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如何網上購票

網上預訂服務讓您可即時查詢票價及班次，然後直接預訂及確認車票，您亦可在網上查

詢您的訂單及更改行程，方便快捷。

1. 網上購票

步驟一: 查詢車次

· 於「購票查詢」功能使用「以站名查詢」，會列出所需的所有班次資料。

1. 查詢車次 2. 選擇車次 3. 車票資訊 4.實名驗證
5. 實名車票

信息
6. 付款 7. 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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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步驟

*小童票只適用於未滿 18 歲及身高 1.2-1.5 米的旅客。

先選擇單程或往返

輸入出發站及到達站

(其一必須為香港西九龍站)

選擇出發日期

(車票預售期一般為 30 天)

可選擇輸入乘車的時間範圍

輸入購票數量

(每次最多可購買 8 張，小童票必須與成人票一同購買)

輸入驗證碼

按購票查詢

可選擇填寫車次

(如不知道車次，此欄一可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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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選擇車次

1. 選擇單程

1. 查詢車次 2. 選擇車次 3. 車票資訊 4.實名驗證
5. 實名車票

信息
6. 付款 7. 交易完成

查看車次資料

· 點擊選擇車次的「+」號會顯示不同車廂等級的成人票價，

小童票價會於選擇了所乘車次後顯示

· 點撃個別車次號碼會顯示此車次途經車站、到站及開車時間

按右邊的綠色按鈕選擇所乘車次及車廂等級

顯示符合要求之車次資料

(不會顯示已售罄或已超過網上購票截止時間的車次，網上購票截止時間為開車前 1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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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往返車程

若購買往返車票，請先選擇去程車次，確認車次後按指示再選擇回程日

期，之後再選擇所需車次及車廂等級。注意往返車票的回程出發站及到達

站必須與去程的相反，去程和回程車票數量及旅客名單必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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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查看車票資訊

· 查看車次票價、車廂等級等車票資訊，並覆核車次及車票數量資料，然後按

繼續以進行購票。

· 若同時買了小童票，亦會於車票列表內顯示小童票的車費。

1. 查詢車次 2. 選擇車次 3. 車票資訊 4.實名驗證
5. 實名車票

信息
6. 付款 7. 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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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實名驗證

1. [單程]

1. 查詢車次 2. 選擇車次 3. 車票資訊 4.實名驗證
5. 實名車票

信息
6. 付款 7. 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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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身份證明文件:

·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回鄉證)

·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

· 中華人民共和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 按規定可使用的有效護照

*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需要輸入中文姓名外，其他證件請輸入英文姓名。姓名欄

只可輸入首 10 個中文字(連空格)或首 20 個英文字母(連空格)，若姓名超過字數限制，只

需輸入頭 20 個字母。

輸入姓名*及證件號碼

完成輸入所有資料後，剔選同意收集個人資

料聲明方格

(請必須確保所有資料正確，隨後之步驟中將不能進行

更改。)

選擇證件類型#

按核驗資料

資料通過，按繼續進行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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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往返程]

· 若是往返車票，於去程輸入資料會自動複製至下方回程部份。

3. 有成人及小童票的訂單

· 小童票必須跟其中一名成人票掛鈎。

· 旅客名單資料一開始會只顯示成人票，您必須於欲掛鈎小童的成人票按「+」
號加入隨行小童人數，才會顯示小童旅客名單資料欄。

· 小童票會自動選擇使用跟其掛鈎的成人證件。如欲使用小童證件，請剔選

「使用小童證件」方格，然後填寫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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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實名車票信息

· 如需購票後查詢訂單*、更改訂單*或於售票機取票*，必須建立取票密碼。

· 您可選擇填寫或不填寫所有或部份附加信息。

* 須同時提供訂單編號

1. 查詢車次 2. 選擇車次 3. 車票資訊 4.實名驗證
5. 實名車票

信息
6. 付款 7. 交易完成

建立密碼， 作為購票後查詢訂單、 更改訂單或於售票機

取票之用

輸入電郵地址以接收購票後之訂單確認通知

輸入手機號碼以收到所訂購之車次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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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付款

1. 查詢車次 2. 選擇車次 3. 車票資訊 4.實名驗證
5. 實名車票

信息
6. 付款 7. 交易完成

確認所有訂單資料

剔選同意網上購票條款及條件方格

付款

跳轉至第三方支付平台

選擇付款方式*及輸入所需的付款資料

*請預備您的 VISA、萬士達卡或銀聯在綫支付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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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交易完成

