy Ridge 将有驶往 Smales Farm 站的更为直接的连接线路 <906>，还将有途

经 Customs St 驶往奥克兰大学的高峰期行驶线路 <939> 。 

• Glenfield 居民将能够搭乘 <917> 沿着 Albany Highway 开往 Albany。  

• 一条新增线路将途经 Kaipātiki Rd 连接 Glenfield 和 Beach Haven，然后经过

Chivalry Rd 驶往北岸医院 <941>。这条线路也可用于前往 Smales Farm 站和

Takapuna 的行程。 

 

您将选择那一条北部公交车专用道上的线路？ 
 

  
Britomart (Lower Albert St) 
 

 

Wellesley St、市区的大学 

 

 

Ponsonby Rd、Karangahape Rd、奥克兰市医院、Newmarket (周一至周五) 

 

 



新的公交车时刻表 
 

新的公交车时刻表可以： 

• 从以下网站下载 AT.govt.nz/timetables 

• 从奥克兰交通局客服中心处获取 (Albany、Constellation 站、Smales Farm 站和 

Britomart)  

• 打电话索取：(09) 366 6400  

• 电子邮件索取：timetables@AT.govt.nz 

 

 
 

北岸，请做好准备 

 

新的公交线路、新的站点和司机，这些都意味着将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使所有的人习

惯这一新的公交网络。 

 

在新网络运行的第一周，奥克兰交通局代表将会在公交车专用道车站和繁忙的公交站

点上给予您帮助。  

 

在最初的几天，为确保您可以到达想去之处，我们建议您： 

• 考虑通过搭乘比平时早一班的公交车给自己预留出额外时间  

• 提前 10 分钟到达您乘车的公交站点  

• 使用奥克兰交通局移动电话应用软件创建并储存行程，追踪您所乘公交车的实

时运行情况，并接收奥克兰交通局发出的有关公交服务受阻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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