· 交易完成後，請記下訂單編號以作查詢訂單、改票或取票之用。

· 您可選擇列印訂單。若您有提供電郵地址，您將會收到訂單的電郵確認。

溫馨提示：

1. 毎日晚上 11 時 30 分至翌日上午 6 時系統更新期間，只提供查詢車票服

務。

2. 高速鐵路的車票以人民幣定價，港元票價會按匯率變動而每月調整，並於

每月首日公佈。以港元發售的車票，票價將為購票當月的有效執行票價，

可能與乘車當日的票價不同。於本網站售賣的車票，則以交易日的港元票

價發售。

3. 車票必須於開車前 30 分鐘於香港西九龍站領取。

1. 查詢車次 2. 選擇車次 3. 車票資訊 4.實名驗證
5. 實名車票

信息
6. 付款 7. 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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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上查詢訂單

· 於網上購買車票時有建立密碼便可於本網站查詢您的訂單。

步驟一: 前往訂單查詢頁面

· 選擇「訂單查詢」

1. 前往訂單查詢頁面 2. 輸入訂單資料 3. 查看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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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輸入訂單資料

· 輸入訂單編號、驗證碼，以及於購買車票時設定的取票密碼，然後按「提

交」，訂單資料會於頁面下方顯示，請使用滾動棒向下移動閱讀。

步驟三:  查看訂單 

· 如往返車票的訂單已被更改，改票後再查詢訂單，車票將不會分類標示為

去程及回程。

1. 前往訂單查詢頁面 2. 輸入訂單資料 3. 查看訂單

1. 前往訂單查詢頁面 2. 輸入訂單資料 3. 查看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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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上改票

· 於網上購票時有設定密碼便可於本網站更改您的訂單。

步驟一: 前往改票頁面

· 選擇「改票」

· 輸入訂單編號、驗證碼，以及於購買車票時有設定的取票密碼，然後按

「提交」。

· 車票可以更改一次，一經更改，不能退票。

1. 前往改票
頁面

2. 選擇需要
更改之車票

3.重選車次
4. 檢查改票

內容
5. 確認 6. 改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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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選擇需要更改之車票

· 訂單資料於網頁下方顯示，請選擇需要更改之車票。

Ø 可以選擇更改全部或部份車票。

Ø 往返車程的去程及回程車票要分開更改。

Ø 只可以更改出發日期、車次及車廂等級。

Ø 更改一張車票，按右邊「改票」按鈕。

Ø 更改多張車票，於剔選需要更改之車票後，按左邊「更改已選車

票」按鈕。

Ø 訂單內的小童票若使用成人身份證明文件購買，而改票後該小童不

再與原登記的成人同行，於領取該小童票時，仍需出示原登記的成

人身份證明文件。另同一車次內如有小童，必須起碼有一張為成人

票。

1. 前往改票
頁面

2. 選擇需要
更改之車票

3.重選車次
4. 檢查改票

內容
5. 確認 6. 改票完成



16

步驟三: 重選車次

· 網頁跳轉到購票查詢頁面，請於左邊「購票查詢」功能上，輸入所需資

料，然後按「購票查詢」。

· 車次列表出現於右方，您可從中選取所需車次，按綠色按鈕到下一步。

1. 前往改票
頁面

2. 選擇需要
更改之車票

3.重選車次
4. 檢查改票

內容
5. 確認 6. 改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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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檢查改票內容

· 確認新車票及車費資料，然後按「確認」。

1. 前往改票
頁面

2. 選擇需要
更改之車票

3.重選車次
4. 檢查改票

內容
5. 確認 6. 改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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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確認付款 (適用於新車票的票價高於舊車票時)

· 若舊車票的票價高於新車票，差額會退回原付款的信用卡戶口內。

· 若新車票的票價高於舊車票，於按「付款」按鈕後，網頁跳轉至第三方支付

平台付款。您會重新支付新票價，原票價會同時退回。款項會以原訂單所用

之信用卡進行交易。

1. 前往改票
頁面

2. 選擇需要
更改之車票

3.重選車次
4. 檢查改票

內容
5. 確認 6. 改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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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高速鐵路的車票以人民幣定價，港元票價會按匯率變動而每月調整，並於

每月首日公佈。以港元發售的車票，如透過港鐵公司的購票途徑改票，新車票將

按改票當月的有效港元執行票價辦理，即使只是更改為同一天相同車廂等級的另

一班列車，也可能與原車票票價不同。透過本網站更改車票，則以改票當日之港

元票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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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改票完成

1. 新舊車票的票價相同

1. 前往改票
頁面

2. 選擇需要更改
之車票

3.重選車次
4. 檢查改票

內容
5. 確認 6. 改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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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車票的票價低於舊車票

3. 新車票的票價高於舊車票

· 改票完成後，您可選擇「列印訂單」。若有提供電郵地址，您將會收到更

改訂單的確認電郵。


